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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DD—关于我们

国际衍射数据中心

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Diffraction Data (ICDD)

➢ 非盈利性科学组织

➢ 致力于收集、编辑、出版和分发标准粉末衍射数据库

（Powder Diffraction File，PDF），主要用于结晶材料的物相鉴定。

➢ 开发分析XRD数据的中立软件---- JADE软件

ICDD总部：美国，费城



ICDD历史

最初的Hanawalt
Manual检索手册

➢ 1941年，粉末衍射化学分析联合委员会成立

➢ 1969年粉末衍射标准联合委员会(JCPDS)成立

➢ 1978年，JCPDS正式更名为国际衍射数据中心（ICDD）

➢ 2019年，ICDD在中国设立代表处（唯一海外分支机构）

➢ 2019年3月，ICDD收购MDI，正式发行最新版本的JADE

第一张PDF卡片
（1941年）



ICDD 会员

2018年3月，ICDD区域
主席在ICDD总部合影

➢ 目前全球约300多名会员

➢ 会员组成：教育、科研、政府、企业

➢ ICDD会员组建了董事会、委员会和分委员会

➢ 会员职责：选举董事并对ICDD的发展建言献策

2018年8月，ICDD中国
区部分会员合影，兰州



ICDD会议

➢ 丹佛X射线会议（美国）

（Denver X-Ray Conference）

➢ 药物粉末X射线衍射专题研讨会PPXRD

（欧洲/亚洲/美国）

➢ 全国X射线衍射学术大会暨国际衍射数据中心

（ICDD）研讨会（中国）

……

http://www.icdd.com



ICDD出版物



ICDD 培训

✓ X射线衍射基础班

✓ X射线衍射高级班

✓ Rietveld 精修

✓ 荧光培训讲习班

✓ 药物研习班

……



➢ 为鼓励有潜力的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选择晶体学研究方向

➢ ICDD建立了晶体学奖学基金，称为“Ludo Frevel 晶体学奖学

基金”。取此名，是为纪念X射线衍射学的先驱，也是本基金

的创始人Ludo Frevel博士。

➢ ICDD期待以此奖金鼓励有志学子投身晶体学相关研究，在科

学领域取得突破。

ICDD Ludo Frevel 晶体学奖

更多信息参见: http://www.icdd.com/resources/awards/frevel.htm



PDF卡片常见问题



文章中JCPDS No. 和 ICDD PDF No. 是一回事儿吗？

➢ ICDD前身1969年成立的粉末衍射标准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Powder Diffraction Standards, JCPDS），负责发行

PDF卡片；卡片号命名方式： JCPDS NO. XX-XXXX

➢ 1978年，JCPDS更名为ICDD，继续发行PDF卡片，卡片号命名方

式: ICDD PDF No. XX-XXXX



PDF卡片号有的是三组有的是两组，怎么回事？

✓ 00 国际衍射数据中心（ICDD，粉末衍射）

✓ 01 国际晶体结构数据库 (ICSD，FIZ Karlsruhe，德国，俗称 findit)

✓ 02 剑桥结构数据库 (CSD，CCDC Cambridge，英国)

✓ 03 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 (NIST，Gaithersburg，美国)

✓ 04 莱纳斯·鲍林文件 (LPF，MPDS-Vitznau，瑞士)

✓ 05 国际衍射数据中心（ICDD，单晶）

30-0568

卷号30 第568张卡片

04-015-9569

卷号 15 第9569张卡片数据来源



编辑回复卡片无效，怎么回事？

原因1.  XX-XXXX形式的卡片号已在全球废除，目前正确的卡片号形式：XX-XXX-XXXX （9位数字）

原因2.  ICDD每年删除一些质量差的卡片，如QM标记为 Blank、Low-Precision的卡片，替换为QM为

Star的卡片，以保证PDF数据库中卡片的质量越来越高。

……

ICDD要求用户： 在发表文章、专利、国标等时，注明所使用的PDF数据的出版年份

如 PDF No. 01-071- 4679 (ICDD, 2021)



使用PDF卡片数据，
专利被驳回，标准国际不认可，怎么回事？

原因1.  专利中使用了已删除的卡片数据；

原因2.  所使用的PDF卡片测试条件与专利中所描述的不一致

……



2022 ICDD-PDF数据库介绍



PDF数据库是全球唯一经过ISO认证的晶体学数据库，覆盖面广，精度高，兼容性强，功能强大，涵盖30多

个领域，是材料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药物学、生物学、检验检疫、司法鉴定等科学研究及工业生产

等领域不可缺少的数据库，并赢得全球用户的信任和支持，为新材料的探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PDF数据库应用范围



收集XRD数据

Diffraction 
pattern

PDF 卡片

研磨样品

处理XRD数据
导入PDF数据库

物相鉴定

PDF 数据库--- 物相鉴定



Opal
00-066-0178

Gypsum
00-033-0311

Goethite
01-077-9312
Quartz
00-046-1045

天然岩石为例

PDF 数据库--- 物相鉴定



PDF卡片演变史

单张卡片含125种信息



X-ray

CW Neutron

Synchrotron

ToF Neutron

Electron

2022 PDF卡片--- 全面的衍射数据



PDF entry 00-063-0315 Bi2FeSc5

3D (atomic coordinates)

Simulated Profile Raw Diffraction Data

Bonds (atomic coordinates) SAED

EBSD

2022 PDF卡片--- 全面的晶体学信息



为什么选择ICDD-PDF数据库？



ICDD-PDF数据库-高度可信 (唯一ISO认证)

复查

数据收集
（全球材料实验室）

编辑 标准化

质量标记

Star

Indexed

Blank

………



唯一收录实验衍射图的数据库（Raw data）

Traditional d,I stick pattern +

Simulated pattern (350Å) +

PD3 raw data pattern

(00-058-2031)

可用于半结晶物质物相鉴定



最大最全的晶体学数据库

✓ 国际晶体结构数据库 (ICSD，FIZ Karlsruhe，德国，俗称 findit)

✓ 剑桥结构数据库 (CSD，CCDC Cambridge，英国)

✓ 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 (NIST，Gaithersburg，美国)

✓ 莱纳斯·鲍林文件 (LPF，MPDS-Vitznau，瑞士)

综合性强

单晶

ICSD (01)

CSD (02)

NIST (03)

LPF  (04)

ICDD (05)

粉末

ICDD (00)

2021版 PDF数据库收录无机物、有机物衍射数据超过 104万条



ICDD –MDI--JADE 软件介绍



ICDD - MDI – JADE 关于我们

➢ Materials Data (MDI) 成立于1989年，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专注于开发XRD分析软件JADE；

➢ JADE最早采用全谱拟合和 Rietveld 方法来分析XRD数据，并且最早使用结构数据计算模拟衍射；

➢ JADE界面友好，功能强大、使用方便，是分析XRD数据的最佳选择。



JADE --- 全面分析处理粉末XRD数据

✓ 全功能分析处理粉末XRD数据

✓ 兼容所有厂家衍射仪收集的XRD数据，有效统一分析数据

✓ 兼容PDF-4系列数据库，物相鉴定、全图拟合等分析一体化

✓ 独立于衍射仪，致力于无偏见的分析结果

✓ 灵活网络授权，多人同时使用



PDF + JADE --- 全功能分析粉末XRD数据



精度高，可靠性好

分析XRD数据最佳组合

PDF + JADE --- 全功能分析粉末XRD数据



局域网版PDF + JADE



局域网版PDF + JADE
一站式处理分析粉末XRD数据解决方案

➢ 三种组合，满足不同领域需求

➢ 采用远程桌面或网页授权模式，数据自安

装，资源本地化，保护科研安全

➢ 并发采购模式，在线使用资源，降低单个

使用成本

➢ 集成多个数据源优质资源，包括ICSD、

NIST、 LPF、 CSD等

组合1：JADE Pro + PDF-4+ 

（无机物，含 ICSD、NIST、LPD）

组合2：JADE Pro + PDF-4 Organic 

（有机物，含 CSD）

组合3：JADE Pro + PDF-4+ + PDF-4 Organic

（无机物+有机物，含CSD，ICSD、NIST、LPD ）



ICDD –PDF 数据库实例展示



PDF 数据库实例展示

➢PDF卡片检索方法

➢PDF 卡片检索举例



◼ 化学式

◼ 名字

◼ 三强线

◼ 晶胞参数

◼ 参考文献

◼ 。。。

检索条件（72种）

搜索条件

◼ 子领域 (30)

◼ 数据收集条件

◼ 状态

◼ 数据质量

◼ 数据源

检索类型

PDF卡片，全球唯一标记“Quality Mark”

检索条件



PDF 卡片检索关键信息

1. 目标检索PDF卡片的归类，如合金、矿物、电池、超导材料？

2. 元素：元素种类、个数，必含、排除元素等；And，Or， Only，Just，Not？

3. 化学式？化合物英文名称？

4. 是否含有单晶结构数据（原子坐标、占位等）、PD3数据？

5. PDF卡片收集时的条件：常温常压？高温？高压？

6. PDF卡片质量：高质量卡片？Star，good，Index？

7. 衍射数据：三长线？三强线？I/Ic？温度、压强？

8. 晶体学数据：晶系？空间群？晶胞参数？

。。。。。。

检索条件越多，检索结果越精简，越容易找到目标卡片



PDF 卡片检索举例

Superconducting 含 Fe 含原子坐标

9078 293 260

三元化合物

64

Superconducting
Superconducting

+ 含 Fe

Superconducting
+ 含 Fe
+ 含 原子坐标

Superconducting
+ 含 Fe
+ 含 原子坐标
+ 三元化合物



PDF 卡片检索举例

Battery
+ 含 Li 
+ 含 原子坐标
+ 原子种类3-5
+ Star数据

Mineral
+ 含 Al Si Ca
+ 不含 Mg
+可能含有其他元素
+ 其他不限

最长线：25±1 A
+ 不含O
+ 可能含有其他元素
+ 原子种类2-5
+ 中心对称晶体
+ 其他不限

只含有Fe Ni C
+单质、二元、三元
+ 金属



如何打开PDF 卡片—PDF 卡片号

1) 输入PDF 卡片号

如: 00-065-0110

2) 单击 open

数据来源
00 - ICDD powder
01 – ICSD
02 – CSD
03 – NIST
04 – LPF 
05 – ICDD Crystal Data



如何打开PDF 卡片—PDF卡片检索结果



PDF 卡片包含内容

粉末XRD数据
靶材、强度、衍射图、

d-I-（hkl）列表

物相基本信息
化学式、归类、收集条件
I/Ic、空间群、晶胞参数、

参考文献等

粉末XRD图
X射线、中子、电子

德拜环 模拟XRD图、PD3



PDF 卡片包含内容

单晶结构数据
原子占位、键长键角、

3D结构

EBSD 电子背散射
（菊池线）

SADE（选区电子衍射）



✓ Crystallographic Information File (*.cif)

✓ Bruker TOPAS File(*.str) 

✓ ICDD XML File(*.xml)

✓ d/I File Export: csv,*.xy

✓ PDF Graph: png, jpg, tif

PDF-4卡片数据保存格式



ICDD –PDF 数据库+ JADE Pro

实例分析XRD数据



JADE 软件---欢迎界面



JADE 软件---重要提示 1

左击
滚轮

（改变参数数值） 右击

JADE鼠标提示
左击功能丨右击功能

右击
波长和仪器设置

左击
当前射线靶



JADE 软件---重要提示 2

滚动鼠标滚轮：改变参数设置



JADE 软件---重要提示 3

功能不同：双击、Shift +左击、Ctrl+左击



JADE 软件---重要提示 3

数据分析功能界面与相应的工具栏功能一一对应



JADE 软件---数据库设定

数据库设定
（ICDD-PDF）



JADE 软件---PDF检索、元素设定

JADE-PDF数据库检索
（ICDD-PDF）



JADE 软件---物相鉴定

物相鉴定
（Demo 6）



JADE 软件---定量分析

K值法定量分析
（Demo 06）

全图拟合定量分析
（Demo 06）



JADE 软件---峰型拟合、结晶度分析

Demo16



JADE 软件---无内标非晶含量分析

CPD-3



JADE 软件---晶体结构显示和模拟XRD图

SiO2



JADE 软件---指数化及晶体结构推算

Demo 08



JADE 软件---保存多样化分析报告（PDF、图片、txt等）

Demo 06



更多功能介绍详见b站

（百度关键词：icddchina）

JADE Pro + PDF-4+

大幅提升材料分析能力



联系我们-ICDD中国区首席代表

徐春华博士

邮箱: icddchina@163.com

电话: 13401176510

微信公众号：

国际数据衍射中心ICDD  

QQ讨论群：818981229

www.icddchina.com网址：

徐春华微信



PDF+JADE 中科大试用交流群

扫码进群

扫码进群

扫码进群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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