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铁检验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认证公告
2022年第10号（总第548号）

中铁检验认证中心有限公司（CRCC）是经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具有第三方公正
地位的产品认证机构，批准号为CNCA-R-2002-102。
CRCC在国家认监委批准的范围内,按照国际通行认证模式开展产品认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工
作。
现将本次经复核/决定人员评定、CRCC作出批准的认证委托人名单(2022年03月08日至2022年03
月14日)公布如下：

第一部分：铁路产品认证
一、认证证书
（一）复评
专业小类：22.04.0309 机车牵引齿轮
委托人名称：郑州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郑州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大道149号；
场所2：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枫杨街10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609R1M-001
产品名称：机车牵引齿轮 从动齿轮
规格型号：齿圈（18CrNiMo7-6，图号：JB00001159G00）；
大齿轮（18CrNiMo7-6，图号：JB00000505G00)；
从动齿轮齿圈（18CrNiMo7-6，图号：JB00001961G00）；
从动齿轮(18CrNiMo7-6， 图号：PBE-14-00024856)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989—2015
有效期：2022年03月10日至2027年03月09日

专业小类：22.04.0311 机车单元制动器
委托人名称：中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延陵东路358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721R3L-002
产品名称：组焊式机车单元制动器
规格型号：QB-4型单元制动器（一）（不带停放，图号：QSJ11-55-01-000）；
QB-4S型单元制动器（二）（不带停放，图号：QSJ11-55-02-000）；
QB-2S型单元制动器（二）（不带停放，图号：QSJ10-55-03-000-1）；
QB-2型单元制动器（一）（不带停放，图号：QSJ10-55-01-000-2）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145—2018
有效期：2022年03月09日至2027年03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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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小类：22.04.0404 柴油机气门
委托人名称：中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延陵东路358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721R3L-001
产品名称：内燃机车用柴油机气门
规格型号：16V240ZJD柴油机进气门（图号：TC413120-91）；
16V240ZJ柴油机进气门（图号：DLC8-41-68-Q）；
16V280ZJA柴油机进气门（图号：QSC7-31-00-024A）；
16V280ZJA柴油机排气门（图号：QSC7-31-00-039A）；
16V240ZJ柴油机排气门（图号：DLC8-41-30-Q）；
16V240ZJD柴油机排气门（图号：TC413110-91）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1817—2015
有效期：2022年03月09日至2027年03月08日

专业小类：22.04.0528 交流传动机车网络控制系统
委托人名称：武汉征原电气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武汉征原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新村街折返段151号；
场所2：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石桥一路5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651R2M-003
产品名称：交流传动机车网络控制系统
规格型号：ZYCMS2型（适用于HXD3型机车）（系统软件版本：V01.26、（中央控制单元、总线控制单元、车辆控制单元、数据记录单
元）：ZYM-CPU2型（图号：D960G010000）、输入输出单元：ZYINF1型（图号：D960G020000）/ ZYJDQ1型(图号：D960G040000)、智
能显示单元：ZYTWX3型（图号：D940Z000000）、网关：ZYDGW8型（图号：ZYD94-06-00-00-00））；
ZYCMS1型（适用于HXD3D型机车）
（系统软件版本：V01.16、
（中央控制单元、总线控制单元、车辆控制单元、数据记录单元）：ZYM-CPU1
型（图号：D960G010000A）、输入输出单元：ZYINF1型（图号：D960G020000）/ ZYJDQ1型(图号：D960G040000)、智能显示单元：ZYDNI5
型（图号：D960G050000A）、网关：ZYDGW8型（图号：ZYD94-06-00-00-00） ）；
ZYCMS3型（适用于HXD3C型机车）
（系统软件版本：V01.27、
（中央控制单元、总线控制单元、车辆控制单元、数据记录单元）：ZYM-CPU2
型（图号：D960G010000）、输入输出单元：ZYINF1型（图号：D960G020000）/ ZYJDQ1型(图号：D960G040000)、智能显示单元：ZYTWX3
型（图号：D940Z000000）、网关：ZYDGW8型（图号：ZYD94-06-00-00-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J/JW 032—2014
有效期：2022年03月08日至2027年02月21日

专业小类：22.04.0529 交流传动机车中央控制单元
委托人名称：武汉征原电气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武汉征原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石桥一路5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651R2M-002
产品名称：交流传动机车中央控制单元
规格型号：ZYA022-10型（图号：ZYD94-01-02-00-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J/JW 032—2014
有效期：2022年03月08日至2027年02月21日

专业小类：22.04.0663 铁道机车车辆地板布
委托人名称：山东恒信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山东恒信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车站南路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778R2M-001
产品名称：铁路客车用地板布
规格型号：铁路客车地板布(橡胶材质,公称厚度4.0mm)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 617—2017；Q/CR 69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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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2022年03月08日至2027年03月07日

专业小类：22.04.1304 铁路用防水材料
委托人名称：江苏华伟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江苏华伟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硕集镇东崔工业园区29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887R3M-001
产品名称：铁路隧道用防水板
规格型号：EVA防水板，厚度1.5、2.0、2.5、3.0mm，宽度2.0～4.0m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360.1—2014
有效期：2022年03月10日至2027年03月09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2P10887R3M-002
产品名称：氯化聚乙烯防水卷材
规格型号：L类氯化聚乙烯防水卷材，厚度（不含纤维层）1.8mm，宽度≤2.65m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965—2018
有效期：2022年03月10日至2027年03月09日

专业小类：22.04.1309 铁路用减水剂
委托人名称：昆明承曜建材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昆明承曜建材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工业园区大板桥工业城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2389R1S-001
产品名称：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
规格型号：HPWR-R缓凝型（含气量≤3.0%，端烯基烷撑聚氧乙烯醚∶丙烯酸=10.1∶1）；
HPWR-S早强型（含气量≤3.0%，端烯基烷撑聚氧乙烯醚∶丙烯酸=10.1∶1）；
HPWR-S标准型（含气量≤3.0%，端烯基烷撑聚氧乙烯醚∶丙烯酸=10.1∶1）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275—2018
有效期：2022年03月10日至2027年03月09日

委托人名称：山东华泉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山东华泉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南环路东段北侧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2381R1S-001
产品名称：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
规格型号：SDHQ-JFA-EB标准型（含气量≤3.0%，异戊烯基聚氧乙烯醚：丙烯酸=8.14：1）；
SDHQ-JFA-EH缓凝型（含气量≤3.0%，异戊烯基聚氧乙烯醚：丙烯酸=8.14：1）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275—2018
有效期：2022年03月10日至2027年03月09日

专业小类：22.04.1315 道岔
委托人名称：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工务大修段
生产厂名称：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工务大修段
制造地址：广州工务大修段衡阳修配车间（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苗圃洪塘冲1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2306R1M-004
产品名称：整组道岔
规格型号：固定型辙叉道岔,60kg∕m-12号， V≤120km/h ，SC（07）330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412—2020
有效期：2022年03月11日至2026年12月22日

（二）变更及扩项
01地址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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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小类：22.04.0910 动车组轴箱轴承
委托人名称：斯凯孚分拨(上海)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SKF Industrie S.P.A
制造地址：场所1：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园汽路1189号（销售）/斯凯孚（中国）销售有限公司；
场所2：Ernst-Sachs Strasse 5,97424 Schweinfurt,Germany（保持架生产）；
场所3：Viale Europa Unita,29-Caravaggio(BG)-24043,Italy（热处理，理化3）；
场所4：Strada Nazionale,26i-10069 Villar Perosa,Turin,Italy（热处理，理化2）；
场所5：中国香港北角马宝道28号华汇中心22楼2210-11室（销售）/SKF中国有限公司；
场所6：LocalitàPiova 98,10081 Castellamonte,Torino,Italy（锻造2）；
场所7：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美约路291号（销售）/斯凯孚分拨(上海)有限公司；
场所8：Via Rolando Perino 49,10080 Busano,Torino,Italy（锻造1）；
场所9：Kassai street, 137 -4028 – Debrecen - Hungary（热处理（仅型号BT2-8545 AD/VR662 涉及该地址））/Mitor Kft；
场所10：Large Bearing Factory E-Fabriken,EHS-2 Von Utfallsgatan 4,41550,Gothenborg,Sweden（热处理，理化1）；
场所11：Hans-Boeckler-Strasse 1,97424 Schweinfurt,Germany（滚子生产）；
场所12：Via Dante Alighieri 6,10069 Villar Perosa, Turin, Italy（设计开发，内外圈磨削、探伤、磷化、组装，检验过程）
1、证书编号：CRCC10219P11572R1L-002
产品名称：动车组圆锥轴承
规格型号：BT2-8555 C/VR662(BT2-8555 C 4/1804)CRH2A统/2G；
BT2-8545 AD/VR662 (BT2-8545AD 9/1809) CRH5A/5G/5E；
BT2-8555 B/VR662(BT2-8555B 4/1404) CRH1A/1B/1E/1A-A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287—2014
有效期：2022年03月10日至2024年01月16日

02标准变更
专业小类：22.04.1301 扣件－非金属类部件
委托人名称：三门大洋橡塑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三门大洋橡塑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海润街道工业大道22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0P11959R1S-001
产品名称：客货共线铁路扣件系统用轨下垫板（TB/T）
规格型号：60-10-185（非严寒地区使用）；60-10-190（非严寒地区使用）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065—2020
有效期：2022年03月10日至2025年07月08日

委托人名称：沈阳北兴铁路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沈阳北兴铁路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辽河经济区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0827R1M-5
产品名称：客货共线铁路扣件系统用尼龙件（TB/T）
规格型号：2-4号挡板座（非严寒地区使用）；0-6号挡板座（非严寒地区使用）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1495—2020；TB/T 3065—2020
有效期：2022年03月10日至2022年04月11日

专业小类：22.04.1315 道岔
委托人名称：青海青铁轨道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青海青铁轨道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青海省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甘河工业园区海鑫大道8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9P11698R1M-001
产品名称：道岔护轨
规格型号：60kg∕m-12号，V≤120km/h ，槽型钢护轨，SC330C-203、SC330C-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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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412—2020
有效期：2022年03月10日至2024年10月20日
2、证书编号：CRCC10219P11698R1M-002
产品名称：道岔尖轨
规格型号：60kg∕m-12号，V≤120km/h ，特种断面，SC（07）330-104、SC（07）330-105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412—2020
有效期：2022年03月10日至2024年10月20日
3、证书编号：CRCC10219P11698R1M-003
产品名称：道岔基本轨
规格型号：60kg∕m-12号，V≤120km/h ，SC（07）330-102、SC（07）330-103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412—2020
有效期：2022年03月10日至2024年10月20日
4、证书编号：CRCC10219P11698R1M-004
产品名称：整组道岔
规格型号：固定型辙叉道岔，60kg∕m-12号，V≤120km/h ，SC（07）330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412—2020
有效期：2022年03月10日至2024年10月20日

03变更规格型号
专业小类：22.04.1602 列车尾部安全防护装置及附属设备
委托人名称：扬州市宁铁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扬州市宁铁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江阳西路98号B1幢5层5015、5016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1036R1S
产品名称：列车尾部安全防护装置 锂离子电池组及锂离子电池组充电器
规格型号：NT-4F 数字型锂离子电池组充电器 ，配套主机厂：成都铁路局科学技术研究所）；
NT-2006A2 数字型锂离子列尾电池（7.2V /13Ah/-30℃，配套主机厂：北京世纪东方智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铁列尾电子设备
有限公司/陕西国铁科学技术研究发展有限公司）；
NT-2006C2 数字型锂离子列尾电池（7.2V /24Ah/-30℃，配套主机厂：北京市交大路通科技有限公司）；
NT-4C2 数字型锂离子电池组充电器 ，配套主机厂：北京市交大路通科技有限公司）；
NT-2006C1 数字型锂离子列尾电池（7.2V /13Ah/-30℃，配套主机厂：北京市交大路通科技有限公司）；
NT-2006F 数字型锂离子列尾电池（7.2V /13Ah/-30℃，配套主机厂：成都铁路局科学技术研究所）；
NT-2006D 数字型锂离子列尾电池（7.2V /24Ah/-30℃，配套主机厂：北京世纪东方智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铁列尾电子设备有
限公司/陕西国铁科学技术研究发展有限公司）；
NT-4A 数字型锂离子电池组充电器 ，配套主机厂：北京中铁列尾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973—2006
有效期：2022年03月10日至2022年08月08日

04扩大规格型号
专业小类：22.04.1301 扣件－非金属类部件
委托人名称：浙江昊天橡胶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浙江昊天橡胶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海游街道西区大道373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0P11317R2M-001
产品名称：客货共线铁路扣件系统用轨下垫板（TB/T）
规格型号：50-10-185（非严寒地区使用）；50-10-190（非严寒地区使用）；
60-10-185（非严寒地区使用）；60-10-190（非严寒地区使用）；60-10R-185（非严寒地区使用）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1495—2020；TB/T 3065—2020
有效期：2022年03月10日至2025年04月22日

05扩大认证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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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小类：22.04.1304 铁路用防水材料
委托人名称：衡水滨河工程橡塑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衡水滨河工程橡塑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河北省衡水市景县城西工业区；
场所2：河北省衡水市景县城西工业区（景县开发区郁桥路西侧）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427R2S-013
产品名称：铁路隧道防排水用普通塑料止水带
规格型号：施工缝用背贴式 ECB普通塑料止水带S-T-P（TJPZSD-研隧（2018）-002）：300×4、350×6、400×8，挤出；
施工缝用背贴式 EVA 普通塑料止水带S-T-P（TJPZSD-研隧（2018）-002）：300×4、350×6、400×8，挤出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 562.2—2017；Q/CR 562.2—2017XG—2018
有效期：2022年03月10日至2026年11月01日

专业小类：22.04.1315 道岔
委托人名称：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工务大修段
生产厂名称：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工务大修段
制造地址：广州工务大修段衡阳修配车间（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苗圃洪塘冲1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2306R1M-005
产品名称：道岔尖轨
规格型号：60kg/m-12号，V≤120km/h，特种断面，SC（07）330-104、SC（07）330-105；
60kg/m-12号，V≤120km/h，特种断面，SC（07）330-104W、SC（07）330-105W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412—2020
有效期：2022年03月11日至2026年12月22日

06试用证书转认证证书
专业小类：22.04.0706 客车用电线电缆
委托人名称：山东华凌电缆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山东华凌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经十东路圣井高科技园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3373R0M-001
产品名称：低烟无卤标准壁厚铁道客车用电缆/低烟无卤小尺寸壁厚铁道客车用电缆（单芯）
规格型号：WDZ-DC-（R）-H-90 3.6/6kV 芯数：1芯；截面：2.5～400mm²；耐油：MM；
WDZ-DC-（R）-H-90 1.8/3kV 芯数：1芯；截面：1.5～400mm²；耐油：MM；
WDZ-DC-（R）-90 0.6/1kV 芯数：1芯；截面：1.0～400mm²；耐油：M；
WDZ-DC-（R）-90 1.8/3kV 芯数：1芯；截面：1.5～400mm²；耐油：M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 814—2021
有效期：2022年03月10日至2025年09月23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2P13373R0M-002
产品名称：低烟无卤标准壁厚铁道客车用电缆/低烟无卤小尺寸壁厚铁道客车用电缆（多芯）
规格型号：WDZ-DC-（R）-（ZP）-H-90 300/500V 芯数：4～37芯；截面：1.5mm² 耐油：MM；
WDZ-DC-（R）-（ZP）-H-90 0.6/1kV 芯数：2～3芯；截面：1.5～50mm² 耐油：MM；
WDZ-DC-（R）-（ZP）-H-90 0.6/1kV 芯数：3+1芯；截面：35～50mm² 耐油：MM；
WDZ-DC-（R）-（ZP）-H-90 0.6/1kV 芯数：4芯；截面：1.5～25mm² 耐油：MM；
WDZ-DC-（R）-（ZP）-H-90 300/500V 芯数：4～24芯；截面：2.5mm² 耐油：MM；
WDZ-DC-（R）-（ZP）-H-90 300/500V 芯数：2～40芯；截面：1.0mm² 耐油：MM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 814—2021
有效期：2022年03月10日至2025年09月23日

专业小类：22.04.1028 动车组电线电缆
委托人名称：山东华凌电缆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山东华凌电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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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经十东路圣井高科技园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3373R0M-003
产品名称：动车组第二类型低烟无卤标准壁电缆（EN50264-2和EN50264-3系列）（单芯）
规格型号：EN50264-2-1 1.8/3kV 芯数：1芯；截面：1.5～400mm² 无护套，耐温等级：90℃,耐油：M；
EN50264-2-1 3.6/6kV 芯数：1芯；截面：2.5～400mm² 有护套，耐温等级：90℃,耐油：MM；
EN50264-2-1 0.6/1kV 芯数：1芯；截面：1.0～400mm² 无护套，耐温等级：90℃,耐油：M；
EN50264-3-1 1.8/3kV 芯数：1芯；截面：1.5～400mm² 无护套，耐温等级：90℃,耐油：M；
EN50264-2-1 1.8/3kV 芯数：1芯；截面：1.5～400mm² 有护套，耐温等级：90℃,耐油：MM；
EN50264-3-1 0.6/1kV 芯数：1芯；截面：1.0～400mm² 无护套，耐温等级：90℃,耐油：M；
EN50264-3-1 1.8/3kV 芯数：1芯；截面：1.5～400mm² 有护套，耐温等级：90℃,耐油：MM；
EN50264-3-1 3.6/6kV 芯数：1芯；截面：2.5～400mm² 、有护套，耐温等级：90℃,耐油：MM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313—2014
有效期：2022年03月10日至2025年09月23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2P13373R0M-004
产品名称：动车组第二类型低烟无卤标准壁电缆（EN50264-2和EN50264-3系列）（多芯）
规格型号：
EN50264-2-2 300/500V 芯数：2～40芯；截面：1.0～2.5mm² 、（含带屏蔽型）、有护套，耐温等级：90℃，耐油：MM；
EN50264-2-2 0.6/1kV 芯数：2～4芯；截面：1.5～50mm²、（含带总屏蔽型）、有护套，耐温等级：90℃,耐油：MM；
EN50264-3-2 300/500V 芯数：2～40芯；截面：1.0～2.5mm²、（含带屏蔽型）、有护套，耐温等级：90℃，耐油：MM；
EN50264-3-2 0.6/1kV 芯数：2～4芯；截面：1.5～50mm² 、（含带屏蔽型）、有护套，耐温等级：90℃,耐油：MM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313—2014
有效期：2022年03月10日至2025年09月23日

（三）其他
01恢复
专业小类：22.04.1304 铁路用防水材料
委托人名称：衡水市华北塑胶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厂名称：衡水市华北塑胶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地址：河北省衡水市景县留府东苦水营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0824R1S
产品名称：铁路隧道用橡胶止水带
规格型号：变形缝用中埋式橡胶止水带 B-R-Z-300×6、350×8、400×10，三元乙丙橡胶、挤出；
施工缝用中埋式橡胶止水带S-R-Z-300×6、350×8、400×10，三元乙丙橡胶、挤出；
背贴式橡胶止水带 R-T-300×6、350×8、400×10，三元乙丙橡胶、挤出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360.2—2014
恢复日期：2022年03月11日（暂停期间：2021年07月21日至2022年03月11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0P10824R1S-001
产品名称：铁路隧道用钢边止水带
规格型号：变形缝用钢边止水带 B-G-300×6、350×8、400×10，三元乙丙橡胶，模压、挤出；
施工缝用钢边止水带S-G-300×6、350×8、400×10，三元乙丙橡胶，模压、挤出；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360.2—2014
恢复日期：2022年03月11日（暂停期间：2021年07月21日至2022年03月11日）

委托人名称：西部铁建工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西部铁建工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石化园区昆仑大道以西淮河大道以北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2631R0S-1
产品名称：铁路隧道用防水板
规格型号：EVA防水板，厚度1.5、2.0、2.5、3.0mm，宽度2.0～4.0m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360.1—2014
恢复日期：2022年03月11日（暂停期间：2021年06月22日至2022年03月11日）

02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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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小类：22.04.0622 铁路货车轴承密封罩
委托人名称：锦州北方铁道机车车辆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锦州北方铁道机车车辆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辽宁省锦州市凌海市翠岩镇前田家屯村513-3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0P10477R2M-001
产品名称：铁路货车352226X2-2RZ型轴承密封罩
规格型号：352226X2-2RZ 型（图号：352226X2-2RZ-02-18）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 678—2018
暂停日期：2022年03月11日

专业小类：22.04.0633 铁道货车人力制动机
委托人名称：山西春光锻造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山西春光锻造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新店街后沟路小返乡后沟村西
1、证书编号：CRCC10220P10563R2M-002
产品名称：铁道货车NSW型手制动机
规格型号：NSW型（图号：SYSH25-00-00-00D）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978—2016
暂停日期：2022年03月09日

专业小类：22.04.0643 铁路货车滚动轴承施封锁
委托人名称：四平市天弘车辆修理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四平市天弘车辆修理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人民街1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0861R1S
产品名称：铁路货车滚动轴承施封锁
规格型号：SFS-F型 （图号：SRIT174-00-00-00）；SFS-E型 （图号：SRIT174-00-00-00）
SFS-B型 （图号：SRIT174-00-00-00）；SFS-D型 （图号：SRIT174-00-00-00）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 677—2018
暂停日期：2022年03月08日

专业小类：22.04.1301 扣件－非金属类部件
委托人名称：哈尔滨北方铁路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哈尔滨北方铁路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东铁街16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0793R1S
产品名称：弹条Ⅰ型、Ⅱ型扣件挡板座（改性尼龙66）
规格型号：2-4普通型（适用于一般地区）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1495.5—2003
暂停日期：2022年03月11日

委托人名称：哈尔滨铁路局工业处哈尔滨机车车辆配件厂
生产厂名称：哈尔滨铁路局工业处哈尔滨机车车辆配件厂
制造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伊春路南侧西端
1、证书编号：CRCC10220P10568R2M-003
产品名称：橡胶垫板
规格型号：60-10-185耐寒型；50-10-185耐寒型；60-10-190耐寒型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626—1995和第1号修改单
暂停日期：2022年0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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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名称：衡水卉名工程橡塑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衡水卉名工程橡塑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赵家圈镇北郎子桥村北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2657R0S
产品名称：弹条Ⅰ型、Ⅱ型扣件挡板座（改性尼龙66）
规格型号：2-4普通型（适用于一般地区）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1495.5—2003
暂停日期：2022年03月11日

03撤销
专业小类：22.04.1310 铁路碎石道砟
委托人名称：德化宏建石业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德化宏建石业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德化县龙门滩镇苏洋村蜈蚣山
1、证书编号：CRCC10220P13409R0S-001
产品名称：铁路碎石道砟（一级）
规格型号：新建铁路一级道砟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140—2008
撤销日期：2022年03月11日

委托人名称：惠安县霞埔采石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惠安县霞埔采石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惠安县螺阳镇下埔村古墓山锦坤石仔场
1、证书编号：CRCC10220P13403R0S-001
产品名称：铁路碎石道砟（一级）
规格型号：新建铁路一级道砟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140—2008
撤销日期：2022年03月11日

04注销
专业小类：22.04.0709 客车灯具
委托人名称：兰普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兰普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浙江省乐清市乐清经济开发区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0942R3M-12
产品名称：铁道客车LED灯具：顶灯及壁灯
规格型号：LED-DD-AC220V-2X15W；LED-DD-DC48V-2X15W；LED-BD-DC110V-3X15W；
LED-DD-AC220V-2X20W；LED-DD-DC110V-2X20W；LED-BD-DC110V-2X15W；
LED-BD-DC110V-1X20W；LED-DD-DC48V-2X20W；LED-BD-DC110V-1X15W；
LED-BD-AC220V-3X15W；LED-BD-AC220V-1X15W；LED-DD-DC48+AC220V-2X20W；
LED-BD-DC48V-1X20W；LED-DD-DC110V-2X15W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421—2014；TB/T 2917.2—2019
注销日期：2022年03月10日
2、证书编号：CRCC10217P10942R3M-9
产品名称：铁道客车LED灯具：阅读灯
规格型号：LED-YD-DC48V-4W；LED-YD-DC110V-4W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423—2014；TB/T 2917.2—2019
注销日期：2022年03月10日

专业小类：22.04.1024 动车组前照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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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名称：兰普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兰普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浙江省乐清市乐清经济开发区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0942R3M-10
产品名称：动车组气体放电光源前照灯（氙气金卤灯前照灯）
规格型号：LPQZD46B-03-00-000L；LPQZD46B-03-00-000R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325-2014
注销日期：2022年03月10日

二、试用证书
（一）变更及扩项
01扩大规格型号
专业小类：22.04.0901 动车组碳滑板
委托人名称：苏州东南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苏州东南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江苏省太仓市双凤镇温州工业园
1、证书编号：CRCC10219P11712R2MSYZ-001
产品名称：动车组浸金属碳滑板
规格型号：BC28-51M1（TSG15）（DNEHB-07-1J0B-*，A）（TSG15D）CRH6F；
DK1005（HB-1012）（CX-GI030）CR400AF；
DK1006（HB-1015）（DSA250）CRH2G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328—2014
有效期：2022年03月10日至2024年10月10日

（二）其他
01注销
专业小类：22.04.0706 客车用电线电缆
委托人名称：山东华凌电缆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山东华凌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经十东路圣井高科技园
1、证书编号：CRCC10220P13373R0MSYZ-001
产品名称：低烟无卤标准壁厚铁道客车用电缆/低烟无卤小尺寸壁厚铁道客车用电缆（单芯）
规格型号：WDZ-DC-（R）-90 0.6/1kV 芯数：1芯；截面：1.0～400mm²；耐油：M；
WDZ-DC-（R）-90 1.8/3kV 芯数：1芯；截面：1.5～400mm²；耐油：M；
WDZ-DC-（R）-H-90 1.8/3kV 芯数：1芯；截面：1.5～400mm²；耐油：MM；
WDZ-DC-（R）-H-90 3.6/6kV 芯数：1芯；截面：2.5～400mm²；耐油：MM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 814—2021
注销日期：2022年03月10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0P13373R0MSYZ-002
产品名称：低烟无卤标准壁厚铁道客车用电缆/低烟无卤小尺寸壁厚铁道客车用电缆（多芯）
规格型号：WDZ-DC-（R）-（ZP）-H-90 0.6/1kV 芯数：2～3芯；截面：1.5～50mm² 耐油：MM；
WDZ-DC-（R）-（ZP）-H-90 300/500V 芯数：2～40芯；截面：1.0mm² 耐油：MM；
WDZ-DC-（R）-（ZP）-H-90 300/500V 芯数：4～24芯；截面：2.5mm² 耐油：MM；
WDZ-DC-（R）-（ZP）-H-90 0.6/1kV 芯数：3+1芯；截面：35～50mm² 耐油：MM；
WDZ-DC-（R）-（ZP）-H-90 0.6/1kV 芯数：4芯；截面：1.5～25mm² 耐油：MM；
WDZ-DC-（R）-（ZP）-H-90 300/500V 芯数：4～37芯；截面：1.5mm² 耐油：MM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 814—2021
注销日期：2022年0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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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小类：22.04.1028 动车组电线电缆
委托人名称：山东华凌电缆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山东华凌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经十东路圣井高科技园
1、证书编号：CRCC10220P13373R0MSYZ-003
产品名称：动车组第二类型低烟无卤标准壁电缆（EN50264-2和EN50264-3系列）（单芯）
规格型号：EN50264-2-1 0.6/1kV 芯数：1芯；截面：1.0～400mm² 无护套，耐温等级：90℃,耐油：M；
EN50264-2-1 1.8/3kV 芯数：1芯；截面：1.5～400mm² 无护套，耐温等级：90℃,耐油：M；
EN50264-2-1 1.8/3kV 芯数：1芯；截面：1.5～400mm² 有护套，耐温等级：90℃,耐油：MM；
EN50264-2-1 3.6/6kV 芯数：1芯；截面：2.5～400mm² 有护套，耐温等级：90℃,耐油：MM；
EN50264-3-1 0.6/1kV 芯数：1芯；截面：1.0～400mm² 无护套，耐温等级：90℃,耐油：M；
EN50264-3-1 1.8/3kV 芯数：1芯；截面：1.5～400mm² 无护套，耐温等级：90℃,耐油：M；
EN50264-3-1 1.8/3kV 芯数：1芯；截面：1.5～400mm² 有护套，耐温等级：90℃,耐油：MM；
EN50264-3-1 3.6/6kV 芯数：1芯；截面：2.5～400mm² 、有护套，耐温等级：90℃,耐油：MM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313—2014
注销日期：2022年03月10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1P13373R0MSYZ-004
产品名称：动车组第二类型低烟无卤标准壁电缆（EN50264-2和EN50264-3系列）（多芯）
规格型号：
EN50264-2-2 0.6/1kV 芯数：2～4芯；截面：1.5～50mm²、（含带总屏蔽型）、有护套，耐温等级：90℃,耐油：MM；
EN50264-2-2 300/500V 芯数：2～40芯；截面：1.0～2.5mm² 、（含带屏蔽型）、有护套，耐温等级：90℃，耐油：MM；
EN50264-3-2 0.6/1kV 芯数：2～4芯；截面：1.5～50mm² 、（含带屏蔽型）、有护套，耐温等级：90℃,耐油：MM；
EN50264-3-2 300/500V 芯数：2～40芯；截面：1.0～2.5mm²、（含带屏蔽型）、有护套，耐温等级：90℃，耐油：MM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313—2014
注销日期：2022年03月10日

第二部分：城市轨道交通装备产品认证（机构自愿目录）
一、认证证书
（一）变更及扩项
01标准变更
专业小类：22.04.5303 城轨绝缘轨距塑料件
委托人名称：沈阳北兴铁路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沈阳北兴铁路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辽河经济区
1、证书编号：CRCC10220P20827R1M-005
产品名称：城市轨道交通挡板座
规格型号：0-6号挡板座（非严寒地区使用）；2-4号挡板座（非严寒地区使用）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1495—2020；TB/T 3065—2020
有效期：2022年03月10日至2022年04月11日

（二）其他
01暂停
专业小类：22.04.5303 城轨绝缘轨距塑料件
委托人名称：衡水卉名工程橡塑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衡水卉名工程橡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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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地址：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赵家圈镇北郎子桥村北
1、证书编号：CRCC10219P22657R0S-001
产品名称：城市轨道交通挡板座
规格型号：2-4普通型（适用于一般地区）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1495.5—2003
暂停日期：2022年0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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