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铁检验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认证公告
2022年第14号（总第5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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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月06日至2022年04
月11日)公布如下：

第一部分：铁路产品认证
一、认证证书
（一）初次认证
专业小类：22.04.1112 电加热道岔融雪系统设备
委托人名称：沈阳铁道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沈阳铁道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沈阳市铁西区沈房1984及1984-1；
场所2：沈阳市苏家屯区枫杨路1号；
场所3：沈阳市沈河区敬宾街4-3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3568R0M-002
产品名称：电加热道岔融雪系统设备
规格型号：RDSTK1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539—2018
有效期：2022年04月07日至2026年09月08日

（二）复评
专业小类：22.04.0307 机车滚动轴承
委托人名称：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北共济街1段1号；
场所2：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祝华工业园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669R2L-009
产品名称：交流传动机车转向架滚动轴承 圆柱轴承
规格型号：NNJ5236X2（轴箱轴承，图号：NNJ5236X2）
标准和技术要求：TJ/JW 034—2014
有效期：2022年04月06日至2026年12月29日

专业小类：22.04.0715 铁道客车DC600V电源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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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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
产品名称：客车充电器（含单相逆变器）
规格型号：25T(G)-8kW+3.5kVA型（图号：ZYY94-00-00-00-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251—2012；Q/CR 302—2014
有效期：2022年04月07日至2027年02月21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2P10651R2M-005
产品名称：客车充电器
规格型号：25T(G)-8kW型（图号：ZYY94-00-00-00-00J）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251—2012；Q/CR 302—2014
有效期：2022年04月07日至2027年02月21日
3、证书编号：CRCC10222P10651R2M-006
产品名称：客车空调逆变电源
规格型号：25T(G)-2×35kVA+15kVA型（图号：ZYY93-00-00-00-00）；
25T(G)-1×35kVA+15kVA型（图号：Y028Z0000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251—2012；Q/CR 302—2014
有效期：2022年04月07日至2027年02月21日

专业小类：22.04.1501 电气化铁路接触网用绝缘子
委托人名称：广州麦科凌电力装备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广州麦科凌电力装备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太平镇平中路339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713R2M-001
产品名称：棒形腕臂复合绝缘子（160km/h及以下）
规格型号：FQBS27.5/16-1600；FQBS27.5/16-1400；FQB27.5/16-1400；FQB27.5/12-1400；
FQB27.5/8-1600；FQB27.5/12-1600；FQBS27.5/12-1600；FQB27.5/8-1400；
FQBS27.5/8-1600；FQB27.5/16-1600；FQBS27.5/12-1400；FQBS27.5/8-14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32—2019
有效期：2022年04月07日至2027年04月06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2P10713R2M-002
产品名称：棒形腕臂复合绝缘子（200～250km/h）
规格型号：FQB27.5/16-1400；FQB27.5/12-1400；FQB27.5/12-1600；
FQB27.5/16-1600；FQB27.5/20-1600；FQB27.5/20-14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11—2009；TJ/GD 032—2019
有效期：2022年04月07日至2027年04月06日
3、证书编号：CRCC10222P10713R2M-003
产品名称：棒形腕臂复合绝缘子（300～350km/h）
规格型号：FQB27.5/12-1600；FQB27.5/16-1600；FQB27.5/16-1400；FQB27.5/12-14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12—2009；TJ/GD 032—2019
有效期：2022年04月07日至2027年04月06日
4、证书编号：CRCC10222P10713R2M-004
产品名称：棒形悬式耐张复合绝缘子（200～250km/h）
规格型号：FQX27.5/120-1600；FQX27.5/120-1400；FQX27.5/160-1600；FQX27.5/160-14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11—2009；TJ/GD 032—2019
有效期：2022年04月07日至2027年04月06日
5、证书编号：CRCC10222P10713R2M-005
产品名称：棒形悬式耐张复合绝缘子（300～350km/h）
规格型号：FQX27.5/160-1400；FQX27.5/160-1600；FQX27.5/120-1400；FQX27.5/120-16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12—2009；TJ/GD 03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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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2022年04月07日至2027年04月06日
6、证书编号：CRCC10222P10713R2M-006
产品名称：风区专用棒形柱式复合绝缘子（200～250km/h）
规格型号：FQB27.5/20-1400；FQB27.5/20-16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02—2013
有效期：2022年04月07日至2027年04月06日
7、证书编号：CRCC10222P10713R2M-007
产品名称：棒形悬式复合绝缘子（160km/h及以下）
规格型号：棒形悬式定位复合绝缘子（FQD27.5/120-1600；FQDS27.5/120-1600；FQDS27.5/120-1400；FQD27.5/120-1400）
棒形悬式耐张复合绝缘子（FQX27.5/160-1600；FQXS27.5/160-1600；FQX27.5/120-1600；FQX27.5/160-1400；
FQXS27.5/120-1400；FQXS27.5/160-1400；FQXS27.5/120-1600；FQX27.5/120-14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32—2019
有效期：2022年04月07日至2027年04月06日

（三）变更及扩项
01地址变更
专业小类：22.04.1501 电气化铁路接触网用绝缘子
委托人名称：中铁国材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铁国材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工业园中材路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2218R1M-001
产品名称：棒形腕臂瓷绝缘子（160km/h及以下）
规格型号：QB27.5/12-1600；QBS27.5/8-1600；QBS27.5/8-1400；QBS27.5/12-1200；
QB27.5/16-1400；QB27.5/8-1600；QB27.5/8-1400；QB27.5/12-1200；
QB27.5/8-1200；QB27.5/12-1400；QBS27.5/16-1600；QBS27.5/12-1600；
QBS27.5/16-1200；QBS27.5/8-1200；QBS27.5/12-1400；QB27.5/16-1600；
QB27.5/16-1200；QBS27.5/16-14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199.1—2018
有效期：2022年04月07日至2026年05月19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1P12218R1M-002
产品名称：棒形腕臂瓷绝缘子(200～250 km/h)
规格型号：QB27.5/20-1400；QBS27.5/20-1600；QB27.5/12-1400；QB27.5/16-1600；
QB27.5/12-1600；QBS27.5/20-1400；QB27.5/20-1600；QB27.5/16-14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02—2013；TJ/GD 011—2009；TB/T 3199.1—2018
有效期：2022年04月07日至2026年05月19日
3、证书编号：CRCC10221P12218R1M-004
产品名称：棒形腕臂瓷绝缘子 (300～350 km/h)
规格型号：QB27.5/12-1600；QB27.5/12-1400；QB27.5/16-1400；QB27.5/16-16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12—2009；TB/T 3199.1—2018
有效期：2022年04月07日至2026年05月19日

委托人名称：中铁国材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铁国材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芦溪镇快活岭（芦溪工业园）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2218R1M-003
产品名称：盘形悬式瓷绝缘子
规格型号：XP-70；XWP2-70T；XP-70T；XWP2-70
标准和技术要求：GB /T 1001.1—2003
有效期：2022年04月07日至2026年05月19日

专业小类：22.04.1503 电气化铁路用铜及铜合金接触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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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名称：中铁北赛电工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铁北赛电工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B区二路南侧、南北三路东侧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1409R1M-2
产品名称：电气化铁路用铜合金接触线(200～250km/h)
规格型号：CTM150﹑CTM120；CTSM120、 CTSM150
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11—2009；TB/T 2809—2017
有效期：2022年04月08日至2023年04月07日
2、证书编号：CRCC10218P11409R1M-3
产品名称：电气化铁路用铜接触线（160km/h及以下）
规格型号：CT120、CT150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809—2017
有效期：2022年04月08日至2023年04月07日
3、证书编号：CRCC10218P11409R1M-4
产品名称：电气化铁路用铜镁合金接触线（160km/h及以下）
规格型号：CTMH120、CTMH150；CTM120、CTM150；CTMM120、CTMM150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809—2017
有效期：2022年04月08日至2023年04月07日
4、证书编号：CRCC10218P11409R1M-5
产品名称：电气化铁路用铜锡合金接触线（160km/h及以下）
规格型号：CTSH120、CTSH150；CTS120、CTS150；CTSM120、CTSM150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809—2017
有效期：2022年04月08日至2023年04月07日
5、证书编号：CRCC10218P11409R1M-6
产品名称：电气化铁路用铜银合金接触线（160km/h及以下）
规格型号：CTA120、CTA150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809—2017
有效期：2022年04月08日至2023年04月07日
6、证书编号：CRCC10218P11409R1M-9
产品名称：电气化铁路用铜合金接触线(300～350km/h)
规格型号：CTMH 120；CTMH150；CTSH120、 CTSH150；CTMM120、 CTMM150
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12—2009；TB/T 2809—2017
有效期：2022年04月08日至2023年04月07日

专业小类：22.04.1504 电气化铁路用铜及铜合金承力索
委托人名称：中铁北赛电工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铁北赛电工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B区二路南侧、南北三路东侧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1409R1M
产品名称：电气化铁路用铜合金承力索（160km/h及以下）
规格型号：JTM120-1×19 / 2.8；JTMH70-1×19 / 2.1；JTM95-1×19 / 2.5；
JTMH150-1×37 / 2.25；JTMM70-1×19 / 2.1；JTMM95-1×19 / 2.5；
JTMM150-1×37 / 2.25；JTM150-1×19 / 3.15；JTM150-1×37 / 2.25；
JTMM150-1×19 / 3.15；JTMH95-1×19 / 2.5；JTM70-1×19 / 2.1；
JTMH120-1×19 / 2.8；JTMH150-1×19 / 3.15；JTMM120-1×19 / 2.8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111—2017
有效期：2022年04月08日至2023年04月07日
2、证书编号：CRCC10218P11409R1M-1
产品名称：电气化铁路用铜合金承力索（200～250km/h）
规格型号：JTMM120-1×19 /2.8；JTMH120-1×19 /2.8；JTMM95-1×19 /2.5；JTMH95-1×19 /2.5
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11—2009；TB/T 3111—2017
有效期：2022年04月08日至2023年04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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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证书编号：CRCC10218P11409R1M-7
产品名称：电气化铁路用铜承力索（160km/h及以下）
规格型号：JT150-1×37 / 2.25；JT70-1×19 / 2.1；JT150-1×19 / 3.15；JT120-1×19 / 2.8；JT95-1×19 / 2.5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111—2017
有效期：2022年04月08日至2023年04月07日
4、证书编号：CRCC10218P11409R1M-8
产品名称：电气化铁路用铜合金承力索（300～350km/h）
规格型号：JTMM120-1×19/2.8；JTMH 120-1×19/ 2.8
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12—2009；TB/T 3111—2017
有效期：2022年04月08日至2023年04月07日

02标准变更
专业小类：22.04.1502 电气化铁路接触网零部件
委托人名称：江苏华威线路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江苏华威线路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新坝镇华威村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2270R1M-009
产品名称：中心锚结装置 (普速铁路)
规格型号：承力索中心锚结线夹（B、C）；接触线中心锚结线夹（B、C）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075.6—2020
有效期：2022年04月08日至2026年11月30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1P12270R1M-010
产品名称：中心锚结装置 (250km/h高速铁路)
规格型号：承力索中心锚结线夹（A ）；接触线中心锚结线夹（A ）
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11—2009；TB/T 2075.6—2020
有效期：2022年04月08日至2026年11月30日
3、证书编号：CRCC10221P12270R1M-015
产品名称：接头连接线夹 (V≤200km/h)
规格型号：接触线接头线夹 J120；承力索接头线夹（C70、C95、C120、C150）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075.9—2020
有效期：2022年04月08日至2026年11月30日
4、证书编号：CRCC10221P12270R1M-016
产品名称：软横跨悬吊装置
规格型号：双横承力索线夹；悬吊滑轮(G、T)；横承力索线夹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075.18—2020
有效期：2022年04月08日至2026年11月30日
5、证书编号：CRCC10221P12270R1M-017
产品名称：隧道支撑及定位装置
规格型号：弓型腕臂装置(调整底座、弓型腕臂、GX定位器装置)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075.22—2020
有效期：2022年04月08日至2026年11月30日
6、证书编号：CRCC10221P12270R1M-018
产品名称：腕臂底座（250km/h≤V≤350km/h）
规格型号：腕臂底座（A）
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12—2009；TB/T 2075.2—2020
有效期：2022年04月08日至2026年11月30日
7、证书编号：CRCC10221P12270R1M-019
产品名称：腕臂底座(V≤200km/h)
规格型号：腕臂底座（B）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075.2—2020
有效期：2022年04月08日至2026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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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证书编号：CRCC10221P12270R1M-020
产品名称：线岔
规格型号：线岔（Y、T）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075.10—2020
有效期：2022年04月08日至2026年11月30日

专业小类：22.04.1509 牵引变压器、10kV电力变压器及箱式变电站
委托人名称：中铁电气工业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铁电气工业有限公司保定铁道变压器分公司
制造地址：保定市北三环6255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3512R0M-003
产品名称：牵引变电所27.5kV干式所用变压器（200km/h及以下）
规格型号：三相100kVA及以下（SC13-50/27.5、SC13-63/27.5、SC13-80/27.5、SC13-100/27.5；能效等级：1级、2级、3级，绝缘耐
热等级：F）；
单相100kVA及以下（DC13-50/27.5、DC13-63/27.5、DC13-80/27.5、DC13-100/27.5；能效等级：1级、2级、3级，绝缘耐热等级：F）
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35—2020
有效期：2022年04月06日至2026年06月09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2P13512R0M-004
产品名称：牵引变电所27.5kV干式所用变压器（250km/h及以上）
规格型号：三相100kVA及以下（SC13-50/27.5、SC13-63/27.5、SC13-80/27.5、SC13-100/27.5；能效等级：1级、2级、3级，绝缘耐
热等级：F）；
单相100kVA及以下（DC13-50/27.5、DC13-63/27.5、DC13-80/27.5、DC13-100/27.5；能效等级：1级、2级、3级，绝缘耐热等级：F）
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35—2020
有效期：2022年04月06日至2026年06月09日

专业小类：22.04.1518 电气化铁路接触网用预绞式金具
委托人名称：石家庄开发区华能电气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石家庄开发区华能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岗上镇岗上/石家庄开发区华能电气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
1、证书编号：CRCC10220P13263R0M-003
产品名称：预绞式耐张线夹(200km/h及以下)
规格型号：N2-63a、N2-63b；N1-120a1、N1-120b1；N1-240a、N1-240b；
N2-315a、N2-315b；N1-185a2、N1-185b2；N2-250a、N2-250b；
N2-200a、N2-200b；N1-185a1、N1-185b1；N2-125a、N2-125b；
N1-120a2、N1-120b2；N1-70a、N1-70b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 608—2017；TB/T 2075.24—2020
有效期：2022年04月06日至2025年01月08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0P13263R0M-004
产品名称：预绞式耐张线夹(250km/h及以上)
规格型号：N2-200a、N2-200b；N1-185a1、N1-185b1；N2-125a、N2-125b；
N1-120a2、N1-120b2；N1-70a、N1-70b；N2-63a、N2-63b；
N1-120a1、N1-120b1；N1-240a、N1-240b；N2-315a、N2-315b；
N1-185a2、N1-185b2；N2-250a、N2-250b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 608—2017；TB/T 2075.24—2020
有效期：2022年04月06日至2025年01月08日

03变更规格型号
专业小类：22.04.1321 铁路混凝土梁防腐配件
委托人名称：中铁四局集团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铁四局集团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钢结构分公司
制造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莲塘镇站东区1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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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证书编号：CRCC10220P13283R0M-004
产品名称：T型钢
规格型号：380×300×195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274—2011
有效期：2022年04月06日至2025年05月07日

04扩大规格型号
专业小类：22.04.0621 铁道货车摇枕、侧架
委托人名称：株洲斯威铁路产品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株洲斯威铁路产品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宋家桥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0686R2M-001
产品名称：铁道货车侧架
规格型号：DZ2型（图号：CAHZ27A-20-01）；转K4型（图号：ZCZ53-20-01B）；
转K5型（图号：ZCHZ56-20-01A）；转K6型（图号:QCZ133-20-01）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084A—2007；TJ/CL 084—2005；TJ/CL 470—2016；TB/T 3012—2016
有效期：2022年04月06日至2026年12月05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1P10686R2M-002
产品名称：铁道货车摇枕
规格型号：DZ2型（图号：CAHZ27A-40-01）；转K4型（图号：ZCZ53-40-01）；
转K5型（图号：ZCHZ56-40-01/ZCHZ56-40-01A）；转K6型（图号：QCZ133E-40-01）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084—2005；TJ/CL 470—2016；TB/T 3012—2016
有效期：2022年04月06日至2026年12月05日

05扩大认证单元
专业小类：22.04.1106 铁路透镜式色灯信号机构
委托人名称：河北德凯铁路信号器材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河北德凯铁路信号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河北省沧州市沧州经济开发区兴业路82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429R5M-016
产品名称：铝合金铁路透镜式色灯信号机构
规格型号：XSG-二灯位；XSG-三灯位；XSA-二灯位；XSA-三灯位； XSA-四灯位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1413—2016
有效期：2022年04月07日至2026年11月29日

06其他
专业小类：22.04.1509 牵引变压器、10kV电力变压器及箱式变电站
委托人名称：中铁电气工业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铁电气工业有限公司保定铁道变压器分公司
制造地址：保定市北三环6255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3512R0M-001
产品名称：牵引变电所27.5kV油浸式所用变压器（200km/h及以下）
规格型号：单相100kVA及以下（D13-50/27.5、D13-63/27.5、D13-80/27.5、D13-100/27.5）；
三相100kVA及以下（S13-50/27.5、S13-63/27.5、S13-80/27.5、S13-100/27.5）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887—1998
有效期：2022年04月06日至2026年06月09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1P13512R0M-002
产品名称：牵引变电所27.5kV油浸式所用变压器（250km/h及以上）
规格型号：三相100kVA及以下（S13-50/27.5、S13-63/27.5、S13-80/27.5、S13-10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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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相100kVA及以下（D13-50/27.5、D13-63/27.5、D13-80/27.5、D13-100/27.5）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887—1998
有效期：2022年04月06日至2026年06月09日

（四）其他
01暂停
专业小类：22.04.1304 铁路用防水材料
委托人名称：衡水泰威新材料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衡水泰威新材料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河北省衡水市经济开发区冀衡路1898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9P11697R1M-003
产品名称：铁路隧道用钢边止水带
规格型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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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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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3360.2-2014
暂停日期：2022年04月11日
2、证书编号：CRCC10219P11697R1M-004
产品名称：铁路隧道用橡胶止水带
规格型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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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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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3360.2-2014
暂停日期：2022年04月11日

02注销
专业小类：22.04.1304 铁路用防水材料
委托人名称：宏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宏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经济开发区迎宾街东侧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1178R2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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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A 普通塑料止水带S-T-P：宽度300mm，厚度4mm，凸高30mm，挤出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 562.2—2017；Q/CR 562.2—2017XG—2018
注销日期：2022年04月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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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变更
专业小类：22.04.5203 城轨铜及铜合金接触线
委托人名称：中铁北赛电工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铁北赛电工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B区二路南侧、南北三路东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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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证书编号：CRCC10218P21409R1M-1
产品名称：铜接触线
规格型号：CT150；CT120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809—2017
有效期：2022年04月08日至2023年04月07日
2、证书编号：CRCC10218P21409R1M-3
产品名称：铜镁合金接触线
规格型号：CTM150；CTMM120；CTMH120、CTMH150；CTMM150；CTM120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809—2017
有效期：2022年04月08日至2023年04月07日
3、证书编号：CRCC10218P21409R1M-4
产品名称：铜锡合金接触线
规格型号：CTSM150；CTSM120；CTS120、CTS150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809—2017
有效期：2022年04月08日至2023年04月07日
4、证书编号：CRCC10218P21409R1M-5
产品名称：铜银合金接触线
规格型号：CTA150；CTA120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809—2017
有效期：2022年04月08日至2023年04月07日

专业小类：22.04.5204 城轨铜及铜合金绞线
委托人名称：中铁北赛电工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铁北赛电工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B区二路南侧、南北三路东侧
1、证书编号：CRCC10218P21409R1M
产品名称：铜承力索
规格型号：JT70-1×19 / 2.1；JT120-1×19 / 2.8；JT150-1×37 / 2.25；JT150-1×19 / 3.15；JT95-1×19 / 2.5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111—2017
有效期：2022年04月08日至2023年04月07日
2、证书编号：CRCC10218P21409R1M-2
产品名称：铜镁合金承力索
规格型号：JTM95-1×19 / 2.5；JTM150-1×37 / 2.25；JTMM70-1×19 / 2.1；
JTM70-1×19 / 2.1；JTMH95-1×19 / 2.5；JTMM95-1×19 / 2.5；
JTMH120-1×19 / 2.8；JTMM120-1×19 / 2.8；JTMH150-1×19 / 3.15；
JTM120-1×19 / 2.8；JTMM150-1×37 / 2.25；JTMH70-1×19 / 2.1；
JTM150-1×19 / 3.15；JTMH150-1×37 / 2.25；JTMM150-1×19 / 3.15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111—2017
有效期：2022年04月08日至2023年04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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