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铁检验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认证公告
2022年第16号（总第5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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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至2022年04
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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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4.0625 铁道货车用合成闸瓦
委托人名称：肥城泰立摩擦材料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肥城泰立摩擦材料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东付村工业园区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3666R0S-001
产品名称：铁道货车用高摩擦系数合成闸瓦
规格型号：HGM-A型（LH2，厚度45mm）（图号：TKZW04A-00-00）；
HGM-A型（LH2，厚度50mm）（图号：TKZW04A-00-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104.1—2020
有效期：2022年04月21日至2027年04月20日

专业小类：22.04.0658 铁道客车高磷闸瓦
委托人名称：陕西西铁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陕西西铁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沣东新城西安市三桥街建章路南段10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3667R0M-001
产品名称：铁道客车高磷闸瓦
规格型号：铁道客车高磷闸瓦 （图号：QYS.K-12-0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104.3—2017
有效期：2022年04月21日至2027年04月20日

专业小类：22.04.1304 铁路用防水材料
委托人名称：深圳市卓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湖北卓宝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湖北省荆州市石首经济开发区金平工业园区粟田大道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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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证书编号：CRCC10222P13668R0M-001
产品名称：聚氨酯防水涂料
规格型号：用于粘贴防水卷材，质量比A:B=1:2；直接用于作防水层，质量比A:B=1:2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965—2018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二）复评
专业小类：22.04.0307 机车滚动轴承
委托人名称：瓦房店铁马机车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瓦房店铁马机车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辽宁省瓦房店市站前街前进委；
场所2：辽宁省瓦房店市西郊工业园区（华夏路3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729R2M-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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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J5132X2（轴箱轴承，图号：NNJ5132X2）；
NNUP5132X2（轴箱轴承，图号：NNUP5132X2）
标准和技术要求：TJ/JW 034—2014
有效期：2022年04月22日至2027年03月31日

专业小类：22.04.0311 机车单元制动器
委托人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业路南侧、和融路西侧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941R4L-002
产品名称：交流传动机车制动夹钳单元
规格型号：NRC10-JN20B2 I UL(不带停放，图号：SRIZ102-00-00-00(AL))；
NRC8-JS32A1 I SNUR(带停放，图号：SRIZ101-00-00-00(AR))；
NRC8-JS32A1 I SNUL(带停放，图号：SRIZ101-00-00-00(AL))；
NRC10-JN20B2 I UR(不带停放，图号：SRIZ102-00-00-00(AR))
标准和技术要求：TJ/JW 043—2014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2P10941R4L-005
产品名称：交流传动机车单元制动器
规格型号：UT7J-NDVL-41A00(不带停放，图号：SRIJ15-00-00-00)；
UT7J-SDVL-41A00(带停放，图号：SRIJ14-00-00-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J/JW 044—2014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专业小类：22.04.0313 机车用制动控制器(司机控制阀)
委托人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瑞昌路231号；
场所2：山东省青岛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业路南侧、和融路西侧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941R4L-006
产品名称：交流传动机车制动控制器
规格型号：JCZD-A型（图号：SRIJ12-24-00-00A）；
EBV-A型（图号：SRIJ35-00-00-00A）；
JCZD型（图号：SRIJ12-24-00-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J/JW 046—2014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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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小类：22.04.0317 机车车钩
委托人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山东省青岛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业路南侧、和融路西侧；
场所2：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火炬路99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941R4L-003
产品名称：交流传动机车车钩
规格型号：105A型（图号：SRIT1259-00-00-00）；105型（图号：SRIT1258-00-00-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J/JW 033—2017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专业小类：22.04.0318 机车缓冲器
委托人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瑞昌路231号；
场所2：山东省青岛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业路南侧、和融路西侧；
场所3：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火炬路99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941R4L-004
产品名称：铁道机车用缓冲器
规格型号：QKX100型( 100-1型，图号：SRIT643-00-00-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334—2013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2P10941R4L-007
产品名称：交流传动机车用缓冲器
规格型号：103-1型（图号：SRIJ44-00-00-00）；102型（图号：SRIJ5-00-00-00）；
105型（图号：SRIT655-00-00-00A）；QKX100型(100-1型，图号：SRIT643-00-00-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J/JW 033—2017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专业小类：22.04.0334 机车用空气制动系统（制动机）
委托人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瑞昌路231号；
场所2：山东省青岛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业路南侧、和融路西侧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941R4L-022
产品名称：交流传动机车微机控制空气制动系统
规格型号：
JZ-8-A型(JCZD型制动控制器SRIJ12-24-00-00、制动显示屏SRIJ12-30-00-00A、JCZDG-A机车制动柜SRIJ12-00-00-00C）；
JZ-8-C型(JCZD-A型制动控制器SRIJ12-24-00-00A、制动显示屏SRIJ12-30-00-00A、JCZDG-C机车制动柜SRIJ12-00-00-00F、EEV型快
速排风阀SRIJ12-31-00-00A)
标准和技术要求：TJ/JW 039—2020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2P10941R4L-023
产品名称：分布式网络智能模块机车空气制动控制系统
规格型号：CAB-B型（EBV-A型制动控制器图号SRIJ35-00-00-00A、LCDM型制动显示屏图号SRIJ36-00-00-00D、EPCU-A型电空控制单元
图号SRIJ34-00-00-00B、EIU-A型电气接口单元图号SRIJ38-00-00-00D、EEV型快速排风阀图号SRIJ12-31-00-00A）
标准和技术要求：TJ/JW 100—2020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专业小类：22.04.0338 铁道机车用制动盘
3 / 28

委托人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业路南侧、和融路西侧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941R4L-008
产品名称：交流传动机车制动盘
规格型号：LWMD型1040机车轮装制动盘盘体（蠕墨铸铁，图号：SRIJ20-00-00-01，120km/h速度等级）
标准和技术要求：TJ/JW 042—2014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专业小类：22.04.0508 牵引变流器/整流柜
委托人名称：中车永济电机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车永济电机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山西省运城市永济市电机大街18号；
场所2：陕西省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十二路北侧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587R2L-002
产品名称：交流传动电力机车牵引变流器
规格型号：YGZN2Q239(图号：5151004683）；YGZN2Q239(图号：1151000419）；
YGZN2Q239(图号：1151000348）；YGZN2Q239(图号：1151000418）；
YGZN2Q239(图号：1151000410）；YGZN2Q239(图号：5151004684）；
YGZN2Q271(图号：1151001058 主辅一体）
标准和技术要求：GB/T 25122.1—2018；GB/T 25122.3—2018
有效期：2022年04月20日至2027年04月19日

专业小类：22.04.0510 机车牵引电动机
委托人名称：中车永济电机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车永济电机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山西省运城市永济市电机大街18号；
场所2：陕西省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十二路北侧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587R2L-001
产品名称：交流传动机车交流异步牵引电动机
规格型号：YJ170A2型(图号:1113530156)；YJ90B(图号:1113530073)；
YJ90A1(图号:1113530128)；YJ277C(图号:1113530321)；
YJ170AX1型(图号:1113530149)；YJ170A(图号:1113530081)；
YJ90A(图号:1WD3530021)；YJ170A1型(图号:1113530151)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315—2013
有效期：2022年04月20日至2027年04月19日

专业小类：22.04.0519 机车前照灯
委托人名称：武汉源生铁路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武汉源生铁路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后湖乡黑泥湖村87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650R2M-001
产品名称：机车前照灯 卤钨光源前照灯
规格型号：FQD-4*100/G（图号：YSQZ-02-000）；FQD-4*100/G（图号：YSQZ-01-0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325.1—2019
有效期：2022年04月19日至2027年04月18日

专业小类：22.04.0602 铁道客车制动盘
委托人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业路南侧、和融路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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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941R4L-013
产品名称：铁路客车制动盘（整体式）
规格型号：EAMD640-110型（≤160km/h，铸钢，图号：SRIK68-00-00-00(E)）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552—2018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专业小类：22.04.0613 铁道货车轴箱橡胶垫
委托人名称：青岛博锐智远减振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青岛博锐智远减振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和融路8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3342R1M-001
产品名称：铁道货车TJC-1型轴箱橡胶垫
规格型号：TJC-1型（图号：QCZ237-30-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473—2016；TB/T 3267—2019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专业小类：22.04.0629 铁路货车滚动轴承橡胶油封
委托人名称：斯凯孚密封系统（芜湖）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斯凯孚密封系统（芜湖）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芜湖片区华山路208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756R2M-001
产品名称：铁路货车SKF197726型滚动轴承橡胶油封（LL型油封）
规格型号：SKF197726型（图号：SE-MOR-SKF-197726）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419—2015
有效期：2022年04月20日至2027年04月19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2P10756R2M-002
产品名称：铁路货车353130B型滚动轴承橡胶油封（LL型油封）
规格型号：353130B型（图号：THZ353130B-01-00-1）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419—2015
有效期：2022年04月20日至2027年04月19日

专业小类：22.04.0634 铁路货车缓冲器
委托人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瑞昌路231号；
场所2：山东省青岛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业路南侧、和融路西侧；
场所3：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火炬路99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941R4L-001
产品名称：铁路货车HN-1型缓冲器
规格型号：HN-1型（图号：SRIT12-00-00-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1961—2016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专业小类：22.04.0644 铁道货车弹性旁承
委托人名称：青岛博锐智远减振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青岛博锐智远减振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和融路8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3342R1M-002
产品名称：铁道货车CJC系列弹性旁承体
规格型号：CJC-2型（图号：QCP710-13C-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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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477—2016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专业小类：22.04.0647 铁路货车滚动轴承
委托人名称：舍弗勒（宁夏）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舍弗勒（宁夏）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宁夏银川（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文昌南路86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857R2M-001
产品名称：铁路货车353130B型轴承
规格型号：353130B型（图号：THZ353130B-00-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148A—2013；TB/T 2235—2016；TB/T 3017.1—2016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2P10857R2M-002
产品名称：铁路货车352226X2-2RZ型轴承
规格型号：352226X2-2RZ型（图号：352226X2-2RZ-00-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235—2016；TB/T 3017.1—2016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专业小类：22.04.0655 铁道客车车钩（含密接式）
委托人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山东省青岛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业路南侧、和融路西侧；
场所2：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火炬路99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941R4L-010
产品名称：动力集中电动车组过渡车钩
规格型号：10型（ SRIT38-08-00-00K）；13号（SRIT38-04-00-00K）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 560—2017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2P10941R4L-014
产品名称：客车密接式车钩缓冲装置
规格型号：MJGH-QZ（图号：SYST243-00-00-00）；MJGH-25T（图号：SYST230-00-00-00）；
MJGH-25TG（图号：SYST230-00-00-00B）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143—2018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专业小类：22.04.0656 铁道客车缓冲器（含弹性胶泥式）
委托人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瑞昌路231号；
场所2：山东省青岛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业路南侧、和融路西侧；
场所3：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火炬路99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941R4L-009
产品名称：铁道客车KC15型弹性胶泥缓冲器
规格型号：KC15(图号：SRIT642-00-00-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1961—2016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专业小类：22.04.0657 铁路机车车辆用紧急制动阀
委托人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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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业路南侧、和融路西侧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941R4L-015
产品名称：F8型集成电空制动装置
规格型号：F8型（图号：SYSK176-00-00-00)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 492—2016；TB/T 1492—2017；TB/T 2951.1—2019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专业小类：22.04.0658 铁道客车高磷闸瓦
委托人名称：柳州机车车辆通用机械厂
生产厂名称：柳州机车车辆通用机械厂
制造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红岩路四区（车辆厂内）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853R2M-001
产品名称：铁道客车高磷闸瓦
规格型号：铁道客车高磷闸瓦 （图号：QYS.K-12-0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104.3—2017
有效期：2022年04月22日至2027年04月21日

专业小类：22.04.0659 铁道客车单元制动缸
委托人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业路南侧、和融路西侧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941R4L-020
产品名称：铁道客车盘形制动单元制动缸(皮碗式)(25型车)
规格型号：PDZ(G)8（图号：PDZ(G)8-00-00-00）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 523—2016；TB/T 3541.5—2018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2P10941R4L-021
产品名称：铁道客车盘形制动单元制动缸(皮碗式)(时速160公里动力集中电动车组)
规格型号：NRC8F-KBL（图号：SRIK101-00-00-00（GL））；
NRC8-KB（图号：SRIK100-00-00-00(G)）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 523—2016；TB/T 3541.5—2018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专业小类：22.04.0662 铁道客车空气弹簧
委托人名称：青岛博锐智远减振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青岛博锐智远减振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和融路8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3342R1M-003
产品名称：铁道客车用无摇枕转向架用空气弹簧(大曲囊式)
规格型号：SYS530（图号：SYST8-00-00-00）；SYS620A（图号：SYST28-00-00-00）；
SYS575（图号：SRIT47-00-00-00L、SRIT47-00-00-00R）；SYS575（图号：SRIT47-00-00-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841—2019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2P13342R1M-004
产品名称：铁道客车用无摇枕转向架用空气弹簧(小曲囊式)
规格型号：SYS600F（图号：SYST58-00-00-00）；SYS630H（图号：SYST271-00-00-00）；
SYS630A（图号：SYST207-00-00-00）；SYS580（图号：SYST199-00-00-00）；
SYS640C（图号：SYST214-00-00-00）；SYS580D（图号：SYST201-00-00-00）；
SYS630（图号：SYST55-00-00-00/SYST55-00-00-00(A)）；
SYS580H（图号：SYST246-00-00-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841—2019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7 / 28

3、证书编号：CRCC10222P13342R1M-005
产品名称：铁道客车用有摇枕转向架用空气弹簧（无摇动台）
规格型号：SYS640E（图号：SYST275-00-00-00）；SYS550H（图号：SYST232-00-00-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841—2019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4、证书编号：CRCC10222P13342R1M-006
产品名称：铁道客车用有摇枕转向架用空气弹簧（有摇动台）
规格型号：SYS600A（图号：SYST39-00-00-00）；
SYS600P（图号：SYST180-00-00-00）；
SYS600（图号：SYST79(A)-00-00-00/SYST79-00-00-00）；
SYS600H（图号：SYST228-00-00-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841—2019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专业小类：22.04.0676 铁路客车制动夹钳单元
委托人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业路南侧、和融路西侧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941R4L-011
产品名称：动力集中电动车组拖车和控制车气动制动夹钳单元(无停放缸)
规格型号：NRC8-K34BL（无停放缸，图号：SRIZ100-00-00-00(HL)）；
NRC8-K34BR（无停放缸，图号：SRIZ100-00-00-00(HR)）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308—2014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2P10941R4L-012
产品名称：动力集中电动车组拖车和控制车气动制动夹钳单元(有停放缸)
规格型号：NRC8S-K34BL（有停放缸，图号：SRIZ101-00-00-00(KL)）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308—2014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专业小类：22.04.0717 客车运行安全监控系统（TCDS）设备
委托人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瑞昌路231号；
场所2：山东省青岛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业路南侧、和融路西侧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941R4L-024
产品名称：制动监测系统
规格型号：TCKZ-I型（图号：SRIDZ-TC0277）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448—2016；Q/CR 813—2021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专业小类：22.04.0912 动车组轴箱定位节点
委托人名称：青岛博锐智远减振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青岛博锐智远减振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和融路8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3342R1M-007
产品名称：CRH3系列动车组轴箱定位节点
规格型号：T141（SRIT141-00-00-00.B）CRH3C、CRH380B/BG/BL/CL；
T981（SRIT981-00-00-00）CR400BF；
T830B（SRIT830-00-00-00B）CRH3A；
T830C（SRIT830-00-00-00C）CR300BF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29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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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2P13342R1M-008
产品名称：CRH5A系列动车组轴箱定位节点
规格型号：T177（SRIT177-00-00-00）CRH5A/5G/5J/5E；
T178（SRIT178-00-00-00）CRH5A/5G/5J/5E；
T179（SRIT179-00-00-00）CRH5A/5G/5J/5E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290—2014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专业小类：22.04.0916 动车组空气弹簧
委托人名称：青岛博锐智远减振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青岛博锐智远减振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和融路8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3342R1M-009
产品名称：动车组大曲囊式空气弹簧
规格型号：SYS510E（SRIT68-00-00-00）CRH3C、CRH380B/BL/BG/CL、CRH3A、CR400BF、CR300BF；
SYS530B（SRIT2B-00-00-00）CRH5A/5G/5J/5E；
SYS530H（SRIT1059-00-00-00）CRH380D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279—2014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2P13342R1M-010
产品名称：动车组小曲囊式空气弹簧
规格型号：SYS530L（SRIT1524-00-00-00）CR300AF；
SYS525(SRIT20-00-00-00)CRH2A/2A统/2B/2E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279—2014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专业小类：22.04.0917 动车组油压减振器
委托人名称：青岛阿尔斯通铁路设备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青岛阿尔斯通铁路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业路50号（生产及部分设计）；
场所2：105 Allee Albert EINSTEN 71202 LE CREUSOT France（部分设计）/ALSTOM Transport SA-LE CREUSOT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748R2M-008
产品名称：动车组垂向油压减振器
规格型号：DISPEN7040-20(190-001161 C)CRH5A/5E/5G/5J；
DISPEN7009-23(190-001366 B)CRH5A/5E/5G/5J；
DISPEN9287-40 (QA-00-00003770 B）CR300AF；
DISPENQ727-43（QA-00-00002013 A）CRH3A；
DISPEN9171-40 (QA-00-00001587 C）CR300BF；
DISPEN7040-41(QA-00-00001397 B)CRH5G；
DISPEN Q727-40(QA-00-00000291 B)CRH3C、CRH380B/BG/BL/CL、CR300BF、CR400BF；
DISPEN Q726-40（QA-00-00000296 A）CRH3C、CRH380B/BG/BL/CL、CRH3A；
DISPEN7040-21(190-001188 A)CRH5A/5E/5G/5J；
DISPEN 9073-42（QA-00-00001221 B）CRH6A、CRH6F；
DISPEN7040-40(QA-00-00001396 B)CRH5G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284—2014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3月31日

专业小类：22.04.0924 动车组车钩及缓冲装置
委托人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山东省青岛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业路南侧、和融路西侧；
场所2：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火炬路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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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941R4L-016
产品名称：动车组前端车钩及缓冲装置（连杆式）
规格型号：MJGH-NA（SRIT432-00-00-00B）CRH380B/BG；MJGH-D17（SRIT996-00-00-00C，A）CR400BF；
MJGH-D37（SRIT1392-00-00-00，A）CRH6A、CRH6F；MJGH-D12（SRIT1031-00-00-00）CJ6；
MJGH-D13（SRIT73-00-00-00B1）CRH5E；MJGH-D43（SRIT1530-00-00-00B）CR300AF；
MJGH-NA1（SRIT432-00-00-00C）CRH380BL；MJGH-D5（SRIT73-00-00-00E2）CRH2G；
MJGH-D10（SRIT996-00-00-00）CR400BF；MJGH-D(SRIT73-00-00-00A）CRH5A；
MJGH-D4（SRIT799-00-00-00）CRH1A-A；MJGH-D42（SRIT1530-00-00-00）CR300BF；
MJGH-D16（SRIT73-00-00-00F ）CRH2E；MJGH-D10（SRIT996-00-00-00B）CR400AF；
MJGH-D6（SRIT73-00-00-00A1）CRH5G；MJGH-D15（SRIT1094-00-00-00）CRH380D；
MJGH-D14（SRIT799-00-00-00A）CRH1E；MJGH-D39（SRIT996-00-00-00F，A）CR400AF；
MJGH-D30（SRIT1281-00-00-00）CRH3A；MJGH-D1(SRIT73-00-00-00D）CRH380A（统）/AN、CRH2A(统)；
MJGH-D19（SRIT73-00-00-00F1）CRH380AL、CRH2B/2E、CRH6A、CRH6F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292—2014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2P10941R4L-017
产品名称：动车组中间车钩及缓冲装置（半永久）
规格型号：MJGH-N（SRIT172-00-00-00/SRIT173-00-00-00）CRH380B/BG/BL；
MJGH-N10（SRIT997-00-00-00B/SRIT998-00-00-00B）CR400AF；
MJGH-N4（SRIT800-00-00-00/SRIT801-00-00-00）CRH1A-A、CRH1E；
MJGH-N12（SRIT1032-00-00-00/SRIT1033-00-00-00）CJ6；
MJGH-N10/ N23 （SRIT997-00-00-00B/SRIT1531-00-00-00B）CR300AF；
MJGH-N1（SYST272-00-00-00/SYST273-00-00-00）CRH5A/5G/5E；
MJGH-N13（SRIT1095-00-00-00/SRIT1096-00-00-00）CRH380D；
MJGH-N10（SRIT997-00-00-00/SRIT998-00-00-00）CRH3A、CR400BF；
MJGH-N10/ N22 （SRIT997-00-00-00/SRIT1531-00-00-00）CR300BF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292—2014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3、证书编号：CRCC10222P10941R4L-018
产品名称：动车组中间车钩及缓冲装置（柱销式）
规格型号：MJGH-D46（SRIT1116-00-00-00）CRH2A(统)、CRH380A（统）、CRH6A、CRH6F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292—2014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4、证书编号：CRCC10222P10941R4L-019
产品名称：动车组过渡车钩
规格型号：10型（SRIT38-02-00-00K）CRH1A、CRH380D；
柴田式（SRIT38-03-00-00K）CRH380A/AN、CRH2A/2B/2C-1/2C-2/2E；
10型（SRIT38-01-00-00K)CRH5A/5E/5G、CRH380B/BL/BG/CL、CRH3C、CRH1A-A/1E、CRH3A、CR400AF、CR400BF、CR300AF、CR300BF、
CJ6；
13号（SRIT38-04-00-00K）CRH5A/5E/5G、CRH380B/BL/BG/CL、CRH3C、CRH1A/1A-A/1E、CRH380D、CRH380A（统）/AL/AN、
CRH2A(统)/2B/2C-1/2C-2/2E/2G、CRH6A、CRH6F、CRH3A、CR400AF、CR400BF、CR300AF、CR300BF、CJ6；
10型（SRIT38-05-00-00K）CRH380A（统）/AL/AN、CRH2A（统）/2E/2G、CRH6A、CRH6F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 560—2017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专业小类：22.04.1005 动车组牵引变流器及冷却单元
委托人名称：中车永济电机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车永济电机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山西省运城市永济市电机大街18号；
场所2：陕西省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十二路北侧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587R2L-004
产品名称：动车组牵引变流器（水冷）
规格型号：YGZN2Q213A（图号：1051000446）；YGZN2Q256A(图号：1051001337）；
YGZN2Q256(图号：1051000557)；YGN2Q213（图号：1051000001）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 619—2017
有效期：2022年04月20日至2027年0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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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小类：22.04.1006 动车组牵引电机
委托人名称：中车永济电机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车永济电机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山西省运城市永济市电机大街18号；
场所2：陕西省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十二路北侧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587R2L-003
产品名称：动车组牵引电机
规格型号：YJ92A(图号:1WD3530003)；YJ92B(图号:1213530056)；YJ268B(图号:1113530289)；
YJ315A(图号:1113530395)；YJ268A2(图号:1113530418)；YJ105A1(图号:1113530078)；
YJ87A1(图号:1013530545)；YJ302A(图号:1113530302)；YJ105A(图号:1113530038)；
YJ92A1(图号:1213530178)；YJ87A2(图号:1013530168)；YJ305A(图号：1213530381)；
YJ105A2(图号:1113530172)；YJ105B(图号:1113530064)；YJ105C(图号:1113530110)；
YJ268A(图号:1113530220)；YJ92B2(图号:1213530248)；YJ87A(图号:1WD3530001)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322—2014
有效期：2022年04月20日至2027年04月19日

专业小类：22.04.1015 动车组辅助变流器
委托人名称：中车永济电机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车永济电机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山西省运城市永济市电机大街18号；
场所2：陕西省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十二路北侧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587R2L-005
产品名称：动车组辅助变流器（直流输入）
规格型号：YGN2Q258B1（图号:1051001336）；YGN2Q258B（图号:1051001335）；
YGZN2Q213A（图号:1051000446）；YGN2Q258（图号:1051000558）；
YGN2Q258A（图号:1051000559）；YGN2Q213（图号:1051000001）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315—2014
有效期：2022年04月20日至2027年04月19日

专业小类：22.04.1020 动车组避雷器
委托人名称：温州益坤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温州益坤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浙江省平阳县鳌江镇钱王路88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649R2M-006
产品名称：动车组避雷器
规格型号：YH10WT-42/105（图号6350）；YH10WT-37/105（图号63116）；
YH10WT-42/105（图号63115）；YH10WT-42/105（图号6350B）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311—2014
有效期：2022年04月20日至2027年04月12日

专业小类：22.04.1307 扣件－金属类部件
委托人名称：江苏海迅铁路器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江苏海迅铁路器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城东镇东海大道（东）18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1077R2M-003
产品名称：客货共线铁路弹条Ⅰ型扣件系统（Q/CR）
规格型号：Ⅰ型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 563—2017
关键零部件表：
关键零部件名称
制造商名称
规格型号
Ⅰ型弹条
江苏海迅铁路器材集 ⅠA0型、ⅠB0型

防锈工艺或工艺
静电喷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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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地区
一般地区

颜色
黑色

关键零部件名称
（A型、B型）

制造商名称
团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型号

防锈工艺或工艺

ⅠA1型、ⅠB1型

锌铝涂层+封闭

ⅠA3型、ⅠB3型

渗锌+封闭层
静电喷涂

轨距挡板

江苏海迅铁路器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14号中间、14号接头 、20
号中间、20号接头

锌铝涂层+封闭
渗锌+封闭层

螺旋道钉

挡板座
轨下垫板

江苏海迅铁路器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海迅铁路器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海迅铁路器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地区
一般地区的隧道
地段、沿海地区
酸雨腐蚀严重的
沿海地区
一般地区
一般地区的隧道
地段、沿海地区
酸雨腐蚀严重的
沿海地区
一般地区、沿海
地区
酸雨腐蚀严重的
沿海地区

颜色
银色
灰色
黑色
银色
灰色

M24×195（1级）

锌铝涂层+封闭

银色

M24×195（3级）

渗锌+封闭层

2-4号（非严寒地区使用）
0-6号（非严寒地区使用）

/

/

/

50-10（非严寒地区使用）

/

/

/

防锈工艺或工艺

使用地区

颜色

静电喷涂

一般地区

黑色

灰色

有效期：2022年04月21日至2026年10月12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2P11077R2M-004
产品名称：客货共线铁路弹条Ⅰ型扣件系统（TB/T）
规格型号：Ⅰ型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1495—2020
关键零部件表：
关键零部件名称
制造商名称
规格型号
ⅠA型（一般地区）
ⅠB型（一般地区）
Ⅰ型弹条
江苏海迅铁路器材集
（A型、B型）
团股份有限公司
ⅠA型（特殊地区）
ⅠB型（特殊地区）

渗锌+封闭层
静电喷涂

轨距挡板

江苏海迅铁路器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螺旋道钉

江苏海迅铁路器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挡板座
轨下垫板

江苏海迅铁路器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海迅铁路器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沿海、隧道或酸
雨腐蚀严重等地
区
一般地区
沿海、隧道或酸
雨腐蚀严重等地
区
一般地区
沿海、隧道或酸
雨腐蚀严重等地
区

灰色
黑色

14号中间、14号接头 、20
号中间、20号接头

渗锌+封闭层

M24×195（一般地区）

锌铝涂层+封闭

M24×195（特殊地区）

渗锌+封闭层

2-4号（非严寒地区使用）
0-6号（非严寒地区使用）

/

/

/

50-10（非严寒地区使用）

/

/

/

灰色
银色
灰色

有效期：2022年04月21日至2026年10月12日

（三）变更及扩项
01地址变更
专业小类：22.04.0307 机车滚动轴承
委托人名称：舍弗勒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Schaeffler Romania S.R.L
制造地址：场所1：Georg-Schafer-Strasse 30, 97421, Schweinfurt，Germany（设计开发）/Schaeffler Technologies AG&Co.KG；
场所2：香港金钟道89号力宝中心一座34楼3404-5室（销售）/舍弗勒香港有限公司；
场所3：上海市嘉定区安拓路1号1幢2层（销售）/舍弗勒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场所4：Aleea Schaeffler 3,507055 Cristian,jud.Brasov Romania（除设计开发外全部过程）；
场所5：Mettmanner Str.79, 42115, Wuppertal, Germany（圆柱轴承滚动体生产过程）/Schaeffler Technologies AG&Co.KG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1987R1M-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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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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76619.ZL
标准和技术要求：TJ/JW 034—2014
有效期：2022年04月22日至2026年03月03日

专业小类：22.04.0324 机车用牵引电机轴承
委托人名称：舍弗勒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Schaeffler Romania S.R.L
制造地址：场所1：Georg-Schafer-Strasse 30, 97421, Schweinfurt，Germany（设计开发）/Schaeffler Technologies AG&Co.KG；
场所2：香港金钟道89号力宝中心一座34楼3404-5室（销售）/舍弗勒香港有限公司；
场所3：上海市嘉定区安拓路1号1幢2层（销售）/舍弗勒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场所4：Aleea Schaeffler 3,507055 Cristian,jud.Brasov Romania（除设计开发外全部过程）；
场所5：Mettmanner Str.79, 42115, Wuppertal, Germany（圆柱轴承滚动体生产过程）/Schaeffler Technologies AG&Co.KG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1987R1M-003
产品名称：交流传动机车牵引电机轴承 圆柱轴承
规格型号：NJ2218-E-XL-M1-F1-H67C-J20AA-C4； NU2220-E-XL-MPA-C4-M15CS；
NU2222-E-XL-MPAX-R135-165-M15CS；NJ2218-E-XL-M1-F1-H67C-C4；
NUB220-E-XL-TVP2-F1-J20AA-C4-M32IX
标准和技术要求：TJ/JW 034—2014
有效期：2022年04月22日至2026年03月03日

专业小类：22.04.0658 铁道客车高磷闸瓦
委托人名称：郑州铁路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郑州铁路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河南省郑州市货站街142号；
场所2：河南省济源市坡头镇留庄村村北100米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2596R2L
产品名称：铁道客车高磷闸瓦
规格型号：铁道客车高磷闸瓦(图号：QYS.K-12-0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104.3—2017
有效期：2022年04月21日至2023年05月09日

专业小类：22.04.1315 道岔
委托人名称：郑州铁路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郑州铁路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保全街87号；
场所2：郑州市管城区货站街145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1889R1L
产品名称：道岔护轨
规格型号：60kg/m-9号，V≤120 km/h，槽型钢护轨，CB685A-02、CB685A-03；
50kg/m-6号，V≤120km/h，槽型钢护轨，SC384-202；
50kg/m-9号，V≤120 km/h，普通钢轨护轨，CB2213-01、CB2213-02；
50kg/m-9号，V≤120 km/h，槽型钢护轨，CB2213A-01、CB2213A-02；
60kg/m-12号，V≤120km/h，槽型钢护轨，SC(07)340-202、SC(07)340-303；
60kg/m-12号，V≤120km/h，槽型钢护轨，SC330C-203、SC330C-204；
60kg∕m-12号，V≤120km/h ，普通钢轨护轨，SC330-203、SC330-204；
60kg/m-9号，V≤120 km/h，槽型钢护轨，CB691-01、CB691-02、CB692-02；
60kg/m-12号，V≤120km/h，槽型钢护轨，SC350-202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412—2020
有效期：2022年04月21日至2023年04月16日
2、证书编号：CRCC10218P11889R1L-1
产品名称：道岔基本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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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型号：50kg/m-6号，V≤120km/h，SC384-101；
60kg∕m-12号， V≤120km/h ，SC（07）330-102、SC（07）330-103；
60kg/m-9号，V≤120 km/h，CB684-01、CB684-02；
50kg/m-9号，V≤120 km/h，CB2230-01、CB2230-02；
60kg/m-12号，V≤120km/h，SC350-102W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412—2020
有效期：2022年04月21日至2023年04月16日
3、证书编号：CRCC10218P11889R1L-2
产品名称：道岔尖轨
规格型号：50kg/m-9号，V≤120 km/h，特种断面，CB22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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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350-103W、SC350-104W；
50kg/m-6号，V≤120km/h，特种断面，SC384-102；
60kg/m-9号，v≤120km/h，特种断面，CB684-03、CB684-04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412—2020
有效期：2022年04月21日至2023年04月16日
4、证书编号：CRCC10218P11889R1L-3
产品名称：整组道岔
规格型号：交叉渡线道岔，60kg/m-12号，V≤120km/h，SC(07)340；
固定型辙叉道岔，50kg/m-9号，V≤120km/h，CZ2209；
固定型辙叉道岔，60kg∕m-12号， V≤120km/h ，SC（07）330PH；
对称道岔，50kg/m-6号，V≤120km/h，SC384；
交叉渡线道岔，60kg/m-12号，V≤120km/h，SC(07)343；
固定型辙叉道岔，60kg/m-12号，V≤120km/h，SC(07)330；
交叉渡线道岔，60kg/m-12号，V≤120km/h，SC(07)342；
固定型辙叉道岔，60kg∕m-9号，V≤120km/h，CZ577；
交叉渡线道岔，60kg/m-12号，V≤120km/h，SC(07)341；
交叉渡线道岔，60kg/m-9号，V≤120km/h，CZ580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412—2020
有效期：2022年04月21日至2023年04月16日

专业小类：22.04.1505 电气化铁路接触网支柱
委托人名称：郑州铁路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郑州铁路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货站街142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3126R0L-001
产品名称：电气化铁路接触网钢支柱—H形支柱
规格型号：GH 280X/7.5-11；GH 260X/7.5-11；GH 240X/7.5-11；
GH T 240X/7.5-11；GH 300X/7.5-11
标准和技术要求：GB /T 25020.4—2016
有效期：2022年04月21日至2024年04月10日

02标准变更
专业小类：22.04.1129 车站计算机联锁设备
委托人名称：上海铁路通信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上海铁路通信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上海市静安区江场西路179号；
场所2：上海市静安区西藏北路489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1049R1M-14
产品名称：车站计算机联锁设备硬件
规格型号：DS6-60；DS6 - K5B；TYJL - III；iLOCK；VPI；TYJL-ADX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027—2015；TB/T 3027—2015和第1号修改单
系统集成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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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车站计算机联锁设备
软件和系统集成

车站计算机联锁设备
软件和系统集成

车站计算机联锁设备
软件和系统集成

规格型号
TYJL-Ⅲ型（系统
版本V3.4.X)；
TYJL-ADX型（系
统版本V2.2.X）
VPI型（系统版本
V1.4.X）；iLOCK
型（系统版本
V2.9.0.X）
DS6-60（系统版
本V1.10.X）；
DS6-K5B（系统版
本V1.10.X）

生产厂名称

制造地址

有效期至

北京华铁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大柳树路2
号二区300幢

2024年11月03日

卡斯柯信号有
限公司

场所1：上海市静安区西藏
北路489号
场所2：上海市静安区民德
路158号铭德国际广场

2023年02月07日

北京全路通信
信号研究设计
院集团有限公
司

北京市丰台科技园汽车博
物馆南路1号院

2023年04月07日

产品各规格型号与标准和技术要求对应表：
规格型号
DS6-60；DS6 - K5B；TYJL - III
TYJL-ADX；VPI ；iLOCK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
TB/T 3027—2015；
TB/T 3027—2015和第1号修改单

有效期：2022年04月22日至2022年08月12日

专业小类：22.04.1132 铁路信号集中监测系统设备
委托人名称：上海铁路通信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上海铁路通信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上海市静安区江场西路179号；
场所2：上海市静安区西藏北路489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1049R1M-021
产品名称：铁路信号集中监测系统设备硬件
规格型号：CSM-TD；CSM-KA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 573—2017；Q/CR 442—2020
系统集成厂：
规格型号
产品名称
生产厂名称
铁路信号集中监
测系统设备软件
和系统集成

CSM-TD（版本
V4.0.X）

上海铁大电信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铁路信号集中监
测系统设备软件
和系统集成

CSM-KA型（系统
版本V5.0.X）

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
有效期至
场所1：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蕰北公路
1755弄6号；
2024年12月10日
场所2：上海市静安区天目中路267号9
楼18楼
场所1：上海市静安区西藏北路489号；
场所2：上海市静安区民德路158号铭德
2023年02月07日
国际广场；
场所3：上海市静安区江场西路395号

有效期：2022年04月22日至2022年08月12日

委托人名称：铁科华铁经纬（天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铁科华铁经纬（天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天津市武清开发区源和道22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3318R0M-008
产品名称：铁路信号集中监测系统设备硬件
规格型号：CSM-YH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 573—2017；Q/CR 442—2020
系统集成厂：
规格型号
产品名称
生产厂名称
铁路信号集中监测系统
CSM-YH
北京华铁信息技术
设备软件和系统集成
（V3.0.0） 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柳树
路2号

有效期：2022年04月21日至2025年05月08日

专业小类：22.04.1306 铁路混凝土桥梁梁端防水装置
委托人名称：洛阳双瑞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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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至
2024年11月03日

生产厂名称：洛阳双瑞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河南省洛阳市高新区滨河北路88号；
场所2：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华阳产业聚集区黄河路101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1464R1M-3
产品名称：弹性体梁端防水装置QCR
规格型号：TTXF系列 用于无砟轨道和有砟轨道常用跨度混凝土简支梁弹性体接缝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 806—2020
有效期：2022年04月21日至2023年05月29日

专业小类：22.04.1315 道岔
委托人名称：芜湖中铁科吉富轨道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芜湖中铁科吉富轨道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火龙街道九华南路558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2187R1M-001
产品名称：道岔护轨
规格型号：50kg∕m-12号，V≤120km/h，普通钢轨护轨，专线4259-5、专线4259-6；
60kg∕m-12号，V≤160 km∕h，普通钢轨护轨，专线4251-5、专线4251-6；
50kg/m-12号，V≤120km/h，普通钢轨护轨，专线（01）7659-Ⅲ-5；
50kg/m-12号，V≤120km/h，普通钢轨护轨，专线（01）7659-Ⅱ-4；
60kg∕m-12号，V≤160km/h，普通钢轨护轨，专线7625-5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412—2020
有效期：2022年04月21日至2026年03月09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1P12187R1M-002
产品名称：道岔基本轨
规格型号：50kg/m-12号，V≤120km/h，专线4258-4,专线4258-5；
60kg∕m-12号，V≤160 km∕h，专线4250-5、专线4250-6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412—2020
有效期：2022年04月21日至2026年03月09日
3、证书编号：CRCC10221P12187R1M-003
产品名称：道岔尖轨
规格型号：50kg∕m-12号，V≤120km/h，特种断面，专线4258-6、专线4258-7；
60kg∕m-12号，V≤160 km∕h，特种断面，专线4250-7、专线4250-8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412—2020
有效期：2022年04月21日至2026年03月09日
4、证书编号：CRCC10221P12187R1M-004
产品名称：整组道岔
规格型号：交叉渡线道岔，50kg/m-12号，V≤120km/h，专线(01)7659；
固定型辙叉道岔,60kg∕m-12号，V≤160 km∕h，专线4249；
交叉渡线道岔，60kg/m-12号，V≤160km/h，专线7623；
固定型辙叉道岔，50kg/m-12号，V≤120km/h，专线4257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412—2020
有效期：2022年04月21日至2026年03月09日

03扩大规格型号
专业小类：22.04.0301 机车圆柱螺旋弹簧
委托人名称：江阴市长城弹簧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江阴市长城弹簧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峭岐迎宾大道13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728R2S-001
产品名称：交流传动机车圆柱螺旋弹簧
规格型号：HXD3一系弹簧（B类，图号：3C3T1892，60Si2CrVA）；
HXD3二系弹簧（A类，图号：3C3T1916，52CrMo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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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悬挂装置轴箱弹簧 ( A类，图号：8UDZ02000010，52CrMoV4)；
一系悬挂装置轴箱弹簧（B类，图号：8GCZ02000010，52CrMoV4）；
一系悬挂装置轴箱弹簧（B类，图号：8U6Z02000010，52CrMoV4）；
一系悬挂装置轴箱弹簧（B类，图号：8U9Z02000010，52CrMoV4）；
二系悬挂装置高圆弹簧 ( A类，图号：8UDZ04000010，52CrMoV4)；
二系悬挂装置高圆弹簧（A类，图号：8BMZ05000010，52CrMoV4）；
二系悬挂装置高圆弹簧（A类，图号：8U6Z04000010，52CrMoV4）；
二系悬挂装置高圆弹簧（A类，图号：8U9Z05000010，52CrMoV4）；
轴箱弹簧（HXD3C）（B类，图号：8U7Z02010010，60Si2CrVA）；
高圆簧（HXD3C）（A类，图号：8U7Z04000010，52CrMoV4)
标准和技术要求：TJ/JW 035—2014
有效期：2022年04月21日至2027年03月31日

04扩大认证单元
专业小类：22.04.1301 扣件－非金属类部件
委托人名称：新疆中铁利达铁道器材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新疆中铁利达铁道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天山西路北站院内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511R4M-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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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1495—2020；TB/T 3065—2020
有效期：2022年04月21日至2026年07月25日

专业小类：22.04.1303 铁路桥梁支座
委托人名称：北京铁科首钢轨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北京铁科首钢轨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沙阳路南24号；
场所2：辽宁省兴城市郭家镇；
场所3：辽宁省葫芦岛市兴城市临海街道海前路12-3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417R2M-023
产品名称：铁路桥梁盆式支座TBT
规格型号：TJPZ型≤45000kN–C 常温型/F 耐寒型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331—2020
有效期：2022年04月21日至2026年10月11日

委托人名称：河北宝力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河北宝力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河北省衡水市开发区北方工业基地橡塑路13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308R3M-015
产品名称：铁路桥梁盆式支座TBT
规格型号：TJPZ型≤45000kN–C 常温型/F 耐寒型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331—2020
有效期：2022年04月21日至2025年02月04日

委托人名称：衡水通途工程制品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衡水通途工程制品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河北省衡水市开发区路北区振华路西ZB-0002号；
场所2：衡水市桃城区大麻森乡邢团马村西外环路西侧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348R3M-006
产品名称：铁路桥梁盆式支座TBT
规格型号：TJPZ型≤45000kN–C 常温型/F 耐寒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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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331—2020
有效期：2022年04月21日至2025年11月29日

专业小类：22.04.1307 扣件－金属类部件
委托人名称：河南鸿邦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河南鸿邦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姚家镇汽车产业集聚区（健行路与劲风路交叉口西 100米路北)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369R2S-013
产品名称：客货共线铁路弹条Ⅰ型扣件系统（TB/T）
规格型号：Ⅰ型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1495—2020
关键零部件表：
关键零部件名称
制造商名称
规格型号
ⅠA型（一般地区）
ⅠB型（一般地区）
Ⅰ型弹条
河南鸿邦铁路器
（A型、B型）
材有限公司
ⅠA型（特殊地区）
ⅠB型（特殊地区）
轨距挡板

河南鸿邦铁路器
材有限公司

螺旋道钉

河南鸿邦铁路器
材有限公司

挡板座
轨下垫板

苏州市丽苏塑胶
科技有限公司
新乡市路达科技
有限公司

14号中间、14号接头
20号中间、20号接头

防锈工艺或工艺

使用地区

颜色

浸油

一般地区

灰黑色

渗锌+封闭剂
浸油
渗锌+封闭剂

M24×195（一般地区）

锌铬涂层+封闭剂

M24×195（特殊地区）

镀锌+封闭剂

沿海、隧道或酸雨腐蚀
严重等地区
一般地区
沿海、隧道或酸雨腐蚀
严重等地区
一般地区
沿海、隧道或酸雨腐蚀
严重等地区

灰色
灰黑色
灰色
银白色
灰色

2-4号（非严寒地区使用）
0-6号（非严寒地区使用）
50-10（非严寒地区使用） /

/

/

使用地区
一般地区
沿海、隧道或酸雨腐蚀
严重等地区
一般地区
沿海、隧道或酸雨腐蚀
严重等地区
一般地区
沿海、隧道或酸雨腐蚀
严重等地区

颜色
灰黑色

/

/

有效期：2022年04月21日至2026年03月18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2P10369R2S-014
产品名称：客货共线铁路弹条Ⅱ型扣件系统（TB/T）
规格型号：Ⅱ型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065—2020
关键零部件表：
关键零部件名称
零部件制造商名称 规格型号
Ⅱ型（一般地区）
河南鸿邦铁路器材
Ⅱ型弹条
有限公司
Ⅱ型（特殊地区）
轨距挡板

河南鸿邦铁路器材
有限公司

螺旋道钉

河南鸿邦铁路器材
有限公司

挡板座

苏州市丽苏塑胶科
技有限公司

轨下垫板

新乡市路达科技有
限公司

防锈工艺或工艺
浸油
渗锌+封闭剂
浸油

6号、10号

渗锌+封闭剂

M24×195（一般地区）

锌铬涂层+封闭剂

M24×195（特殊地区）

镀锌+封闭剂

2-4号（非严寒地区使
用）0-6号（非严寒地
区使用）
60-10（非严寒地区使
用）、60-10R（非严寒
地区使用）

有效期：2022年04月21日至2026年03月18日

委托人名称：河南鑫达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河南鑫达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河南省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高庄镇工业园区高宝路1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2213R1M-013
产品名称：客货共线铁路弹条Ⅰ型扣件系统（TB/T）
规格型号：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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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色
灰黑色
灰色
银白色
灰色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1495—2020
关键零部件表：
关键零部件名称
制造商名称
Ⅰ型弹条
（A型、B型）

河南鑫达铁路
器材有限公司

轨距挡板

河南鑫达铁路
器材有限公司

螺旋道钉

河南鑫达铁路
器材有限公司

挡板座
轨下垫板

河南鑫达铁路
器材有限公司
新乡市路达科
技有限公司

规格型号
ⅠA型（一般地区）
ⅠB型（一般地区）
ⅠA型（特殊地区）
ⅠB型（特殊地区）

防锈工艺或工艺

使用地区

颜色

静电喷漆

一般地区

黑色

沿海、隧道或酸雨
腐蚀严重等地区
一般地区
沿海、隧道或酸雨
腐蚀严重等地区
一般地区
沿海、隧道或酸雨
腐蚀严重等地区

静电喷粉（树脂粉）
静电喷漆

14号中间、14号接头
20号中间、20号接头

静电喷粉（树脂粉）

M24×195（一般地区）

静电喷粉（金属粉）

M24×195（特殊地区）

静电喷粉（树脂粉）

蓝色
黑色
蓝色
银白色
蓝色

2-4号（非严寒地区使用）
/
0-6号（非严寒地区使用）

/

/

50-10（非严寒地区使用） /

/

/

有效期：2022年04月21日至2026年04月13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2P12213R1M-014
产品名称：客货共线铁路弹条Ⅱ型扣件系统（TB/T）
规格型号：Ⅱ型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065—2020
关键零部件表：
关键零部件名称

零部件制造商名称

Ⅱ型弹条

河南鑫达铁路器材有
限公司

轨距挡板

河南鑫达铁路器材有
限公司

螺旋道钉

河南鑫达铁路器材有
限公司

挡板座

河南鑫达铁路器材有
限公司

轨下垫板

新乡市路达科技有限
公司

规格型号
Ⅱ型（一般地区）
Ⅱ型（特殊地区）
6号、10号
M24×195（一般地区）
M24×195（特殊地区）

防锈工艺或
工艺
静电喷漆
静电喷粉（树
脂粉）
静电喷漆
静电喷粉（树
脂粉）
静电喷粉（金
属粉）
静电喷粉（树
脂粉）

2-4号（非严寒地区使用）
/
0-6号（非严寒地区使用）
60-10（非严寒地区使
用）、60-10R（非严寒地 /
区使用）

有效期：2022年04月21日至2026年04月13日

专业小类：22.04.1315 道岔
委托人名称：铁科（北京）轨道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铁科（北京）轨道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道北西区584、585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796R2M-011
产品名称：合金钢辙叉
规格型号：锻制合金钢心轨组合辙叉，60kg/m-12号，V≤120km/h，SC330HC(17)-I；
锻制合金钢心轨组合辙叉，60kg/m-12号，V≤160km/h，专线4249HC(17)-I；
锻制合金钢心轨组合辙叉，50kg/m-12号，V≤120km/h，专线4257HC(17)-I；
锻制合金钢心轨组合辙叉，60kg/m-9号，V≤120km/h，CZ577HC(17)-I；
锻制合金钢心轨组合辙叉，50kg/m-9号，V≤120km/h，CZ2209HC(17)-I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467—2016
有效期：2022年04月21日至2026年12月14日

05其他
19 / 28

使用地区

颜色

一般地区
沿海、隧道或酸雨腐
蚀严重等地区
一般地区
沿海、隧道或酸雨腐
蚀严重等地区

黑色

一般地区

银白色

沿海、隧道或酸雨腐
蚀严重等地区

蓝色

/

/

/

/

蓝色
黑色
蓝色

专业小类：22.04.1137 无线闭塞中心设备
委托人名称：北京和利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北京和利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地盛中路2号院/北京和利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公司
1、证书编号：CRCC10219P11718R1M-014
产品名称：无线闭塞中心设备硬件
规格型号：RBC-HS（硬件版本：D版）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330—2015和 第1号修改单；Q/CR 715—2019
系统集成厂：
规格型号
产品名称
生产厂名称
制造地址
无线闭塞中心设备
软件和系统集成

RBC-HS(系统版本： 北京和利时系统工
V13.3.X)
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地盛
中路2号院/北京和利时系统工程
有限公司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公司

有效期至
2024 年 10 月 10
日

有效期：2022年04月21日至2024年10月10日

（四）其他
01恢复
专业小类：22.04.0663 铁道机车车辆地板布
委托人名称：北京威廉顺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北京威廉顺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天津市蓟州区礼明庄镇工业园区澜河街B3-4/金象地板（天津） 有限公司
1、证书编号：CRCC10219P13175R0M-001
产品名称：铁路客车用地板布
规格型号：橡塑材质，公称厚度4.0mm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 617—2017；Q/CR 699—2019
恢复日期：2022年04月21日恢复并变更地址换证（暂停期间：2021年05月28日至2022年04月21日），有效期：2022年04月21日至2024
年08月14日

02暂停
专业小类：22.04.1301 扣件－非金属类部件
委托人名称：大石桥鼎鑫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大石桥鼎鑫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辽宁省营口市大石桥市南轩桥北侧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0440R2M-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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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0R-190（非严寒地区使用)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1495—2020；TB/T 3065—2020
暂停日期：2022年04月19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1P10440R2M-008
产品名称：客货共线铁路扣件系统用轨下垫板（Q/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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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0R-190（非严寒地区使用）；
60-12-185（非严寒地区使用）；60-12-190（非严寒地区使用）；
IIIb（非严寒地区使用）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 563—2017；Q/CR 564—2017；Q/CR 565—2017
暂停日期：2022年0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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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小类：22.04.1309 铁路用减水剂
委托人名称：内蒙古海灏建材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内蒙古海灏建材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毕克齐镇兵州亥讨合气村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2242R1S-001
产品名称：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
规格型号：HY标准型（含气量≤3.0%,甲基烯丙基聚氧乙烯醚：丙烯酸=8.5:1）；
HY-1缓凝性（含气量≤3.0%,甲基烯丙基聚氧乙烯醚：丙烯酸=8.5:1）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275—2018
暂停日期：2022年04月19日

专业小类：22.04.1310 铁路碎石道砟
委托人名称：丰镇市凯盛石料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厂名称：丰镇市凯盛石料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地址：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新城湾二号沟
1、证书编号：CRCC10219P13157R0S-001
产品名称：铁路碎石道砟（一级）
规格型号：既有线一级道砟；新建铁路一级道砟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140-2008
暂停日期：2022年04月19日

委托人名称：陕西西铁颜家河石料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陕西西铁颜家河石料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坪头镇颜家河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3522R0S-001
产品名称：铁路碎石道砟（一级）
规格型号：既有线一级道砟；新建铁路一级道砟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140—2008
暂停日期：2022年04月24日

委托人名称：盂县炳坤建材厂
生产厂名称：盂县炳坤建材厂
制造地址：阳泉盂县西潘乡宋庄村
1、证书编号：CRCC10219P13621R0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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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线一级道砟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140-2008
暂停日期：2022年04月24日

专业小类：22.04.1604 铁路运输用施封锁
委托人名称：石家庄运兴铁路运输设备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石家庄运兴铁路运输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源街66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0822R1S
产品名称：铁路运输用集装箱锁
规格型号：FSJ04-1；FSJ04-2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775.2—2005和第1号修改单
暂停日期：2022年04月24日
2、证书编号：CRCC10217P10822R1S-1
产品名称：铁路运输用棚车锁
规格型号：FSP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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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775.1—2005
暂停日期：2022年04月24日

03撤销
专业小类：22.04.1301 扣件－非金属类部件
委托人名称：上海铁路西站综合服务公司
生产厂名称：上海铁路西站综合服务公司
制造地址：上海嘉定区江桥镇翔铁东路100号273幢/上海铁路西站综合服务公司注塑厂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0935R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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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销日期：2022年04月19日

专业小类：22.04.1310 铁路碎石道砟
委托人名称：嘉峪关市汇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厂名称：嘉峪关市汇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地址：甘肃省嘉峪关市大草滩水库西板岩矿
1、证书编号：CRCC10219P13130R0S-001
产品名称：铁路碎石道砟（一级）
规格型号：既有线一级道砟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140-2008
撤销日期：2022年04月24日

04注销
专业小类：22.04.1305 铁路钢桥用涂料
委托人名称：重庆南方漆业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重庆南方漆业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重庆市江津区德感工业园东江路18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2535R1M
产品名称：铁路桥梁钢结构及构件用面漆
规格型号：灰色丙烯酸脂肪族聚氨酯面漆 9730（质量配比：主剂∶固化剂=5∶1）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 749.1—2020；Q/CR 749.2—2020；Q/CR749.3—2020
注销日期：2022年04月24日
2、证书编号：CRCC10217P12535R1M-1
产品名称：铁路桥梁钢结构及构件用防锈底漆
规格型号：特制环氧富锌防锈底漆 H06-4（质量配比：主剂∶固化剂=12∶1）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 749.1—2020；Q/CR 749.2—2020；Q/CR749.3—2020
注销日期：2022年04月24日
3、证书编号：CRCC10217P12535R1M-2
产品名称：铁路桥梁钢结构及构件用中间漆
规格型号：云铁环氧中间漆 H53-6（质量配比：主剂∶固化剂=8∶1）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 749.1—2020；Q/CR 749.2—2020；Q/CR749.3—2020
注销日期：2022年04月24日

专业小类：22.04.1307 扣件－金属类部件
委托人名称：柳州铁路直属工务电务配件厂
生产厂名称：柳州铁路直属工务电务配件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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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地址：柳州市龙屯路1号大院内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1436R2S
产品名称：弹条II型扣件 弹条
规格型号：Ⅱ型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065.2—2002和第1号修改单
注销日期：2022年04月24日

05延续
专业小类：22.04.0646 铁道货车滚动轴承润滑脂
委托人名称：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化工街5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0782R1M-1
产品名称：铁道货车滚动轴承Ⅳ型润滑脂
规格型号：Ⅳ型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548—2011
有效期：延续至疫情结束后3个月，最迟不超过2022年11月02日
2、证书编号：CRCC10217P10782R1M-2
产品名称：铁道货车滚动轴承V型润滑脂
规格型号：V型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513—2016
有效期：延续至疫情结束后3个月，最迟不超过2022年11月02日

专业小类：22.04.0665 铁道客车滚动轴承润滑脂
委托人名称：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化工街5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0782R1M
产品名称：铁道客车滚动轴承Ⅳ型润滑脂
规格型号：Ⅳ型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548—2011
有效期：延续至疫情结束后3个月，最迟不超过2022年11月02日

专业小类：22.04.1401 道砟捣固机械
委托人名称：重庆铸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厂名称：重庆铸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地址：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凤栖路6号4幢3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0870R1S-1
产品名称：道砟捣固机械
捣固镐（器）
规格型号：ND-4便携式内燃振动型捣固镐（富世华（常州）GZ40N/G4LS日本丸景株式会社 MARUKEI)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1347—2012；TJ/GW 036—2005
有效期：延续至疫情结束后3个月，最迟不超过2022年10月27日

专业小类：22.04.1405 轨枕作业机械
委托人名称：重庆铸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厂名称：重庆铸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地址：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凤栖路6号4幢3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0870R1S
产品名称：轨枕作业机械

A类扣件螺栓机动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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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型号：NLB-650 A类扣件螺栓机动扳手（内燃机械传动轨行式、双套筒、本田动力（中国）GX160汽油机/KB210重庆凯宝动力KIBAO）；
NLB-1000T A类扣件螺栓机动扳手（内燃机械传动轨行式、双套筒、本田动力（中国） GX160/百力通130G660144H7汽油机）；NLB-1000TG
A类扣件螺栓机动扳手（内燃机械传动轨行式、双套筒、本田动力（中国）GX390/GX160汽油机）；YLB-750S A类扣件螺栓机动扳手（内
燃液压传动轨行式、双套筒、百力通130G360151H7汽油机）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099—2012
有效期：延续至疫情结束后3个月，最迟不超过2022年10月27日

二、试用证书
（一）复评
专业小类：22.04.0916 动车组空气弹簧
委托人名称：青岛博锐智远减振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青岛博锐智远减振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和融路8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3342R1MSYZ-001
产品名称：动车组大曲囊式空气弹簧
规格型号：SYS495B（SRIT992-00-00-00）CRH1A-A/1E；
SYS495（SRIT990-00-00-00）CRH1A；
SYS495A（SRIT991-00-00-00）CRH1A/1B/1E；
SYS560（SRIT1472-00-00-00）CRH6A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279—2014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2P13342R1MSYZ-002
产品名称：动车组小曲囊式空气弹簧
规格型号：SYS535B（SRIT1782-00-00-00）CR400AF；
SYS525B（SRIT1201-00-00-00）CRH380A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279—2014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专业小类：22.04.0917 动车组油压减振器
委托人名称：青岛阿尔斯通铁路设备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青岛阿尔斯通铁路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业路50号（生产及部分设计）；
场所2：105 Allee Albert EINSTEN 71202 LE CREUSOT France（部分设计）/ALSTOM Transport SA-LE CREUSOT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748R2MSYZ-004
产品名称：动车组垂向油压减振器
规格型号：DISPEN 9303-40 (QA-00-00004026 A）CR400AF；
DISPEN9171-40 （QA-00-00001587 C）CR400BF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284—2014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3月31日

专业小类：22.04.0924 动车组车钩及缓冲装置
委托人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山东省青岛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业路南侧、和融路西侧；
场所2：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火炬路99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941R4LSYZ-001
产品名称：动车组前端车钩及缓冲装置（连杆式）
规格型号：MJGH-D42 (SRIT1530-00-00-00,A）CRH3A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292—2014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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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证书编号：CRCC10222P10941R4LSYZ-002
产品名称：动车组中间车钩及缓冲装置（半永久）
规格型号：MJGH-N10/N22 (SRIT997-00-00-00/SRIT1531-00-00-00,A)CRH3A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292—2014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专业小类：22.04.1005 动车组牵引变流器及冷却单元
委托人名称：中车永济电机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车永济电机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山西省运城市永济市电机大街18号；
场所2：陕西省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十二路北侧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587R2LSYZ-003
产品名称：动车组牵引变流器（水冷）
规格型号：YGZN2Q282A(图号:1051001483)；YGZN2Q282B(图号:1051001482)；
YGZN2Q282(图号:1051001482)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 619—2017
有效期：2022年04月20日至2027年04月19日

专业小类：22.04.1006 动车组牵引电机
委托人名称：中车永济电机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车永济电机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山西省运城市永济市电机大街18号；
场所2：陕西省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十二路北侧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587R2LSYZ-002
产品名称：动车组牵引电机
规格型号：YJ92C(图号:1213530360)；YJ224C(图号:1213530332)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322—2014
有效期：2022年04月20日至2027年04月19日

专业小类：22.04.1015 动车组辅助变流器
委托人名称：中车永济电机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车永济电机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山西省运城市永济市电机大街18号；
场所2：陕西省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十二路北侧
1、证书编号：CRCC10222P10587R2LSYZ-001
产品名称：动车组辅助变流器（直流输入）
规格型号：YGZN2Q282A(图号:1051001483)；YGZN2Q282B(图号:1051001482)；
YGZN2Q282(图号:1051001482)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315—2014
有效期：2022年04月20日至2027年04月19日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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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市溢洋墨根材料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宜兴市溢洋墨根材料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江苏省宜兴市高塍镇赋村村；
场所2：江苏省宜兴市宜城街道谈家干155号；
场所3：江苏省宜兴市丁蜀镇潜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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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证书编号：CRCC10219P11143R1MSYZ-001
产品名称：动车组碳滑板
规格型号：JM250-G2（YYTG-0012）（DSA250）CR300AF；
JM250-G2（YYTG-0012）（DSA250）CRH1A/1A-A/1B/1E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328—2014
有效期：2022年04月21日至2022年11月08日

第二部分：城轨装备产品认证（国推自愿目录）
一、认证证书
（一）复评
专业小类：22.04.5110 城轨牵引变流器
委托人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制造商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制造商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瑞昌路231号
生产厂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生产厂地址：场所1：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瑞昌路231号；
场所2：山东省青岛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业路南侧、和融路西侧
1、证书编号：CURC-CRCC-22-CL070101-003
产品名称：城市轨道交通牵引传动系统 750V直流供电牵引逆变器
规格型号：SRTSP71P200S15（图号：SRIDQ19-T01-0972）
标准和技术要求：T/CAMET 04002.1—2018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专业小类：22.04.5113 地铁车辆车钩缓冲装置
委托人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制造商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制造商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瑞昌路231号
生产厂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生产厂地址：场所1：山东省青岛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业路南侧、和融路西侧；
场所2：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火炬路99号
1、证书编号：CURC-CRCC-22-CL030101-002
产品名称：地铁车辆自动车钩及缓冲装置
规格型号：SRITCG1系列 (图号：SRIT系列)
标准和技术要求：T/CAMET 04014—2019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2、证书编号：CURC-CRCC-22-CL030102-002
产品名称：地铁车辆半永久车钩及缓冲装置（含永久车钩及缓冲装置）
规格型号：SRITCG2系列 (图号：SRIT系列)
标准和技术要求：T/CAMET 04014—2019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专业小类：22.04.5117 制动控制装置
委托人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制造商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制造商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瑞昌路231号
生产厂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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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厂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业路南侧、和融路西侧
1、证书编号：CURC-CRCC-22-CL060200-007
产品名称：城市轨道交通制动系统 制动控制装置
规格型号：JK02系列（架控型）；JK02-P系列（架控型）
标准和技术要求：T/CAMET 04004.4—2018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专业小类：22.04.5118 制动夹钳单元
委托人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制造商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制造商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瑞昌路231号
生产厂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生产厂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业路南侧、和融路西侧
1、证书编号：CURC-CRCC-22-CL060301-006
产品名称：城市轨道交通制动系统 制动夹钳单元
规格型号：UDL/Z系列（带停放缸，图号：SRIJCG-004-00-00-00）；
NR/UC系列（带停放缸，图号：SRIJCG-006-00-00-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CAMET 04004.7—2018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2、证书编号：CURC-CRCC-22-CL060302-006
产品名称：城市轨道交通制动系统 制动夹钳单元
规格型号：NR/UC系列（不带停放缸，图号：SRIJCG-005-00-00-00）；
UDL/Z系列（不带停放缸，图号：SRIJCG-003-00-00-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CAMET 04004.7—2018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专业小类：22.04.5119 踏面制动单元
委托人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制造商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制造商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瑞昌路231号
生产厂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生产厂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业路南侧、和融路西侧
1、证书编号：CURC-CRCC-22-CL060401-010
产品名称：城市轨道交通制动系统 踏面制动单元
规格型号：UT7S系列（带停放缸，图号：SRIJCG-002-00-00-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CAMET 04004.8—2018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2、证书编号：CURC-CRCC-22-CL060402-010
产品名称：城市轨道交通制动系统 踏面制动单元
规格型号：UT7系列（不带停放缸，图号：SRIJCG-001-00-00-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CAMET 04004.8—2018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专业小类：22.04.5122 铸铁制动盘
委托人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制造商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制造商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瑞昌路231号
生产厂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生产厂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业路南侧、和融路西侧
1、证书编号：CURC-CRCC-22-CL0607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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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城市轨道交通制动系统 轮装铸铁制动盘
规格型号：MWMD系列（图号：SRIJCG-007-00-00-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CAMET 04004.6—2018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专业小类：22.04.5130 辅助变流器
委托人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制造商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制造商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瑞昌路231号
生产厂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生产厂地址：场所1：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瑞昌路231号；
场所2：山东省青岛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业路南侧、和融路西侧
1、证书编号：CURC-CRCC-22-CL070203-003
产品名称：城市轨道交通牵引传动系统 750V直流供电辅助变流器（包含充电机）
规格型号：SRTSA71P044S15（图号：SRIDQ19-T01-0973）
标准和技术要求：T/CAMET 04002.2—2018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2、证书编号：CURC-CRCC-22-CL070204-008
产品名称：城市轨道交通牵引传动系统 1500V直流供电辅助变流器（包含充电机）
规格型号：SRTSA11A045S08（图号：SRIDQ18-T06-1250）；
SRTSA11P300S07（图号：SRIDQ18-T05-1596）
标准和技术要求：T/CAMET 04002.2—2018
有效期：2022年04月24日至2027年0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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