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铁检验认证中心
认证公告
2018年第22号（总第359号）

中铁检验认证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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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现将本次经专家工作组评定、CRCC作出认证决定的企业名单(2018年06月06日至2018年06月
12日)公布如下：

第一部分：铁路产品认证
一、初次认证企业
专业小类：22.04.1310

铁路碎石道砟

申请人：兴国鑫辉石材有限公司
生 产 厂：兴国鑫辉石材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埠头乡廖溪村潘屋组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2625R0S
产品名称：铁路碎石道砟（一级）
规格型号：新建铁路一级道砟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140-2008；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3年06月06日

二、复评认证企业
专业小类：22.04.0403

柴油机连杆

申请人：大连巾国机车配件有限公司
生 产 厂：大连巾国机车配件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营城子镇双台沟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0905R2S
产品名称：内燃机车用柴油机连杆
规格型号：240G型D客连杆体及盖（图号：TC222002-91）；240G型连杆体及盖（图号：TC221003-88）；
280型连杆体及盖（连杆体图号：QSC7-25A-00-003、连杆盖图号：QSC7-25A-00-001)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1818-2009；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3年06月06日

专业小类：22.04.0715

铁道客车DC600V电源装置

申请人：新誉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生 产 厂：新誉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凤林南路199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1257R1M-5
产品名称：客车充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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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型号：CPCQ051A(D)（图号：CPCQ051A(D)-00）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Q/CR302-2014；TJ/CL251-2012；
有效期：2018年06月08日至2023年06月07日
2、证书编号：CRCC10218P11257R1M-6
产品名称：客车充电器（含单相逆变器）
规格型号：CPCQ051A （图号：CPCQ051A-00）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Q/CR302-2014；TJ/CL251-2012；
有效期：2018年06月08日至2023年06月07日
3、证书编号：CRCC10218P11257R1M-7
产品名称：客车空调逆变电源
规格型号：CPCQ048A(D）（图号：CPCQ048A(D)-00）；
CPCQ048A（图号：CPCQ048A-00）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Q/CR302-2014；TJ/CL251-2012；
有效期：2018年06月08日至2023年06月07日

专业小类：22.04.1303

铁路桥梁支座

申请人：洛阳双瑞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生 产 厂：洛阳双瑞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河南省洛阳市高新开发区滨河路32号（铸造）
场所2：河南省洛阳市高新区滨河北路88号（机加工、焊接、涂装、组装）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1464R1M
产品名称：铁路桥梁球型支座
规格型号：TJQZ型 ≤45000 kN –C 常温型/F 耐寒型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3320-2013；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3年05月29日
2、证书编号：CRCC10218P11464R1M-1
产品名称：铁路桥梁其他类型钢支座
规格型号：YZM型 ≤3000 kN –C 常温型/F 耐寒型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1853-2006；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3年05月29日
3、证书编号：CRCC10218P11464R1M-2
产品名称：铁路桥梁盆式支座
规格型号：TGPZ型（普通）≤7000 kN –C 常温型/F 耐寒型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331-2013；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3年05月29日

申请人：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生 产 厂：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四川新津工业园区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1474R3L
产品名称：铁路桥梁盆式支座
规格型号：CKPZ型 ≤7000-C常温型/F耐寒型；
KTPZ型 ≤45000 kN –C 常温型/F 耐寒型；
TPZB/X型 ≤45000 kN –C 常温型/F 耐寒型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331-2013；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3年05月24日

专业小类：22.04.1306

铁路混凝土桥梁梁端防水装置

申请人：洛阳双瑞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生 产 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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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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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2：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华阳产业聚集区黄河路101号（生产）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1464R1M-3
产品名称：弹性体梁端防水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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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J/GW120-2013；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3年05月29日

申请人：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生 产 厂：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新材料产业园区新材29路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1474R3L-7
产品名称：弹性体梁端防水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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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J/GW120-2013；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3年05月24日

专业小类：22.04.1308

扣件系统

申请人：常州中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生 产 厂：常州中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常州市经开区五一路313号和258号（除防锈处理外全过程）
场所2：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镇星辰村（防锈处理）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1472R2L
产品名称：高铁扣件系统用铸造件
规格型号：WJ7平垫块；WJ7铁垫板（静电喷涂）；预埋铁座TZ4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3395.2-2015；TB/T3395.4-2015
有效期：2018年06月09日至2023年06月08日

申请人：河北铁科翼辰新材科技有限公司
生 产 厂：河北铁科翼辰新材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翼辰北街1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1484R1M-5
产品名称：WJ8铁垫板下弹性垫板
规格型号：WJ8铁垫板下弹性垫板A（含非严寒地区使用、严寒地区使用）；
WJ8铁垫板下弹性垫板B（含非严寒地区使用、严寒地区使用）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3395.5-2015；
有效期：2018年06月12日至2023年06月11日
2、证书编号：CRCC10218P11484R1M-6
产品名称：高铁扣件系统用尼龙件
规格型号：WJ7绝缘块；WJ8轨距挡板；WJ8接头轨距挡板；WJ8绝缘块；轨距挡板G5；
绝缘轨距块G4；绝缘轨距块G4J；预埋套管D1；预埋套管D2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 TB/T3395.2-2015； TB/T3395.3-2015；TB/T3395.4-2015；TB/T3395.5-2015；
有效期：2018年06月12日至2023年06月11日
3、证书编号：CRCC10218P11484R1M-7
产品名称：高铁扣件系统用塑料件
规格型号：WJ7轨下调高垫板；WJ8轨下微调垫板；WJ8铁垫板下调高垫板；调高垫板TD5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3395.3-2015；TB/T3395.4-2015；TB/T3395.5-2015；
有效期：2018年06月12日至2023年06月11日
4、证书编号：CRCC10218P11484R1M-8
产品名称：高铁扣件系统用橡胶件
规格型号：
WJ7-A复合垫板(含非严寒地区使用、严寒地区使用，生胶：炭黑=51.4:22.6)；
WJ7-A橡胶垫板(含非严寒地区使用、严寒地区使用，生胶：炭黑=51.4:22.6)；
WJ7-B复合垫板(含非严寒地区使用、严寒地区使用，生胶：炭黑=51.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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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J7-B橡胶垫板(含非严寒地区使用、严寒地区使用，生胶：炭黑=51.4:22.6)；
WJ7绝缘缓冲垫板(生胶：塑料=35.4:3.9)；
WJ7铁垫板下调高垫板(生胶：塑料=35.4:3.9)；
WJ8复合垫板(含非严寒地区使用、严寒地区使用，生胶：炭黑=42:20)；
WJ8橡胶垫板(含非严寒地区使用、严寒地区使用，生胶：炭黑=42:20)；
复合垫板CRP5(含非严寒地区使用、严寒地区使用，生胶：炭黑=48.7:24.3)；
橡胶垫板RP4(含非严寒地区使用、严寒地区使用，生胶：炭黑=48.7:24.3)；
橡胶垫板RP5(含非严寒地区使用、严寒地区使用，生胶：炭黑=48.7:24.3)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3395.2-2015；TB/T3395.3-2015；TB/T3395.4-2015；TB/T3395.5-2015；
有效期：2018年06月12日至2023年06月11日

申请人：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生 产 厂：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天台县赤城街道人民东路799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1473R2M-3
产品名称：高铁扣件系统用橡胶件
规格型号：
WJ7-A复合垫板（含非严寒地区使用、严寒地区使用，生胶：炭黑=41.6:18.55）；
WJ7-A橡胶垫板（含非严寒地区使用、严寒地区使用，生胶：炭黑=41.6:18.55）；
WJ7-B复合垫板（含非严寒地区使用、严寒地区使用，生胶：炭黑=41.6:18.55）；
WJ7-B橡胶垫板（含非严寒地区使用、严寒地区使用，生胶：炭黑=41.6:18.55）；
WJ7绝缘缓冲垫板（生胶：塑料）=28.2:10.5）；
WJ7铁垫板下调高垫板（生胶：塑料）=28.2:10.5）；
WJ8复合垫板（含非严寒地区使用、严寒地区使用，生胶：炭黑=41.2:20.46）；
WJ8橡胶垫板（含非严寒地区使用、严寒地区使用，生胶：炭黑=41.2:20.46）；
复合垫板CRP5（含非严寒地区使用、严寒地区使用，生胶：炭黑=41.6:20.03）；
橡胶垫板RP4（含非严寒地区使用、严寒地区使用，生胶：炭黑=41.6:20.03）；
橡胶垫板RP5（含非严寒地区使用、严寒地区使用，生胶：炭黑=41.6:20.03）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3395.2-2015；TB/T3395.3-2015；TB/T3395.4-2015；TB/T3395.5-2015；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3年06月03日

专业小类：22.04.1310

铁路碎石道砟

申请人：敦煌市宏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生 产 厂：敦煌市宏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地址：甘肃省敦煌市阳关路口南花岗岩矿五区块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1469R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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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140-2008；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3年06月06日

专业小类：22.04.1405

轨枕作业机械

申请人：重庆运达科技有限公司
生 产 厂：重庆运达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重庆市南岸区江溪路11号11-8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1476R1S
产品名称：轨枕作业机械
A类扣件螺栓机动扳手
规格型号：NJB-600-1/A型轨枕螺栓机动扳手（嘉陵本田重庆 GX160）；
YLB-700型液压双头螺栓扳手(百力通（重庆）B&S4.8Kw)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3099－2012
有效期：2018年06月09日至2023年06月08日

专业小类：22.04.1601

铁路货车篷布

申请人：湖北金龙铁路运输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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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产 厂：湖北金龙铁路运输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迎宾大道南二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1229R1M
产品名称：铁路货车篷布
规格型号：15.0*5.30m(铁路篷布、自备篷布)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1941-2013；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3年06月06日

三、变更及扩项企业
01组织更名
专业小类：22.04.0658

铁道客车高磷闸瓦

申请人：昆明铁路局集团工贸有限公司
生 产 厂：昆明铁路局集团工贸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东郊杨方凹昆明配件厂内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1267R3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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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1661-1991；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3年01月13日，原企业名称为：“昆明铁路配件工业贸易公司”

专业小类：22.04.1303

铁路桥梁支座

申请人：丰泽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生 产 厂：丰泽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河北省衡水市衡水经济开发区北方工业基地橡塑路15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1137R2M-3
产品名称：铁路桥梁球型支座
规格型号：TJGZ型 ≤45000 kN –C 常温型/F 耐寒型；
TJQZ型 ≤45000 kN–C 常温型/F 耐寒型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3320-2013；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2年10月27日，原企业名称为：“丰泽工程橡胶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小类：22.04.1304

铁路用防水材料

申请人：丰泽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生 产 厂：丰泽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河北省衡水市衡水经济开发区北方工业基地橡塑路15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1137R2M
产品名称：铁路隧道用止水带
规格型号：
变形缝用背贴式橡胶止水带B-R-T-300×6、350×8、400×10，三元乙丙橡胶、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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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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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缝用背贴式橡胶止水带S-R-T-300×6、350×8、400×10，三元乙丙橡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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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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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3360.2-2014；TJ/GW085-2008；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2年10月27日，原企业名称为：“丰泽工程橡胶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小类：22.04.1306

铁路混凝土桥梁梁端防水装置

申请人：丰泽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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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产 厂：丰泽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河北省衡水市衡水经济开发区北方工业基地橡塑路15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1137R2M-4
产品名称：异型型材-防水橡胶带梁端防水装置
规格型号：TSSF-K型（快速更换型），W型防水橡胶带，常温/耐寒(三元乙丙防水橡胶带，铝合金/耐候钢型材）；
TSSF-P型（普通型），直线/曲线，常温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3435-2016；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2年10月27日，原企业名称为：“丰泽工程橡胶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02组织地址变更
专业小类：22.04.1304

铁路用防水材料

申请人：河南金拇指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生 产 厂：河南金拇指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河南省许昌市长葛市佛耳湖镇辛集村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2439R0M
产品名称：聚氨酯防水涂料
规格型号：聚氨酯防水涂料，直接用于作防水层，质量比A：B=1:2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965-2011；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2年06月08日
2、证书编号：CRCC10217P12439R0M-1
产品名称：铁路桥梁混凝土桥面防水卷材
规格型号：高聚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含基层处理剂)，宽度1m，厚度4.5mm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965-2011；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2年06月08日

03扩大业务范围
专业小类：22.04.0617

铁道货车交叉杆组成

申请人：天津市东达伟业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生 产 厂：天津市东达伟业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天津市北辰区西堤头镇刘快庄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1309R1M-3
产品名称：铁道货车交叉杆组成
规格型号：转K2/K6型 （图号：QCZ85A-71A-00/QCZ85A-71B-00）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3225-2010；TJ/CL155-2006；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3年02月16日

专业小类：22.04.1143

铁路贯通地线

申请人：江苏通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生 产 厂：江苏通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八都社区小平大道18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0306R2M-5
产品名称：铁路贯通地线（S 型）
规格型号：S-DH 35；S-DH 70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3479-2017；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0年02月04日

专业小类：22.04.1303

铁路桥梁支座

申请人：丰泽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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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产 厂：丰泽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河北省衡水市衡水经济开发区北方工业基地橡塑路15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1137R2M-1
产品名称：铁路桥梁盆式支座
规格型号：CKPZ型≤7000 kN –C 常温型/F 耐寒型；
TPZB/X型≤45000 kN –C 常温型/F 耐寒型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331-2013；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2年10月27日

专业小类：22.04.1304

铁路用防水材料

申请人：四川省宏源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生 产 厂：四川省宏源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清流镇均田村六社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0292R2M-1
产品名称：铁路桥梁混凝土桥面防水卷材
规格型号：高聚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含基层处理剂)，宽度1m，厚度4.5mm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965-2011；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2年07月05日

专业小类：22.04.1307

扣件－金属类部件

申请人：郑州铁路利达实业有限公司
生 产 厂：郑州铁路利达实业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中州大道京广铁路南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0377R2M-4
产品名称：客货共线铁路弹条Ⅱ型扣件 弹条
规格型号：Ⅱ型(静电喷涂,一般地区,Ⅱ0,黑色)；
Ⅱ型(锌铬涂层,一般地区的隧道地段、沿海地区,Ⅱ1,银白色)；
Ⅱ型(锌铬涂层+封闭剂,酸雨腐蚀严重的沿海地区,Ⅱ3,灰色)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Q/CR564-2017；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1年06月12日
2、证书编号：CRCC10218P10377R2M-5
产品名称：客货共线铁路弹条I型扣件 弹条
规格型号：A型(静电喷涂,一般地区,ⅠA0,黑色)；
A型(锌铬涂层,一般地区的隧道地段、沿海地区,ⅠA1,银白色)；
A型(锌铬涂层+封闭剂,酸雨腐蚀严重的沿海地区,IA3,灰色)；
B型(静电喷涂,一般地区,ⅠB0,黑色)；
B型(锌铬涂层,一般地区的隧道地段、沿海地区,ⅠB1,银白色)；
B型(锌铬涂层+封闭剂,酸雨腐蚀严重的沿海地区,IB3,灰色)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Q/CR563-2017；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1年06月12日

专业小类：22.04.1313

钢轨胶接绝缘接头

申请人：中国铁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生 产 厂：中国铁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建设北路523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1181R1L-12
产品名称：厂制胶接绝缘接头
规格型号：厂制胶接绝缘接头 50kg/m钢轨；
厂制胶接绝缘接头 60kg/m钢轨；
厂制胶接绝缘接头 75kg/m钢轨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97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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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2年11月14日

04变更产品型号规格
专业小类：22.04.0619

铁道货车空气控制阀

申请人：中车齐齐哈尔车辆有限公司
生 产 厂：中车齐齐哈尔车辆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锋区厂前一路36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6P10505R1L-5
产品名称：铁道货车空气控制阀
规格型号：120-1型（图号：TKH126-00-00）(V4)；
120-1型（坐式）（图号：TKH126Z-00-00）(V4)；
120型（图号：MSP120H-00-00）；
120型（坐式）（图号：MSP120HZ-00-00)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1492-2002；TB/T2951-2009；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1年06月17日

专业小类：22.04.0669

铁路货车轮对

申请人：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生 产 厂：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电子街17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1186R1M-5
产品名称：通用铁路货车轮对
规格型号：RD2型（图号：SRIT1137-00-00-00）；
RE2B型（图号：SRIT1139-00-00-00）；
RF2型（图号：SRIT968-00-00-00)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1718.2-2017； TJ/CL509-2016；
产品各规格型号与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对应表
规 格 型 号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

RD2型(图号：SRIT1137-00-00-00)
RE2B型(图号：SRIT1139-00-00-00)
RF2型(图号：SRIT968-00-00-00)

TB/T1718.2-2017
TJ/CL509-2016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2年11月21日

专业小类：22.04.1301

扣件－非金属类部件

申请人：北京市城南橡塑技术研究所
生 产 厂：北京市城南橡塑技术研究所
制造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东青长路8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1890R0M-8
产品名称：橡胶垫板
规格型号：50-10-9普通型；60-10-11普通型；60-10-17普通型；
60-12-17普通型；IIIa普通型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626—1995；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0年03月23日

专业小类：22.04.1304

铁路用防水材料

申请人：江苏金源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生 产 厂：江苏金源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江苏省泰州市靖江市西来镇泥桥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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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证书编号：CRCC10216P10373R1M-2
产品名称：铁路隧道用止水带
规格型号：
背贴式橡胶止水带R-T-300×6、350×8、400×10，三元乙丙橡胶、挤出；
变形缝用钢边止水带B-G-300×6、350×8、400×10，三元乙丙橡胶、模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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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缝用钢边止水带S-G-300×6、350×8、400×10，三元乙丙橡胶、模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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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3360.2-2014；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1年04月05日

专业小类：22.04.1307

扣件－金属类部件

申请人：郑州铁路利达实业有限公司
生 产 厂：郑州铁路利达实业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中州大道京广铁路南
1、证书编号：CRCC10216P10377R2M-2
产品名称：客货共线铁路弹条Ⅲ型扣件 弹条
规格型号：
Ⅲ型(静电喷涂,一般地区,Ⅲ0,黑色；
Ⅲ型(锌铬涂层,一般地区的隧道地段、沿海地区,Ⅲ1,银白色)；
Ⅲ型(锌铬涂层+封闭剂,酸雨腐蚀严重的沿海地区,Ⅲ3,灰色)；
Ⅲ型接头(静电喷涂,一般地区,ⅢJ0,黑色)；
Ⅲ型接头(锌铬涂层,一般地区的隧道地段、沿海地区,ⅢJ1,银白色)；
Ⅲ型接头(锌铬涂层+封闭剂,酸雨腐蚀严重的沿海地区,ⅢJ3,灰色)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Q/CR565-2017；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1年06月12日，原企业名称：“郑铁利达实业开发总公司”
2、证书编号：CRCC10216P10377R2M-3
产品名称：客货共线铁路弹条Ⅲ型扣件 预埋铁座
规格型号：Ⅲ型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Q/CR565-2017；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1年06月12日，原企业名称：“郑铁利达实业开发总公司”

05标准变更
专业小类：22.04.0608

铁道货车车钩

申请人：石家庄市鹿泉区东方车辆装备有限公司
生 产 厂：石家庄市鹿泉区东方车辆装备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
场所1：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曲寨村大河路公司西侧1千米（分公司）（生产及检验（除理化检验）过程）
场所2：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曲寨村（理化检验）
1、证书编号：CRCC10215P10490R1M
产品名称：铁道货车车钩
规格型号：13B型（图号：QCP818F-00-00/QCP818G-00-00）；
16型（图号：QCP802A-00-00）；
17型（图号：QCP803B-00-00）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456-2016；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0年12月25日

专业小类：22.04.0621

铁道货车摇枕、侧架

申请人：石家庄市鹿泉区东方车辆装备有限公司
生 产 厂：石家庄市鹿泉区东方车辆装备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曲寨村大河路公司西侧1千米（分公司）（生产及检验（除理化检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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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2：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曲寨村（理化检验）
1、证书编号：CRCC10215P10490R1M-4
产品名称：铁道货车侧架
规格型号：转K6型（图号：QCZ133-20-01）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3012-2016；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0年12月25日
2、证书编号：CRCC10215P10490R1M-5
产品名称：铁道货车摇枕
规格型号：转K6型（图号：QCZ133-40-01/QCZ133E-40-01）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3012-2016；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0年12月25日

专业小类：22.04.1304

铁路用防水材料

申请人：江苏金源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生 产 厂：江苏金源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江苏省泰州市靖江市西来镇泥桥南街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0373R1M-4
产品名称：铁路隧道防排水用止水带
规格型号：EVA普通塑料止水带S-T-P，宽度≤400mm，厚度≤10mm，凸高30～50mm，挤出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Q/CR562.2-2017；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1年04月05日

专业小类：22.04.1505

电气化铁路接触网支柱

申请人：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西安电气化制品有限公司
生 产 厂：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西安电气化制品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陕西省渭南市华县莲花寺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0948R1M
产品名称：电气化铁路接触网钢支柱—H形支柱
规格型号：GH 240X/7.5-11；GH 260X/7.5-11；GH 280X/7.5-11；GH 300X/7.5-11；
GHT 240X/7.5-11；GHT 260X/7.5-11；GHT 280X/7.5-11；GHT 300X/7.5-11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GB/T25020.4-2016；TJ/GD002-2013；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2年06月17日

06其他
专业小类：22.04.1135

轨道电路设备（ZPW-2000（含UM）系列设备）

申请人：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生 产 厂：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北京市丰台科技园汽车博物馆南路1号院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1393R1L-13
产品名称：ZPW-2000A移频脉冲轨道电路软件和系统集成
规格型号：ZPW-2000A·TM型（系统版本V1.3.X）（通信编码）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3206-2008；TJ/DW171-2014；
硬件生产厂如下表：
产品名称

生产厂名称

ZPW-2000A移频脉冲
轨道电路设备硬件

上海铁路通信有限公
司

ZPW-2000A移频脉冲
轨道电路设备硬件

沈阳铁路信号有限责
任公司

制造地址

有效期至

场所1：上海市静安区西藏北路489号
(组装调试、研发)
场所2：上海市静安区江场西路179号
（零部件加工、组装调试）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北三中路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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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6月06日

2021年12月27日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3年04月07日

四、试用证书
01扩大业务范围
专业小类：22.04.0322

电力机车受电弓滑板

申请人：大同新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生 产 厂：大同新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大同市新荣区花园屯村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2482R0MSYZ-1
产品名称：电力机车受电弓滑板 碳基复合材料滑板
规格型号：XC1576A01型 （图号：XC1576A01-00，160km/h及以下）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1842.2-2016；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0年08月16日
2、证书编号：CRCC10218P12482R0MSYZ-2
产品名称：交流传动机车受电弓浸金属碳滑板
规格型号：XC1576A01型（图号：XC1576A01-00，160km/h及以下）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J/JW054-2014；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0年08月16日

专业小类：22.04.1028

动车组电线电缆

申请人：迈特诺（马鞍山）特种电缆有限公司
生 产 厂：迈特诺（马鞍山）特种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安徽省马鞍山市慈湖开发园中路8号（除产品设计以外的过程）
场所2：意大利布雷西亚（德洛）马可尼路31号（产品设计）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2360R0SSYZ-3
产品名称：动车组第三类型通信网络电缆
规格型号：
MBC-CANBUS（eqv MVB）（2×0.5+1×0.5mm2 120 OHM）；
MBC-Ethernet以太网电缆 （Cat. 5 4x20 AWG 100 OHM）；
MBC-Ethernet以太网电缆 （Cat. 5 4x22 AWG 100 OHM）；
MBC-MVB，4×0.5mm2；MBC-WTB，2x0.5mm2，2x0.75mm2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313-2014；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0年02月08日

专业小类：22.04.1135

轨道电路设备（ZPW-2000（含UM）系列设备）

申请人：上海铁路通信有限公司
生 产 厂：上海铁路通信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上海市静安区西藏北路489号（组装调试、研发)
场所2：上海市静安区江场西路179号（零部件加工、组装调试）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1049R1MSYZ-1
产品名称：ZPW-2000A移频脉冲轨道电路设备硬件
规格型号：ZPW-2000A·TM（通信编码，常规型）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3206-2008；TJ/DW171-2014；
系统集成厂如下表：
软件产品名称
ZPW-2000A移频
脉冲轨道电路
软件和系统集

软件规格
型号
ZPW-2000A·TM型
(系统版本
V1.3.X)(通信编

生产厂名称

制造地址

有效期至

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
究设计院集团有限公
司

北京市丰台科技园区汽
车博物馆南路1号院

2023年04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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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码)）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1年06月06日

02变更产品型号规格
专业小类：22.04.1028

动车组电线电缆

申请人：迈特诺（马鞍山）特种电缆有限公司
生 产 厂：迈特诺（马鞍山）特种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安徽省马鞍山市慈湖开发园中路8号（除产品设计以外的过程）
场所2：意大利布雷西亚（德洛）马可尼路31号（产品设计）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2360R0SS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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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格型号：
MBC-EN50264-2-1温度等级90℃ 0.6/1kV 70~240mm2（1芯）F或M；
MBC-EN50264-2-1温度等级90℃ 1.8/3kV 50~240mm2（1芯） F或M；
MBC-EN50264-2-1温度等级90℃ 1.8/3kV 50~240mm2（1芯）FM或MM；
MBC-EN50264-2-1温度等级90℃ 3.6/6kV 16~240mm2 （1芯）FM或MM；
MBC-EN50264-3-1温度等级90℃ 1.8/3kV 50~240mm2（1芯）FM或MM；
MBC-EN50264-3-1温度等级90℃ 1.8/3kV 70~240mm2（1芯） F或M；
MBC-EN50264-3-1温度等级90℃ 3.6/6kV 25~240mm2 （1芯）FM或MM；
MBC-EN50264-3-1温度等级90℃ 0.6/1kV 95~240mm2（1芯）F或M；
型号MBC-EN50264-2-1 0.6/1kV 1.0～50mm2（1芯）F或M；
型号MBC-EN50264-2-1 1.8/3kV 1.5～35mm2（1芯） F或M；
型号MBC-EN50264-2-1 1.8/3kV 1.5～35mm2（1芯）FM或MM；
型号MBC-EN50264-2-1 3.6/6kV 2.5～10mm2 （1芯）FM或MM；
型号MBC-EN50264-2-2 0.6/1kV 1.5～6mm2 （2～4芯）FMS或MMS；
型号MBC-EN50264-2-2 0.6/1kV 1.5～6mm2 （2～4芯）FM或MM；
型号MBC-EN50264-2-2 300/500V 1～2.5mm2 （2～9芯）FM或FM S、MM或MM S；
型号MBC-EN50264-3-1 0.6/1kV 1.0～70mm2（1芯）F或M；
型号MBC-EN50264-3-1 1.8/3kV 1.5～35mm2（1芯）FM或MM；
型号MBC-EN50264-3-1 1.8/3kV 1.5～50mm2（1芯） F或M；
型号MBC-EN50264-3-1 3.6/6kV 2.5～16mm2 （1芯）FM或MM；
型号MBC-EN50264-3-2 0.6/1kV 1.5～6mm2 （2～4芯）FM S或MM S；
型号MBC-EN50264-3-2 0.6/1kV 1.5～6mm2 （2～4芯）FM或MM；
型号MBC-EN50264-3-2 300/500V 1～2.5mm2 （2～12芯）FM或FM S、MM或MM S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313-2014；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0年02月08日

03注销
专业小类:22.04.0914

动车组闸片

申请人：天津中车机辆装备有限公司
生 产 厂：天津中车机辆装备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天津市河北区南口路22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6P11637R2LSYZ-2
产品名称：200-250 km/h动车组粉末冶金闸片(燕尾通用型)
规格型号：D5-TP1A型闸片（图号：TPK92-00-00,适用车型：CRH5A、CRH5G)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307-2014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起注销该证书

专业小类:22.04.1505

电气化铁路接触网支柱

申请人：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西安电气化制品有限公司
生 产 厂：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西安电气化制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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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地址：陕西省渭南市华县莲花寺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0948R1MSYZ
产品名称：风区专用电气化铁路接触网钢支柱——H形支柱
规格型号：GHT260X/7.5-11；GHT280X/7.5-11；GHT300X/7.5-11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002-2013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起注销该证书

三、证书状态
01恢复
专业小类:22.04.1124

高分子材料钢轨绝缘件

申请人：秦皇岛路来福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生 产 厂：秦皇岛路来福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石河镇郑庄村
1、证书编号：CRCC10214P11652R0S
产品名称：50kg/m 高分子材料钢轨绝缘件
规格型号：槽型绝缘 50 （二段式，超韧尼龙、-30℃）；管绝缘 50 （3240环氧树脂）；
绝缘垫 50 （3240板、-30℃）；宽腰轨端绝缘 50 （厚8mm，3240板、-30℃）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927-2015；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19年09月09日，2018年06月07日起恢复该证书中部分暂停的“槽型绝缘 50（二段式，超韧尼龙、-30℃”
型号(暂停期间：2017年10月12日至2018年06月07日)

专业小类:22.04.1502

电气化铁路接触网零部件

申请人：衡水宝力铁路电气化器材有限公司
生 产 厂：衡水宝力铁路电气化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河北省衡水市开发区北方工业基地橡塑路16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5P11973R0M-11
产品名称：整体吊弦及吊弦线夹(160km/h及以下)
规格型号：整体吊弦（A、B、 C、D、E）；接触线吊弦线夹；承力索吊弦线夹（70、95、120、150）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075.7-2010；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起恢复该证书（暂停期间：2018年03月26日至2018年06月07日）

02暂停
专业小类:22.04.0611

铁路货车摩擦减振器球墨铸铁斜楔

申请人：龙口市铁路配件厂
生 产 厂：龙口市铁路配件厂
制造地址：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徐福街道唐家村西南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1000R1M-1
产品名称：铁道货车摩擦减振器斜楔
规格型号：转8B型（图号：QCZ105A-30-01）；转K2/K6型（图号：QCZ133-90-01）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813-2015；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起暂停该证书

专业小类:22.04.1304

铁路用防水材料

申请人：常州金坛鑫隆防水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生 产 厂：常州金坛鑫隆防水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西城路101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1138R2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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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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965-2011；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起暂停该证书
2、证书编号：CRCC10217P11138R2M-2
产品名称：铁路桥梁混凝土桥面防水卷材
规格型号：L类氯化聚乙烯防水卷材（含水泥基胶粘剂），厚度（不含纤维层）1.8mm，宽度≤2.65m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965-2011；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起暂停该证书

专业小类:22.04.1308

扣件系统

申请人：江苏友鼎铁路器材发展有限公司
生 产 厂：江苏友鼎铁路器材发展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江阴市华士镇华西五村民营工业园区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2449R0M
产品名称：高铁扣件系统用铸造件
规格型号：WJ8铁垫板（静电喷涂）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3395.5-2015；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起暂停该证书

专业小类:22.04.1309

铁路用减水剂

申请人：山东净金新能源有限公司
生 产 厂：山东净金新能源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唐冶街道西枣园村唐冶大道8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5P12036R0S
产品名称：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
规格型号：
JJ-HPC早强型（异戊烯醇聚氧乙烯醚：丙烯酸=23.33:1；异丁烯醇聚氧乙烯醚：丙烯酸=9.34:1）
JJ-HPC缓凝型（异戊烯醇聚氧乙烯醚：丙烯酸=23.33:1；异丁烯醇聚氧乙烯醚：丙烯酸=9.34:1）；
JJ-HPC标准型（异戊烯醇聚氧乙烯醚：丙烯酸=23.33:1；异丁烯醇聚氧乙烯醚：丙烯酸=9.34:1）；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3275-2011；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起暂停该证书

专业小类:22.04.1310

铁路碎石道砟

申请人：湘乡市泉塘镇双娄采石厂
生 产 厂：湘乡市泉塘镇双娄采石厂
制造地址：湘乡市全塘镇吾爱村第九村民组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2396R0S
产品名称：铁路碎石道砟
规格型号：特级道砟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140-2008；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起暂停该证书

申请人：通辽市德仕矿业有限公司
生 产 厂：通辽市德仕矿业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通辽市科左后旗阿古拉镇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2438R0M
产品名称：铁路碎石道砟
规格型号：特级道砟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14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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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起暂停该证书

03撤销
专业小类:22.04.1310

铁路碎石道砟

申请人：肃北县振敦矿山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生 产 厂：肃北县振敦矿山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地址：甘肃省酒泉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东山湾
1、证书编号：CRCC10214P11764R0S
产品名称：铁路碎石道砟(一级）
规格型号：新建铁路一级道砟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140-2008；
有效期：2018年06月06日起撤销该证书

申请人：鄂州利财石业有限公司
生 产 厂：鄂州利财石业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汀祖镇丁坳村
1、证书编号：CRCC10215P11835R0S
产品名称：铁路碎石道砟
规格型号：特级道砟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140-2008；
有效期：2018年06月06日起撤销该证书

申请人：乐都县振耀石料场
生 产 厂：乐都县振耀石料场
制造地址：青海省海东地区乐都县碾伯苏家村文池沟
1、证书编号：CRCC10214P11665R0S
产品名称：铁路碎石道砟(一级）
规格型号：新建铁路一级道砟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140-2008；
有效期：2018年06月06日起撤销该证书

申请人：内蒙古呼铁采石有限责任公司
生 产 厂：内蒙古呼铁采石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地址：
场所1：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榆林镇陶卜齐村东（内蒙古呼铁采石有限责任公司陶卜齐采石场）；
场所2：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哈业胡同镇（呼和浩特铁路局哈业胡同采石厂）
1、证书编号：CRCC10214P11670R0S
产品名称：铁路碎石道砟(一级）
规格型号：既有线一级道砟（哈业胡同采石场）；既有线一级道砟（陶卜齐采石场）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140-2008；
有效期：2018年06月06日起撤销该证书

申请人：包头市创源采石有限责任公司
生 产 厂：包头市创源采石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东河区壕赖沟财源采石厂
1、证书编号：CRCC10214P11780R0S
产品名称：铁路碎石道砟(一级）
规格型号：新建铁路一级道砟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140-2008；
有效期：2018年06月06日起撤销该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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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永靖县小沟采石厂
生 产 厂：永靖县小沟采石厂
制造地址：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陈井镇中山村
1、证书编号：CRCC10215P11939R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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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140-2008；
有效期：2018年06月06日起撤销该证书

申请人：青铜峡市青镇河东片石场
生 产 厂：青铜峡市青镇河东片石场
制造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青铜峡市青铜峡镇红柳沟
1、证书编号：CRCC10215P12125R0S
产品名称：铁路碎石道砟(一级）
规格型号：既有线一级道砟（4号采点）；新建铁路一级道砟（4号采点）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140-2008；
有效期：2018年06月06日起撤销该证书

申请人：方山县阳峁山石材料有限公司
生 产 厂：方山县阳峁山石材料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峪口镇杜家会村
1、证书编号：CRCC10216P12166R0S
产品名称：铁路碎石道砟(一级）
规格型号：新建铁路一级道砟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140-2008；
有效期：2018年06月06日起撤销该证书

申请人：阳江市阳东区力阳矿业有限公司
生 产 厂：阳江市阳东区力阳矿业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大沟镇龙贡山
1、证书编号：CRCC10216P12260R0M
产品名称：铁路碎石道砟(一级）
规格型号：新建铁路一级道砟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140-2008；
有效期：2018年06月06日起撤销该证书

申请人：同江市江涛碎石厂
生 产 厂：同江市江涛碎石厂
制造地址：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建三江管理局青龙山农场14站道口
1、证书编号：CRCC10216P12257R0S
产品名称：铁路碎石道砟(一级）
规格型号：新建铁路一级道砟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140-2008；
有效期：2018年06月06日起撤销该证书

申请人：胶南市张家楼镇雪银石子加工厂
生 产 厂：胶南市张家楼镇雪银石子加工厂
制造地址：山东省青岛市胶南市张家楼镇松山子村北
1、证书编号：CRCC10215P11833R0S
产品名称：铁路碎石道砟(一级）
规格型号：新建铁路一级道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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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140-2008；
有效期：2018年06月11日起撤销该证书

申请人：宁城县汐子镇兴泰采石厂(普通合伙）
生 产 厂：宁城县汐子镇兴泰采石厂(普通合伙）
制造地址：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汐子镇二龙村北山
1、证书编号：CRCC10216P12329R0S
产品名称：铁路碎石道砟
规格型号：特级道砟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140-2008；
有效期：2018年06月11日起撤销该证书

04注销
专业小类:22.04.0625

铁道货车用合成闸瓦

申请人：武威橡胶制品厂
生 产 厂：武威橡胶制品厂
制造地址：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武南镇二马路机务段99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5P11658R2M-4
产品名称：铁道货车用高摩擦系数合成闸瓦
规格型号：HGM-B型（厚度45mm）(图号：TKZW04A-00-00)；
HGM-B型（厚度50mm）(图号：TKZW04A-00-00)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403-2010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起注销该证书

专业小类:22.04.0658

铁道客车高磷闸瓦

申请人：哈尔滨铁路局工业处哈尔滨机车车辆配件厂
生 产 厂：哈尔滨铁路局工业处哈尔滨机车车辆配件厂
制造地址：场所1：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地工街28号（生产）
场所2：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霁虹街10号（化学分析、金相、硬度、耐压、机械性能检验）
1、证书编号：CRCC10216P10568R2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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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1661-1991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起注销该证书

专业小类:22.04.1310

铁路碎石道砟

申请人：永安市桂鹏矿产开发有限公司
生 产 厂：永安市桂鹏矿产开发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福建省永安市西洋镇下街老林场场部
1、证书编号：CRCC10216P12296R0S
产品名称：铁路碎石道砟(一级）
规格型号：新建铁路一级道砟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140-2008
有效期：2018年06月11日起注销该证书

05部分暂停
专业小类:22.04.0644

铁道货车弹性旁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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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北京优耐德铁道科技有限公司
生 产 厂：北京优耐德铁道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北京市密云区十里堡镇十里堡村
1、证书编号：CRCC10216P10557R1M
产品名称：铁道货车JC系列弹性旁承体
规格型号：JC-2型（图号：QCZ85H-82-00）；JC-3型（图号：QCZ85H-82A-00）；JC型（图号：QCZ83JX-82-00）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3269-2011；TJ/CL137-2006；
有效期：2018年06月08日起部分暂停该证书“JC-3型（图号：QCZ85H-82A-00）”型号

第二部分：城轨装备认证
一、变更及扩项企业
01组织更名
专业小类：22.04.5306

城轨桥梁支座

申请人：丰泽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生 产 厂：丰泽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河北省衡水市衡水经济开发区北方工业基地橡塑路15号
1、证书编号：URCC10218P10023R0M
产品名称：桥梁球型支座
规格型号：TJGZ-GJ-Q≤60000 kN —C常温型/F耐寒型/NS耐蚀型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3320-2013；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2年10月27日，原企业名称为：“丰泽工程橡胶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02扩大业务范围
专业小类：22.04.5306

城轨桥梁支座

申请人：丰泽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生 产 厂：丰泽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河北省衡水市衡水经济开发区北方工业基地橡塑路15号
1、证书编号：URCC10218P10023R0M-1
产品名称：桥梁盆式支座
规格型号：TJGZ-GJ-P≤60000 kN —C常温型/F耐寒型/NS耐蚀型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331-2013；
有效期：2018年06月07日至2022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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