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铁检验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认证公告
2021年第37号（总第5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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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9月07日至2021年09
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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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4.1113 铁路信号点灯单元及灯丝转换继电器
委托人名称：河北新京瑞轨道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河北新京瑞轨道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南皮镇东外环路龙湖湾小区北行50米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3567R0M-001
产品名称：交流灯丝转换继电器
规格型号：JZSJC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657—2016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6年09月08日

专业小类：22.04.1225 列尾机车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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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CC10221P13568R0M-001
产品名称：双模货列尾机车电台
规格型号：STLW-J
标准和技术要求：TJ/DW 179—2015；TJ/DW 180—2015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6年09月08日

专业小类：22.04.1309 铁路用减水剂
委托人名称：山西虎邦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山西虎邦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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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地址：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皇甫乡皇甫工业园区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3566R0S-001
产品名称：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
规格型号：HB01标准型（含气量≤3.0%，甲基烯丙醇聚氧乙烯醚∶丙烯酸=8.51:1）；
HB01缓凝型（含气量≤3.0%，甲基烯丙醇聚氧乙烯醚∶丙烯酸=8.51:1）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275—2018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6年09月08日

委托人名称：浙江吉盛化学建材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浙江吉盛化学建材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龙盛工业园区内）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3565R0M-001
产品名称：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
规格型号：LS-P-R缓凝型（含气量≤3.0%，甲基烯丙基聚氧乙烯醚∶丙烯酸=7.34∶1）；
LS-P-X标准型（含气量≤3.0%，甲基烯丙基聚氧乙烯醚∶丙烯酸=7.34∶1）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275—2018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6年09月08日

专业小类：22.04.1322 重载铁路扣件系统
委托人名称：浙江中元铁路配件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浙江中元铁路配件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黄门路156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3570R0M-001
产品名称：重载铁路扣件系统用弹性件
规格型号：轨下垫板P7；轨下垫板P6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 480—2015；Q/CR 481—2015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6年09月08日

专业小类：22.04.1326 土工格栅
委托人名称：山东阳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山东阳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泰安市泰山青春创业开发区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3569R0M-001
产品名称：双向经编涤纶土工格栅
规格型号：GGR/PET/BK30-30～200-200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 549.2—2016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6年09月08日

专业小类：22.04.1519 接触网作业车运用安全控制设备
委托人名称：深圳市信腾星创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深圳市信腾星创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麒麟路金龙工业城1#厂房6层605B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3563R0S-001
产品名称：接触网作业车作业视频安全监控系统
规格型号：SDVR-I
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20—2014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6年09月08日

（二）复评
专业小类：22.04.1301 扣件－非金属类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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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名称：陕西长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厂名称：陕西长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地址：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巨福东路26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0405R2M-002
产品名称：客货共线铁路扣件系统用尼龙件（Q/CR）
规格型号：11号绝缘轨距块；9号绝缘轨距块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 565—2017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6年08月26日

（三）变更及扩项
01地址变更
专业小类：22.04.1001 动车组受电弓
委托人名称：青岛四方法维莱轨道制动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青岛四方法维莱轨道制动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业路南侧、和融路西侧（部分设计开发、CX017/CX-GI030/CX-GI032型焊接、组装、试
验）；
场所2：VGP Park,Hala B,U Privadece 1315/3,326 00 Plzen-Brucna,Czech Republic（部分设计开发、CX018/CX020/CX-GI030/CX-GI032
型受电弓焊接）/FAIVELEY TRANSPORT CZECH a.s.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1357R1M
产品名称：动车组受电弓
规格型号：CX018（图号：L100672-0100）(适用车型：CRH380BL/CRH380CL/CRH380B/CRH3C)；
CX-GI030（图号：E042803-0100）（适用车型：CR400AF）；
CX020（图号：L100943-0100）(适用车型：CRH380BG)；
CX017（图号：L100526-0100）(适用车型：CRH380D)；
CX-GI032(图号：E042803-0102)(适用车型：CR400BF)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326—2014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3月03日

02标准变更
专业小类：22.04.0308 机车用橡胶堆
委托人名称：株洲时代瑞唯减振装备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株洲时代瑞唯减振装备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海天路18号；
场所2：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黑龙江路639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3343R1M-004
产品名称：机车用橡胶堆
规格型号：993104(图号：112Z050100)；960230(图号：ZJJ16-02-04-100)；
960865(图号：EQZ3-30-01-000)；960414(图号：QSJ7-53-01-000)；
9931232(图号：109Z060100)；960924(图号：DLJ9-24-00-10A)；
960952(图号：138Z0600200)；993123(图号：116Z070100)；
960480(图号：130Z080100)；992333(图号：TXJ3-64-10-0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843—2015和第1号修改单；TB/T 3545—2019
有效期：2021年09月10日至2026年01月19日

专业小类：22.04.1140 地面电子单元（LEU）
委托人名称：北京华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北京华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柳树路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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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证书编号：CRCC10219P11719R3M-003
产品名称：地面电子单元（LEU）软件和系统集成
规格型号：LKY·LEU1-YH报文透明传输型(系统版本V1.0.X)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485—2017；Q/CR 716—2019
硬件生产厂：
产品名称
生产厂名称
制造地址
铁科华铁经纬（天津）信 天津市武清开发区源和道
地面电子单元（LEU）硬件
息技术有限公司
22号
地面电子单元（LEU）软件和系统集成配置清单：系统版本：V1.0.X
规格型号
序号
名称
软件版本
1
2

S接口单元
C接口单元

单片机
FPGA

有效期至
2025年05月08日

1.4.X
2.0.X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4年11月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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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CC10220P13318R0M-006
产品名称：地面电子单元（LEU）硬件
规格型号：LKY• LEU1-YH（室内型（报文透明传输型））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485—2017；Q/CR 716—2019
系统集成厂：
规格型号
产品名称
生产厂名称
地面电子单元（LEU）软 LKY·LEU1-YH报文透明传 北京华铁信息技
件和系统集成
输型(系统版本V1.0.X)
术有限公司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5年05月08日

专业小类：22.04.1307 扣件－金属类部件
委托人名称：台州大华铁路材料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台州大华铁路材料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浙江省三门县海润街道泰清路52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2210R1M-003
产品名称：客货共线铁路弹条Ⅰ型扣件弹条（TB/T）
规格型号：ⅠA型（特殊地区）；ⅠA型（一般地区）；
ⅠB型（特殊地区）；ⅠB型（一般地区）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1495—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6年04月13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1P12210R1M-004
产品名称：客货共线铁路弹条Ⅱ型扣件弹条（TB/T）
规格型号：Ⅱ型（一般地区）；Ⅱ型（特殊地区）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065—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6年04月13日

委托人名称：太仓中博铁路紧固件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太仓中博铁路紧固件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江苏省太仓市沙溪镇工业园区北陶湾路68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1321R1M-1
产品名称：客货共线铁路弹条Ⅱ型扣件弹条（TB/T）
规格型号：Ⅱ型（特殊地区）；Ⅱ型（一般地区）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065—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2月17日
2、证书编号：CRCC10218P11321R1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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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
大柳树路2号

有效期至
2024年11月03日

产品名称：客货共线铁路弹条Ⅰ型扣件弹条（TB/T）
规格型号：ⅠA型（一般地区）；ⅠA型（特殊地区）；
ⅠB型（特殊地区）；ⅠB型（一般地区）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1495—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2月17日
3、证书编号：CRCC10220P11321R1M-010
产品名称：客货共线铁路螺旋道钉（TB/T）
规格型号：M24×195（特殊地区）；M24×195（一般地区）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1495—2020；TB/T 3065—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2月17日

专业小类：22.04.1502 电气化铁路接触网零部件
委托人名称：汉和飞轮（北京）电气化器材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汉和飞轮（北京）电气化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西安市西咸新区沣东新城丰全路889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1560R1M
产品名称：电连接装置 (250km/h高速铁路)
规格型号：并沟式电连接线夹（B(95/95、95/120、120/120））；
承力索电连接线夹（B(95/95、95/120、120/95、120/120））；
接触线电连接线夹(B（95、120)）
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11—2009；TJ/GD 012—2009；TB/T 2075.11—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7月08日
2、证书编号：CRCC10218P11560R1M-1
产品名称：非限位型定位装置（250km/h高速铁路）
规格型号：锚支定位卡子 (B)；特型定位器(L)
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11—2009；TB/T 2075.4—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7月08日
3、证书编号：CRCC10218P11560R1M-2
产品名称：滑轮补偿装置 (普速铁路)
规格型号：补偿滑轮组 G1：2、 G1：3、G1：4、 H1：2、 H1：3、H1：4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075.12—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7月08日
4、证书编号：CRCC10218P11560R1M-3
产品名称：棘轮补偿装置 (普速铁路)
规格型号：GA、GB、H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075.13—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7月08日
5、证书编号：CRCC10218P11560R1M-5
产品名称：腕臂支撑装置 (200-250km/h)
规格型号：支撑连接器(LB70)；腕臂支撑(GA、LA)；腕臂连接器(GA60)；
支撑连接器(GA60)；承力索座(GA、LA)；腕臂连接器(LB70)；
平腕臂(GA60、GB60、LA70)；斜腕臂(GB60、LA70)
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11—2009；TB/T 2075.1—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7月08日
6、证书编号：CRCC10218P11560R1M-6
产品名称：线岔
规格型号：Y、T、S
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11—2009；TJ/GD 012—2009；TB/T 2075.10—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7月08日
7、证书编号：CRCC10218P11560R1M-7
产品名称：限位型定位装置 （250km/h高速铁路）
规格型号：吊线固定钩；限位定位器(AAA、ABA、ACB)；定位管(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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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线夹(A、B、C)；定位管卡子；定位支座(A、B、C、D)；
定位管支撑(G、L)；定位环(A、B )；旋转双耳
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11—2009；TB/T 2075.3—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7月08日
8、证书编号：CRCC10218P11560R1M-9
产品名称：中心锚结装置 (250km/h高速铁路)
规格型号：接触线中心锚结线夹（A ）；承力索中心锚结线夹（A ）
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11—2009；TB/T 2075.6—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7月08日
9、证书编号：CRCC10218P11560R1M-10
产品名称：终端锚固线夹 (250km/h高速铁路)
规格型号：接触线终端锚固线夹（BJA(120、150））；
承力索终端锚固线夹（BCA (95、120）)）
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11—2009；TJ/GD 012—2009；TB/T 2075.5—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7月08日
10、证书编号：CRCC10218P11560R1M-11
产品名称：电连接装置 (350km/h高速铁路)
规格型号：并沟式电连接线夹（B(95/95、95/120、120/120））；
承力索电连接线夹（B(95/95、95/120、120/95、120/120））；
接触线电连接线夹(B（95、120)）
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12—2009；TB/T 2075.11—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7月08日
11、证书编号：CRCC10218P11560R1M-12
产品名称：非限位型定位装置 (350km/h高速铁路)
规格型号：锚支定位卡子(A、B)；特型定位器（L)
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12—2009；TB/T 2075.4—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7月08日
12、证书编号：CRCC10218P11560R1M-13
产品名称：滑轮补偿装置 (250km/h高速铁路)
规格型号：补偿滑轮组（G 1:3、G 1:4、H 1:3、H 1:4）
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11—2009；TB/T 2075.12—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7月08日
13、证书编号：CRCC10218P11560R1M-14
产品名称：棘轮补偿装置 (250km/h高速铁路)
规格型号：GA、GB、H
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11—2009；TB/T 2075.13—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7月08日
14、证书编号：CRCC10218P11560R1M-15
产品名称：棘轮补偿装置 (350km/h高速铁路)
规格型号：GA、GB、H
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12—2009；TB/T 2075.13—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7月08日
15、证书编号：CRCC10218P11560R1M-16
产品名称：腕臂底座（250km/h≤V≤350km/h）
规格型号：A
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12—2009；TB/T 2075.2—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7月08日
16、证书编号：CRCC10218P11560R1M-17
产品名称：腕臂支撑装置 （250km/h≤V≤350km/h）
规格型号：承力索座(GA、LA)；斜腕臂(GB60、LA70)；平腕臂(GA60、GB60、LA70)；
腕臂支撑(GA、LA)；支撑连接器(LB70)；支撑连接器(GA60)；腕臂连接器(LB70 )
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12—2009；TB/T 2075.1—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7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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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证书编号：CRCC10218P11560R1M-19
产品名称：限位型定位装置 （350km/h高速铁路）
规格型号：旋转双耳；定位管支撑(G、L)；定位管卡子；吊线固定钩；
限位定位器(BAA、BBA、BCB)；定位线夹(A、B、C)；
定位支座(A、B、C、D)；定位环(A、B）；定位管(G、L)
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12—2009；TB/T 2075.3—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7月08日
18、证书编号：CRCC10218P11560R1M-20
产品名称：中心锚结装置 (350k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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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2009；TB/T 2075.6—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7月08日
19、证书编号：CRCC10218P11560R1M-21
产品名称：终端锚固线夹 (350km/h高速铁路)
规格型号：承力索终端锚固线夹（CCA(95、120））；
接触线终端锚固线夹（CJA(120、150）））
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12—2009；TB/T 2075.5—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7月08日
20、证书编号：CRCC10218P11560R1M-22
产品名称：弹性吊索装置
规格型号：弹性吊索线夹（70、95、120、150）
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11—2009；TJ/GD 012—2009；TB/T 2075.8—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7月08日
21、证书编号：CRCC10218P11560R1M-23
产品名称：附加导线通用零件
规格型号：杵座鞍子(A)；双耳鞍子(B)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075.20—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7月08日
22、证书编号：CRCC10218P11560R1M-24
产品名称：接头连接线夹 (V≤200km/h)
规格型号：承力索接头线夹(C（70、95、120、150)）；
接触线接头线夹（J（120 、150））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075.9—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7月08日
23、证书编号：CRCC10218P11560R1M-25
产品名称：软横跨连接装置
规格型号：双耳连接器；双耳楔型线夹；杵座楔型线夹；
弹簧补偿器(D3 、D6 、D10 、S3、 S6、S10)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075.17—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7月08日
24、证书编号：CRCC10218P11560R1M-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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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7月08日
25、证书编号：CRCC10218P11560R1M-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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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7月08日
26、证书编号：CRCC10218P11560R1M-28
产品名称：腕臂底座(V≤200km/h)
规格型号：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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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075.2—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7月08日
27、证书编号：CRCC10218P11560R1M-31
产品名称：隧道下锚补偿装置
规格型号：定滑轮；动滑轮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075.23—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7月08日
28、证书编号：CRCC10218P11560R1M-32
产品名称：限位型定位装置 （普速铁路）
规格型号：旋转双耳；吊线固定钩；定位线夹(A、B)；定位管(G、L)；
定位支座(A、B、E)；定位管卡子；限位定位器(AAA、ABB)；
定位管支撑(G、L)；定位环(A )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075.3—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7月08日
29、证书编号：CRCC10218P11560R1M-33
产品名称：电连接装置 (普速铁路)
规格型号：并沟式电连接线夹(A（95/95、95/120、120/120）、B（95/95、95/120、120/120）)；
承力索电连接线夹A(70/95、70/120、95/95、95/120、120/95、120/120）、B(70/95、70/120、95/95、95/120、120/95、120/120）；
接触线电连接线夹(A（95、120）、B（95、120）、C（95、120）)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075.11—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7月08日
30、证书编号：CRCC10218P11560R1M-34
产品名称：非限位型定位装置 （普速铁路）
规格型号：支持器(A)；锚支定位滑轮；定位环线夹；特型定位器(G、L)；
锚支定位卡子(A、B)；长定位环；普通定位器(G、L)；长支持器(B)；软定位器(G、L)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075.4—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7月08日
31、证书编号：CRCC10218P11560R1M-35
产品名称：腕臂支撑装置 (V≤200km/h)
规格型号：支撑连接器（LB70）；腕臂支撑（GA、LA）；腕臂连接器(GA60)；
支撑连接器（GA60）；承力索座(GA、LA)；腕臂连接器(LB70)；
平腕臂(GA60、LA70)；斜腕臂(GB60、LA70)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075.1—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7月08日
32、证书编号：CRCC10218P11560R1M-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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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7月08日
33、证书编号：CRCC10218P11560R1M-38
产品名称：终端锚固线夹 (普速铁路)
规格型号：承力索终端锚固线夹(ACA（70、95、120、150））；
接触线终端锚固线夹(AJB（85、120、150）)；
接触线终端锚固线夹(AJA(85、120、150））；
承力索终端锚固线夹(ACB（50、70、95、120、150））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075.5—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7月08日

03变更规格型号
专业小类：22.04.1309 铁路用减水剂
委托人名称：运城市泓翔建材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运城市泓翔建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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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地址：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大渠办董家营村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1105R1S
产品名称：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
规格型号：HXSX-A标准型（含气量≤3.0%，异丁烯基聚乙二醇∶丙烯酸=10.70:1)；
HXSX-B缓凝型（含气量≤3.0%，异丁烯基聚乙二醇∶丙烯酸=10.70:1)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275—2018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2年09月22日

专业小类：22.04.1313 钢轨胶接绝缘接头
委托人名称：保定京铁轨道装备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保定京铁轨道装备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保定市朝阳南大街825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1334R1M
产品名称：厂制胶接绝缘接头
规格型号：75kg/m钢轨（环氧胶板热固化绝缘，55钢夹板）；
60kg/m钢轨（环氧胶板热固化绝缘，55钢夹板）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975—2018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2月20日
2、证书编号：CRCC10218P11334R1M-1
产品名称：现场胶接绝缘接头材料
规格型号：75kg/m钢轨（带槽型钢板，55钢夹板，胶片热固化绝缘，环氧胶胶接）；
50kg/m钢轨（带槽型钢板，55钢夹板，胶片热固化绝缘，环氧胶胶接）；
60kg/m钢轨（带槽型钢板，55钢夹板，胶片热固化绝缘，环氧胶胶接）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975—2018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2月20日

委托人名称：北京市铁兴橡塑制品厂
生产厂名称：北京市铁兴橡塑制品厂
制造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笑祖北路1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0509R4M-001
产品名称：现场胶接绝缘接头材料
规格型号：60kg/m钢轨（带槽型钢板，55钢夹板,环氧胶板热固化绝缘，环氧树脂胶胶接）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975—2018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6年01月27日

委托人名称：邯郸惠通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邯郸惠通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西苏乡西苏村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0889R1S
产品名称：现场胶接绝缘接头材料
规格型号：现场胶接绝缘接头材料（60kg/m钢轨（带槽型钢板，55钢夹板，环氧胶板热固化绝缘，环氧胶胶接））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975—2018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2年05月25日

委托人名称：山西铁路装备制造集团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山西铁路装备制造集团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西站路7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2128R1M-011
产品名称：厂制胶接绝缘接头
规格型号：50kg/m钢轨（环氧胶板热固化绝缘，42CrMo夹板）；
60kg/m钢轨（环氧胶板热固化绝缘，42CrMo夹板）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975—2018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6年0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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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证书编号：CRCC10221P12128R1M-012
产品名称：现场胶接绝缘接头材料
规格型号：60kg/m钢轨（YG-P60型，42CrMo夹板，环氧胶板热固化绝缘，环氧胶胶接）；
75kg/m钢轨（YG-Z75型，42CrMo夹板，环氧胶板热固化绝缘，环氧胶胶接）；
60kg/m钢轨（YG-Z60型，42CrMo夹板，环氧胶板热固化绝缘，环氧胶胶接）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975—2018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6年01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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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名称：现场胶接绝缘接头材料
规格型号：60kg/m钢轨(带槽型钢板，55钢夹板，液体胶固化绝缘，环氧胶胶接)；
75kg/m钢轨（55钢夹板，液体胶固化绝缘，环氧胶胶接）；
50kg/m钢轨（55钢夹板，液体胶固化绝缘，环氧胶胶接）；
60kg/m钢轨（55钢夹板，液体胶固化绝缘，环氧胶胶接）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975—2018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2年0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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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CC10217P10796R1M-5
产品名称：厂制胶接绝缘接头
规格型号：50kg/m钢轨（环氧胶板热固化绝缘，55钢夹板）；
75kg/m钢轨（环氧胶板热固化绝缘，55钢夹板）；
60kg/m钢轨（环氧胶板热固化绝缘，55钢夹板）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975—2018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1年12月14日

委托人名称：瓦房店正通铁路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瓦房店正通铁路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辽宁省瓦房店市得利寺镇龙潭村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0760R2M-2
产品名称：厂制胶接绝缘接头
规格型号：60kg/m钢轨（环氧胶板热固化绝缘，55钢夹板）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975—2018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2年01月29日
2、证书编号：CRCC10217P10760R2M-3
产品名称：现场胶接绝缘接头材料
规格型号：60kg/m钢轨（WⅡ型）（55钢夹板，液体胶固化绝缘，环氧胶胶接）；
75kg/m钢轨（55钢夹板，液体胶固化绝缘，环氧胶胶接）；
50kg/m钢轨（55钢夹板，液体胶固化绝缘，环氧胶胶接）；
60kg/m钢轨（55钢夹板，液体胶固化绝缘，环氧胶胶接）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975—2018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2年01月29日

委托人名称：淄博济铁工务轨道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淄博济铁工务轨道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东四路30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0403R3M-003
产品名称：厂制胶接绝缘接头
规格型号：60kg/m钢轨（固化环氧胶粘剂（AB胶），55钢夹板）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97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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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6年08月17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1P10403R3M-004
产品名称：现场胶接绝缘接头材料
规格型号：50kg/m钢轨（55钢夹板，液体胶固化绝缘(甲乙胶），常温固化环氧胶粘剂（AB胶）现场胶接）；
60kg/m钢轨（55钢夹板，液体胶固化绝缘(甲乙胶），常温固化环氧胶粘剂（AB胶）现场胶接)；
60kg/m钢轨（带槽型钢板，55钢夹板，胶片热固化绝缘，常温固化环氧胶粘剂（AB胶）现场胶接）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975—2018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6年08月17日

04扩大规格型号
专业小类：22.04.0311 机车单元制动器
委托人名称：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田心高科园
1、证书编号：CRCC10216P10607R1L-11
产品名称：交流传动机车制动夹钳单元
规格型号：JPXZ-1型盘形制动器（不带停放，图号：AJP1008285G020）；
JPXZ-1型盘形制动器（不带停放，图号：AJP1008286G020）；
JPXZ-1型盘形制动器（不带停放，图号：AJP1009787G020）；
JPXZ-2型盘形制动器（带停放，图号：AJP1008287G020)；
JPXZ-2型盘形制动器（带停放，图号：AJP1009788G020）；
JPXZ-3型盘形制动器（不带停放，图号：AJP1006890G020）；
JPXZ-3型盘形制动器（不带停放，图号：AJP1006891G020）；
JPXZ-4型盘形制动器（带停放，图号：AJP1006906G020）；
JPXZ-4型盘形制动器（带停放，图号：AJP1006907G020）；
JPXZ-5型盘形制动器（不带停放，图号：AJP1011438G020）；
JPXZ-5型盘形制动器（不带停放，图号：AJP1024903G020）；
JPXZ-6型盘形制动器（带停放，图号：AJP1011439G020）；
JPXZ-6型盘形制动器（带停放，图号：AJP1024900G020）
标准和技术要求：TJ/JW 043—2014
有效期：2021年09月13日至2021年12月26日

专业小类：22.04.1301 扣件－非金属类部件
委托人名称：陕西长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厂名称：陕西长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巨福东路26号；
场所2：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姜谭西路18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0405R2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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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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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5—2020；TB/T 3065—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6年08月26日

专业小类：22.04.1315 道岔
委托人名称：淄博济铁工务轨道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淄博济铁工务轨道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东四路30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0403R3M-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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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kg/m-9号，V≤120km/h，普通钢轨护轨，CB2213-01、CB2213-02；
50kg/m-9号，V≤120km/h，槽型钢护轨，CB2213A-01、CB2213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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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kg/m-9号，V≤120 km/h，槽型钢护轨，CB691-01、CB691-02、CB692-02；
60kg/m-9号，V≤120 km/h，槽型钢护轨，CB695-01；
60kg/m-9号，V≤120km/h，普通钢轨护轨，CB685-02、CB685-03；
60kg/m-9号，V≤120km/h，槽型钢护轨，CB685A-02、CB685A-03；
60kg∕m-12号，V≤120km/h，普通钢轨护轨，SC330-203、SC330-204；
60kg∕m-12号，V≤120km/h，槽型钢护轨，SC330C-203、SC330C-204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412—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6年08月17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1P10403R3M-008
产品名称：合金钢辙叉
规格型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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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kg/m-9号，V≤120km/h，CZ2209HC(17)-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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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kg/m-9号，V≤120km/h，CZ577HC(17)-I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467—2016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6年08月17日
3、证书编号：CRCC10221P10403R3M-009
产品名称：整组道岔
规格型号：交叉渡线道岔，50kg/m-9号，V≤120km/h，CZ2210；
交叉渡线道岔，60kg/m-9号，V≤120km/h，CZ580；
交叉渡线道岔，60kg/m-9号，V≤120km/h，CZ581；
交叉渡线道岔，60kg/m-9号，V≤120km/h，CZ583；
固定型辙叉道岔，50kg/m-12号，V≤120km/h，专线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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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固定型辙叉道岔，60kg/m-9号，V≤120km/h，CZ577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412—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6年08月17日

05扩大认证单元
专业小类：22.04.1307 扣件－金属类部件
委托人名称：安阳市工务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厂名称：安阳市工务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地址：安阳市北关区安辛路宋家庙段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3241R0M-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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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工务器材
（A型、B型）
有限责任公司
ⅠA型（特殊地区）
ⅠB型（特殊地区）
14号中间、14号接
安阳市工务器材
轨距挡板
头 、20号中间、
有限责任公司
20号接头
M24×195（一般地
区）
安阳市工务器材
螺旋道钉
有限责任公司
M24×195（特殊地
区）
2-4号（非严寒地
安阳市工务器材
区使用）
挡板座
有限责任公司
0-6号（非严寒地
区使用）

防锈工艺或工艺

使用地区

颜色

锌铝涂层

一般地区

银白色

锌铝涂层+封闭剂
锌铝涂层
锌铝涂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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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色
银白色
灰色

锌铝涂层

一般地区

银白色

锌铝涂层+封闭剂

沿海、隧道或酸雨腐
蚀严重等地区

灰色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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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零部件名称
轨下垫板

制造商名称
安阳市工务器材
有限责任公司

规格型号
50-10（非严寒地
区使用）

防锈工艺或工艺

使用地区

颜色

/

/

/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4年12月10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1P13241R0M-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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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商名称
规格型号
防锈工艺或工艺
Ⅱ型（一般地区） 锌铝涂层
安阳市工务器材有
Ⅱ型弹条
限责任公司
Ⅱ型（特殊地区） 锌铝涂层+封闭剂
轨距挡板

安阳市工务器材有
限责任公司

螺旋道钉

安阳市工务器材有
限责任公司

挡板座

安阳市工务器材有
限责任公司

轨下垫板

安阳市工务器材有
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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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
银白色

锌铝涂层

一般地区

银白色

锌铝涂层+封闭剂

沿海、隧道或酸雨
腐蚀严重等地区

灰色

/

/

/

/

/

/

锌铝涂层
6号、10号

锌铝涂层+封闭剂

M24×195（一般
地区）
M24×195（特殊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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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色
银白色
灰色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4年12月10日

委托人名称：安阳市铁路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厂名称：安阳市铁路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河南省安阳市龙安区龙泉镇四门券村；
场所2：安阳市龙安区龙康大道中段（安阳市产业聚集区）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0332R3M-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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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Ⅰ型弹条
安阳市铁路器材有 ⅠB型（一般地区）
（A型、B型）
限责任公司
ⅠA型（特殊地区）
ⅠB型（特殊地区）
轨距挡板

安阳市铁路器材有
限责任公司

螺旋道钉

安阳市铁路器材有
限责任公司

挡板座

苏州市丽苏塑胶科
技有限公司

轨下垫板

安阳市铁路器材有
限责任公司

防锈工艺或工艺

使用地区

颜色

涂油

一般地区

黑色

锌镍合金共渗

涂油
14号中间、14号接头 、
20号中间、20号接头
锌镍合金共渗
M24×195（一般地区）

达克罗+封闭

M24×195（特殊地区）

锌镍合金共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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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5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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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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色
银白色
灰色

/

/

/

/

2、证书编号：CRCC10221P10332R3M-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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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商名称
规格型号
Ⅱ型（一般地区）
安阳市铁路器材
Ⅱ型弹条
有限责任公司
Ⅱ型（特殊地区）
轨距挡板

安阳市铁路器材
有限责任公司

螺旋道钉

安阳市铁路器材
有限责任公司

挡板座

苏州市丽苏塑胶
科技有限公司

轨下垫板

安阳市铁路器材
有限责任公司

防锈工艺或工艺
涂油
锌镍合金共渗
涂油

6号、10号

锌镍合金共渗

M24×195（一般地区）

达克罗+封闭

M24×195（特殊地区）

锌镍合金共渗

2-4号（含非严寒地区
使用、严寒地区使用）、
/
0-6号（含非严寒地区
使用、严寒地区使用）
60-10（含非严寒地区
使用、严寒地区使用）、
60-10R（含非严寒地区
/
使用、严寒地区使用）、
60-12（含非严寒地区
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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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

/

/

/

/

灰色
黑色
灰色
银白色
灰色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5年10月21日

委托人名称：沈阳东铁线路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沈阳东铁线路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通顺街27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0826R1M-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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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东铁线路
ⅠB型（一般地区）
Ⅰ型弹条
器材制造有限
（A型、B型）
ⅠA型（特殊地区）
公司
ⅠB型（特殊地区）
沈阳东铁线路
14号中间、14号接头 、
轨距挡板
器材制造有限
20号中间、20号接头
公司
沈阳东铁线路
螺旋道钉
器材制造有限 M24×195（特殊地区）
公司
沈阳东铁线路
2-4号（非严寒地区使
挡板座
器材制造有限
用）
公司
沈阳东铁线路
50-10（非严寒地区使
轨下垫板
器材制造有限
用）
公司

防锈工艺或工艺

使用地区

颜色

涂油

一般地区

黑色

渗锌+封闭剂
涂油
渗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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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色
黑色
灰色

渗锌+封闭剂

沿海、隧道或酸雨
腐蚀严重等地区

灰色

/

/

/

`/

/

/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2年04月11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1P10826R1M-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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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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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零部件名称

零部件制造商名称

Ⅱ型弹条

沈阳东铁线路器材制
造有限公司

轨距挡板

沈阳东铁线路器材制
造有限公司

6号、10号

沈阳东铁线路器材制
造有限公司
沈阳东铁线路器材制
造有限公司
沈阳东铁线路器材制
造有限公司

M24×195（特殊地
区）
2-4号(非严寒地
区使用）
60-10(非严寒地
区使用）

螺旋道钉
挡板座
轨下垫板

规格型号
防锈工艺或工艺
Ⅱ型（一般地区） 涂油
Ⅱ型（特殊地区） 渗锌+封闭剂
涂油
渗锌+封闭剂
渗锌+封闭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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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海、隧道或酸雨
腐蚀严重等地区

颜色
黑色

/

/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2年04月11日

专业小类：22.04.1523 电气化铁路接触网附加导线及零部件用绞线
委托人名称：江阴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江阴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周庄镇世纪大道北段398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0882R1M-010
产品名称：电气化铁路接触网零部件用软铜绞线
规格型号：TJR1-95；TJR1-120
标准和技术要求：GB /T 12970.2—2009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2年05月05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1P10882R1M-011
产品名称：电气化铁路接触网零部件用铜合金绞线
规格型号：JTMM50；JTMH50；JTMM16；JTMM35；JTMM10；JTMH16；JTMH35；JTMH10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111—2017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2年05月05日

06试用证书转认证证书
专业小类：22.04.1129 车站计算机联锁设备
委托人名称：北京交大微联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北京交大微联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南街9号院一号楼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1391R1M
产品名称：车站计算机联锁设备软件和系统集成
规格型号：EI32-JD(系统版本：VA.1.80.X)；JD-II型（系统版本：VA.1.0.X）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027—2015；TB/T 3027—2015和第1号修改单；TJ/DW 188—2016
硬件生产厂：
产品名称
生产厂名称
制造地址
有效期至
车站计算机联
沈阳铁路信号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北三中路16号
2021年12月27日
锁设备硬件
车站计算机联
陕西省西安市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
西安铁路信号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2月27日
锁设备硬件
地航天南路396号
车站计算机联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狼垡四村456
北京铁路信号有限公司
2023年05月29日
锁设备硬件
号
EI32-JD型车站计算机联锁设备软件配置清单（VA.1.80.X）：
零部件名称
型号规格/版本
联锁系统
（VA.1.80.0）
联锁机软件
V7.60.0
通信机软件
V2.10.0
驱采机软件
V6.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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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
黑色
灰色
灰色

EI32
(V1.20.0)
JD-II型车站计算机联锁设备软件配置清单（VA.1.0.X）：
零部件名称
型号规格/版本
系统
VA.1.0.X
联锁机软件
V1.0.X.X
驱采机软件
V1.0.X.X
操作机软件
V3.0.X.X
维修机软件
V8.0.X.X
JD-FS安全平台
V1.0.X
产品各规格型号与标准和技术要求对应表：
规格型号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
EI32-JD(系统版本：VA.1.80.X)
TB/T 3027—2015；TJ/DW 188—2016
JD-II型（系统版本：VA.1.0.X）
TJ/DW 188—2016；TB/T 3027—2015和第1号修改单
安全平台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3月14日

委托人名称：沈阳铁路信号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厂名称：沈阳铁路信号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地址：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北三中路16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6P10588R1L-11
产品名称：车站计算机联锁设备硬件
规格型号：DS6-60 型； DS6-K5B型；EI32-JD型；iLOCK型；TYJL-ADX型；TYJL-III型；JD-II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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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生产厂名称
制造地址
TYJL-Ⅲ型（系统
车站计算机联锁设备 版本V3.3.X)；
北京华铁信息技术
北京市海淀区大柳树路2号二区
软件和系统集成
TYJL-ADX型（系
有限公司
300幢
统版本V2.2.X）
场所1：上海市静安区西藏北路489
车站计算机联锁设备 iLOCK型（系统版 卡斯柯信号有限公
号
软件和系统集成
本V2.7.X）
司
场所2：上海市静安区民德路158
号铭德国际广场
DS6-60（系统版
北京全路通信信号
车站计算机联锁设备 本V1.5.X）；
北京市丰台科技园汽车博物馆南
研究设计院集团有
软件和系统集成
DS6-K5B（系统版
路1号院
限公司
本V1.6.X）
EI32-JD(系统版
车站计算机联锁设备 本：VA.1.80.X)； 北京交大微联科技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南街9号院一
软件和系统集成
JD-II型（系统版 有限公司
号楼
本：VA.1.0.X）
产品各规格型号与标准和技术要求对应表：
规格型号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

DS6-60 型；JD-II型

TB/T 3027—2015和第1号修改单

DS6-K5B型；EI32-JD型；iLOCK型；TYJL-ADX型；
TYJL-III型

TB/T 3027—2015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1年12月27日

（四）其他
01恢复
专业小类：22.04.1313 钢轨胶接绝缘接头
委托人名称：许昌汇达铁路工贸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许昌汇达铁路工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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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至
2024年11月03日

2023年02月07日

2023年04月07日

2023 年 03 月 14 日

制造地址：场所1：许昌市八一路79号；
场所2：河南省许昌市八一路铁路桥北900米（郑州桥工段榆林工区院内）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0799R1M
产品名称：现场胶接绝缘接头材料
规格型号：60kg/m钢轨（带槽型钢板）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975—2018
恢复日期：2021年09月07日（暂停期间：2021年07月01日至2021年09月07日）

02暂停
专业小类：22.04.1104 铁路信号电源屏（智能）
委托人名称：北京津宇嘉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北京津宇嘉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6号院2号楼一层
1、证书编号：CRCC10220P11898R1M-001
产品名称：铁路信号电源系统设备：高速铁路信号电源屏 综合屏
规格型号：PK型 高速铁路信号电源屏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1528.1—2018；TB/T 1528.2—2018；TB/T 1528.4—2018；TJ/DW 211—2018
暂停日期：2021年09月09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0P11898R1M-002
产品名称：铁路信号电源系统设备：普速铁路信号电源屏 综合屏
规格型号：PU型 普速铁路信号电源屏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1528.1—2018；TB/T 1528.2—2018；TB/T 1528.3—2018
暂停日期：2021年09月09日
3、证书编号：CRCC10220P11898R1M-003
产品名称：铁路信号电源系统设备：中心信号电源屏
规格型号：PKX型 中心信号电源屏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1528.2—2018；TJ/DW 211—2018
暂停日期：2021年09月09日

专业小类：22.04.1301 扣件－非金属类部件
委托人名称：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浙江省嘉善经济开发区晋亿大道8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0385R2L-013
产品名称：橡胶垫板
规格型号：50-10-185普通型；60-10-185普通型；60-10R-185普通型；60-10-190普通型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626—1995和第1号修改单
暂停日期：2021年09月13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1P10385R2L-014
产品名称：弹条Ⅰ型、Ⅱ型扣件挡板座（改性尼龙6）
规格型号：0-6普通型（适用于一般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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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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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
产品名称：橡胶垫板
规格型号：50-10-185普通型；60-10-185普通型；60-10-190普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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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626—1995和第1号修改单
暂停日期：2021年09月13日

专业小类：22.04.1309 铁路用减水剂
委托人名称：哈尔滨成石混凝土外加剂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哈尔滨成石混凝土外加剂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市新兴乡新兴村
1、证书编号：CRCC10220P12057R1S-001
产品名称：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
规格型号：CS-12缓凝型（含气量≤3.0%，甲基烯丙基聚氧乙烯醚∶丙烯酸=8.1∶1）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275—2018
暂停日期：2021年09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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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停日期：2021年09月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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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停日期：2021年09月07日

委托人名称：永安市桂鹏矿产开发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永安市桂鹏矿产开发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福建省永安市西洋镇内炉村；
场所2：福建省永安市西洋镇下街老林场场部
1、证书编号：CRCC10220P13410R0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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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停日期：2021年09月07日

专业小类：22.04.1409 铁路线路作业移动式照明设备
委托人名称：深圳市尚为照明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深圳市尚为照明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广东惠州市惠阳区平潭镇独石村（怡发工业园）厂房1（惠州分厂）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2618R0M
产品名称：铁路移动式照明设备（电源为发电机）
规格型号：SW2910/C型铁路线路作业移动式照明设备（普通型 电源为发电机EC2500CX）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 45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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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日期：2021年09月07日

03撤销
专业小类：22.04.1310 铁路碎石道砟
委托人名称：防城港市防城区鑫达石场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防城港市防城区鑫达石场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防城港市防城区滩营乡菠萝根才应村
1、证书编号：CRCC10219P13220R0S-001
产品名称：铁路碎石道砟
规格型号：特级道砟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140-2008
撤销日期：2021年09月07日

04注销
专业小类：22.04.0308 机车用橡胶堆
委托人名称：常州市中昊轨道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常州市中昊轨道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潞城街道政新村委后潘村268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9P11523R2M-001
产品名称：交流传动机车用橡胶堆
规格型号：中心支撑垫（图号：GP97806）；侧支撑垫（图号：GP97805）；
侧支撑垫（图号：QSJZ19-30S）；中心支撑垫（图号：QSJZ19-30M）
标准和技术要求：TJ/JW036-2014
注销日期：2021年09月09日

专业小类：22.04.0703 客车温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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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名称：AC380V/220V交流供电温水器
规格型号：WSQ380(220) AC380V 3.6kW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308-2016
注销日期：2021年09月07日
2、证书编号：CRCC10217P10942R3M-3
产品名称：DC600V逆变供电温水器
规格型号：WSQ380(110) AC380V 3.6kW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308-2016
注销日期：2021年09月07日
3、证书编号：CRCC10217P10942R3M-4
产品名称：DC600V直接供电温水器
规格型号：WSQ600(110) DC600V 3.6kW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308-2016
注销日期：2021年09月07日

专业小类：22.04.1139 应答器
委托人名称：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19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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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CC10220P11393R1L-017
产品名称：应答器软件和系统集成
规格型号：LKY1-TH(V1.0.X)(无源)（不适用于钢枕安装；极端靠近金属平面安装高度大于140mm）；
LKY1-TH(V1.0.X)(有源)（不适用于钢枕安装；极端靠近金属平面安装高度大于140mm）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485—2017
注销日期：2021年09月09日

专业小类：22.04.1301 扣件－非金属类部件
委托人名称：无锡市兰陵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无锡市兰陵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新区梅村南丰一路168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6P10439R1M-5
产品名称：橡胶垫板
规格型号：60-10-190普通型；60-10-185普通型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626—1995和第1号修改单
注销日期：2021年09月07日

专业小类：22.04.1309 铁路用减水剂
委托人名称：南通市晋美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南通市晋美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南通市通州区刘桥镇徐园村刘海桥一组
1、证书编号：CRCC10220P13319R0S-001
产品名称：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
规格型号：JM-BZ标准型（含气量≤3.0%，端烯基烷撑聚氧乙烯醚:丙烯酸=11.25:1）；
JM-HN缓凝型（含气量≤3.0%，端烯基烷撑聚氧乙烯醚:丙烯酸=11.25:1）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275—2018
注销日期：2021年09月09日

专业小类：22.04.1310 铁路碎石道砟
委托人名称：陕西汉阴西铁义德石料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陕西汉阴西铁义德石料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城关镇草桥村
1、证书编号：CRCC10219P13183R0M-001
产品名称：铁路碎石道砟
规格型号：特级道砟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140-2008
注销日期：2021年09月07日

专业小类：22.04.1324 铁路隧道钢筋混凝土管片
委托人名称：中铁十四局集团房桥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铁十四局集团房桥有限公司南宁预制场
制造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石埠街道办乐洲村十七队南扶二级公路边
1、证书编号：CRCC10220P12585R0M-002
产品名称：铁路隧道钢筋混凝土衬砌管片（流水机组法）
规格型号：铁路隧道钢筋混凝土管片(流水机组法）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353—2014
注销日期：2021年09月13日

二、试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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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更及扩项
01变更规格型号
专业小类：22.04.1313 钢轨胶接绝缘接头
委托人名称：林州市畅达铁路材料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林州市畅达铁路材料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河南省林州市姚村镇南牛村
1、证书编号：CRCC10220P13372R0MSYZ-001
产品名称：现场胶接绝缘接头材料
规格型号：60kg/m钢轨（42CrMo夹板，环氧胶板热固化绝缘，环氧胶胶接）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975—2018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5年09月16日

委托人名称：汝州郑铁三佳道岔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汝州郑铁三佳道岔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河南省汝州市汝南工业区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2220R1MSYZ-001
产品名称：厂制胶接绝缘接头
规格型号：60kg/m钢轨（A型，环氧胶板热固化绝缘，55钢夹板）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975—2018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6年05月24日

（二）其他
01注销
专业小类：22.04.1129 车站计算机联锁设备
委托人名称：北京交大微联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北京交大微联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南街9号院一号楼
1、证书编号：CRCC10219P11391R1MSYZ-001
产品名称：车站计算机联锁设备软件和系统集成
规格型号：JD-II型（系统版本：VA.1.0.X）
标准和技术要求：TJ/DW 188—2016；TB/T 3027—2015和第1号修改单
注销日期：2021年09月09日

委托人名称：沈阳铁路信号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厂名称：沈阳铁路信号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地址：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北三中路16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9P10588R1LSYZ-005
产品名称：车站计算机联锁设备硬件
规格型号：JD-II型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027—2015和第1号修改单
注销日期：2021年09月09日

02延续
专业小类：22.04.0906 动车组车轴
委托人名称：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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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地址：场所1：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兰家镇台家村长春市宽城区轨道客车装备产业园（精加工、成品检测）；
场所2：Alleestr. 70,D-44793 Bochum,Germany（设计）；
场所3：Berthelsdorfer Strasse 8 D-09618 Brand-Erbisdorf,Germany（锻造, 热处理、粗加工，检测）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1099R1LSYZ-3
产品名称：动车组EA4T动力车轴
规格型号：M3C（CCD00000308951,BVV）CRH3C、CRH380B/BG/BL、CRH380CL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276A-2016
有效期：延续至疫情结束后3个月，最长不超过2022年03月19日
2、证书编号：CRCC10218P11099R1LSYZ-4
产品名称：动车组EA4T非动力车轴
规格型号：T3C（CCD00000308956,BVV）CRH3C、CRH380B/BG/BL、CRH380CL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276A-2016
有效期：延续至疫情结束后3个月，最长不超过2022年03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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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评
专业小类：22.04.5302 城轨轨下非金属垫板
委托人名称：陕西长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厂名称：陕西长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巨福东路26号；
场所2：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姜谭西路18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1P20405R2M-001
产品名称：城市轨道交通轨下橡胶垫板
规格型号：60-10-185（非严寒地区使用）；60-10-190（非严寒地区使用）；50-10-1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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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9月09日至2026年08月26日

专业小类：22.04.5303 城轨绝缘轨距塑料件
委托人名称：陕西长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厂名称：陕西长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地址：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巨福东路26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1P20405R2M-002
产品名称：城市轨道交通绝缘轨距块
规格型号：9号绝缘轨距块；11号绝缘轨距块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 565—2017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6年08月26日

（二）变更及扩项
01标准变更
专业小类：22.04.5301 城轨弹条
委托人名称：台州大华铁路材料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台州大华铁路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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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地址：浙江省三门县海润街道泰清路52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1P22210R1M-001
产品名称：城市轨道交通弹条Ⅱ型扣件弹条
规格型号：Ⅱ型（一般地区）；Ⅱ型（特殊地区）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065—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6年04月13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1P22210R1M-002
产品名称：城市轨道交通弹条Ⅰ型扣件弹条
规格型号：ⅠA型（特殊地区）；ⅠA型（一般地区）；
ⅠB型（特殊地区）；ⅠB型（一般地区）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1495—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6年04月13日

委托人名称：太仓中博铁路紧固件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太仓中博铁路紧固件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江苏省太仓市沙溪镇工业园区北陶湾路68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9P21321R1M-002
产品名称：城市轨道交通弹条Ⅱ型扣件 弹条
规格型号：Ⅱ型（特殊地区）；Ⅱ型（一般地区）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065—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2月17日
2、证书编号：CRCC10219P21321R1M-003
产品名称：城市轨道交通弹条Ⅰ型扣件 弹条
规格型号：ⅠA型（一般地区）；ⅠA型（特殊地区）；
ⅠB型（一般地区）；ⅠB型（特殊地区）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1495—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3年02月17日

专业小类：22.04.5312 城市轨道交通轨道系统用混凝土预制构件
委托人名称：汝州郑铁三佳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汝州郑铁三佳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河南省平顶山市汝州市汝南工业区
1、证书编号：CRCC10221P23476R0M-001
产品名称：城市轨道交通混凝土枕
规格型号：有砟轨道混凝土枕（预应力混凝土长枕（图号：专线3393））
标准和技术要求：GB/T 37330—2019
有效期：2021年09月09日至2026年0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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