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铁检验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认证公告
2021年第39号（总第5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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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至2021年09
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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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4.1309 铁路用减水剂
委托人名称：陕西柏安外加剂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陕西柏安外加剂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煤化大道与龙蔡路十字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3571R0S-001
产品名称：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
规格型号：BA-J-Ⅰ标准型(含气量≤3.0%，异戊烯醇聚氧乙烯醚∶丙烯酸=9.44∶1)；
BA-J-Ⅱ标准型(含气量＞3.0%，异戊烯醇聚氧乙烯醚∶丙烯酸=9.44∶1)；
BA-J-Ⅰ缓凝型(含气量≤3.0%，异戊烯醇聚氧乙烯醚∶丙烯酸=9.44∶1)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275—2018
有效期：2021年09月24日至2026年09月23日

委托人名称：五家渠格辉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厂名称：五家渠格辉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地址：新疆五家渠市102团工业园区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3572R0M-001
产品名称：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
规格型号：GH-HPS标准型（含气量≤3.0%，异戊烯醇聚氧乙烯醚∶丙烯酸=6.67:1）；
GH-HPR缓凝型（含气量≤3.0%，异戊烯醇聚氧乙烯醚∶丙烯酸=6.67:1)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275—2018
有效期：2021年09月24日至2026年09月23日

（二）复评
专业小类：22.04.0661 铁道客车油压减振器
委托人名称：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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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地址：浙江省天台县白鹤镇东园路5号（西工业区）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0411R4M-001
产品名称：25G(B)型铁道客车转向架用垂向油压减振器
规格型号：209P型气囊式垂向油压减振器(图号209P2CA0000)；
206P型气囊式垂向油压减振器(图号206P2CA00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411—2014
有效期：2021年09月25日至2026年09月24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1P10411R4M-002
产品名称：25G(B)型铁道客车转向架用横向油压减振器
规格型号：206P型气囊式横向油压减振器(图号206P2HA00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411—2014
有效期：2021年09月25日至2026年09月24日
3、证书编号：CRCC10221P10411R4M-003
产品名称：铁道客车垂向油压减振器（非25G(B)型）
规格型号：YGA-KC2-80（图号：YGA03-00-00-00）(双向循环，SW-160转向架用)；
YGA-KC2-100B（图号：YGA02-00-00-00）(双向循环，SW-160转向架用)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1491—2015
有效期：2021年09月25日至2026年09月24日
4、证书编号：CRCC10221P10411R4M-004
产品名称：铁道客车横向油压减振器（非25G(B)型）
规格型号：YGA-KH2-25B（图号：YGA04-00-00-00）(双向循环，206KP/206WP转向架用)；
YGA-KH2-25C（图号：YGA06-00-00-00）(双向循环，SW-160转向架用)；
YGA-KH2-80（图号：YGA05-00-00-00）(双向循环，209PK转向架用)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1491—2015
有效期：2021年09月25日至2026年09月24日

专业小类：22.04.1111 轨道电路设备（SMC复合材料室外信号箱盒）
委托人名称：河北南皮铁路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厂名称：河北南皮铁路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地址：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南皮经济开发区城东工业园金刚东路南侧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0409R3M-016
产品名称：SMC复合材料变压器箱
规格型号：XB2-D (非屏蔽型）；XB1-D(非屏蔽型)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 470—2015
有效期：2021年09月24日至2026年09月13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1P10409R3M-017
产品名称：SMC复合材料终端电缆盒
规格型号：HZ2-6(非屏蔽型)；HZ4-12(非屏蔽型)；HZ2-24 (非屏蔽型）；
HZ2-0（非屏蔽型）；HZ2-12 (非屏蔽型）；HZ4-24(非屏蔽型)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 470—2015
有效期：2021年09月24日至2026年09月13日
3、证书编号：CRCC10221P10409R3M-018
产品名称：SMC复合材料方向电缆盒
规格型号：HF4-4（非屏蔽型）；HF2-4 (非屏蔽型）；
HF2-7 (非屏蔽型）；HF4-7 （非屏蔽型）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 470—2015
有效期：2021年09月24日至2026年09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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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巨福东路26号
2 / 14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0405R2M-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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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9月24日至2026年08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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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涿州卓宝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涿州卓宝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河北省衡水市景县龙华镇工业园区/涿州卓宝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景县分公司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2287R1M-001
产品名称：异型型材-防水橡胶带梁端防水装置
规格型号：TSSF-P型（普通型），直线/曲线，常温/耐寒；
TSSF-K型（快速更换型，双腔挤压式/单腔嵌压式），W型/多孔连环型防水橡胶带，常温/耐寒（三元乙丙防水橡胶带，铝合金型材）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435—2016
有效期：2021年09月27日至2026年09月26日

专业小类：22.04.1507 电气化铁路27.5kV电缆及附件
委托人名称：安徽太平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安徽太平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安徽省无为市泥汊镇渡江工业集中区高新大道西侧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2250R1M-006
产品名称：电气化铁路27.5kV电缆
规格型号：TDDD-YJY72 27.5kV 1×150、185、240、300、400；
TDWD-YJY73 27.5kV 1×150、185、240、300、400
标准和技术要求：GB/T 28427—2012
有效期：2021年09月23日至2026年07月15日

（三）变更及扩项
01地址变更
专业小类：22.04.1524 27.5kV避雷器
委托人名称：西安西电避雷器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厂名称：西安西电避雷器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泾河工业园区泾渭一路
1、证书编号：CRCC10220P13389R0M-001
产品名称：27.5kV接触网用避雷器（200km/h及以下）
规格型号：YH10WT-42/120（爬距1400mm，户外，标称放电电流10kA，通流容量600A，外套材质硅橡胶）；
YH5WT-42/120（爬距1400mm，户外，标称放电电流5kA，通流容量400A，外套材质硅橡胶）
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33—2019
有效期：2021年09月27日至2025年11月04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0P13389R0M-002
产品名称：27.5kV牵引变电所用避雷器（250km/h及以上）
规格型号：YH5WT-42/120（爬距1400mm，户外，标称放电电流5kA，通流容量400A，外套材质硅橡胶）；
YH10WT-42/120（爬距1400mm，户外，标称放电电流10kA，通流容量600A，外套材质硅橡胶）
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33—2019
有效期：2021年09月27日至2025年11月04日
3、证书编号：CRCC10220P13389R0M-003
产品名称：27.5kV牵引变电所用避雷器（200km/h及以下）
规格型号：YH5WT-42/120（爬距1400mm，户外，标称放电电流5kA，通流容量400A，外套材质硅橡胶）；
YH10WT-42/120（爬距1400mm，户外，标称放电电流10kA，通流容量600A，外套材质硅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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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33—2019
有效期：2021年09月27日至2025年11月04日
4、证书编号：CRCC10220P13389R0M-004
产品名称：27.5kV接触网用避雷器（250km/h及以上）
规格型号：YH5WT-42/120（爬距1400mm，户外，标称放电电流5kA，通流容量400A，外套材质硅橡胶）；
YH10WT-42/120（爬距1400mm，户外，标称放电电流10kA，通流容量600A，外套材质硅橡胶）
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33—2019
有效期：2021年09月27日至2025年11月04日

02标准变更
专业小类：22.04.0663 铁道机车车辆地板布
委托人名称：北京先河交通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北京先河交通设备技术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制造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市通济街道办事处城马路136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3033R0M
产品名称：铁路客车用地板布
规格型号：铁路客车用地板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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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期：2021年09月23日至2023年12月12日

委托人名称：山东恒信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山东恒信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车站南路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0778R1M
产品名称：铁路客车用地板布
规格型号：铁路客车用地板布(橡胶材质，公称厚度4.0mm)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 617—2017；Q/CR 699—2019
有效期：2021年09月23日至2022年03月03日

专业小类：22.04.0666 铁路客车车轮
委托人名称：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电子街17号；
场所2：山西省太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万柏林区玉河街53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0P11186R1M-016
产品名称：铁路客车CL65K辗钢整体车轮
规格型号：KKD型CL65K辗钢整体车轮（图号：SRIT772-00-00-00）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 810—2021
有效期：2021年09月24日至2022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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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0R-190（非严寒地区使用)；50-10-185（非严寒地区使用）；
60-10-185（非严寒地区使用）；50-10-190（非严寒地区使用）；
60-10-190（非严寒地区使用）；60-10R-185（非严寒地区使用）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1495—2020；TB/T 3065—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24日至2026年04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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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名称：济南华锐铁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济南华锐铁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枣园工业园
1、证书编号：CRCC10220P10344R2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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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0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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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至2025年10月21日

委托人名称：新乡市路达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新乡市路达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新乡县朗公庙镇恒宇路9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2656R0M
产品名称：客货共线铁路扣件系统用尼龙件（TB/T）
规格型号：2-4号挡板座（非严寒地区使用）；
0-6号挡板座（非严寒地区使用）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1495—2020；TB/T 3065—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24日至2023年08月08日
2、证书编号：CRCC10218P12656R0M-1
产品名称：客货共线铁路扣件系统用轨下垫板（TB/T）
规格型号：60-10-185（非严寒地区使用）；60-10R-185（非严寒地区使用）；
60-10-190（非严寒地区使用）；60-10R-190（非严寒地区使用）；
50-10-1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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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至2023年08月08日
3、证书编号：CRCC10219P12656R0M-004
产品名称：护轨扣件用轨下垫板（Q/CR）
规格型号：护轨扣件用轨下垫板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 535—2016
有效期：2021年09月24日至2023年08月08日

专业小类：22.04.1307 扣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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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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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至2026年05月25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1P10385R2L-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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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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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至2026年05月25日
3、证书编号：CRCC10221P10385R2L-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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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至2026年0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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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变更规格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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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CC10217P10748R1M-5
产品名称：动车组抗蛇行油压减振器
规格型号：DISPEN 9272-40(QA-00-00003563，A) CRH6A；
DISPEN 2428-00（190-001159 E）CRH5A/5E/5G/5J；
DISPEN 9282-40 (QA-00-00003706 A) CR300BF；
DISPEN 9291-72 (QA-00-00003893 B) CR300AF；
DISPENQ209-00(QA-00-00000227 A)CRH3C、CRH380B/BG/BL/CL；
DISPEN 2299-01G (QA-00-00001939 C) CRH6A、CRH6F；
DISPENQ209-06（QA-00-00002012 B）CRH3A；
DISPEN 2428-40（QA-00-00001398 D）CRH5G；
DISPEN 9121-40（QA-00-00001264 I）CRH1A-A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284—2014
有效期：2021年09月27日至2022年03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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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密市曲梁工业聚集区酷派公司园区内/河南鸿邦铁路器材有限公司新密分公司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0369R2S-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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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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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至2026年0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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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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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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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至2022年06月22日

委托人名称：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工务大修段
生产厂名称：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工务大修段
制造地址：广州工务大修段衡阳修配车间（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苗圃洪塘冲1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6P12306R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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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至2021年10月26日

6 / 14

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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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车贵阳车辆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车贵阳车辆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都拉营
1、证书编号：CRCC10220P12039R1L-002
产品名称：交流传动机车圆柱螺旋弹簧
规格型号：HXD2型机车一系悬挂弹簧（B类，图号：TH-TZ-01-063，51CrV4）；
HXD2型机车二系悬挂弹簧 （A类，图号：TH-TZ-01-303，52CrMoV4）；
一系弹簧组 （B类，组成图号：TH-TZ-01-482，52CrMoV4）；
一系弹簧组（B类，图号：组成AB01008335G020、外簧AB01008334G030、内簧AB01008333G030，51CrV4） ；
一系弹簧组（B类，图号：组成AB01015627G020、外簧AB01015628G030（52CrMoV4）、内簧AB01015629G030（51CrV4））；
一系弹簧（B类，图号：JB00000279G00，51CrV4）；
一系弹簧（B类，图号：JB00000724G00，51CrV4）；
一系弹簧（B类，图号：JB00002214G00，52CrMoV4）；
一系弹簧（中间）（B类，图号：AB01053583G030，52CrMoV4）；
一系悬挂弹簧（B类，图号：TH-TZ-01-468，52CrMoV4）；
二系弹簧（A类，图号：AB01008342G030，52CrMoV4）；
二系弹簧（A类，图号：AB01015643G030，52CrMoV4）；
二系弹簧（A类，图号：JB00000294G00，52CrMoV4）；
二系弹簧（A类，图号：JB00000737G00，52CrMoV4）；
二系弹簧（A类，图号：JB00002241G00，52CrMoV4）
标准和技术要求：TJ/JW 035—2014
有效期：2021年09月27日至2025年08月24日

专业小类：22.04.0305 机车车轮
委托人名称：CONSTRUCCIONES Y AUXILIAR DE FERROCARRILES, S.A.
生产厂名称：CONSTRUCCIONES Y AUXILIAR DE FERROCARRILES, S.A.
制造地址：J.M. Iturrioz, 26 – 20200 Beasain (Spain)（全过程）
1、证书编号：CRCC10220P11915R1M-001
产品名称：交流传动机车整体辗钢车轮
规格型号：机车用车轮（B，图号：X.03.01370，毛坯）；
机车用车轮（ER8，图号：X.03.01369，毛坯）；
机车用车轮（ER8，图号：X.03.02146，毛坯）；
机车用车轮（ER9，图号： X.03.01767，毛坯） ；
机车用车轮（ER9，图号：X.03.01339，毛坯）；
机车用车轮（ER9，图号：X.03.01477，毛坯）；
机车用车轮（J11，图号：8U7Z03010010，毛坯）；
机车用车轮（R7，图号：X.03.01120，毛坯）；
机车用车轮（R8，图号：X.03.01343，毛坯）；
机车用车轮（R9，图号：X.03.01311，毛坯）
标准和技术要求：TJ/JW 038—2014
有效期：2021年09月24日至2024年12月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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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纵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北京纵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永丰产业基地永泽北路11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1370R2L-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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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型 （电空控制单元（图号：TKJ603D-BC00-00-00)、制动控制器（图号：TKJ602-BV02A-00-00））；
CAB-A型 （电空控制单元（图号：TKJ602-BC00-00-00)、制动控制器(图号：TKJ602-BV02A-00-00)、紧急放风阀（图号：
TKJ602-VE01-00-00）、制动显示器（TKJ602A-LC01A-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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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A型 （电空控制单元（图号：TKJ602-BC00-00-00)、制动控制器（图号：TKJ602-BV02A-00-00）、紧急放风阀（图号：
TKJ602-VE01-00-00）） ；
CAB-A型 （电空控制单元（图号：TKJ602-BC00-00-00)、制动控制器（图号：TKJ602-BV02A-00-00）、紧急放风阀（图号：
TKJ602-VE01A-00-00）) ；
CAB-A型 （电空控制单元（图号：TKJ602-BC00C-00-00)、制动控制器（图号：TKJ602-BV02A-00-00）、制动显示器（图号：
TKJ602A-LC01-00-00）、紧急放风阀（图号：TKJ602-VE01-00-00））；
CAB-A型 （电空控制单元（图号：TKJ602-BC00D-00-00)、制动控制器（图号：TKJ602-BV02A-00-00）、制动显示器（图号：
TKJ602A-LC01-00-00）、紧急放风阀（图号：TKJ602-VE01A-00-00））；
CAB-A型 （电空控制单元（图号：TKJ602-BC00L-00-00)、制动控制器（图号：TKJ602-BV02A-00-00）、紧急放风阀（图号：
TKJ602-VE01-00-00））；
CAB-A型 （电空控制单元（图号：TKJ602-BC00L-00-00)、制动控制器（图号：TKJ602-BV02A-00-00）、紧急放风阀（图号：
TKJ602-VE01A-00-00））；
CAB-A型 （电空控制单元（图号：TKJ602-BC00M-00-00)、紧急放风阀（图号：TKJ602-VE01A-00-00））；
CAB-A型（电空控制单元（图号：TKJ602-BC00E-00-00)、制动控制器（图号：TKJ602-BV02A-00-00）、制动显示器（图号：
TKJ602A-LC01-00-00)、紧急放风阀（图号：TKJ602-VE01-00-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J/JW 100—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27日至2023年03月16日

专业小类：22.04.0661 铁道客车油压减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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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业路50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0748R1M
产品名称：铁道客车垂向油压减振器（非25G(B)型）
规格型号：DISPEN2077-01(图号：PBE-00-00019279,D)（双向循环,PW-220型转向架用）；
DISPEN2097-00(图号：PBE-00-00019283,B)（双向循环,,PW-220型转向架用）；
DISPEN2113-00(图号：190-030,E)（双向循环,209HS型转向架用）；
DISPEN2113-01(图号：190-030,E)（双向循环,209HS型转向架用）；
DISPEN2167-01(图号：PBE-00-00020569,B)（双向循环,206KP型转向架用）；
DISPEN2170-00(图号：190-001201,A)（双向循环,CW-200型转向架用）；
DISPEN2175-02(图号：190-001291,A)（双向循环,CW-1/CW-2型转向架用）；
DISPEN2176-00(图号：190-086)（双向循环,CW-1型转向架用）；
DISPEN2217-00(图号：PBE-00-00019315,A)（双向循环,SW-160型转向架用）；
DISPEN2261-00(图号：190-142,B)（双向循环,CW-1/CW-2型转向架用）；
DISPEN2409-20(图号：190-001025,A)（双向循环,SW-220型转向架用）；
DISPEN2409-20G(图号：QA-00-00005068,A)（双向循环,SW-220型转向架用）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1491—2015
有效期：2021年09月27日至2022年03月31日

专业小类：22.04.1301 扣件－非金属类部件
委托人名称：济南华锐铁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济南华锐铁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枣园工业园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0344R2M-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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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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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R 563—2017；Q/CR 564—2017
有效期：2021年09月24日至2025年10月21日

专业小类：22.04.1501 电气化铁路接触网用绝缘子
委托人名称：苏州电瓷厂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苏州电瓷厂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江苏省宿迁市苏宿工业园区阳明山大道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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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证书编号：CRCC10220P12011R1S-001
产品名称：棒形腕臂瓷绝缘子（160km/h及以下）
规格型号：QB27.5/12-1400；QB27.5/12-1600；QB27.5/16-1400；QB27.5/16-1600；
QB27.5/20-1400；QB27.5/20-1600；QBS27.5/12-1400；
QBS27.5/12-1600；QBS27.5/16-1400；QBS27.5/16-1600；
QBS27.5/20-1400；QBS27.5/20-16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199.1—2018
有效期：2021年09月27日至2025年11月11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0P12011R1S-002
产品名称：棒形腕臂瓷绝缘子(200～250 km/h)
规格型号：QB27.5/12-1400；QB27.5/12-1600；QB27.5/16-1400；QB27.5/16-1600；
QB27.5/20-1400；QB27.5/20-1600；QBS27.5/20-1400；QBS27.5/20-16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02—2013；TJ/GD 011—2009；TB/T 3199.1—2018
有效期：2021年09月27日至2025年11月11日
3、证书编号：CRCC10220P12011R1S-003
产品名称：棒形腕臂瓷绝缘子 (300～350 km/h)
规格型号：QB27.5/12-1400；QB27.5/12-1600；QB27.5/16-1400；QB27.5/16-1600；
QB27.5/20-1400；QB27.5/20-1600；QBS27.5/20-1400；QBS27.5/20-16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 012—2009；TB/T 3199.1—2018
有效期：2021年09月27日至2025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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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超洲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无锡超洲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新区城南路209-3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2513R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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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MH10-1×7×（1+6）/0.50；JTMH35-1×7/2.50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111—2017
有效期：2021年09月23日至2022年10月25日

05扩大认证单元
专业小类：22.04.0914 动车组闸片
委托人名称：克诺尔车辆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克诺尔车辆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江苏省苏州高新区石林路1号E8仓库（库房及原材料检验）；
场所2：Moosacher Straβe 80,80809 MÜnchen,Germany（产品设计过程）/ Knorr-Bremse Systems fÜr Schienenfahrzeuge GmbH；
场所3：江苏省苏州高新区石阳路69号（闸片生产装配和检验）；
场所4：Via Pianodardine 83100 Avellino Italy（摩擦粒子生产）/ COFREN S.R.L.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2510R0L-015
产品名称：200～250km/h非燕尾型粉末冶金闸片（C.10.1/C.10.2）
规格型号：BISO400TSX17（C159549，II48487/17015，COFREN)CRH6A/6A-A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307—2019
有效期：2021年09月23日至2022年10月18日

专业小类：22.04.0923 动车组联轴节（鼓形齿式）
委托人名称：智道铁路设备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智道铁路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Alfred-Flender-str.77, 46395 Bocholt, Germany/ Flender GmbH（型式试验）；
场所2：Schlavenhorst 100, 46395 Bocholt, Germany/ Flender GmbH（除型式试验外其他过程）；
场所3：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唐槐园区坞城南路189号（销售及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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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证书编号：CRCC10221P13289R0M-001
产品名称：动车组联轴节（鼓形齿式）
规格型号：ZBG 240(6118341)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280—2014
有效期：2021年09月27日至2023年01月05日

专业小类：22.04.1307 扣件－金属类部件
委托人名称：鞍山中铁工务器材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鞍山中铁工务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辽宁省鞍山市千山区鞍旗路32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0386R2M-005
产品名称：客货共线铁路弹条Ⅲ型扣件 弹条
规格型号：Ⅲ型(浸漆，一般地区，Ⅲ0，黑色)；
Ⅲ型接头(浸漆，一般地区，ⅢJ0，黑色)
标准和技术要求：Q/CR 565—2017
有效期：2021年09月24日至2026年03月03日

06试用证书转认证证书
专业小类：22.04.1130 车站列控中心设备
委托人名称：北京铁路信号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北京铁路信号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狼垡四村456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1441R1M-14
产品名称：车站列控中心设备硬件
规格型号：LKD2-2-TH型；LKD2-T3型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3439-2016；TB/T 3439—2016和第1号修改单
系统集成厂：
规格型号
产品名称
生产厂名称
LKD2-2-TH（系统版
车站列控中心设备
本V1.8.X）；
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
软件和系统集成
LKD2-T3（系统版本 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V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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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KD2-2-TH型
TB/T3439-2016
LKD2-T3型
TB/T 3439—2016和第1号修改单

制造地址

有效期至

北京市丰台科技园汽
车博物馆南路1号院

2023年04月07日

有效期：2021年09月24日至2023年05月29日

（四）其他
01恢复
专业小类：22.04.1602 列车尾部安全防护装置及附属设备
委托人名称：扬州市宁铁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扬州市宁铁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江阳西路98号B1幢5层5013、5015、5016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1036R1S
产品名称：列车尾部安全防护装置 锂离子电池组及锂离子电池组充电器
规格型号：NT-2006A1 数字型锂离子列尾电池（7.2V /12Ah/-30℃，配套主机厂：北京中铁列尾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NT-2006A2 数字型锂离子列尾电池（7.2V /13Ah/-30℃，配套主机厂：北京世纪东方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北京中铁列尾电子设备有限
公司/西安铁路科学技术研究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NT-2006C1 数字型锂离子列尾电池（7.2V /13Ah/-30℃，配套主机厂：北京市交大路通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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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2006C2 数字型锂离子列尾电池（7.2V /24Ah/-30℃，配套主机厂：北京市交大路通科技有限公司）；
NT-2006D 数字型锂离子列尾电池（7.2V /24Ah/-30℃，配套主机厂：北京世纪东方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北京中铁列尾电子设备有限公
司/西安铁路科学技术研究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NT-2006F 数字型锂离子列尾电池（7.2V /13Ah/-30℃，配套主机厂：成都铁路局科学技术研究所）；
NT-4A 数字型锂离子电池组充电器 ，配套主机厂：北京中铁列尾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NT-4C 数字型锂离子电池组充电器 ，配套主机厂：北京市交大路通科技有限公司）；
NT-4C2 数字型锂离子电池组充电器 ，配套主机厂：北京市交大路通科技有限公司）；
NT-4F 数字型锂离子电池组充电器 ，配套主机厂：成都铁路局科学技术研究所）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973—2006
恢复日期：2021年09月30日（暂停期间：2021年04月08日至2021年09月30日）

02暂停
专业小类：22.04.0316 机车用半球型折角塞门（防关折角塞门）
委托人名称：上海国之鼎铁路机电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上海国之鼎铁路机电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嘉美路318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6P10625R1M
产品名称：机车用半球型折角塞门（防关折角塞门）
规格型号：32Q10X-9C（图号：210002K.00.00）；
32Q10X-9P（图号：210001R.00.00）；
32Q10X-9P-0B（图号：210001S.00.00）；
32Q10X-9C-0B（图号：210002L.00.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3217-2009
暂停日期：2021年09月24日

专业小类：22.04.0610 铁道货车脱轨自动制动阀
委托人名称：安平县金龙车辆装备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安平县金龙车辆装备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东寨子
1、证书编号：CRCC10220P11798R2M-004
产品名称：铁道货车脱轨自动制动阀
规格型号：TZD-1型(图号：CAT313C-00-00)；TZD型 （图号：CAT313B-00-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224—2010
暂停日期：2021年09月23日

专业小类：22.04.0625 铁道货车用合成闸瓦
委托人名称：株洲车辆段配件厂
生产厂名称：株洲车辆段配件厂
制造地址：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新华西路949号
1、证书编号：CRCC10221P11796R2S-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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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2，厚度45mm）（图号：TKZW04A-00-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104.1—2020
暂停日期：2021年09月24日

专业小类：22.04.1102 铁路通信信号设备用防雷装置
委托人名称：欧宝电气（深圳）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欧宝电气（深圳）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德国Postfach 1120D-58694 Menden（设计、测试）/OBO Bettermann Holding GmbH&Co.KG；
场所2：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沿河北路新秀工业区秀南街99号九栋5楼B（销售、检验）；
场所3：匈牙利ALsóráda 2. H-2347 Bugyi Hungary（生产、检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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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证书编号：CRCC10220P10327R3L-001
产品名称：电源浪涌保护器
规格型号：V20-C-320V(并联交流型、≥20kA，UN：220V、In：20kA、UB≤1000V、Up≤1500V)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311—2017
暂停日期：2021年09月30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0P10327R3L-003
产品名称：铁路信号设备浪涌保护器
规格型号：V20-VA-385V(并联交流型、室内型、普通型，Uc：385V、In：20kA、Uimp≤1500V、Up≤1800V)；
V20-C-385V(并联交流型、室内型、普通型，Uc：385V、In：20kA、UB≤1000V、Up≤1700V)；
V20-C-280V(并联交流型、室内型、普通型，Uc：280V、In：20kA、UB≤1000V、Up≤1300V)；
V20-C-75V(并联交流型、室内型、普通型，Uc：75V、In：15kA、UB≤400V、Up≤500V)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311—2017
暂停日期：2021年09月30日

专业小类：22.04.1310 铁路碎石道砟
委托人名称：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沙县采石场
生产厂名称：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沙县采石场
制造地址：沙县凤岗街道西门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1205R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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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140—2008
暂停日期：2021年09月24日

03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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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CC10220P13342R0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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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S575（图号：SRIT47-00-00-00L、SRIT47-00-00-00R）；
SYS575（图号：SRIT47-00-00-00）；
SYS620A（图号：SYST28-00-00-00）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2841—2019
注销日期：2021年09月24日部分注销“SYS510E2（图号：SRIT567-00-00-00）”型号换证，有效期：2021年09月24日至2022年04月23
日

专业小类：22.04.0923 动车组联轴节（鼓形齿式）
委托人名称：西门子交通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Flender GmbH
制造地址：场所1：Flender GmbH,Alfred-Flender-str.77,46395 Bocholt, Germany（型式试验）；
场所2：Flender GmbH,Schlavenhorst 100,46395 Bocholt, Germany（除型式试验外其他过程）；
场所3：西门子交通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7号17幢26层（销售及售后）
1、证书编号：CRCC10219P13052R0M
产品名称：动车组联轴节（鼓形齿式）
规格型号：ZBG 240(6118341)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280-2014
注销日期：2021年09月27日

二、试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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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更及扩项
01标准变更
专业小类：22.04.1028 动车组电线电缆
委托人名称：山东华凌电缆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山东华凌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经十东路圣井高科技园
1、证书编号：CRCC10220P13373R0MSYZ-003
产品名称：动车组第二类型低烟无卤标准壁电缆（EN50264-2和EN50264-3系列）（单芯）
规格型号：EN50264-2-1 0.6/1kV 芯数：1芯；截面：1.0～400mm² 无护套，耐温等级：90℃,耐油：M；
EN50264-2-1 1.8/3kV 芯数：1芯；截面：1.5～400mm² 无护套，耐温等级：90℃,耐油：M；
EN50264-2-1 1.8/3kV 芯数：1芯；截面：1.5～400mm² 有护套，耐温等级：90℃,耐油：MM；
EN50264-2-1 3.6/6kV 芯数：1芯；截面：2.5～400mm² 有护套，耐温等级：90℃,耐油：MM；
EN50264-3-1 0.6/1kV 芯数：1芯；截面：1.0～400mm² 无护套，耐温等级：90℃,耐油：M；
EN50264-3-1 1.8/3kV 芯数：1芯；截面：1.5～400mm² 无护套，耐温等级：90℃,耐油：M；
EN50264-3-1 1.8/3kV 芯数：1芯；截面：1.5～400mm² 有护套，耐温等级：90℃,耐油：MM；
EN50264-3-1 3.6/6kV 芯数：1芯；截面：2.5～400mm² 、有护套，耐温等级：90℃,耐油：MM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313—2014
有效期：2021年09月23日至2025年09月23日
2、证书编号：CRCC10221P13373R0MSYZ-004
产品名称：动车组第二类型低烟无卤标准壁电缆（EN50264-2和EN50264-3系列）（多芯）
规格型号：
EN50264-2-2 0.6/1kV 芯数：2～4芯；截面：1.5～50mm²、（含带总屏蔽型）、有护套，耐温等级：90℃,耐油：MM；
EN50264-2-2 300/500V 芯数：2～40芯；截面：1.0～2.5mm² 、（含带屏蔽型）、有护套，耐温等级：90℃，耐油：MM；
EN50264-3-2 0.6/1kV 芯数：2～4芯；截面：1.5～50mm² 、（含带屏蔽型）、有护套，耐温等级：90℃,耐油：MM；
EN50264-3-2 300/500V 芯数：2～40芯；截面：1.0～2.5mm²、（含带屏蔽型）、有护套，耐温等级：90℃，耐油：MM
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 313—2014
有效期：2021年09月23日至2025年09月23日

（二）其他
01注销
专业小类：22.04.1130 车站列控中心设备
委托人名称：北京铁路信号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北京铁路信号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狼垡四村456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9P11441R1MSYZ-003
产品名称：车站列控中心设备硬件
规格型号：LKD2-T3型
标准和技术要求：TB/T 3439—2016和第1号修改单
注销日期：2021年09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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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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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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
产品名称：城市轨道交通挡板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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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9月24日至2026年08月26日

（二）变更及扩项
01扩大规格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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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建南方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厂名称：中电建南方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广东省惠州市龙丰共联管理区小瑶斜
1、证书编号：CRCC10221P23490R0S-001
产品名称：城市轨道交通混凝土轨道板
规格型号：普通钢筋混凝土轨道板（固定台座法，图号：4/12/D01/S/L00/G00/QT/055100/A）；
普通钢筋混凝土轨道板（流水机组法，图号：4/12/D01/S/L00/G00/QT/052000/A）
标准和技术要求：GB/T 38695—2020
有效期：2021年09月24日至2026年0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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