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铁检验认证中心
认证公告
2018年第40号（总第3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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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至2018年10月
23日)公布如下：

一、初次认证
专业小类：22.04.1310

铁路碎石道砟

申请人：宁德市蕉城区圣艺矿业有限公司
生 产 厂：宁德市蕉城区圣艺矿业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宁德市蕉城区霍童镇柏步村新华东路迎春弄1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2998R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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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至2023年10月17日

专业小类：22.04.1317

预应力混凝土枕

申请人：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生 产 厂：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Narok梁枕场
制造地址：肯尼亚Narok郡Suswa镇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3002R0L-1
产品名称：混凝土岔枕
规格型号：有砟轨道混凝土岔枕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3080-2014；
有效期：2018年10月18日至2023年10月17日
2、证书编号：CRCC10218P13002R0L-2
产品名称：混凝土枕
规格型号：有砟轨道用混凝土枕(II型枕）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190-2013；
有效期：2018年10月18日至2023年10月17日

专业小类：22.04.1318

预应力混凝土铁路桥简支梁

申请人：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生 产 厂：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Narok梁枕场
制造地址：肯尼亚Narok郡Suswa镇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3002R0L
产品名称：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铁路桥简支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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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型号：T型，跨度32m及以下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3043-2005；
有效期：2018年10月18日至2023年10月17日

专业小类：22.04.1515

电气化铁路供电安全检测监测系统装置

申请人：江苏新绿能科技有限公司
生 产 厂：江苏新绿能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市南三环路丹阳高新科技创业园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3001R0S
产品名称：接触网悬挂状态检测监测装置（4C）
规格型号：XLN4C-01型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006-2014；
有效期：2018年10月18日至2023年10月17日

申请人：成都交大光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生 产 厂：成都交大光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801号天府软件园B区2栋5楼（研发）；
场所2：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云华路333号1幢5单元10/11层（生产、检验）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3000R0M
产品名称：6C系统综合数据处理中心
规格型号：GM300-IDPC/Z、GM300-IDPC/J、GM300-IDPC/D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010-2014；
有效期：2018年10月18日至2023年10月17日
2、证书编号：CRCC10218P13000R0M-1
产品名称：受电弓滑板监测装置（5C）
规格型号：GM-PSMD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008-2014；
有效期：2018年10月18日至2023年10月17日

申请人：苏州华兴致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生 产 厂：苏州华兴致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平街388号腾飞科技园16号楼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2999R0M
产品名称：接触网安全巡检装置（2C）
规格型号：HX-C2-1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004-2014；
有效期：2018年10月18日至2023年10月17日

二、复评认证
专业小类：22.04.1128

列车运行控制系统ATP车载设备

申请人：北京交大思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生 产 厂：北京交大思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国际信息产业基地立业路3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1530R1M-4
产品名称：列车运行控制系统应答器接收单元软件和系统集成
规格型号：Y·BTM(V1.3.X)；Y·BTM-B(V1.2.X)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J/DW139-2012；TJ/DW152-2014；
硬件生产厂如下表：
产品名称
生产厂名称
制造地址
列车运行控制系统应
西安铁路信号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金花南路 3 号
答器接收单元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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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至
2021 年 12 月 27 日

有效期：2018年10月18日至2023年06月30日

专业小类：22.04.1310

铁路碎石道砟

申请人：讷尔克气铁路采石场
生 产 厂：讷尔克气铁路采石场
制造地址：内蒙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镇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1699R1S
产品名称：铁路碎石道砟（一级）
规格型号：既有线一级道砟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140-2008；
有效期：2018年10月21日至2023年10月20日

三、变更及扩项企业
01地址变更
专业小类：22.04.1007

动车组牵引电机冷却风机

申请人：豪顿华工程有限公司
生 产 厂：豪顿华工程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场所1：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金诺路120号崮山豪顿工业园（除设计外）；
场所2：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129号金隅大厦12B（设计）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1291R1L
产品名称：动车组牵引电机冷却风机
规格型号：VRE0200/6011W347/11GR090(1.2风机，图号89003780）；
VRE0224/6011W358/61GR090(1.32LTT风机，图号89004272）；
VRE0224/6011W358/61GR090(1.32风机，图号89004140）；
VRE0224/6011W358/61GR090-E1（1.32风机，图号89104140）；
VRE0224/6011W358/61GR090-L1（1.32LTT风机，图号89104272）；
VRE0250/6011W358/61GL090(1.44左旋风机，图号89004220）；
VRE0250/6011W358/61GR090(1.44右旋风机，图号89004210）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323-2014；
有效期：2018年10月18日至2023年01月23日

专业小类：22.04.1301

扣件－非金属类部件

申请人：宝鸡巨龙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生 产 厂：宝鸡巨龙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区蟠溪镇斜坡村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0869R1S
产品名称：橡胶垫板
规格型号：50-10-9普通型；60-10-17普通型；IIIa普通型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626—1995；
有效期：2018年10月18日至2022年10月18日

专业小类：22.04.1308

扣件系统

申请人：苏州石川制铁有限公司
生 产 厂：苏州石川制铁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江苏省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天灵路19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5P10795R1M
产品名称：高铁扣件系统用铸造件
规格型号：预埋铁座TZ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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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3395.2-2015；
有效期：2018年10月18日至2020年09月23日

02扩大规格型号
专业小类：22.04.0311

机车单元制动器

申请人：北京纵横机电技术开发公司
生 产 厂：北京纵横机电技术开发公司
制造地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永丰产业基地丰慧东路1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1370R2L-15
产品名称：交流传动机车制动夹钳单元
规格型号：
II44890/2Z（带停放,图号:C86694）；II44896/1Z（不带停放,图号:C86695）；
II56426/1LL（带停放,图号:C112130）；II56426/2LL（带停放,图号:C112130）；
II57840/1LL（不带停放, 图号:C115054）；II57840/2LL（不带停放,图号:C115054）；
II68153/1RT（不带停放,图号:C135435）；II68153/2RT（不带停放,图号:C135435）；
II68154/1RT（带停放,图号:C135432）；II77782/1RT（不带停放, 图号: C155528）；
II77782/2RT（不带停放, 图号: C155528）；II77783/2RT（带停放,图号:C155529）；
II79897/1RT（不带停放,图号:C160313）；II79897/2RT（不带停放,图号:C160313）；
II85833/1RT（带停放,图号:C170505）；II85833/2RT（带停放,图号:C170505）；
II88304/1VW（不带停放,图号:C175585）；II88305/2VW（带停放,图号:C175586）；
II89594/2RT（带停放,图号:C178792）；PD10-1（不带停放，图号：TKJ600-CU03-00-00）；
PD10-2（带停放，图号：TKJ600-CU04-00-00）；PD10-2（带停放，图号：TKJ600-CU04A-00-00）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J/JW043-2014；
有效期：2018年10月18日至2023年03月16日

专业小类：22.04.0313

机车用制动控制器(司机控制阀)

申请人：克诺尔车辆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生 产 厂：克诺尔车辆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
场所1：NEW YORK AIR BRAKE LLC：748 Starbuck Avenue 13601,Watertown,New York United States（设计开发，预组装生产过程）；
场所2：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苏州高新区石阳路69号（除设计外的所有过程）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2510R0L-2
产品名称：交流传动机车制动控制器
规格型号：料号：782581-1761（图号：782604）；料号：782581-1895A（图号：782604）；
料号：782581-2059A（图号：782604）；料号：782581-2094A（图号：782604）；
料号：782581-2312（图号：782604）；料号：784286-1895B（图号：784393）；
料号：784286-2059B（图号：784393）；料号：784286-2312（图号：784393）；
料号：786507（图号：786509）；料号：786508（图号：786510）；
料号：789022（图号：786509）；料号：790514（图号：786509）；
料号：790515（图号：786510）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J/JW046-2014；
有效期：2018年10月18日至2022年10月18日

专业小类：22.04.1128

列车运行控制系统ATP车载设备

申请人：西安铁路信号有限责任公司
生 产 厂：西安铁路信号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金花南路3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0621R1L-16
产品名称：列车运行控制系统应答器接收单元硬件
规格型号：Y·BTM；Y·BTM-A；Y·BTM-B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J/DW139-2012；TJ/DW152-2014；
系统集成厂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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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列车运行控制
系统应答器接
收单元软件和
系统集成

规格型号

生产厂名称

制造地址

有效期至

Y·BTM(V1.3.X)；
Y•BTM-B(V1.2.X)

北京交大思
诺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国际信息产业
基地立业路3号

2023年06月30日

有效期：2018年10月18日至2021年12月27日

专业小类：22.04.1301

扣件－非金属类部件

申请人：南昌铁路局新余橡胶厂
生 产 厂：南昌铁路局新余橡胶厂
制造地址：江西省新余市新余经济开发区南源大道
1、证书编号：CRCC10216P11318R1M-2
产品名称：橡胶垫板
规格型号：50-10-9普通型；60-10-17普通型；IIIa普通型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626—1995；
有效期：2018年10月18日至2021年03月02日

申请人：浙江天际橡塑有限公司
生 产 厂：浙江天际橡塑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天台县洪畴镇第三工业区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2617R0M
产品名称：橡胶垫板
规格型号：50-10-9普通型；60-10-17普通型；IIIa普通型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626—1995；
有效期：2018年10月18日至2022年10月25日

专业小类：22.04.1503

电气化铁路用铜及铜合金接触线

申请人：信承瑞技术有限公司
生 产 厂：信承瑞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江苏省常州市东方东路128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1114R1M-5
产品名称：电气化铁路用铜镁合金接触线(160km/h及以下)
规格型号：CTM120、CTM150；CTMH120、CTMH150；CTMM120、CTMM150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809-2017；
有效期：2018年10月22日至2022年10月07日
2、证书编号：CRCC10217P11114R1M-6
产品名称：电气化铁路用铜锡合金接触线(160km/h及以下)
规格型号：CTSH120、CTSH150；CTSM120、CTSM150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809-2017；
有效期：2018年10月22日至2022年10月07日
3、证书编号：CRCC10218P11114R1M-10
产品名称：电气化铁路用铜合金接触线(200~250km/h)
规格型号：CTM120、 CTM150；CTSM120、 CTSM150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809-2017；TJ/GD011-2009；
有效期：2018年10月22日至2022年10月07日
4、证书编号：CRCC10218P11114R1M-11
产品名称：电气化铁路用铜合金接触线(300~350km/h)
规格型号：CTMH120、 CTMH150； CTSH120；CTMM150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809-2017；TJ/GD012-2009；
有效期：2018年10月22日至2022年10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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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小类：22.04.1504

电气化铁路用铜及铜合金绞线

申请人：信承瑞技术有限公司
生 产 厂：信承瑞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江苏省常州市东方东路128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1114R1M-2
产品名称：电气化铁路用铜合金承力索（160km/h及以下）
规格型号：JTM120-1×19 / 2.8；JTM150-1×19 / 3.15；JTM150-1×37 / 2.25；
JTM70-1×19 / 2.1；JTM95-1×19 / 2.5；JTMH120-1×19 / 2.8；
JTMH150-1×19 / 3.15；JTMH150-1×37 / 2.25；JTMH70-1×19 / 2.1；
JTMH95-1×19 / 2.5；JTMM120-1×19 / 2.8；JTMM150-1×19 / 3.15；
JTMM150-1×37 / 2.25；JTMM70-1×19 / 2.1；JTMM95-1×19 / 2.5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3111-2017；
有效期：2018年10月22日至2022年10月07日
2、证书编号：CRCC10217P11114R1M-8
产品名称：电气化铁路用铜合金承力索（200~250km/h）
规格型号：JTMH120-1×19 /2.8；JTMH95-1×19 /2.5；
JTMM120-1×19/ 2.8；JTMM95-1×19/ 2.5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3111-2017；TJ/GD011-2009；
有效期：2018年10月22日至2022年10月07日
3、证书编号：CRCC10218P11114R1M-9
产品名称：电气化铁路用铜合金承力索（300~350km/h）
规格型号：JTMH120-1× 19 /2.8；JTMM120-1×19/2.8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3111-2017；TJ/GD012-2009；
有效期：2018年10月22日至2022年10月07日

申请人：江阴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生 产 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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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CC10217P10882R1M
产品名称：电气化铁路用铜合金承力索（160km/h及以下）
规格型号：JTM120-1×19 / 2.8；JTM150-1×37 / 2.25；JTM70-1×19 / 2.1；
JTM95-1×19 / 2.5；JTMH120 -1×19/2.8；JTMH150 -1×37/2.25；
JTMH70 -1×19/2.1；JTMH95 -1×19/2.5；JTMM120-1×19 / 2.8；
JTMM150-1×37 / 2.25；JTMM70-1×19 / 2.1；JTMM95-1×19 / 2.5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3111-2017；
有效期：2018年10月18日至2022年05月05日
2、证书编号：CRCC10217P10882R1M-2
产品名称：电气化铁路用铜合金承力索（200~250km/h）
规格型号：JTMH120-1 ×19/2.8；JTMH95-1 ×19/2.5；
JTMM120- 1×19 / 2.8；JTMM95- 1×19 / 2.5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3111-2017；TJ/GD011-2009；
有效期：2018年10月18日至2022年05月05日
3、证书编号：CRCC10218P10882R1M-8
产品名称：电气化铁路用铜合金承力索（300~350km/h）
规格型号： JTMM120 -1×19 / 2.8；JTMH120-1× 19/2.8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3111-2017；TJ/GD012-2009；
有效期：2018年10月18日至2022年05月05日

03变更型号规格
专业小类：22.04.0906

动车组车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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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Bochumer Verein Verkehrstechnik GmbH
生 产 厂：Bochumer Verein Verkehrstechnik GmbH
制造地址：
场所1：Bochumer Verein Verkehrstechnik GmbH：Alleestrasse 70,D-44793 Bochum,Germany（设计、精加工、检测、销售过程）；
场所2：Bochumer Verein Verkehrstechnik GmbH Werk Ilsenburg ：Alte Schmiedestrasse 3-4,D-38871 Ilsenburg,Germany（精
加工、检测）；
场所3：Bahntechnik Brand-Erbisdorf GmbH:Berthelsdorfer Strasse 8 D-09618 Brand-Erbisdorf,Germany（锻造、热处理、粗加
工、检测）；
场所4：Carl-Hamel-Str. 15, D-09116 Chemnitz（动车组空心轴中心孔加工）；
场所5：Büdericher Str. 7, D-41460 Neuss（动车组空心轴中心孔加工）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2468R0M-2
产品名称：动车组EA4T动力车轴
规格型号：GBDA2B（CCD2001-03-21-0002-DA）CR400BF；
M3C（1RW10016.201）CRH3C、CRH380B/BG/BL/CL、CRH3A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276A-2016；
有效期：2018年10月18日至2022年08月01日
2、证书编号：CRCC10218P12468R0M-3
产品名称：动车组EA4T非动力车轴
规格型号：GBTA2（CCD2001-03-21-0002-TA）CR400BF；
T3C（1RW10016.301）CRH3C、CRH380B/BG/BL/CL、CRH3A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276A-2016；
有效期：2018年10月18日至2022年08月01日

专业小类：22.04.0907

动车组车轮

申请人：Bochumer Verein Verkehrstechnik GmbH
生 产 厂：Bochumer Verein Verkehrstechnik GmbH
制造地址：
场所1：Bochumer Verein Verkehrstechnik GmbH：Alleestrasse 70,D-44793 Bochum,Germany（全过程）；
场所2：Bochumer Verein Verkehrstechnik GmbH Werk Ilsenburg ：Alte Schmiedestrasse 3-4,D-38871 Ilsenburg,Germany（精
加工、检测）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2468R0M-4
产品名称：动车组ER8动力车轮
规格型号：GBDW21B（CCD2001-03-21-0001-DA）CR400BF；
M3C（1RW10016.416）CRH3C、CRH380B/BG/BL/CL、CRH3A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275A-2016；
有效期：2018年10月18日至2022年08月01日
2、证书编号：CRCC10218P12468R0M-5
产品名称：动车组ER8非动力车轮
规格型号：GBTW22B（CCD2001-03-21-0001-TD）CR400BF；
T3C（1RW10016.415）CRH3C、CRH380B/BG/BL/CL、CRH3A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275A-2016；
有效期：2018年10月18日至2022年08月01日

专业小类：22.04.1304

铁路用防水材料

申请人：河北华虹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生 产 厂：河北华虹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河北省衡水市景县衡德公路南、龙华镇龙华村西
1、证书编号：CRCC10216P10360R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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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15

变形缝用钢边止水带 B-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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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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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至2021年01月19日

申请人：衡水中铁建工程橡胶有限责任公司
生 产 厂：衡水中铁建工程橡胶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地址：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北方工业基地橡塑路1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4P11755R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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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至2019年12月08日

申请人：河北华虹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生 产 厂：河北华虹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河北省衡水市景县衡德公路南、龙华镇龙华村西
1、证书编号：CRCC10216P10360R1M-1
产品名称：铁路隧道用防水板
规格型号：EVA防水板，厚度1.5、2.0、2.5、3.0mm，宽度2.0～4.0m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3360.1-2014；TJ/GW085-2008；
有效期：2018年10月18日至2021年0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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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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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至2022年10月27日

04标准变更
专业小类：22.04.0526

机车车载安全防护系统（6A系统）

申请人：西安西隆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生 产 厂：西安西隆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地址：陕西省西安市航天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长安街888号1号楼2层厂房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0585R1M-1
产品名称：机车高压绝缘检测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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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型号：XL8-21A-11（图号：8FG21A.00.00）；XL8-21A-12（图号：8FG21A.00.00）；
XL8-21A-21（图号：8FG21C.00.00）；XL8-21A-22（图号：8FG21C.00.00）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J/JW001D-2018；
有效期：2018年10月18日至2022年02月20日

申请人：天津航联迪克科技有限公司
生 产 厂：天津航联迪克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
场所1：天津空港经济区西十道5号10幢西二层（板卡的焊接、组装与出厂检验）；
场所2：天津华苑产业区鑫茂科技园AB座5层J单元（导线束的生产与包装）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1094R1M
产品名称：机车防火监控子系统
规格型号：AFDR-HL100(板卡型号：JB-QB-16AF(SSE）)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J/JW001C-2018；
有效期：2018年10月18日至2022年09月10日

专业小类：22.04.1401

道碴捣固机械

申请人：焦作市月山工务机械厂
生 产 厂：焦作市月山工务机械厂
制造地址：河南省博爱县月山工务段院内
1、证书编号：CRCC10216P10416R2S-3
产品名称：道砟捣固机械
液压捣固机
规格型号：YD-22型液压捣固机（嘉陵本田GX390）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1404-2008；
有效期：2018年10月18日至2021年10月11日
2、证书编号：CRCC10216P10416R2S-4
产品名称：道砟捣固机械
液压道岔捣固机
规格型号：YCD-32型液压道岔捣固机（嘉陵本田GX390）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1404-2008；
有效期：2018年10月18日至2021年10月11日

专业小类：22.04.1503

电气化铁路用铜及铜合金接触线

申请人：圣达电气有限公司
生 产 厂：圣达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江苏省泰州市泰兴市江平北路19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1149R1M-3
产品名称：电气化铁路用铜锡合金接触线(160km/h及以下)
规格型号：CTS120﹑ CTS150；CTSM120﹑CTSM150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809-2017；
有效期：2018年10月18日至2022年11月01日

专业小类：22.04.1505

电气化铁路接触网支柱

申请人：山东翔宇铁塔有限公司
生 产 厂：山东翔宇铁塔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经济开发区迎宾路南首路西
1、证书编号：CRCC10215P11836R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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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 T 240X/7.5-11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GB/T25020.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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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2018年10月18日至2020年01月21日

05扩大认证单元
专业小类：22.04.1136

列车调度指挥系统（TDCS）设备

申请人：天津铁路信号有限责任公司
生 产 厂：天津铁路信号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地址：天津市东丽区驯海路1199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1174R1M-11
产品名称：列车调度指挥系统（TDCS）设备硬件
规格型号：TDCS-t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J/DW047-2009；TJ/DW151-2013；
系统集成厂如下表：
规格型号
产品名称
生产厂名称
列车调度指
挥 系 统
（TDCS）设备
软件和系统
集成

TDCS-t（系
统 版 本
V3.0.X）

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
究设计院集团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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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18日至2022年11月14日

专业小类：22.04.1301

扣件－非金属类部件

申请人：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生 产 厂：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栗雨工业园58区黑龙江路639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0716R2L-15
产品名称：客货共线铁路扣件系统用尼龙件
规格型号：0-6号挡板座（非严寒地区使用）；0-6号挡板座（严寒地区使用）；
2-4号挡板座（非严寒地区使用）；2-4号挡板座（严寒地区使用）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Q/CR563-2017；Q/CR564-2017；
有效期：2018年10月18日至2022年01月23日

专业小类：22.04.1304

铁路用防水材料

申请人：河北华虹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生 产 厂：河北华虹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河北省衡水市景县衡德公路南、龙华镇龙华村西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0360R1M-2
产品名称：铁路隧道防排水用止水带
规格型号：
ECB普通塑料止水带S-T-P，宽度≤400mm，厚度4～10mm，凸高30～50mm，挤出；
EVA普通塑料止水带S-T-P，宽度≤400mm，厚度4～10mm，凸高30～50mm，挤出；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Q/CR562.2-2017；
有效期：2018年10月18日至2021年01月19日

申请人：衡水滨河工程橡塑有限公司
生 产 厂：衡水滨河工程橡塑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河北省衡水市景县城西工业区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0427R1S-2
产品名称：铁路隧道防排水用止水带
规格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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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粘钢边橡胶止水带（TJZSD）B-Z-ZG-300×6、300×8、300×10、350×8、350×10、400×10，天然橡胶、挤出；
自粘钢边橡胶止水带（TJZSD）S-Z-ZG-250×6、250×8、250×10、300×6、300×8、300×10、350×8、350×10、400×10，天然橡
胶、挤出；
自粘橡胶止水带（TJZSD）B-T-ZR-250×4、250×6、250×8、250×10、300×6、300×8、300×10、350×6、350×8、350×10、400
×8、400×10，天然橡胶、挤出；
自粘橡胶止水带（TJZSD）B-Z-ZR-250×6、250×8、250×10、300×6、300×8、300×10、350×8、350×10、400×10，天然橡胶、
挤出；
自粘橡胶止水带（TJZSD）S-T-ZR-250×4、250×6、250×8、250×10、300×6、300×8、300×10、350×6、350×8、350×10、400
×8、400×10，天然橡胶、挤出；
自粘橡胶止水带（TJZSD）S-Z-ZR-200×6、200×8、200×10、250×6、250×8、250×10、300×6、300×8、300×10、350×8、350
×10、400×10，天然橡胶、挤出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Q/CR562.2-2017；
有效期：2018年10月18日至2021年12月07日

专业小类：22.04.1310

铁路碎石道砟

申请人：赤峰市元宝山区广民石碴厂
生 产 厂：赤峰市元宝山区广民石碴厂
制造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元宝山镇木头沟村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2499R0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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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至2022年09月27日

专业小类：22.04.1322

重载铁路扣件系统

申请人：苏州石川制铁有限公司
生 产 厂：苏州石川制铁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江苏省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天灵路19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0795R1M-1
产品名称：重载铁路扣件系统用铸造件
规格型号：WJ12轨距挡板；WJ12预埋铁座；轨距挡板MG7；预埋铁座TZ5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Q/CR479-2015； Q/CR481-2015；
有效期：2018年10月18日至2020年09月23日

专业小类：22.04.1515

电气化铁路供电安全检测监测系统装置

申请人：北京铁科英迈技术有限公司
生 产 厂：北京铁科英迈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
场所1：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1号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东郊分院动车库检测系统集成基地（生产、组装、调试、检验）；
场所2：北京市海淀区大柳树路2号一区15号楼1201室（设计开发）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2991R0M-1
产品名称：接触网悬挂状态检测监测装置（4C）
规格型号：TH4C-01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J/GD006-2014；
有效期：2018年10月18日至2023年09月28日

06其他
专业小类：22.04.1136

列车调度指挥系统（TDC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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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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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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产品名称：列车调度指挥系统（TDCS）设备软件和系统集成
规格型号：TDCS-t（系统版本V3.0.X）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J/DW047-2009；TJ/DW151-2013；
硬件生产厂如下表：
产品名称
生产厂名称
制造地址
列车调度指挥系统
沈阳铁路信号有限责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北三中路 16 号
（TDCS）设备硬件
任公司
列车调度指挥系统
天津铁路信号有限责
天津市东丽区驯海路 1199 号
（TDCS）设备硬件
任公司

有效期至
2021 年 12 月 27 日
2022 年 11 月 14 日

TDCS-t型列车调度指挥系统软件配置清单（系统版本V3.0.X）：
运行图
序号
1.
2.
3.
4.

模块列表
Diagram_Center
Diagram_View
Diagram_Station
Diagram_Primary

模块名称
中心运行图
运行图复视
车站运行图
基本图维护

版本号
1.0.36.0
1.0.16.0
1.0.14.0
1.0.2.0

序号
1.

模块列表
DispatchOrder

模块名称
调度命令

版本号
1.3.18.0

模块名称
中心控显
车站控显CTC
车站控显TDCS

版本号
1.0.38.0
1.0.38.0
1.0.32.0

调度命令

控显
序号
1.
2.
3.

模块列表
ControlMonitor_Center
ControlMonitor_Station_CTC
ControlMonitor_Station_TDCS

行车日志
序号
1.

模块列表
RunningLog

模块名称
行车日志

版本号
1.0.36.0

序号
1.
2.

模块列表
TS46Center
TS46Station

模块名称
中心终端
车站终端

版本号
1.0.2.0
1.0.2.0

运统46

调车作业单
序号
1.

模块列表
CSM

模块名称

版本号

调车作业单

1.0.8.0

双机程序
序号
1.

模块列表
WHA

模块名称
终端双机

版本号
1.0.6.0

运行维护
序号
1.
2.

模块列表
RunMaintenance
WRmAgent

模块名称
运维终端
运维代理

版本号
1.0.12.0
1.0.4.1

序号
1.

模块列表
CmrAgt

模块名称
信号集中监测接口

版本号
1.0.4.0

序号
1.

模块列表
Osm

模块名称
存储服务

版本号
1.0.16.0

监测接口

存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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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平台
序号
1.

模块列表
Comm

模块名称
通信平台

版本号
1.0.6.0

业务服务
序号
1.

模块列表
Special

模块名称
业务服务

版本号
1.0.36.0

序号
1.

模块列表
Interface

模块名称
接口服务

版本号
1.0.34.0

模块名称
自律机

版本号
1.0.54.0

接口服务

自律机
序号
1.

模块列表
Prc

TDCS分机
序号
1.

模块列表
tprc

模块名称
TDCS分机

版本号
1.0.14.0

序号
1.

模块列表
UnitiveEntry.exe

模块名称
统一登录

版本号
2.0.2.3

序号
1.

模块列表
cluster

序号
1.

模块列表
NTP

模块名称
时间同步

版本号
1.0.2.0

模块列表
TWA

模块名称
行车作业辅助

版本号
1.0.0.0

统一登录

倒机程序
模块名称
倒机模块

版本号
1.0.4.0

时间同步

行车作业辅助
序号
1.

有效期：2018年10月18日至2023年04月07日

四、证书状态
01恢复
专业小类:22.04.0705

铁道客车电热开水器

申请人：安庆三维电器有限公司
生 产 厂：安庆三维电器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安徽省安庆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三期内环西路8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5P11813R2M-7
产品名称：直流电源管式开水器
规格型号：KSQI-D-4.5-20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Q/CR277-2016；
有效期：2018年10月18日至2020年01月12日，2018年10月18日起恢复该证书并换证（暂停期间：2018年02月08日至2018年10月18日）

02暂停
专业小类:22.04.1304

铁路用防水材料

申请人：江苏晟欣防排水材料有限公司
生 产 厂：江苏晟欣防排水材料有限公司
13 / 15

制造地址：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阜城工业园A区9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4P11774R0S
产品名称：铁路隧道用防水板
规格型号：EVA防水板，厚度1.5、2.0、2.5、3.0mm，宽度2.0、3.0、4.0m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3360.1-2014；TJ/GW085-2008；
暂停情况：2018年10月18日起暂停该证书

专业小类:22.04.1310

铁路碎石道砟

申请人：牙克石市卓山铁路采石场
生 产 厂：牙克石市卓山铁路采石场
制造地址：内蒙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卓山
1、证书编号：CRCC10214P11669R0S
产品名称：铁路碎石道砟(一级）
规格型号：既有线一级道砟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140-2008；
暂停情况：2018年10月17日起暂停该证书

申请人：抚松县松江河坤宇采石场
生 产 厂：抚松县松江河坤宇采石场
制造地址：场所1：抚松县松江河镇大崴子（开采、破碎加工作业）；
场所2：抚松县东岗镇（水洗作业）
1、证书编号：CRCC10217P12502R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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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停情况：2018年10月17日起暂停该证书

03注销
专业小类:22.04.1301

扣件－非金属类部件

申请人：南昌铁路局新余橡胶厂
生 产 厂：南昌铁路局新余橡胶厂
制造地址：江西省新余市城东经济开发区南源大道
1、证书编号：CRCC10216P11318R1M
产品名称：IIIa型橡胶垫板
规格型号：IIIa普通型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626—1995；专线3351-4；
注销情况：2018年10月18日起注销该证书

五、试用证书
01扩大认证单元
专业小类：22.04.0914

动车组闸片

申请人：青岛亚通达铁路设备有限公司
生 产 厂：青岛亚通达铁路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
场所1：曙制动工业株式会社/曙制动福岛制造株式会社：埼玉县羽生市东5-4-71/福岛县伊达郡桑折町大字成田字新宿10（摩擦体生
产）；
场所2：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科荟路307号（除摩擦体生产外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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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证书编号：CRCC10218P11733R0MSYZ
产品名称：300-350 km/h及以上动车组粉末冶金闸片（非燕尾型）
规格型号：MD310(ZP02-00-00-000)CRH2C-2、CRH380A（统）/AL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307-2014；
有效期：2018年10月18日至2019年11月17日

专业小类：22.04.1503

电气化铁路用铜及铜合金接触线

申请人：信承瑞技术有限公司
生 产 厂：信承瑞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江苏省常州市东方东路128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8P11114R1MSYZ
产品名称：电气化铁路用铜合金接触线(300~350km/h)
规格型号：CTSH150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B/T2809-2017；TJ/GD012-2009；
有效期：2018年10月22日至2021年10月21日

02注销
专业小类:22.04.1017

动车组真空断路器

申请人：北京中车赛德铁道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生 产 厂：北京中车赛德铁道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永昌中路9号
1、证书编号：CRCC10216P10592R1MSYZ
产品名称：动车组真空断路器（气动）
规格型号：22CBRH型（图号：22CBRH-00-00-000)(适用车型：CRH380B）
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TJ/CL330-2014；
注销情况：2018年10月18日起注销该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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