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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专用产品机构自愿性认证目录 

（164 种产品） 

序号 产品名称（类别） 产品范围 备注 

工务（11 种） 

1  铁路用防水材料 
铁路隧道排水板、铁路隧道防排水用防排水

板、铁路隧道防排水用自粘布 
 

2  铁路桥梁钢结构及构件 

铁路桥梁钢结构及构件用防锈底漆、铁路桥梁

钢结构及构件用中间漆、铁路桥梁钢结构及构

件用面漆 

 

3  铁路用减水剂 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  

4  铁路碎石道砟 
特级道砟、一级道砟（新建铁路一级道砟、既

有线一级道砟） 

 

5  
预应力混凝土铁路桥简

支梁 
先张梁、后张梁 

仅 对 国

外 

6  铁路桥梁支座用滑板 铁路桥梁支座用滑板  

7  铁路混凝土梁防腐配件 声（风）屏障预埋件  

8  
铁路线路作业移动式照

明设备 
铁路线路作业移动式照明设备 

 

9  
铁路隧道钢筋混凝土管

片 

铁路隧道钢筋混凝土衬砌管片、铁路隧道钢筋混

凝土仰拱块管片 

 

10  道岔套管及尼龙缓冲套 Ⅲ型道岔套管及尼龙缓冲套  

11  冷轧带肋钢筋 高速铁路 CRTSⅢ型板式无砟轨道用  

12  铁路隧道防护门 铁路隧道防护门（平开门）  

13  铁路用预应力钢材 
铁路预应力混凝土用钢丝、铁路预应力混凝土用

钢绞线、铁路桥梁预应力钢绞线成品束 

 

14  铁路桥梁附属钢结构   

运输（3 种） 

1  铁路货车蓬布 铁路货车篷布（含自备篷布）  

2  
一次性集装箱液体集装
袋 

一次性集装箱液体集装袋 
 

3  铁路运输用施封锁 棚车锁、集装箱锁、罐车锁  

供电（10 种）  

1  
电气化铁路接触网零部

件 

 

腕臂底座本体  

2  腕臂底座  

3  软横跨连接装置  

4  软横跨悬吊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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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类别） 产品范围 备注 

5  附加导线通用零件  

6  绝缘子 盘形悬式瓷绝缘子  

7  接触网支柱 H 形钢支柱  

8  
电气化铁路供电安全检

测监测系统装置 
6C 系统综合数据处理中心  

9  
电气化铁路用汇流排及

附件 
汇流排及附件  

10  
电气化铁路接触网附加

导线及零部件用绞线 

电气化铁路接触网零部件用铜合金绞线 

电气化铁路接触网零部件用软铜绞线 

电气化铁路附加导线 

电气化铁路接触网用钢丝绳 

 

通信（19 种）  

1  机车电台天线   

2  

列车无线调度通信系统 

调度总机 

 3  固定电台或车站电台 

4  手持电台 

5  

列车无线调度通信系统 

车次号校核车站接收解码器 

 6  车次号校核机车数据采集编码器 

7  调度命令传输车站转接器 

8  
列车接近预警地面设备 

袖珍预警器  

9  便携预警器  

10  
GSM-R铁路数字移动通

信系统 
SIM 卡  

11  
铁路应急通信系统 

铁路应急中心通信设备  

12  铁路应急通信接入设备  

13  
铁路通信电源及机房环

境监控系统设备 
  

14  

铁路综合视频监控系统

设备 

IP 摄像机  

15  红外热像仪  

16  云台  

17  音视频编码设备  

18  音视频解码设备  

19  视频存储设备  

信号（4 种）  

1  高分子材料钢轨绝缘件   



 

3 

 

序号 产品名称（类别） 产品范围 备注 

2  复合材料(SMC) 电缆槽   

3  铁路信号灯泡   

4  高速铁路 ATO 车载设备   

机车（41 种） 

1  
转向架关键部件 

铁道机车牵引齿轮  

2  铁道机车用驱动齿轮箱  

3  

制动系统关键部件 

铁道机车用主空气压缩机  

4  铁道机车用压缩空气干燥器  

5  铁道机车用半球型折角塞门（防关折角塞门）  

6  牵引电机 铁道机车牵引电动机用抱轴瓦  

7  主变压器 机车用变压器油泵  

8  

辅助机组/辅助系统 

铁道内燃机车燃油滤清器  

9  铁道内燃机车机油滤清器  

10  铁道内燃机车用空气滤清器  

11  铁道内燃机车用冷却风扇  

12  铁道机车用通风机  

13  机车用冷却塔  

14  主、辅发电机 铁路机车用主发电机轴承  

15  牵引变流器/整流柜 机车用牵引变流器（整流柜）水泵机组  

16  

柴油机 

内燃机车用柴油机主轴瓦、连杆轴瓦  

17  内燃机车用柴油机气缸盖  

18  内燃机车用柴油机连杆  

19  内燃机车用柴油机气门  

20  内燃机车用柴油机铸铁气缸套  

21  内燃机车柴油机用增压器  

22  内燃机车用柴油机喷油泵、喷油器  

23  内燃机车柴油机用高压油管  

24  

其他电器设备 

铁道机车制动电阻装置  

25  铁道机车辅助电器柜  

26  铁道机车车载控制自动过分相系统  

27  铁道机车前照灯  

28  司机室 铁道机车司机控制器  

29  牵引变流器/整流柜 铁道机车牵引变流器/整流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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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类别） 产品范围 备注 

30  铁道机车牵引变流功率模块  

31  铁道机车变流器控制单元  

32  牵引电机 铁道机车牵引电动机  

33  
辅助变流器 

铁道机车辅助变流器  

34  铁道机车辅助变流模块  

35  

辅助机组/辅助系统 

铁路机车用蓄电池  

36  铁道机车辅助电动机  

37  铁道电力机车辅助滤波柜  

38  主、辅发电机 铁道机车主、辅发电机  

39  主变压器 铁道机车主变压器  

40  高压设备 铁道机车避雷器  

41  控制系统 交流传动机车中央控制单元  

客车（23 种） 

1  
转向架关键部件 

弹性定位套  

2  转向架构架  

3  

车体部分 

塞拉门组成  

4  橡胶风挡组成  

5  折棚风挡组成  

6  
其他设施 

轴承润滑脂  

7  地板布  

8  

车电部分 

机车车辆车端电连接器  

9  客车电风扇  

10  铁道客车电热温水器  

11  客车电取暖器  

12  铁道客车电热开水器  

13  铁路餐车电冰箱  

14  铁道客车空调机组  

15  铁路客车灯具  

16  铁道客车餐车电气化厨房电气设备  

17  铁路客车用蓄电池  

18  铁路客车电气综合控制柜  

19  铁道客车用电子镇流器  

20  DC600V 电源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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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类别） 产品范围 备注 

21  
制动系统关键部件 

铁路客车制动防滑器  

22  制动夹钳单元  

23  
客车运行安全监控系统

（TCDS）设备 
车载子系统  

动车组（39 种） 

1  制动系统 供风单元（包括压缩机、干燥器）  

2  牵引变压器 牵引变压器  

3  牵引变流器 牵引变流器及冷却单元  

4  
牵引电机 

牵引电机  

5  牵引电机冷却风机  

6  网络控制系统 列车网络控制系统  

7  

空调系统 

空调机组  

8  空调控制装置  

9  空调废排装置  

10  空调换气装置  

11  

辅助电器 

充电机  

12  电器柜、控制柜  

13  辅助变流器  

14  轴温报警系统  

15  

其它重要零部件 

隔离开关  

16  高压电器箱  

17  避雷器  

18  司控器  

19  高压电压互感器  

20  高压电流互感器  

21  前照灯  

22  自动过分相系统  

23  电阻制动装置  

24  电热开水器  

25  其它部分 蓄电池  

26  

转向架关键部件 

动车组轮对组成  

27  动车组轴箱体（拉杆式）和动车组端盖  

28  动车组高度阀  

29  动车组差压阀  

30  动车组抗侧滚扭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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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类别） 产品范围 备注 

31  动车组牵引拉杆组成  

32  动车组联轴节（鼓形齿式）  

33  车钩及缓冲装置 动车组前端开闭机构  

34  

车门系统 

动车组塞拉门  

35  动车组司机登车门  

36  动车组内置式侧拉门  

37  动车组餐车上货门  

38  
风挡 

动车组内风挡  

39  动车组外风挡  

货车（11 种） 

1  

转向架关键部件 

铁路货车交叉杆用聚酯弹性垫  

2  铁路货车交叉杆端部紧固螺栓  

3  铁路货车滚动轴承施封锁  

4  铁路货车摆动式转向架摇动座  

5  铁路货车转向架摇动座支承  

6  铁路货车导框摇动座  

7  铁路货车组合式制动梁用滑块磨耗套  

8  转向架关键部件 铁路货车弹簧托板  

9  转向架关键部件 铁路货车轮对  

10  制动系统关键部件 铁路货车不锈钢球组合式集尘器  

11  车体部件 铁路货车用锻钢上心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