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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解读
国家认监委TC03技术专家组决议（2015年10月15日发布）



机构和职能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 批准并与认监委共同发布《目录》
• 组织制定3C认证规章

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 拟定、调整目录并与总局共同发布
• 制定、发布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及认证标志
• 指定认证机构、检测实验室和检查机构

CQC及其他认证机构
• 按实施规则要求实施具体认证活动
• 颁发、暂停、注销和撤销证书
• 对获证产品和工厂进行跟踪检查

检测机构（实验室）
• 承担型式试验、确认检验等测试工作

Local CIQ And QTS

地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地方出
入境检验检疫部门
• 对所辖区内列入《目录》产品实施监督



CCC制度的文件体系

法律法规
•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

规章
• 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总局第117号令，2009年）

规范性文件
• 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描述与界定表（20大类158种产品，
认监委2014年第45号公告）

•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管理办法
• 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认监委2014年第23号公告）
• 其他文件



强制认证产品目录（认监委2014年
第45号公告，仅列出电类产品）
电线电缆
电路开关及保护或连接
用电器装置
低压电器
小功率电动机
电动工具
电焊机
家用和类似用途设备
音视频设备（08类）
信息技术设备（09类）
照明电器
电信终端设备（16类）



实施规则文件新架构
发布方 层次 定义 规则

CNCA Layer�1 通用规则 …
CNCA-00C-005《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
则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
CNCA-00C-006《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
则工厂检查通用要求》
…

Layer�2 具体产品门类实施
规则

…
CNCA-C08-01��AV
CNCA-C09-01��IT
CNCA-C16-01��TELE
…

认证
机构
(CQC)

Layer�3 具体产品门类实施
细则

CQC-C0801-2014��AV
CQC-C0901-2014��IT
CQC-C1601-2014��TELE
…



CNCA-00C-005
《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

3.3 采购与关键件控制
3.3.2关键件的质量控制



CNCA-C09-01�《信息技术设备强制认证实施规则》

6.认证实施
6.1 型式试验

CQC-C0901-2014《信息技术设备强制认证实施细则》

6.认证实施
6.1 型式试验





3C整机的关键元器件控制要求：
型式试验：元器件随机测试或认可有效证书
工厂检查：元器件确认检验或有效证书

电池作为关键元器件，同别的器件管控要求没有任何区别





电池

企业

时间成本？
检测成本？



实例
例如：申请的方形锂离子电池系列型号容量分别为：
1500mAh;1600mAh;1700mAh;1800mAh;1900mAh;2000m
Ah;2100mAh;2200mAh;2300mAh;2400mAh;2500mAh

检测：？

认证：一张证书覆盖所有型号，送样测试型号为一.2500mAh;�
二.2000mAh;�三.�1600mAh，其余型号不再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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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时间节点
2014/12/1发布 2015/8/1实施

标准
（电池企业）

决议
（3C整机企业）

2016/2/1实施，
型式试验导入
厂检告知

Time?
厂检导入



几个易混概念
强制性标准
强制性认证

委托检测

认证与检测
发证单位（认证机构）
检测机构（测试实验室）



关于标识
对于电池组（标准组第002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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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QC的认证业务
工作目标：确保工厂持续生产符合标准的认证产品

一百多家签约实验室
11个产品认证分中心
36个管理体系认证分支机构
几千名3C工厂检查员

几万个分布全球的工厂
电子、家电、电器、汽车、玩具······



《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工厂质量
保证能力要求》

1.�职责和资源
2.�文件和记录
3.�采购与关键件控制
4.�生产过程控制
5.�例行检验和/或确认检验

6.�检验试验仪器设备
7.�不合格品的控制
8.�内部质量审核
9.�认证产品的变更及一致性控制
10.产品防护与交付
11.CCC证书和标志



质量服务的升级
1. 汽车行业二方审核

2. 光伏行业的全过程质量控制

3. 软件行业



质量技术服务的特点：灵活 定制
缺标准：CQC认证技术规范

采信方的认可：
政府
大型采购商
电商

品牌+专业技术服务+行业组织支持+媒体
=�提升产品质量+重塑行业声誉



发证单位 质量技术提供方

监管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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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电子产品及元器件（大类）

001031类：
便携电子设备用二次电池和电池组安
全认证规则



锂离子电池CQC标志认证实施规则
主要内容：
1.适用范围
2.认证模式
3.依据标准
4.单元划分及送样要求
5.关键零部件及材料
6.工厂检查及获证后监督



1.适用范围
本规则的适用范围完全同GB31241-2014适用范围



2.认证模式
认证模式1：仅做型式试验

特点：证书一年有效，不能使用认证标志

认证模式2：型式试验+初始工厂检查+获证后监督
特点：第五种模式

认证模式3：型式试验+获证后监督
特点：同现有的强制认证模式



3.依据标准
GB31241-2014《便携式电子产品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

安全要求》

GB/T28164-2011《含碱性或其他非酸性电解质的蓄电池和蓄
电池组 便携式密封蓄电池和蓄电池组的安
全性要求》（IEC62133：2002，IDT）

IEC62133：2012

标准可任选



4.单元划分及送样要求
电池和电池组划分为不同认证单元。
制造商、生产厂或生产场地不同的产品应划分为不同认证单元

产品名称 电池(Cell) 电池组(Pack)

认证单元
划分原则

同时满足以下五个条件的电池可划分为一个
认证单元：
1.正、负极材料、隔膜、电解液相同；
2.保护器件相同（如PTC等）；
3.形状（圆柱（尺寸须相同）、方形、软包）
相同；
4.装配方式相同（卷绕式、叠片式）；
5.容量区分：
a.圆柱
(电池容量≤2400mAh)
(电池容量≥2400mAh)
b.方形及其他: 硬壳、软包
(电池容量≤1500mAh)�(1500mAh≤电池容
量≤3000mAh)�(3000mAh≤电池容量
≤5000mAh)(电池容量≥5000mAh)

1.保护电路相同（含主要保护组
件种类，器件布局等）；
2.串、并联方式相同；
3.内置式，外置式须分开评估



4.单元划分及送样要求

例如：申请的方形锂离子电池系列型号容量分别为：
1500mAh;1600mAh;1700mAh;1800mAh;1900mAh;2000mAh;2100mAh;2200mAh;2300mAh;
2400mAh;2500mAh，则按照同一单元内系列型号最大容量向下递减20%为一个区间的方式，以
2500mAh到2000mAh为一个区间(2500mAh≥电池容量>2000mAh)，2000mAh到1600mAh为一
个区间(2000mAh ≥电池容量>1600mAh)，1600mAh到1280mAh为一个区间(1600mAh≥电池容
量>1280mAh)，分别送每个区间内最大容量的型号为：一.2500mAh;�二.2000mAh;�三.�1600mAh

送样原则及
送样数量

原则上，按以下方式送样：

1.送样原则：同一单元内系列型号以最大容量向下递减20%为一个区间，送每
个区间内最大容量产品型号进行全部试验项目

2.送样数量：电池送样27个，电池组送样33个（根据项目适用情况调整）



5.关键零部件及材料

名称 型号 参数 生产厂/制造商 认证标准

正极材料

负极材料

电解液

热熔断体

限流元件

电池（CELL）



5.关键零部件及材料
电池组（BATT）

名称 型号 参数 生产厂/制造商 认证标准

电池

保护电路板

热熔断体

限流元件

导线 规格

PCB板材 材料牌号、
燃烧等级

外壳 材料牌号、
燃烧等级

绝缘材料 燃烧等级

热电偶



6.工厂检查及获证后监督

认证模式1：不适用
认证模式2：型式试验完成后进行
认证模式3：型式试验合格后即发证，之后3个月内进行



6.工厂检查及获证后监督

厂检内容：
1.职责和资源
2.文件和记录
3.采购和进货检验
4.生产过程控制和过程检验
5.例行检验和确认检验

6.检验试验仪器设备
7.不合格品控制
8.内部质量审核
9.认证产品一致性
10.包装、搬运和存储



业务代码：
001大类的001031小类：便携设备用二次电池

GB31241-2014

CQC可以颁发电池类产品的CB证书：
IEC62133(ed.1)：2002，
IEC62133(ed.2)：2012�

可打包申请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