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机 械 工 业 联 合 会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中杌联质函田01° 1099号

关于联合开展多缸柴油机能力验证计划的通知

各有关实验室:

为了提高机械工业内燃机行业实验室和获 CN^s认可的有关实验宣捡测

数椐的一致性和有效性 以及为生产许可做好技术评价工作 经中圄机械工

业联合会与中国合格评定圄家认可委员会 (cNAs)商定,决定开展
°
非道路用

多缸柴油机检测
”

能力验证计划 该计划自 CNΛ s提供相关技术支持,并列人

CNAs2010年度能力验证计划 编号为 CNAs T0s‘ 3 现将具体要求逅知如下:

-、 能力验证计划和参加实验窒

l计划顼目:本次能力验证计划为非道路用多缸柴油机检测,包 括功率

燃油消耗率 烟度 噪声 C0 "C NOx P|l检 测共 8项

2参加实验宣:具有多缸柴油机检测能力的实验窒

二、能力验证计划的组织实施



1 依捱:本次能力验证廾划接 sO/Fc指 南 43H勺要水逃仃实施 计

划颈目及其枝术工作方案已经 CNAs F· 怠,,1人 CNΛS能 力验证计划中

2 ·L织 :本 次能力验证计划由+目机械I业联合会和 CNAs共 同组织

实施机构委托⊥淳机械工⊥内燃机检扯所/LI家 内燃机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负责能力验证计划的技术掇作 失照统一的枝术标雀制定计划任务书 制奋

分发样品 组织口收资料 撰写垮果报告等:CNΛ S负 责本次能力验证计划的

运作斧合能力验,I柯 关程序要未

s胄月:CNΛ s的 能力验证为非营刊性

室承担运作赍用

4 时问安排:2010年 8月 20日 前vi止报名;20J0钅 9月 初开始实施 i

2011年 ‘月形成结果报告 并分发给各参加实验宣

5汊宙i根捃能力验证要未,为 每个参加者|ll予 一个代码,报告中以代

码表示 不公开参加实验室与结杲巾对应关系

三 有关要未

l参加实验室妻正确认识能力验iI的 目的和意义,按照日常枪测工作对

侍本次能力验证计划 客观真实反映枪测能为和

^平
 确保本次能力验证计

划玖得实效

2参加实验宜霎ll立 完成能力验证计划 凡发现有作骅石为者将直接揪

销其认可资质 当出观不满肓结果的项日为己通过 CNΛS认可的项日时,CNAs

将要求其相应Ii目 的证书或·F告 上皙停使用 C卜

^s的
认可标识 并按其体系文

件规定的栏序实施有效的纠正樯施 只有将实施纠正措施的记录以及纠正措



施有效性liE明 材料在规定的期限内报cdAs确 认后,方 可恢复使用认可标识

对于结果不满意的非认可项目,CNAs将 建议其调查原困并加以改进,如该项

自拟申请认可 也 ,i在 规定的时间内提交整改报告及相应能力证明材料 对

干结果满意的项目,在 cN|s的各美评审中可适当根据情况考虑简化相关项目

的能力确认过程

s请各参加实验室于 2010年 8月 20日 前填写好报名表 (见附件 1)、

传真或邮寄至实施杌构 (联系方式见附件 )

特此通知

上海机械工业内燃杌枪测所/回家内燃机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联糸人}吴林萍

电话/传 真: 021-250798V6/021-25079998

通讯地址:上薅市军工路 Ⅱ00号

邮编:2004挞

E—ma il∶  wulinpingasaicm。 1。 r Com          ^

开户银行:农行上海市五角场支行菅业部

`长

号 : 03]2‘ 7-08017036123

收款单位:上海机械工业内燃机检测所

收费全额:壹万元



中国机拉工业联合会联络信息 :

券系人:何 宜璁 裴二阳

联系电话: V10—‘85舛 ,87/‘ 8594797.

联络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4‘

Γ-")ail:cn|iI11ysui(蓟 nei nct cn

传真:U1贮‘8” 49W

号

CNΛs 息 :

联系人:鲔京城 王忠

联系电话:01V‘
"05小

4`‘ 710991, 传真:Ⅱ 0‘ ,lOs0ss

逦讯地址}北京市崇文区甫龙市大街 8号  lO000n

E-mai1∶    ptacnas org cn

附件
“cN^sT灬 6a4|道 路用多缸柴i由机检测

”

二oˉ o年七月+四 日 二o一 o年七月十四日

能力骑证 逦知

联绔信

员会

主题词 ;

中田机械工业联合会 份

份

(存档 2

(存档 2

)

)中田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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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验证计划报名表

注;请摈写实验室的全称 已获或 lE在 申请 C丬Λs认可的实验室 按认i或 中请认可

的名称填写

邯 IⅡ 共 贝

勾氘∫,‘ 8"-

计 k●ll名 劭 i|迫
·,"芗 缸呔汕机仆山 C、Λs 1闸 563

爹加岣铡试/

恻查项凵为

彐

□

□

□

iJ

!∷ i|!∫

CO

P‖

燃汕汕杠{ 剡!k

ⅡC  、0X

实验宜认可证

义验{z称 (

地址 眦痂 (

|号Ι

i火 文 )

火文 )

啾系人 (Ⅱ 火文 )

|L话 /l专 萁/[-"^1.

剁刂i式 /坝刂

童项冂为

个祁荻认·f

仝部非认可

nf分茯认可 (tl出顶日名称)

□

□

□

佼准顶

"的
屁什测丑iε 丿J(最小不仙t⒚ )为 (仅疹加校祉汁划的实验宣填写 )

氵1|||∫∶l‘

1 苦义lv0响 认Π范围内包含火个

"划
Ⅱ的仝部或邯分测试/恻 量项 凵 *验 ∴茕应

参加萸认

"0J命
部项口 否则 纬贝侑械视为不满息纰杲 己在 V|t内 珍加过捆

同项 冂日结桀 ,·
L· 的实崎肓可白恧参加 .

2 实验宝丿Ⅱ独立地芜砹能丿J验证计划项 日的试验 ;

3 对
"J见

了亻j问逦和不满古|.呆 的义验甘 CⅥ s珩矬议或耍术±L丌琅纠r怙施 ;

1 对+轧染汕意的项 Ⅱ在 C\Λs岣奋类评

"Ⅱ
刂适

·
i根拊估况考瘪简化佃关灿1目

的能丿J腧认过f1I

; 在吨力驳证绗果Jk仃中 山T为实lv⊥保苫瓜曰 均以实l/亢 的爹lll代 码表述 ;

b 实验宣拟好狠名表并延回9|,k机 ·ljn 不〃∫无lt讴

"本
次讦划

实验肓负责人答冫;

t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