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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NAS 认可的能力验证提供者 2015 年开展能力验证计划领域信息 

 

一、参照 CNAS-AL07《CNAS 能力验证领域和频次表》提供的能力验证计划领域

清单 
行业/领域 子领域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金属与合

金类材料

与制品 

化学分析 

北京中实国金国际实验

室能力验证研究有限公

司 

http://www.nil.org.cn  

联系人：闫冬霞，高文工 

电话：010-62188330/62187209/62181165 

传真：010-62181163 

E-mail：nilpt@analysis.org.cn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电话：021-26648701/26641044 

传真：021-26648701 

E-mail：jihl@baosteel.com;13918819060@139.com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富锦路 655 号 

邮编：201900 

物理性能  

北京中实国金国际实验

室能力验证研究有限公

司 

http://www.nil.org.cn  

联系人：闫冬霞，高文工 

电话：010-62188330/62187209/62181165 

传真：010-62181163 

E-mail：nilpt@analysis.org.cn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电话：021-26648701/26641044 

传真：021-26648701 

E-mail：jihl@baosteel.com;13918819060@139.com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富锦路 655 号 

邮编：201900 

机械性能 

北京中实国金国际实验

室能力验证研究有限公

司 

http://www.nil.org.cn  

联系人：闫冬霞，高文工 

电话：010-62188330/62187209/62181165 

传真：010-62181163 

E-mail：nilpt@analysis.org.cn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

筑工程检测中心 

http://www.cabr-betc.com 

联系人：杨慧、张乐群、昌文芳 

电话: 010-64517844、64517804、64517807 

E-mail：nengliyanzheng@sina.com 

无损检测 

北京中实国金国际实验

室能力验证研究有限公

司 

http://www.nil.org.cn  

联系人：闫冬霞，高文工 

电话：010-62188330/62187209/62181165 

传真：010-62181163 

E-mail：nilpt@analysis.org.cn 

矿物 化学分析 

北京中实国金国际实验

室能力验证研究有限公

司 

http://www.nil.org.cn  

联系人：闫冬霞，高文工 

电话：010-62188330/62187209/62181165 

传真：010-62181163 

E-mail：nilpt@analysi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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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矿物 化学分析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电话：021-26648701/26641044 

传真：021-26648701 

E-mail：jihl@baosteel.com;13918819060@139.com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富锦路 655 号 

邮编：201900 

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http://www.sticm.org；http://www.ptplab.net 

联系人：张庆建 

电话：0532-80885832，0532-80885833 

传真：0532-86900351 

地址：青岛市黄岛区黄河东路 99 号 

邮编：266500 

E-mail：ptp_mineral_sdciq@163.com 

石油及相

关产品 

化学分析 

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http://www.sticm.org；http://www.ptplab.net 

报名：赵丽 电话：13792890896、0532-80885861 

咨询：邓可 13854226544 0532-80885866 

郭武 13969680757 

传真：0532-86900315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黄河东路 99 号 

邮编：266500  

E-mail：oil-pt@vip.163.com 

财务：0532-80885899 传真：0532-86909630 

邮箱：qd80885888@163.com 

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石油

化工品安全检测分中心 

http://www.ciqoiltest.com 

联系人：王群威、王豪 

电话：0574-87022678、0574-87022677 

手机：13396646708、13819870227 

传真：0574-87022682 

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马园路 9 号 2201 房间

邮编：315012 

E-Mail：wangqw@nbciq.gov.cn;wanghao@nbciq.gov.cn

物理性能  

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http://www.sticm.org；http://www.ptplab.net 

报名：赵丽 电话：13792890896、0532-80885861 

咨询：邓可 13854226544 0532-80885866 

郭武 13969680757 

传真：0532-86900315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黄河东路 99 号 

邮编：266500  

E-mail：oil-pt@vip.163.com 

财务：0532-80885899 传真：0532-86909630 

E-mail：qd80885888@163.com 

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http://www.iqtc.cn/Proficiency-Testing.html 

联系人：刘能盛 

电话：020-38290385、020-38290392 

传真：020-38290385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珠江新城花城大道 66 号国检大厦 

B 座 1601 室 

邮编：510623 

E-mail：chengf@iqt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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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高分子及

复合材料 

化学分析  

北京中实国金国际实验

室能力验证研究有限公

司 

http://www.nil.org.cn  

联系人：闫冬霞，高文工 

电话：010-62188330/62187209/62181165 

传真：010-62181163 

E-mail：nilpt@analysis.org.cn 

山东非金属材料研究所 

http://www.cmml.com.cn 

联系人：刘运峰 

电话：0531-85878113、0531-85878105 

传真: 0531-85062524 

地址：济南市天桥区田家庄东路3号（济南市108信箱）

邮编：250031 

E-mail：cnaspt0017@126.com 

深圳华测检测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http://www.cti-cert.com/business/index.aspx?bid

=185  

联系人：李强 陈丽媛 

电话：0755-3368-4238/1312 

传真：0755-33683385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 70 区鸿威工业园 C 栋 

邮编：518101 

E-mail:liqiang3@cti-cert.com 

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石油

化工品安全检测分中心 

http://www.ciqoiltest.com 

联系人：叶佳楣 袁丽凤 

电话：0574-87022680、0574-87022682 

传真：0574-87022682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马园路 9 号 2201 房间 

邮编：315012  

E-mail：184675825@qq.com;yuanlf@nbciq.gov.cn 

物理性能  

山东非金属材料研究所 

http://www.cmml.com.cn 

联系人：刘运峰 

电话：0531-85878113、0531-85878105 

传真: 0531-85062524 

地址：济南市天桥区田家庄东路3号（济南市108信箱）

邮编：250031 

E-mail：cnaspt0017@126.com 

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石油

化工品安全检测分中心 

http://www.ciqoiltest.com 

联系人：叶佳楣 袁丽凤 

电话：0574-87022680、0574-87022682 

传真：0574-87022682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马园路 9 号 2201 房间 

邮编：315012  

E-mail：184675825@qq.com;yuanlf@nbciq.gov.cn 

机械性能 山东非金属材料研究所 

http://www.cmml.com.cn 

联系人：刘运峰 

电话：0531-85878113、0531-85878105 

传真: 0531-85062524 

地址：济南市天桥区田家庄东路3号（济南市108信箱）

邮编：250031 

E-mail：cnaspt0017@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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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食品 

营养成分  

辽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http://www.lnciq.gov.cn/nsjg/jszx/nlyzhclsh 

联系人：王秋艳 

电话：0411-82635598 

传真：0411-82583816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长江东路 60 号 

E-mail：LNDLWQY@163.com;lnclsh@126.com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

院测试评价中心 

http://www.acas.com.cn 

联系人：王秀君、赵红阳 

电话：010-85771229、85773355-2236、85786295 

传真：010-85752707 

E-mail:acas_pt@126.com;acas_pt@163.com 

大连中食国实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 

http://www.cfapa.com 

联系人：李哲 

电话：0411-66886157  

传真：0411-66886167 

E-mail: cfapa@sina.com 

重金属 

辽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http://www.lnciq.gov.cn/nsjg/jszx/nlyzhclsh 

联系人：王秋艳 

电话：0411-82635598 

传真：0411-82583816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长江东路 60 号 

E-mail：LNDLWQY@163.com; lnclsh@126.com 

山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http://www.sxciqtc.com 

联系人：苑利 

电话：0351-6160279； 

E-mail：sxciq_01@163.com 

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http://www.sdfata.org 

联系人： 

张文皓 15092070095 

王境堂 13854292238  

传真：0532-80885766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瞿塘峡路 70 号 

邮编：266002 

E-mail：ysptsdciq@126.com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

院测试评价中心 

http://www.acas.com.cn 

联系人：王秀君、赵红阳 

电话：010-85771229、85773355-2236、85786295 

传真：010-85752707 

E-mail:acas_pt@126.com;acas_pt@163.com 

北京中实国金国际实验

室能力验证研究有限公

司 

http://www.nil.org.cn 

联系人：闫冬霞，高文工 

电话：010-62188330/62187209/62181165 

传真：010-62181163 

E-mail：nilpt@analysis.org.cn 

大连中食国实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 

http://www.cfapa.com 

联系人：李哲 

电话：0411-66886157  

传真：0411-66886167 

E-mail: cfapa@sina.com 



5 
 

 

行业/领域 子领域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食品 

添加剂 

辽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http://www.lnciq.gov.cn/nsjg/jszx/nlyzhclsh 

联系人：王秋艳 

电话：0411-82635598 

传真：0411-82583816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长江东路 60 号 

E-mail：LNDLWQY@163.com; lnclsh@126.com 

沈阳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院 

http://www.syzjy.com 

联系人：丁婉婷  王冬妍 

电话/传真：024-25893230 

通讯地址：沈阳市铁西区滑翔路 26 号 

邮编：110022 

E-mail：syzjyptp@126.com 

山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http://www.sxciqtc.com 

联系人：杜利君 

电话：13994222364 

E-mail：wuji_du@163.com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

院测试评价中心 

http:// www.acas.com.cn  

联系人：王秀君、赵红阳 

电话：010-85771229、85773355-2236、85786295 

传真：010-85752707 

E-mail:acas_pt@126.com;acas_pt@163.com 

大连中食国实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 

http://www.cfapa.com 

联系人：李哲 

电话：0411-66886157  

传真：0411-66886167 

E-mail: cfapa@sina.com 

药物残留  

辽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http://www.lnciq.gov.cn/nsjg/jszx/nlyzhclsh 

联系人：王秋艳 

电话：0411-82635598 

传真：0411-82583816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长江东路 60 号 

E-mail：LNDLWQY@163.com; lnclsh@126.com 

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http://www.sdfata.org 

联系人： 

（农药残留）汤志旭 13356886188 

            王建华 13954215719 

            刘靖靖 13793212095 

            罗 忻  13864807292 

（兽药残留）王凤美 18561350586 

            许 辉  18661681930 

传真：（农药残留）0532-80885761 

     （兽药残留）0532-80885739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瞿塘峡路 70 号 

邮编：266002 

E-mail：（农药残留）ptsdciq@163.com 

       （兽药残留）sdciqfata612@gmail.com 

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动植物与食品检测中心 

http://www.apfic.com/ 

联系人：沈崇钰 

电话：025-52345189 

E-mail：shency@jsciq.gov.cn;shchy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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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食品 

药物残留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

院测试评价中心 

http:// www.acas.com.cn  

联系人：王秀君、赵红阳 

电话：010-85771229、85773355-2236、85786295 

传真：010-85752707 

E-mail:acas_pt@126.com;acas_pt@163.com 

大连中食国实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 

http://www.cfapa.com 

联系人：李哲 

电话：0411-66886157  

传真：0411-66886167 

E-mail: cfapa@sina.com 

毒素 

辽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http://www.lnciq.gov.cn/nsjg/jszx/nlyzhclsh 

联系人：王秋艳 

电话：0411-82635598 

传真：0411-82583816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长江东路 60 号 

E-mail：LNDLWQY@163.com; lnclsh@126.com 

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http://www.sdfata.org 

联系人： 

赵华梅 13969782070 

吴振兴 13853274865 

传真：0532-80885626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瞿塘峡路 70 号 

邮编：266002 

E-mail：lilaczhm@163.com;zhxwoo@126.com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

院测试评价中心 

http:// www.acas.com.cn  

联系人：王秀君、赵红阳 

电话：010-85771229、85773355-2236、85786295 

传真：010-85752707 

E-mail:acas_pt@126.com;acas_pt@163.com 

大连中食国实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 

http://www.cfapa.com 

联系人：李哲 

电话：0411-66886157  

传真：0411-66886167 

E-mail: cfapa@sina.com 

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http://www.iqtc.cn/Proficiency-Testing.html 

联系人：刘青、庞世琦 

电话：020-38290331、020-38290272 

传真：020 -38290325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珠江新城花城大道 66 号国检大厦 

B 座 1408 室 

邮编：510623 

电子邮箱：psqciq@163.com;liuq@iqtc.cn  

微生物 
辽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http://www.lnciq.gov.cn/nsjg/jszx/nlyzhclsh 

联系人：王秋艳 

电话：0411-82635598 

传真：0411-82583816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长江东路 60 号 

E-mail：LNDLWQY@163.com; lnclsh@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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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食品 

微生物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

院测试评价中心 

http:// www.acas.com.cn  

联系人：王秀君、赵红阳 

电话：010-85771229、85773355-2236、85786295 

传真：010-85752707 

E-mail:acas_pt@126.com;acas_pt@163.com 

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http://www.iqtc.cn/Proficiency-Testing.html 

联系人：袁慕云、翁文川 

电话：020-38290270、020-38297002 

传真：020-38290325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珠江新城花城大道 66 号国检大厦

B 座 10 楼 1012 室食品实验室 

邮编：510623 

E-mail:ymyciq@126.com 

大连中食国实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 

http://www.cfapa.com 

联系人：李哲 

电话：0411-66886157  

传真：0411-66886167 

E-mail: cfapa@sina.com 

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http://www.sdfata.org 

联系人： 

唐 静  0532-80885613 

姜英辉 0532-80885631 

传真：0532-80885612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瞿塘峡路 70 号 

邮编：266002 

E-mail：wswpt@163.com 

转基因 

辽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http://www.lnciq.gov.cn/nsjg/jszx/nlyzhclsh 

联系人：王秋艳 

电话：0411-82635598 

传真：0411-82583816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长江东路 60 号 

E-mail：LNDLWQY@163.com;lnclsh@126.com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

院测试评价中心 

http:// www.acas.com.cn  

联系人：王秀君、赵红阳 

电话：010-85771229、85773355-2236、85786295 

传真：010-85752707 

E-mail:acas_pt@126.com;acas_pt@163.com 

环境保护 水化学分析  

北京中实国金国际实验

室能力验证研究有限公

司 

http://www.nil.org.cn  

联系人：闫冬霞，高文工 

电话：010-62188330/62187209/62181165 

传真：010-62181163 

E-mail：nilpt@analysis.org.cn 

环境保护部标准样品研

究所 

http://www.ierm.com.cn 

联系人：邢小茹 

电话/传真：010-84665640/010-84640874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育慧南路 1 号 

邮编：100029 

E-mail: xing.xiaoru@ierm.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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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环境保护 

水化学分析 
深圳华测检测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http://www.cti-cert.com/business/index.aspx?bid

=185  

联系人：李强 陈丽媛 

电话：0755-3368-4238/1312 

传真：0755-33683385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 70 区鸿威工业园 C 栋 

邮编：518101 

E-mail:  liqiang3@cti-cert.com 

土壤化学分

析  

北京中实国金国际实验

室能力验证研究有限公

司 

http://www.nil.org.cn  

联系人：闫冬霞，高文工 

电话：010-62188330/62187209/62181165 

传真：010-62181163 

E-mail：nilpt@analysis.org.cn 

环境保护部标准样品研

究所 

http://www.ierm.com.cn 

联系人：邢小茹 

电话/传真：010-84665640/010-84640874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育慧南路 1 号 

邮编：100029 

E-mail: xing.xiaoru@ierm.com.cn 

丝、纤维和

纺织品 

化学分析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http://ptbjciq.org.cn/ 

联系人：胡雅洁、王琳譞 

电话：010-58619109、010-58619277 

传真：010-58619213 

E-mail:huyj@bjciq.gov.cn;katewlx@qq.com 

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工业产品检测中心纺织

实验室 

http://www.chinajsic.com/ 

联系人：吴梦笔、吴丽娜 

电话：025-25345220 

传真：025-52345210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华路 99 号 

邮编：210001 

邮箱：fzs@jsciq.gov.cn 

物理特性 

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丝类检测中心 

http://www.csilk.cn/ 

联系人：居培华 

电话：0571-56663377 

E-mail:jph@ziq.gov.cn 

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工业产品检测中心纺织

实验室 

http://www.chinajsic.com/ 

联系人：吴梦笔、吴丽娜 

电话：025-25345220 

传真：025-52345210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华路 99 号 

邮编：210001 

邮箱：fzs@jsciq.gov.cn 

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http://www.iqtc.cn/Proficiency-Testing.html 

联系人：李树荣、张晓利、李慧 

电话：020-38290451、020-38290453；020-38290429 

传真：020 -38290439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珠江新城花城大道 66 号国检大厦 

B 座 6 楼 615 室纺织实验室 

邮编：510623 

E-mail：lisr@iqtc.cn；lih@iqt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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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煤及相关

产品 

煤常规分析  

北京中实国金国际实验

室能力验证研究有限公

司 

http://www.nil.org.cn  

联系人：闫冬霞，高文工 

电话：010-62188330/62187209/62181165 

传真：010-62181163 

E-mail：nilpt@analysis.org.cn 

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检测中心 

http://www.ccqtc.com 

联系人：李婷、杨华玉 

电话：010-84262376、010-84264877 

传真：010-84263944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青年沟东路 5号 

邮编：100013 

E-mail:litingjilin@163.com;yanghy425@163.com 

秦皇岛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煤炭检测技术中心 

http://www.ciqcitc.org/ 

联系人：王鑫焱、张衡 

电话：0335-5997723、0335-5997725 

传真：0335-5997725 

地址：秦皇岛市海港区建设大街东段 188 号 

邮编：066000 
E-mail:qhdcitcpt@163.com 

山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http://www.sxciqtc.com 

联系人：潘亚利 

电话：0351-6160307 

E-mail：pyltn2006@163.com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http://pt.ctc.ac.cn/ 

联系人：朱晓玲、王瑞海 

电话：010-51167483、51167792、51167407 

传真：010-51167482、65471658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管庄东里 1 号中国建材院 

邮编：100024 

E-mail: 

zxl@ctc.ac.cn; wss@ctc.ac.cn; wrh@ctc.ac.cn 

煤灰特性分

析  

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检测中心 

http://www.ccqtc.com 

联系人：李婷、杨华玉 

电话：010-84262376、010-84264877 

传真：010-84263944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青年沟东路 5号 

邮编：100013 

E-mail:litingjilin@163.com;yanghy425@163.com 

秦皇岛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煤炭检测技术中心 

http://www.ciqcitc.org/ 

联系人：王鑫焱、张衡 

电话：0335-5997723、0335-5997725 

传真：0335-5997725 

地址：秦皇岛市海港区建设大街东段 188 号 

邮编：066000 

E-mail:qhdcitcpt@163.com 

电气 材料试验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 

http://www.btihea.com/cnas.html 

联系人：冯涛、李勍 

电话：010-63162443 

E-mail:liq@chear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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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电气 

材料试验 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cvc.org.cn 能力验证专栏 

联系人：罗燕平 

电话：020-32293678 

传真：020-32293889 转 3678 

地址：广州市科学城开泰大道天泰一路 3 号 

邮编：510663 

E-mail: luoyp@cvc.org.cn  

电 学 试 验

（输入功率

和电流、泄

漏电流和电

气强度、接

地措施、温

升试验等）  

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cvc.org.cn 能力验证专栏 

联系人：罗燕平 

电话：020-32293678 

传真：020-32293889 转 3678 

地址：广州市科学城开泰大道天泰一路 3 号 

邮编：510663 

E-mail: luoyp@cvc.org.cn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 

http://www.btihea.com/cnas.html 

联系人：冯涛、李勍 

电话：010-63162443 

E-mail:liq@cheari.com 

上海电缆研究所检测中

心 

/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 

http://www.ticw.com.cn/gonggao_view.asp?id=252 

联系人：李娜 羌颖杰 

电话/传真：021-65494605-2008、2090 

/021-65490171 

通讯地址：上海市军工路 1000 号 

邮编：200093 

E-mail:lina@ticw.com.cn 

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机电产品检测技术中心 

http://smec.shciq.gov.cn 

联系人：姜瀛洲 

电话：021-38620831 

传真：021-68546965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1208 号 

邮编：200135 

E-mail: jiangyz@shciq.gov.cn 

结构判定 

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cvc.org.cn 能力验证专栏 

联系人：罗燕平 

电话：020-32293678 

传真：020-32293889 转 3678 

地址：广州市科学城开泰大道天泰一路 3 号 

邮编：510663 

E-mail: luoyp@cvc.org.cn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 

http://www.btihea.com/cnas.html 

联系人：冯涛、李勍 

电话：010-63162443 

E-mail:liq@cheari.com 

上海电缆研究所检测中

心 

/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 

http://www.ticw.com.cn/gonggao_view.asp?id=252

联系人：李娜 羌颖杰 

电话/传真：021-65494605-2008、2090 

/021-65490171 

通讯地址：上海市军工路 1000 号 

邮编：200093 

E-mail:lina@ticw.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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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电气 

性能测试  

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cvc.org.cn 能力验证专栏 

联系人：罗燕平 

电话：020-32293678 

传真：020-32293889 转 3678 

地址：广州市科学城开泰大道天泰一路 3 号 

邮编：510663 

E-mail: luoyp@cvc.org.cn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 

http://www.btihea.com/cnas.html 

联系人：汪超、李勍 

电话：010-63162443 

E-mail:liq@cheari.com 

中标能效科技（北京）有

限公司 

联系人：杨玉斋 

电话：010-60700939 

传真：010-60700964 

通讯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永安路 36 号 

邮编：102200 

E-mail:yangyzh@cnis.gov.cn 

有害物质测

试  

北京中实国金国际实验

室能力验证研究有限公

司 

http://www.nil.org.cn  

联系人：闫冬霞，高文工 

电话：010-62188330/62187209/62181165 

传真：010-62181163 

E-mail：nilpt@analysis.org.cn 

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cvc.org.cn 能力验证专栏 

联系人：罗燕平 

电话：020-32293678 

传真：020-32293889 转 3678 

地址：广州市科学城开泰大道天泰一路 3 号 

邮编：510663 

E-mail: luoyp@cvc.org.cn  

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http://www.iqtc.cn/Proficiency-Testing.html 

联系人：吴婷、何晓红 

电话：020-38290661-221、229 

传真：020-38290599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珠江新城花城大道 66 号国检大厦 B

座 11 楼 1105 室玩具实验室 

邮编：510623 

电子邮箱：mdg@iqtc.cn 

深圳华测检测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http://www.cti-cert.com/business/index.aspx?bid

=185  

联系人：李强 陈丽媛 

电话：0755-3368-4238/1312 

传真：0755-33683385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 70 区鸿威工业园 C 栋 

邮编：518101 

E-mail:  liqiang3@cti-ce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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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兽医及动

植物检验

兽医及动

植物检验

检检疫 

微生物检验  

辽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http://www.lnciq.gov.cn/nsjg/jszx/nlyzhclsh 

联系人：王秋艳 

电话：0411-82635598 

传真：0411-82583816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长江东路 60 号 

E-mail：LNDLWQY@163.com; lnclsh@126.com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http://ptbjciq.org.cn/ 

动检联系人： 

任  彤 010-58648016 

肖春芳 010-61506779 

张利峰 010-58648624 

传真：010-61506779 

E-mail:PT0012@126.com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土桥新桥 2 号 

邮编：101113 

植检联系人：边勇 

电话：010-58648597 

地址：北京顺义天竺空港工业区天柱东路乙 3号 

E-mail：biany@bjciq.gov.cn 

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http://www.iqtc.cn/Proficiency-Testing.html 

联系人：田纯见、鱼海琼 

电话：020-38290435 

传真：；020-38290422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珠江新城花城大道 66 号广东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动物检疫实验室 

邮编：510623 

电子邮箱：tianchj@iqtc.cn；haiqiongyu@139.com 

物种和组织

结构鉴定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http://ptbjciq.org.cn/ 

联系人：边勇 

电话：010-58648597 

地址：北京顺义天竺空港工业区天柱东路乙 3号 

E-mail：biany@bjciq.gov.cn 

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http://www.iqtc.cn/Proficiency-Testing.html 

联系人：梁帆、林莉、吴海荣、吴佳教 

电话：020-38290952；020-38290936、13826440935；

020-38290672 

传真：020-38290951 

通讯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花城大道 66

号 B706 

邮编：510623 

E-mail: liangf@iqtc.cn; wuhr@iqtc.cn；

wujj@iqtc.cn；haiqiongyu@139.com 

公共卫生

和医疗保

健 
梅毒检测  湖北省临床检验中心 

http://www.hbccl.cn 

联系人：曾明 

电话：027-87273699 

E-mail:hbljzx@163.com;zwp888@yea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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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公 共 卫 生

和 医 疗 保

健 

乙型肝炎

检测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http://www.clinet.com.cn 

联系人：王治国 

电话：010-58115054 

E-mail: Zhiguo_w@sina.com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http://www.sccl.org.cn 

联系人：张健 

电话：021-68316300-1111 

E-mail: zhangjian@sccl.org.cn 

湖北省临床检验中心 

http://www.hbccl.cn 

联系人：曾明 

电话：027-87273699 

E-mail:hbljzx@163.com;zwp888@yeah.com 

丙型肝炎

检测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http://www.clinet.com.cn 

联系人：王治国 

电话：010-58115054 

E-mail: Zhiguo_w@sina.com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http://www.sccl.org.cn 

联系人：张健 

电话：021-68316300-1111 

E-mail: zhangjian@sccl.org.cn 

湖北省临床检验中心 

http://www.hbccl.cn 

联系人：曾明 

电话：027-87273699 

E-mail:hbljzx@163.com;zwp888@yeah.com 

血液分析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http://www.clinet.com.cn 

联系人：王治国 

电话：010-58115054 

E-mail: Zhiguo_w@sina.com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http://www.sccl.org.cn 

联系人：张健 

电话：021-68316300-1111 

E-mail: zhangjian@sccl.org.cn 

湖北省临床检验中心 

http://www.hbccl.cn 

联系人：曾明 

电话：027-87273699 

E-mail:hbljzx@163.com;zwp888@yeah.com 

体液分析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http://www.clinet.com.cn 

联系人：王治国 

电话：010-58115054 

E-mail: Zhiguo_w@sina.com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http://www.sccl.org.cn 

联系人：张健 

电话：021-68316300-1111 

E-mail: zhangjian@sccl.org.cn 

湖北省临床检验中心 

http://www.hbccl.cn 

联系人：曾明 

电话：027-87273699 

E-mail:hbljzx@163.com;zwp888@yea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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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公 共 卫 生

和 医 疗 保

健 
生化分析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http://www.clinet.com.cn 

联系人：王治国 

电话：010-58115054 

E-mail: Zhiguo_w@sina.com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http://www.sccl.org.cn 

联系人：张健 

电话：021-68316300-1111 

E-mail: zhangjian@sccl.org.cn 

湖北省临床检验中心 

http://www.hbccl.cn 

联系人：曾明 

电话：027-87273699 

E-mail:hbljzx@163.com;zwp888@yeah.com 

建工建材 

化学分析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http://pt.ctc.ac.cn/ 

联系人：朱晓玲、王瑞海 

电话：010-51167483、51167792、51167407 

传真：010-51167482、65471658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管庄东里 1 号中国建材院 

邮编：100024 

E-mail: 

zxl@ctc.ac.cn; wss@ctc.ac.cn; wrh@ctc.ac.cn 

北京中实国金国际实验

室能力验证研究有限公

司 

http://www.nil.org.cn  

联系人：闫冬霞，高文工 

电话：010-62188330/62187209/62181165 

传真：010-62181163 

E-mail：nilpt@analysis.org.cn 

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http://www.iqtc.cn/Proficiency-Testing.html 

联系人：刘卓钦、张志辉 

电话：020-38290561 

传真：020-38290729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珠江新城花城大道 66 号国检大厦 B 

座 8 楼 轻工实验室 

邮编：510623 

电子邮箱：zhangzh@iqtc.cn  

有害物质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http://pt.ctc.ac.cn/ 

联系人：朱晓玲、王瑞海 

电话：010-51167483、51167792、51167407 

传真：010-51167482、65471658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管庄东里 1 号中国建材院 

邮编：100024 

E-mail: 

zxl@ctc.ac.cn; wss@ctc.ac.cn; wrh@ctc.ac.cn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

筑工程检测中心 

http://www.cabr-betc.com 

联系人：杨慧、张乐群、昌文芳 

电话: 010-64517844、64517804、64517807 

E-mail：nengliyanzheng@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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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建工建材 

物理性能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

筑工程检测中心 

http://www.cabr-betc.com 

联系人：杨慧、张乐群、昌文芳 

电话: 010-64517844、64517804、64517807 

E-mail：nengliyanzheng@sina.com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http://pt.ctc.ac.cn/ 

联系人：朱晓玲、王瑞海 

电话：010-51167483、51167792、51167407 

传真：010-51167482、65471658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管庄东里 1 号中国建材院 

邮编：100024 

E-mail: 

zxl@ctc.ac.cn; wss@ctc.ac.cn; wrh@ctc.ac.cn 

北京中实国金国际实验

室能力验证研究有限公

司 

http://www.nil.org.cn  

联系人：闫冬霞，高文工 

电话：010-62188330/62187209/62181165 

传真：010-62181163 

E-mail：nilpt@analysis.org.cn 

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石油

化工品安全检测分中心 

http://www.ciqoiltest.com 

联系人：王群威、王豪 

电话：0574-87022678、0574-87022677 

手机：13396646708、13819870227 

传真：0574-87022682 

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马园路 9 号 2201 房间，

邮编：315012 

E-Mail：wangqw@nbciq.gov.cn;wanghao@nbciq.gov.cn

力学性能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

筑工程检测中心 

http://www.cabr-betc.com 

联系人：杨慧、张乐群、昌文芳 

电话: 010-64517844、64517804、64517807 

E-mail：nengliyanzheng@sina.com 

北京中实国金国际实验

室能力验证研究有限公

司 

http://www.nil.org.cn  

联系人：闫冬霞，高文工 

电话：010-62188330/62187209/62181165 

传真：010-62181163 

E-mail：nilpt@analysis.org.cn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http://pt.ctc.ac.cn/ 

联系人：朱晓玲、王瑞海 

电话：010-51167483、51167792、51167407 

传真：010-51167482、65471658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管庄东里 1 号中国建材院 

邮编：100024 

E-mail: 

zxl@ctc.ac.cn; wss@ctc.ac.cn; wrh@ctc.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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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玩具 

化 学 安

全 

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http://www.iqtc.cn/Proficiency-Testing.html 

联系人：吴婷、何晓红 

电话：020-38290661-221、229 

传真：020-38290599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珠江新城花城大道 66 号国检大厦 B 座

11 楼 1105 室玩具实验室 

邮编：510623 

电子邮箱：mdg@iqtc.cn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http://ptbjciq.org.cn/ 

联系人：杨晓兵、张冀飞 

电话：010-58648761、010-58648468 

传真：010-82403682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德政路 10 号 

E-mail:yangxb@bjciq.gov.cn;zhangjf@bjciq.gov.cn 

深圳华测检测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http://www.cti-cert.com/business/index.aspx?bid=185 

联系人：李强 陈丽媛 

电话：0755-3368-4238/1312 

传真：0755-33683385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 70 区鸿威工业园 C 栋 

邮编：518101 

E-mail:  liqiang3@cti-cert.com 

机 械 物

理性能 

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http://www.iqtc.cn/Proficiency-Testing.html 

联系人：何晓红 

电话：020-38290661-229 

传真：020-38290599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珠江新城花城大道 66 号国检大厦 B 座

11 楼 1105 室玩具实验室 

邮编：510623 

电子邮箱：mdg@iqtc.cn 

燃 烧 性

能 

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http://www.iqtc.cn/Proficiency-Testing.html 

联系人：何晓红 

电话：020-38290661-229 

传真：020-38290599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珠江新城花城大道 66 号国检大厦 B 座

11 楼 1105 室玩具实验室 

邮编：510623 

电子邮箱：mdg@iqtc.cn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http://ptbjciq.org.cn/ 

联系人：郑如兰、刘咏梅 

电话：010-58648739、010-58648510 

传真：010-82403682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德政路 10 号 

E-mail:zheng_rl@126.com;liuym@bjciq.gov.cn 

陶瓷 
有 害 元

素分析 

淄博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http://www.ptplab.net 

联系人：陶琳、许宏民 

电话：0533-3159582、0533-3159581 

传真：0532-3182596，3177717 

通讯地址：淄博柳泉路 63 号 

邮编：255000 

E-mail:pt0004@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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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照 CNAS-AL06《实验室认可领域分类》提供的能力验证计划领域清单（不

包含 CNAS-AL07 内已有领域） 

领域 分领域及代码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01生物 
0129遗传物质

的检测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

研究院测试评价中

心 

http://www.acas.com.cn 

联系人：王秀君、赵红阳 

电话：010-85771229、85773355-2236、85786295 

传真：010-85752707 

E-mail:acas_pt@126.com;acas_pt@163.com 

02化学 

0206.02陶瓷 

北京中实国金国际

实验室能力验证研

究有限公司 

http://www.nil.org.cn  

联系人：闫冬霞，高文工 

电话：010-62188330/62187209/62181165 

传真：010-62181163 

E-mail：nilpt@analysis.org.cn 

0209.03煤和

焦煤 

北京中实国金国际

实验室能力验证研

究有限公司 

http://www.nil.org.cn  

联系人：闫冬霞，高文工 

电话：010-62188330/62187209/62181165 

传真：010-62181163 

E-mail：nilpt@analysis.org.cn 

0226.10食品

中含酒精饮料 

山西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检验检疫技术

中心 

http://www.sxciqtc.com 

联系人：杜利君 

电话：13994222364 

E-mail：wuji_du@163.com 

0226.11食品

中软饮料和露

酒 

北京中实国金国际

实验室能力验证研

究有限公司 

http://www.nil.org.cn  

联系人：闫冬霞，高文工 

电话：010-62188330/62187209/62181165 

传真：010-62181163 

E-mail：nilpt@analysis.org.cn 

0226.13食品

中食用脂和油 

大连中食国实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cfapa.com 

联系人：李哲 

电话：0411-66886157  

传真：0411-66886167 

E-mail: cfapa@sina.com 

0244其他各杂

类材料与产品

中化学检测 

北京中实国金国际

实验室能力验证研

究有限公司 

http://www.nil.org.cn  

联系人：闫冬霞，高文工 

电话：010-62188330/62187209/62181165 

传真：010-62181163 

E-mail：nilpt@analysis.org.cn 

0234、0238、

0239空气 

环境保护部标准样

品研究所 

http://www.ierm.com.cn 

联系人：邢小茹 

电话/传真：010-84665640/010-84640874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育慧南路 1 号 

邮编：100029 

E-mail: xing.xiaoru@ierm.com.cn 

0232.10化肥

和石灰浸物质 

山东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检验检疫技术

中心 

http://www.sticm.org 

http://www.ptplab.net 

联系人：戚佳琳 15266233233 

王崇霖 13589304440 

传真：0532-80885829 

地址：青岛市黄岛区黄河东路 99 号 

邮箱：pt_f_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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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分领域及代码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02化学 0242颗粒筛分 

航空工业过滤产品

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新乡) 

http://www.zhjczx.com 

联系人：高振萍 

电话：0373-2829418 

传真：0373-2038486 

E-mail: zhjczx@126.com 

07医学 

0703.04细菌性

中微生物鉴定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

心 

http://www.clinet.com.cn 

联系人：王治国 

电话：010-58115054 

E-mail: Zhiguo_w@sina.com 

0704.01 寄生

虫检测和鉴定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检验检疫技术

中心 

http://ptbjciq.org.cn/ 

联系人：赵静  

电话：010-64592197  

传真：010-64596062 

地址：北京市首都机场南路东里 19 号 

邮编：100621 

电子邮箱：tianj@bjciq.gov.cn 

0705 病毒学 

广东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检验检疫技术

中心 

http://www.iqtc.cn/Proficiency-Testing.html 

联系人：师永霞 

电话：020-82270685 

传真：020-82270685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港湾路 13 号卫检室 

邮编：510700 

电子邮箱：hql@iqtc.cn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

心 

http://www.clinet.com.cn 

联系人：王治国 

电话：010-58115054 

E-mail: Zhiguo_w@sina.com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

心 

http://www.sccl.org.cn 

联系人：张健 

电话：021-68316300-1111 

E-mail: zhangjian@sccl.org.cn 

湖北省临床检验中

心 

http://www.hbccl.cn 

联系人：曾明 

电话：027-87273699 

E-mail:hbljzx@163.com;zwp888@yea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