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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领域开展能力验证参考信息 

（2019.9.12 更新） 
1.本表所列参考信息是参照 CNAS-RL02《能力验证规则》中附录 B《能力验证领域和频次表》的规定提供的能力验证领域

清单 

2.其他能力验证信息请在 CNAS网站能力验证专栏中能力验证提供者计划清单中查找 

具体网址：https://www.cnas.org.cn/fwzl/nlyzzl/nlyztgzjhqd/index.shtml 

3.国外已获认可能力验证提供者开展的能力验证计划可查询 eptis数据库 
行业/领域 子领域 对应的项目参数 提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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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分分析 

（具体项目参数详见

PTP认可能力范围）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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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央研

究院（技术中心）研发保障中

心 

联系人：纪红玲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富锦路 655号 

电话：021-26648701 

邮编：201900 

E-mail:13918819060@139.com 

上海材料研究所检测中心 

http:// www.sct.org.cn 

联系人：姚佳人、芶斌 

电话：021-65556775-296 

传真：021-65552672 

地址：上海市邯郸路 99号 

邮编：200437 

E-mail:540861500@qq.com 

山东省冶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司能力验证中心 

网址：www.synlyz.com 

联系人：王向阳 支浩 

电话：0531-88593053/88593039 

传真：0531-88593053 

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解放东路 66 号 

邮编：250014  

E-mail: syptp2018@163.com 

https://www.cnas.org.cn/fwzl/nlyzzl/nlyztgzjhqd/index.shtml
http://www.nil.org.cn/
http://www.synly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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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对应的项目参数 提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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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性能  
金相组织、微区定量分

析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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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央研

究院（技术中心）研发保障中

心 

联系人：纪红玲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富锦路 655号 

电话：021-26648701   

邮编：201900 

E-mail:13918819060@139.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航空工业（新乡）计测科技有

限公司 

电话：0373-2829418 

E-mail：kldjlz@126.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上海材料研究所检测中心 

http:// www.sct.org.cn 

联系人：姚佳人、芶斌 

电话：021-65556775-296 

传真：021-65552672 

地址：上海市邯郸路 99号  

邮编：200437 

E-mail:540861500@qq.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山东省冶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司能力验证中心 

网址：www.synlyz.com 

联系人：王向阳 支浩 

电话：0531-88593053/88593039 

传真：0531-88593053 

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解放东路 66 号  

邮编：250014  

E-mail: syptp2018@163.com 

机械性能 
拉伸性能、夏比冲击、

硬度、持久蠕变试验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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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央研

究院（技术中心）研发保障中

心 

联系人：纪红玲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富锦路 655号 

电话：021-26648701 

邮编：201900  E-mail:13918819060@139.com 

http://www.nil.org.cn/
mailto:kldjlz@126.com
http://www.synlyz.com/
http://www.nil.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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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对应的项目参数 提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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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性能 
拉伸性能、夏比冲击、

硬度、持久蠕变试验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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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10-64517844 

E-mail：cabr_nlyz@163.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报名网址：cem.ctc.ac.cn  

能力验证专栏网址：pt.ctc.ac.cn  

联系方式：010-51167792/51167482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皮革制鞋研究院有限公司

检测中心 

www.cnfqi.com 

电话：010-64337946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浙江国检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电话：0573-86161208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上海材料研究所检测中心 

http:// www.sct.org.cn 

联系人：姚佳人、芶斌 

电话：021-65556775-296   传真：021-65552672 

地址：上海市邯郸路 99号   邮编：200437 

E-mail:540861500@qq.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山东省冶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司能力验证中心 

网址：www.synlyz.com 

联系人：王向阳 支浩 

电话：0531-88593053/88593039 

传真：0531-88593053 

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解放东路 66 号 

邮编：250014  

E-mail: syptp2018@163.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河北世纪建筑材料设备检验有

限公司 

联系人：田莉 

电话：18132217071 

金属与合金

类材料与制

品 

无损检测 

超声波法检测、射线法

检测、磁粉检测和渗透

检测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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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上海材料研究所机械工业无损

检测中心 

www.srimndt.com/ 

电话：021-65556775-412/483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无

损检测中心 

王婵 

029-86153698 

E-mail:2438843709@qq.com 

http://www.cabr-betc.com/
http://www.cnfqi.com/
http://www.synlyz.com/
http://www.nil.org.cn/
http://www.srimndt.com/


4 
 

行业/领域 子领域 对应的项目参数 提供方式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矿物 化学分析 

成分分析 

（具体项目参数详见

PTP认可能力范围）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山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

疫技术中心 

电话：0351-6160307 

E-mail:sxciq_01@163.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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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央研

究院（技术中心）研发保障中

心 

联系人：纪红玲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富锦路 655号 

电话：021-26648701 

邮编：201900 

E-mail:13918819060@139.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大连海关技术中心 

http://www.lnciq.gov.cn/zsdw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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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nlyz@126.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青岛海关技术中心 

联系人：岳春雷、邹雯雯 

电话：0532-80885833、0532-80885832 

E-mail：kc80885832@163.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报名网址：cem.ctc.ac.cn 

能力验证专栏网址：pt.ctc.ac.cn  

联系方式：010-51167792/51167482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南京海关工业产品检测中心 

http://www.chinajsic.com/ 

电话：025-52345199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北仑海关综合技术服务中心 联系人：付冉冉  电话：13586860689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山东省冶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司能力验证中心 

网址：www.synlyz.com 

联系人：王向阳 支浩 

电话：0531-88593053/88593039 

传真：0531-88593053 

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解放东路 66 号 

邮编：250014 E-mail: syptp2018@163.com 

http://www.nil.org.cn/
http://www.lnciq.gov.cn/zsdwx/jszx/nlyzhclsh
http://www.chinajsic.com/电话：025-52345199
http://www.chinajsic.com/电话：025-52345199
http://www.synly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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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对应的项目参数 提供方式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石油及相关

产品 
化学分析 

成分分析 

（具体项目参数详见

PTP认可能力范围）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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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青岛海关技术中心 

（1）苯含量、MTBE含量、甲醇含量、芳烃含量等 

联系人：王静静    

电话：0532-80885861 

E-mail：ptplab.net;oil-pt@vip.163.com 

（2）C3组分、C4组分、C5组分、甲烷等 

联系人：刘一龙     

电话：13205328280 

E-mail：9980960@qq.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宁波海关技术中心 

网址：www.nbciqtc.com 

联系人：王豪 0574-87022678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高新区清逸路 66号 A座 920房间 

E-mail：3157311566@qq.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青岛赛时检验有限公司 

网址：www.qdsaishi.com 

联系人：郭武     电话：13969680757 

E-mail：saishi@vip.163.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机械工业油品检验评定中心 

http:// www.gti-oil.com 

联系人：丘晖饶 

电话：020-32388373   传真：020-32389648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新瑞路 2号 

邮编：510530       E-mail：pjs@gti-oil.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山东非金属材料研究所 www.cmml.com.cn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天然气研究

院天然气分析测试研究所 

联系人：周理 

电话：13568803750 

http://www.nil.org.cn/
http://www.nbciqtc.com/
mailto:3157311566@qq.com
http://www.gti-oil.com/
http://www.cmm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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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对应的项目参数 提供方式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石油及相关

产品 
物理性能 

密度、运动粘度、倾点、

常压馏程、冷凝点、闭

口闪点、开口闪点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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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青岛海关技术中心 

联系人：王静静 

电话：0532-80885861 

E-mail：ptplab.net;oil-pt@vip.163.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山东非金属材料研究所 www.cmml.com.cn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广州海关技术中心 

https://ptp.iqtc.cn/  

化矿金实验室 

020-38290385、020-38290392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宁波海关技术中心 

网址：www.nbciqtc.com 

联系人：王豪 0574-87022678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高新区清逸路 66号 A座 920房间 

E-mail：3157311566@qq.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航空工业（新乡）计测科技有

限公司 

电话：0373-2829418 

E-mail：kldjlz@126.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青岛赛时检验有限公司 

网址：www.qdsaishi.com 

联系人：郭武     

电话：13969680757 

邮箱：saishi@vip.163.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机械工业油品检验评定中心 

http:// www.gti-oil.com 

联系人：丘晖饶 

电话：020-32388373    

传真：020-32389648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新瑞路 2号 

邮编：510530        

E-mail：pjs@gti-oil.com 

http://www.nil.org.cn/
http://www.cmml.com.cn/
http://www.nbciqtc.com/
mailto:3157311566@qq.com
mailto:kldjlz@126.com
http://www.gti-o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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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对应的项目参数 提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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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料中的苯、甲苯、二

甲苯；塑料中 RoHS(铅、

镉、汞)、邻苯二甲酸酯、

多溴联苯醚；皮革中五

氯苯酚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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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青岛海关技术中心 

联系人：邓可 

电话：0532-80885856 E-mail：qdfcmlab@163.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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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孙轩 

电话：010-68144996  E-mail:sunx@cheari.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广州海关技术中心 

https://ptp.iqtc.cn/  

化矿金实验室 020-38290373 

食品接触材料实验室 020-38290551-602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http://pt.cti-cert.com 

联系人：吴映叶/章金 电话：0755-33683795/0755-33635089 

E-Mail：crm@cti-cert.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宁波海关技术中心 

网址：www.nbciqtc.com 

联系人：王豪 0574-87022678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高新区清逸路 66号 A座 920房间 

E-mail：3157311566@qq.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泉州海关综合技术服务中心 newpop@foxmail.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优尔鸿信检测技术(深圳)有限

公司 

联系人：吳绮蓉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油松第十工业区东环二路二号 106#   

邮编：518109 

电话：0755-27706168 Ext: 69190 

E-mail：hzlh-cmc-qa3@mail.foxconn.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广

州分公司能力验证中心 

联系人：何晓燕 

电话：020-82155702 

E-Mail：jane.he@sgs.com 

http://www.nil.org.cn/
http://www.btihea.com/cnas.html
http://pt.cti-cert.com/
http://www.nbciqtc.com/
mailto:3157311566@qq.com
mailto:newpop@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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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对应的项目参数 提供方式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高分子及复

合材料 
物理性能 

塑料（密度、熔体流动

速率、氧指数）、维卡

软化温度、熔融温度、

热变形温度、氧化诱导

期、玻璃化转变温度） 

橡胶（密度、门尼粘度）

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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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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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10-64517844 

E-mail：cabr_nlyz@163.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报名网址：cem.ctc.ac.cn  

能力验证专栏网址：pt.ctc.ac.cn  

联系方式：010-51167792/51167482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山东非金属材料研究所 www.cmml.com.cn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宁波海关技术中心 

网址：www.nbciqtc.com 

联系人：王豪 0574-87022678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高新区清逸路 66号 A座 920房间 

E-mail：3157311566@qq.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皮革制鞋研究院有限公司

检测中心 

www.cnfqi.com 

电话：010-64337946 

高分子及复

合材料 
机械性能 

塑料（拉伸性能）橡胶

（拉伸性能、邵尔硬

度）、简支梁缺口冲击

强度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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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山东非金属材料研究所 www.cmml.com.cn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报名网址：cem.ctc.ac.cn  

能力验证专栏网址：pt.ctc.ac.cn  

联系方式：010-51167792/51167482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http://pt.cti-cert.com 

联系人：吴映叶/章金 

电话：0755-33683795/0755-33635089 

E-Mail：crm@cti-cert.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宁波海关技术中心 

网址：www.nbciqtc.com 

联系人：王豪 0574-87022678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高新区清逸路 66号 A座 920房间 

E-mail：3157311566@qq.com 

http://www.nil.org.cn/
http://www.cabr-betc.com/
http://www.cmml.com.cn/
http://www.nbciqtc.com/
mailto:3157311566@qq.com
http://www.cnfqi.com/
http://www.nil.org.cn/
http://www.cmml.com.cn/
http://pt.cti-cert.com/
http://www.nbciqtc.com/
mailto:315731156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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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对应的项目参数 提供方式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高分子及复

合材料 
机械性能 

塑料（拉伸性能）橡胶

（拉伸性能、邵尔硬

度）、简支梁缺口冲击

强度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泉州海关综合技术服务中心 newpop@foxmail.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优尔鸿信检测技术(深圳)有限

公司 

联系人：吳绮蓉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油松第十工业区东环二路二号 106#   

邮编：518109 

电话：0755-27706168 Ext: 69190 

E-mail：hzlh-cmc-qa3@mail.foxconn.com 

化妆品 化学分析 铬、铅、镉、汞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http://pt.cti-cert.com 

联系人：吴映叶/章金 

电话：0755-33683795/0755-33635089 

E-Mail：crm@cti-cert.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测试

评价中心 

网址：www.acas.com.cn 

联系电话：400-800-1061 

E-mail：acas_pt@163.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宁波海关技术中心 

网址：www.nbciqtc.com 

联系人：王豪 0574-87022678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高新区清逸路 66号 A座 920房间 

E-mail：3157311566@qq.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大连中食国实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http://www.cfapa.com/ 

联系人：李哲、周璐 

电话：0411-66886167/65975107/65975108/15542660036。 

传真：0411-66886157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南路 730 号 

E-mail: cfapa@sina.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http://223.71.250.33 

（谷歌浏览器或 360浏览器选择极速模式）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广州海关技术中心 

https://ptp.iqtc.cn/ 

食品实验室 020-38290331 

mailto:newpop@foxmail.com
http://pt.cti-cert.com/
http://www.acas.com.cn/
http://www.nbciqtc.com/
mailto:3157311566@qq.com
http://223.71.250.33/
https://ptp.iqtc.cn/


10 
 

行业/领域 子领域 对应的项目参数 提供方式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食品 营养成分 

脂肪、总糖、水分、灰

分、粗纤维、总酸、酸

价、氨基酸态氮、蛋白

质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山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

疫技术中心 

电话：0351-6161472 

E-mail: wuji_du@163.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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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大连海关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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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王秋艳 

电话/传真：0411-82635598、0411-82583816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长江东路 60 号 E-mail:lnnlyz@126.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测试

评价中心 

网址：www.acas.com.cn 

联系电话：400-800-1061  E-mail：acas_pt@163.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南京海关动植物与食品检测中

心 

http://www.apfic.com/ 

联系人：费晓庆 电话：15951828942 

E-mail：dii01208@163.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http://pt.cti-cert.com 

联系人：吴映叶/章金 

电话：0755-33683795/0755-33635089 

E-Mail：crm@cti-cert.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大连中食国实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http://www.cfapa.com/ 

联系人：李哲、周璐 

电话：0411-66886167/65975107/65975108/15542660036。 

传真：0411-66886157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南路 730 号 

E-mail: cfapa@sina.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上海海关机电产品检测技术中

心 

联络人：杨振宇 

联系电话：021-51909630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http://223.71.250.33 

（谷歌浏览器或 360浏览器选择极速模式）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石家庄海关技术中心 电话:0311-85980642 

http://www.nil.org.cn/
http://www.lnciq.gov.cn/zsdwx/jszx/nlyzhclsh
http://www.acas.com.cn/
http://www.apfic.com/
mailto:dii01208@163.com
http://pt.cti-cert.com/
http://223.71.250.33/


11 
 

行业/领域 子领域 对应的项目参数 提供方式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食品 重金属 

铅、镉、锰、总砷、铜、

铬、汞、硼、锑、钙、

锌、硒、镁、钾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山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

疫技术中心 

电话：0351-6160307 

E-mail:sxciq_01@163.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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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大连海关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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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王秋艳 

电话/传真：0411-82635598、0411-82583816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长江东路 60 号 E-mail:lnnlyz@126.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青岛海关技术中心 

联系人：傅余强、张帅  

电话：15725249769、1856278829、0532-80885776  

E-mail：19012082996@qq.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测试

评价中心 

网址：www.acas.com.cn 

联系电话：400-800-1061 

E-mail：acas_pt@163.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http://pt.cti-cert.com 

联系人：吴映叶/章金 

电话：0755-33683795/0755-33635089 

E-Mail：crm@cti-cert.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上海海关机电产品检测技术中

心 

联络人：杨振宇 

联系电话：021-51909630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http://223.71.250.33 

（谷歌浏览器或 360浏览器选择极速模式）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大连中食国实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http://www.cfapa.com/ 

联系人：李哲、周璐 

电话：0411-66886167/65975107/65975108/15542660036。 

传真：0411-66886157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南路 730 号 

E-mail: cfapa@sina.com 

http://www.nil.org.cn/
http://www.lnciq.gov.cn/zsdwx/jszx/nlyzhclsh
http://www.acas.com.cn/
http://pt.cti-cert.com/
http://223.71.25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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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对应的项目参数 提供方式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食品 添加剂 

山梨酸、苯甲酸、糖精

钠、柠檬黄、日落黄、

胭脂红、环己基氨基磺

酸钠（甜蜜素）、邻苯

二甲酸酯、双酚 A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山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

疫技术中心 

电话：0351-6161472 

E-mail: wuji_du@163.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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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大连海关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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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王秋艳 

电话/传真：0411-82635598、0411-82583816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长江东路 60 号 

E-mail:lnnlyz@126.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测试

评价中心 

网址：www.acas.com.cn 

联系电话：400-800-1061 E-mail：acas_pt@163.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http://pt.cti-cert.com 

联系人：吴映叶/章金 电话：0755-33683795/0755-33635089 

E-Mail：crm@cti-cert.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上海海关机电产品检测技术中

心 

联络人：杨振宇 

联系电话：021-51909630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大连中食国实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http://www.cfapa.com/ 

联系人：李哲、周璐 

电话：0411-66886167/65975107/65975108/15542660036。 

传真：0411-66886157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南路 730 号 

E-mail: cfapa@sina.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http://223.71.250.33 

（谷歌浏览器或 360浏览器选择极速模式）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石家庄海关技术中心 电话:0311-85980642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沈阳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http://pt.cti-cert.com 

联系人：房乐 电话：024-25893230 

E-Mail：fangle7777777@126.com 

http://www.nil.org.cn/
http://www.lnciq.gov.cn/zsdwx/jszx/nlyzhclsh
http://www.acas.com.cn/
http://pt.cti-cert.com/
http://223.71.250.33/
http://pt.cti-ce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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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对应的项目参数 提供方式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食品 药物残留 

农药残留：有机磷类（甲

胺磷、对硫磷）、有机

氯类（γ-六六六、δ-

六六六、2,4'-滴滴涕、

4,4'-滴滴涕）、聚脂类

（氰戊菊酯、氯氰菊酯、

溴氰菊酯）、氨基甲酸

酯类、多菌灵、百菌清、

吡虫啉、毒死蜱、乙草

胺、嘧霉胺等； 

兽药残留：β-受体激动

剂（克伦特罗、莱克多

巴胺、沙丁胺醇）、抗

生素（磺胺、恩诺沙星、

环丙沙星、丹诺沙星、

诺氟沙星、氧氟沙星、

四环素、土霉素、金霉

素）、硝基呋喃类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山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

疫技术中心 
电话：0351-6161472 E-mail: wuji_du@163.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大连海关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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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王秋艳 

电话/传真：0411-82635598、0411-82583816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长江东路 60 号 E-mail:lnnlyz@126.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青岛海关技术中心 

农药残留  联系人：汤志旭、刘靖靖 

电话：18678982688、13793212095、0532-80885715、

0532-80885708    E-mail：ptsdciq@163.com 

兽药残留  联系人：王妍婷、张鸿伟 

电话：0532-80885051、0532-80885717 

E-mail：sdciqfata612@126.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南京海关动植物与食品检测中

心 

http://www.apfic.com/ 

联系人：张晓燕 电话：13813922732 

E-mail：zhangxy5187@126.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测试

评价中心 

网址：www.acas.com.cn 

联系电话：400-800-1061 E-mail：acas_pt@163.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http://pt.cti-cert.com 

联系人：吴映叶/章金 电话：0755-33683795/0755-33635089 

E-Mail：crm@cti-cert.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大连中食国实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http://www.cfapa.com/ 

联系人：李哲、周璐 

电话：0411-66886167/65975107/65975108/15542660036。 

传真：0411-66886157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南路 730 号 

E-mail: cfapa@sina.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http://223.71.250.33 

（谷歌浏览器或 360浏览器选择极速模式）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石家庄海关技术中心 电话:0311-85980642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sifdc_ptp@163.com 

http://www.lnciq.gov.cn/zsdwx/jszx/nlyzhclsh
http://www.apfic.com/
http://www.acas.com.cn/
http://pt.cti-cert.com/
http://223.71.25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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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对应的项目参数 提供方式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食品 毒素 黄曲霉毒素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山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

疫技术中心 

电话：0351-6161472 

E-mail:wuji_du@163.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大连海关技术中心 

http://www.lnciq.gov.cn/zsdw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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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nlyz@126.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青岛海关技术中心 

联系人：赵华梅、静平、吴振兴 

电话：0532-80885727，0532-80885779，0532-80885626 

Email：sdfatadspt@126.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广州海关技术中心 

https://ptp.iqtc.cn/ 

食品实验室 020-38290331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http://pt.cti-cert.com 

联系人：吴映叶/章金 

电话：0755-33683795/0755-33635089 

E-Mail：crm@cti-cert.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测试

评价中心 

网址：www.acas.com.cn 

联系电话：400-800-1061 

E-mail：acas_pt@163.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大连中食国实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http://www.cfapa.com/ 

联系人：李哲、周璐 

电话：0411-66886167/65975107/65975108/15542660036。 

传真：0411-66886157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南路 730 号 

E-mail: cfapa@sina.com 

http://www.lnciq.gov.cn/zsdwx/jszx/nlyzhclsh
https://ptp.iqtc.cn/
http://pt.cti-cert.com/
http://www.aca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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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对应的项目参数 提供方式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食品 微生物 

菌落总数、大肠菌群、

致病菌（金黄色葡萄球

菌、单增李斯特菌、沙

门氏菌、致贺氏菌、肠

出血性大肠杆菌、副溶

血性弧菌、坂崎肠杆菌）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大连海关技术中心 

http://www.lnciq.gov.cn/zsdw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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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nlyz@126.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青岛海关技术中心 

联系人：方佩佩，姜英辉 

电话：0532-80885632，0532-80885631 

Email：wswpt@163.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广州海关技术中心 

https://ptp.iqtc.cn/ 

食品实验室 020-38290331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http://pt.cti-cert.com 

联系人：吴映叶/章金 

电话：0755-33683795/0755-33635089 

E-Mail：crm@cti-cert.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测试

评价中心 

网址：www.acas.com.cn 

联系电话：400-800-1061 E-mail：acas_pt@163.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大连中食国实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http://www.cfapa.com/ 

联系人：李哲、周璐 

电话：0411-66886167/65975107/65975108/15542660036。 

传真：0411-66886157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南路 730 号 

E-mail: cfapa@sina.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http://223.71.250.33 

（谷歌浏览器或 360浏览器选择极速模式）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石家庄海关技术中心 电话:0311-85980642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sifdc_ptp@163.com 

http://www.lnciq.gov.cn/zsdwx/jszx/nlyzhclsh
https://ptp.iqtc.cn/
http://pt.cti-cert.com/
http://www.acas.com.cn/
http://223.71.25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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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对应的项目参数 提供方式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食品 转基因 
大豆、油菜、玉米、马

铃薯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大连海关技术中心 

http://www.lnciq.gov.cn/zsdw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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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nlyz@126.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测试

评价中心 

网址：www.acas.com.cn 

联系电话：400-800-1061 

E-mail：acas_pt@163.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

疫技术中心 

http://www.biqtc.com    (“能力验证与测量审核”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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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01312    E-mail：biany@bjciq.gov.cn 

原料药及中

西药制剂 
理化分析 

药品中熔点、吸收系数、

比旋度、酸碱度(pH值)、

水分、灰分、含量测定

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http://pt.cti-cert.com 

联系人：吴映叶/章金 

电话：0755-33683795/0755-33635089 

E-Mail：crm@cti-cert.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http://223.71.250.33 

（谷歌浏览器或 360浏览器选择极速模式）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大连中食国实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http://www.cfapa.com/ 

联系人：李哲、周璐 

电话：0411-66886167/65975107/65975108/15542660036。 

传真：0411-66886157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南路 730 号 

E-mail: cfapa@sina.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sifdc_ptp@163.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gdidc_pt@163.com 

http://www.lnciq.gov.cn/zsdwx/jszx/nlyzhclsh
http://www.acas.com.cn/
http://www.biqtc.com/
http://pt.cti-cert.com/
http://223.71.250.33/
mailto:gdidc_pt@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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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对应的项目参数 提供方式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环境保护 
水化学分

析 

水中金属元素、苯胺、

氨氮、总磷、砷、氟、

氯、硫酸根、硝酸根、

生化需氧量、挥发酚、

总氮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山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

疫技术中心 

电话：0351-6160307   

E-mail:sxciq_01@163.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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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环境保护部标准样品研究所 

网址：pt.ierm.com.cn    

电话：010-84665454  E-mail:pt@ierm.com.cn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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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10-64517844 

E-mail：cabr_nlyz@163.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报名网址：cem.ctc.ac.cn  

能力验证专栏网址：pt.ctc.ac.cn  

联系方式：010-51167792/51167482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山东非金属材料研究所 www.cmml.com.cn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测试

评价中心 

网址：www.acas.com.cn 

联系电话：400-800-1061  E-mail：acas_pt@163.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http://pt.cti-cert.com 

联系人：吴映叶/章金 电话：0755-33683795/0755-33635089 

E-Mail：crm@cti-cert.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宁波海关技术中心 

网址：www.nbciqtc.com 

联系人：王豪 0574-87022678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高新区清逸路 66号 A座 920房间 

E-mail：3157311566@qq.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大连中食国实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http://www.cfapa.com/ 

联系人：李哲、周璐 

电话：0411-66886167/65975107/65975108/15542660036。 

传真：0411-66886157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南路 730号 

E-mail: cfapa@sina.com 

http://www.nil.org.cn/
http://www.cabr-betc.com/
http://www.cmml.com.cn/
http://www.acas.com.cn/
http://pt.cti-cert.com/
http://www.nbciqtc.com/
mailto:3157311566@qq.com


18 
 

行业/领域 子领域 对应的项目参数 提供方式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环境保护 

水化学分

析 

水中金属元素、苯胺、

氨氮、总磷、砷、氟、

氯、硫酸根、硝酸根、

生化需氧量、挥发酚、

总氮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山东省冶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司能力验证中心 

网址：www.synlyz.com 

联系人：王向阳 支浩 

电话：0531-88593053/88593039 传真：0531-88593053 

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解放东路 66 号  

邮编：250014  

E-mail: syptp2018@163.com 

土壤化学

分析  

元素分析（Cu、Zn、Pb、

Cd、Cr、Fe、Mn、Ni、

Hg、Se、As）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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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环境保护部标准样品研究所 

网址：pt.ierm.com.cn    

电话：010-84665454   

E-mail:pt@ierm.com.cn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报名网址：cem.ctc.ac.cn  

能力验证专栏网址：pt.ctc.ac.cn  

联系方式：010-51167792/51167482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http://pt.cti-cert.com 

联系人：吴映叶/章金  

电话：0755-33683795/0755-33635089 

E-Mail：crm@cti-cert.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宁波海关技术中心 

网址：www.nbciqtc.com 

联系人：王豪 0574-87022678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高新区清逸路 66号 A座 920房间 

E-mail：3157311566@qq.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山东省冶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司能力验证中心 

网址：www.synlyz.com 

联系人：王向阳 支浩 

电话：0531-88593053/88593039  

传真：0531-88593053 

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解放东路 66号  

邮编：250014  

E-mail: syptp2018@163.com 

http://www.synlyz.com/
http://www.nil.org.cn/
http://pt.cti-cert.com/
http://www.nbciqtc.com/
mailto:3157311566@qq.com
http://www.synly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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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对应的项目参数 提供方式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丝、纤维和

纺织品 
化学分析 

纺织品游离甲醛含量、

禁用偶氮染料、pH值、

纤维含量、重金属、棉

花反射率、黄度、马克

隆值、上半部长度、断

裂强力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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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青岛海关技术中心 

联系人：郑丽莎 

电话：0532-86767792 

E-mail：qdcccottonlab@aliyun.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

疫技术中心 

http://www.biqtc.com    (“能力验证与测量审核”专栏) 

联系人：王琳譞、刘巍 

电话：010-58619277 

传真：010-58619213 

E-mail: katewlx@qq.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广州海关技术中心 

https://ptp.iqtc.cn/  

纺织纺织实验室 020-38290453 

玩具婴童用品实验室 020-38290660-225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测试

评价中心 

网址：www.acas.com.cn 

联系电话：400-800-1061 

E-mail：acas_pt@163.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南京海关工业产品检测中心 

http://www.chinajsic.com/ 

电话：025-52345199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http://pt.cti-cert.com 

联系人：吴映叶/章金 

电话：0755-33683795/0755-33635089 

E-Mail：crm@cti-cert.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皮革制鞋研究院有限公司

检测中心 

www.cnfqi.com 

电话：010-64337946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石家庄海关技术中心 电话:0311-85980642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北京亚分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allseptech.com   

联系人：王杰 

电话: 010-67902530, 13910224121 

http://www.nil.org.cn/
http://www.biqtc.com/
http://www.acas.com.cn/
http://www.chinajsic.com/电话：025-52345199
http://www.chinajsic.com/电话：025-52345199
http://pt.cti-cert.com/
http://www.cnfq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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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对应的项目参数 提供方式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丝、纤维和

纺织品 
物理特性 

丝的纤度、断裂强度、

捻度等 

断裂强力、撕破强力、

纺织品的色牢度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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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杭州海关技术中心 

网址：www.csilk.cn 

联系人：潘璐璐 

电话：0571-56663076 

传真：0571-56663000 

地址：杭州市文三路 2号 

E-mail：57568404@qq.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

疫技术中心 

http://www.biqtc.com    (“能力验证与测量审核”专栏) 

联系人：王琳譞、刘巍 

电话：010-58619277 

传真：010-58619213 

E-mail: katewlx@qq.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广州海关技术中心 

https://ptp.iqtc.cn/  

纺织纺织实验室 020-38290453 

玩具婴童用品实验室 020-38290660-225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南京海关工业产品检测中心 

http://www.chinajsic.com/ 

电话：025-52345199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测试

评价中心 

网址：www.acas.com.cn 

联系电话：400-800-1061 

E-mail：acas_pt@163.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http://pt.cti-cert.com 

联系人：吴映叶/章金 

电话：0755-33683795/0755-33635089 

E-Mail：crm@cti-cert.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皮革制鞋研究院有限公司

检测中心 

www.cnfqi.com 

电话：010-64337946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石家庄海关技术中心 电话:0311-85980642 

http://www.nil.org.cn/
http://www.biqtc.com/
http://www.chinajsic.com/电话：025-52345199
http://www.chinajsic.com/电话：025-52345199
http://www.acas.com.cn/
http://pt.cti-cert.com/
http://www.cnfq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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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对应的项目参数 提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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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炭的灰分、挥发分、

全硫、发热量、碳、氢、

氮、硫酸盐硫、硫化铁

硫、磷、砷、氟、氯、

汞、哈氏可磨性指数、

胶质层指数、黏结指数、

坩埚膨胀序数、奥阿膨

胀计试验、格金低温干

馏试验和焦炭中灰分、

挥发分、全硫、发热量

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山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

疫技术中心 

电话：0351-6163009 

E-mail: zfb609@sina.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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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报名网址：cem.ctc.ac.cn 

能力验证专栏网址：pt.ctc.ac.cn  

联系方式：010-51167792/51167482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检测中心 

网址：www.ccritc.com.cn 

联系人：杨华玉、傅皓 

电话/传真：010-84264877、010-84263944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青年沟东路 5号煤科院 1号楼 121

房间   

邮编：100013 

E-mail:yanghy425@163.com;506966511@qq.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秦皇岛海关煤炭检测技术中心 

电话：0335-5997509 0335-5997721 

E-mail:qhdcitcpt@163.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电煤质检中心 

联系人：李冠龙 

电话：18806531468  0571-85246544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山东省冶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司能力验证中心 

网址：www.synlyz.com 

联系人：王向阳 支浩 

电话：0531-88593053/88593039 传真：0531-88593053 

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解放东路 66 号 

邮编：250014  

E-mail:syptp2018@163.com 

http://www.nil.org.cn/
http://www.ccritc.com.cn/
http://www.synly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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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对应的项目参数 提供方式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煤及相关产

品 

煤灰特性

分析  
煤灰成分、煤灰熔融性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山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

疫技术中心 

电话：0351-6163009 

E-mail: zfb609@sina.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检测中心 

网址：www.ccritc.com.cn 

联系人：杨华玉、傅皓 

电话：010-84264877 传真：010-84263944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青年沟东路 5号煤科院 1号楼 121

房间   

邮编：100013 

E-mail:yanghy425@163.com;506966511@qq.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秦皇岛海关煤炭检测技术中心 

电话：0335-5997509 0335-5997721 

E-mail:qhdcitcpt@163.com 

电气 材料试验 
灼热丝试验、耐电痕化、

针焰试验、球压试验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cvc.org.cn/能力验证专栏 

联系人：庞旭延、罗燕平、刘功桂 

电话 020-32293677、020-32293678、020-32293770 

地址：广州市科学城开泰大道天泰一路 3号 

邮编：510663 

E-mail:pangxy@cvc.org.cn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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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孙轩 

电话：010-68144996 

E-mail:sunx@cheari.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http://pt.cti-cert.com 

联系人：吴映叶/章金 

电话：0755-33683795/0755-33635089 

E-Mail：crm@cti-cert.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上海电器设备检测所有限公司 

网址：www.stiee.com 

联系人：王秋雁、艾云 

联系方式：021-62574990-526 

E-mail：stiee-pt@seari.com.cn 

http://www.ccritc.com.cn/
http://www.btihea.com/cnas.html
http://pt.cti-ce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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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对应的项目参数 提供方式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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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地电阻、泄露电流、

电气强度、温升试验、

输入功率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cvc.org.cn/能力验证专栏 

联系人：庞旭延、罗燕平、刘功桂 

电话 020-32293677、020-32293678、020-32293770 

地址：广州市科学城开泰大道天泰一路 3号 

邮编：510663   

E-mail:pangxy@cvc.org.cn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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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孙轩   

电话：010-68144996 

E-mail:sunx@cheari.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广州海关技术中心 

https://ptp.iqtc.cn/ 

电气安全实验室 020-38290476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上海国缆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http://www.ticw.com.cn/BrowseNotice.aspx 

联系人：谌嘉伟 

电话/传真：021-65494605-2261/021-65490171 

通讯地址：上海市军工路 1000号   

邮编：200093 

E-mail: chenjiawei@ticw.com.cn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上海海关机电产品检测技术中

心 

联络人：杨荣静 

联系电话：021-38620819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http://www.gqi.org.cn/ 

联系人：郑惠娥、陈丹玲  

电话：020-89232959、89232855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海诚东街 6号                

邮编：510330   

E-mail: jyc@gqi.org.cn;zjb@gqi.org.cn 

http://www.btihea.com/cnas.html
https://ptp.iqtc.cn/
mailto:jyc@gqi.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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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对应的项目参数 提供方式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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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地电阻、泄露电流、

电气强度、温升试验、

输入功率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上海电器设备检测所有限公司 

网址：www.stiee.com 

联系人：王秋雁、艾云 

联系方式：021-62574990-526 

E-mail：stiee-pt@seari.com.cn 

能力验证计划 
优尔鸿信检测技术(深圳)有限

公司 

联系人：吳绮蓉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油松第十工业区东环二路二号 106#    

邮编：518109 

电话：0755-27706168 Ext: 69190 

E-mail：hzlh-cmc-qa3@mail.foxconn.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

公司 

网址：www.eeti.cn 

联系人：喻平武，徐富良 

电话：0512-69552117、69552551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越溪前珠路 5 号  邮编：215104                                                

E-mail：pt1@eeti.cn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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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10-64517844 

E-mail：cabr_nlyz@163.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赛宝实验室 

网址：https://www.ceprei.com/ 

联系人：刘 攀 020 85131205    

张一超 020 85131206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上海缆慧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网址：www.istcw.com  

联系人：姚文君  

电话：4008526288-219  

传真：021-50680618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藏路 258号 2幢 1楼  

邮编：201206 

E-mail:pt@istcw.com 

http://www.eeti.cn/
mailto:pt1@eeti.cn
http://www.cabr-bet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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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对应的项目参数 提供方式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电气 结构判定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产品的结构判定（如电

动工具）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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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孙轩  电话：010-68144996 

E-mail:sunx@cheari.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广州海关技术中心 

https://ptp.iqtc.cn/ 

电气安全实验室 020-38290476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cvc.org.cn/能力验证专栏 

联系人：庞旭延、罗燕平、刘功桂 

电话 020-32293677、020-32293678、020-32293770 

地址：广州市科学城开泰大道天泰一路 3号 

邮编：510663   E-mail:pangxy@cvc.org.cn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上海国缆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http://www.ticw.com.cn/BrowseNotice.aspx 

联系人：谌嘉伟 

电话/传真：021-65494605-2261/021-65490171 

通讯地址：上海市军工路 1000号 

邮编：200093   E-mail: chenjiawei@ticw.com.cn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上海电器设备检测所有限公司 

网址：www.stiee.com 

联系人：王秋雁、艾云 

联系方式：021-62574990-526 

邮箱：stiee-pt@seari.com.cn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上海缆慧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网址：www.istcw.com  

联系人：姚文君 

电话：4008526288-219  

传真：021-50680618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藏路 258号 2幢 1楼          

邮编：201206 

E-mail:pt@istcw.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赛宝实验室 

网址：https://www.ceprei.com/ 

联系人：刘 攀 020 85131205 

        张一超 020 85131206 

http://www.btihea.com/cnas.html
https://ptp.iqt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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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对应的项目参数 提供方式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电气 性能测试  

空调制冷量、冰箱耗电

量、洗衣机的洗净比、

电器产品的待机功耗、

噪声测试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cvc.org.cn/能力验证专栏 

联系人：庞旭延、罗燕平、刘功桂 

电话 020-32293677、020-32293678、020-32293770 

地址：广州市科学城开泰大道天泰一路 3号 

邮编：510663    

E-mail:pangxy@cvc.org.cn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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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孙轩    

电话：010-68144996 

E-mail:sunx@cheari.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广州海关技术中心 

https://ptp.iqtc.cn/ 

玩具婴童用品实验室 020-38290661-225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上海国缆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http://www.ticw.com.cn/BrowseNotice.aspx 

联系人：谌嘉伟 

电话/传真：021-65494605-2261/021-65490171 

通讯地址：上海市军工路 1000号 

邮编：200093   

E-mail: chenjiawei@ticw.com.cn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上海海关机电产品检测技术中

心 

联络人：徐倩 

联系电话：021-66976095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上海电器设备检测所有限公司 

网址：www.stiee.com 

联系人：王秋雁、艾云 

联系方式：021-62574990-526 

E-mail：stiee-pt@seari.com.cn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标能效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 

联系人：杨玉斋 

电话：010-57825043/010-57711634 

通讯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永安路 36号 

邮编：102200   

E-mail: yangyzh@csc.org.cn 

http://www.btihea.com/cnas.html
https://ptp.iqt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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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对应的项目参数 提供方式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电气 性能测试  

空调制冷量、冰箱耗电

量、洗衣机的洗净比、

电器产品的待机功耗、

噪声测试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新能源

环境计量研究所 

联系人：杜洪钧/刘俐/周雪芬 

电话：010-64223237/010-64214583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东路 18号 

邮编：100029   

E-mail: nlyz@nim.ac.cn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联系人：林粤龙 

电话：020-89232239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海诚东街 6号                

邮编：510330     

E-mail: dx@gqi.org.cn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上海缆慧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网址：www.istcw.com  

联系人：姚文君 

电话：4008526288-219  

传真：021-50680618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藏路 258号 2幢 1楼          

邮编：201206  E-mail:pt@istcw.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检测中心 

网址：

http://www.srtc.org.cn/2018/detail.aspx?id=9582#anchor 

联系人：惠冠岚   

电话：010-57996228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赛宝实验室 

网址：https://www.ceprei.com/ 

联系人：刘 攀 020 85131205 

       张一超 020 85131206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联系人：冯亮 

电话：010-82813143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河小营东路 15号                

邮编：100192 

E-mail: fengliang@epri.sgc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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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对应的项目参数 提供方式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电气 电磁兼容 
辐射骚扰场强、谐波发

射电流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cvc.org.cn/能力验证专栏 

联系人：庞旭延、罗燕平、刘功桂 

电话 020-32293677、020-32293678、020-32293770 

地址：广州市科学城开泰大道天泰一路 3号 

邮编：510663   

E-mail:pangxy@cvc.org.cn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新能源

环境计量研究所 

联系人：杜洪钧/刘俐/周雪芬 

电话：010-64223237/010-64214583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东路 18号 

邮编：100029    

E-mail: nlyz@nim.ac.cn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上海电器设备检测所有限公司 

网址：www.stiee.com 

联系人：王秋雁、艾云 

联系方式：021-62574990-526 

邮箱：stiee-pt@seari.com.cn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检测中心 

网址：

http://www.srtc.org.cn/2018/detail.aspx?id=9582#anchor 

联系人：惠冠岚   

电话：010-57996228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华南

国家计量测试中心） 

https://www.scm.com.cn/ 

联系人：张欣宇 金中希 

电话：020-26296063/020-36611242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广园中路松柏东街 30号质量办 

E-mail：scmpt@scm.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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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对应的项目参数 提供方式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电气 
有害物质

测试 

塑料中RoHS(铅、镉、

汞)、多溴联苯醚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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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cvc.org.cn/能力验证专栏 

联系人：庞旭延、罗燕平、刘功桂 

电话 020-32293677、020-32293678、020-32293770 

地址：广州市科学城开泰大道天泰一路 3号 

邮编：510663 

E-mail:pangxy@cvc.org.cn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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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孙轩 

电话：010-68144996 

E-mail:sunx@cheari.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广州海关技术中心 

https://ptp.iqtc.cn/ 

玩具婴童用品实验室 020-38290661-225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http://pt.cti-cert.com 

联系人：吴映叶/章金 

电话：0755-33683795/0755-33635089 

E-Mail：crm@cti-cert.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宁波海关技术中心 

网址：www.nbciqtc.com 

联系人：王豪 0574-87022678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高新区清逸路 66号 A座 920房间 

E-mail：3157311566@qq.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优尔鸿信检测技术(深圳)有限

公司 

联系人：吳绮蓉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油松第十工业区东环二路二号 106#   

邮编：518109 

电话：0755-27706168 Ext: 69190 

E-mail：hzlh-cmc-qa3@mail.foxconn.com 

http://www.nil.org.cn/
http://www.btihea.com/cnas.html
https://ptp.iqtc.cn/
http://pt.cti-cert.com/
http://www.nbciqtc.com/
mailto:315731156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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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对应的项目参数 提供方式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兽医及动植

物检验 

微生物检

验 

禽流感、新城疫、牛传

染性鼻气管炎、羊痒病、

牛病毒性腹泻粘膜病、

猪伪狂犬病、猪繁殖与

呼吸综合征、猪传染性

胃肠炎、猪链球菌、猪

链球菌 2型、鲤春病毒

血症、传染性造血器官

坏死病、对虾白斑病、

口蹄疫、甲型流感、狂

犬病、水生动物病毒性

出血性病毒核酸检测； 

玉米褪绿斑驳病毒、苹

果壳色单隔孢溃疡病

菌、西瓜细菌性果斑病

菌、番茄细菌性溃疡病

菌、葡萄茎枯病菌、烟

草环斑病毒、小麦矮腥

黑穗病菌、油菜茎基溃

疡病菌、松材线虫、菊

花滑刃属线虫、南芥菜

花叶病毒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大连海关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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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王秋艳 

电话/传真：0411-82635598、0411-82583816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长江东路 60 号 E-mail:lnnlyz@126.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青岛海关技术中心 

（1）甲型肝炎病毒 

联系人：房保海，岳志芹 

电话：0532-80885652，17663957796 

E-mail：fbh_mail@163.com 

（2）西瓜细菌性果斑病菌 

联系人：厉艳 电话：0532-80885609，13864858664 

E-mail：standciq@163.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

疫技术中心 

http://www.biqtc.com    (“能力验证与测量审核”专栏) 

动检联系人：肖春芳、尹羿、任彤 

电话：010-61506779、010-58648728、010-58648016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土桥新桥 2号 邮编：101113 

E-mail: Pt0012@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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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01312 

E-mail：biany@bjciq.gov.cn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广州海关技术中心 

https://ptp.iqtc.cn/ 

动检实验室 020-38290435，020-38290659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测试

评价中心 

网址：www.acas.com.cn 

联系电话：400-800-1061 

E-mail：acas_pt@163.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上海海关机电产品检测技术中

心 

联络人：叶军  

联系电话：021-38620566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http://223.71.250.33 

（谷歌浏览器或 360浏览器选择极速模式） 

http://www.lnciq.gov.cn/zsdwx/jszx/nlyzhclsh
http://www.biqtc.com/
https://ptp.iqtc.cn/
http://www.acas.com.cn/
http://223.71.25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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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对应的项目参数 提供方式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兽医及动植

物检验检检

疫 

物种和组

织结构鉴

定  

动物源性成分鉴定； 

线虫、桔小实蝇、番石

榴实蝇、芒果果核象甲、

芒果果肉象甲、芒果果

实象甲、大洋臀纹粉蚧、

菟丝子、苍耳、毒麦、

四纹豆象、菜豆象、假

高粱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大连海关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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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王秋艳 

电话/传真：0411-82635598、0411-82583816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长江东路 60 号 E-mail:lnnlyz@126.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

疫技术中心 

http://www.biqtc.com    (“能力验证与测量审核”专栏) 

动检联系人：肖春芳、尹羿、任彤 

电话：010-61506779、010-58648728、010-58648016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土桥新桥 2号，邮编：101113 

E-mail: Pt0012@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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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101312 

E-mail：biany@bjciq.gov.cn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广州海关技术中心 

https://ptp.iqtc.cn/ 

植物实验室 020-38290936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测试

评价中心 

网址：www.acas.com.cn 

联系电话：400-800-1061 

E-mail：acas_pt@163.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宁波海关技术中心 

网址：www.nbciqtc.com 

联系人：王豪 0574-87022678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高新区清逸路 66号 A座 920房间 

E-mail：3157311566@qq.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石家庄海关技术中心 电话:0311-85980642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外来有

害生物防控实验室 
电话：0512-62825383 

http://www.lnciq.gov.cn/zsdwx/jszx/nlyzhclsh
http://www.biqtc.com/
http://www.acas.com.cn/
http://www.nbciqtc.com/
mailto:3157311566@qq.com


32 
 

行业/领域 子领域 对应的项目参数 提供方式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公共卫生和

医疗保健 

艾滋病检

测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I型

抗体试验，人类免疫缺

陷病毒抗体快速检测，

抗- HIV，人类免疫缺陷

病毒（HIV）RNA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网址：http://wwww.nccl.org.cn 

联系人：王治国 

电话：010-58115055 010-58115065   

传真:010-65273025   

地址：北京东单大华路 1号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室间质评室   

邮编：100730   E-mail：EQA@nccl.org.cn     

梅毒检测 
梅毒抗体试验、梅毒抗

体快速检测、梅毒抗体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网址：http://wwww.nccl.org.cn 

联系人：王治国 

电话：010-58115055 010-58115065   

传真:010-65273025   

地址：北京东单大华路 1号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室间质评室   

邮编：100730  E-mail：EQA@nccl.org.cn     

乙型肝炎 

乙肝表面抗原试验，乙

肝表面抗体试验，乙肝 e

抗原试验，乙肝 e抗体

试验，乙肝核心抗体试

验，乙肝表面抗原确认

试验，乙肝核心抗体 IgM

试验，乙肝表面抗原快

速检测，乙肝表面抗原，

乙型肝炎病毒（HBV） 

DNA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网址：http://wwww.nccl.org.cn 

联系人：王治国 

电话：010-58115055 010-58115065   

传真:010-65273025   

地址：北京东单大华路 1号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室间质评室   

邮编：100730   E-mail：EQA@nccl.org.cn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http://www.sccl.org.cn 

联系人：徐翀   电话：021-68316300-1111 

E-mail: xuchong@sccl.org.cn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湖北省临床检验中心 

网址：www.hbccl.cn 

联系人: 曾明   电话：02787279656  18971211122   

邮箱：723718014@qq.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重庆市临床检验中心                                 

联系人：万雅芳 

电话：023-63519127 

地址: 重庆市渝中区枇杷山正街 104号重庆市人民医院（三院

院区）检验科。   邮编：400014                                                

E-mail: 854055108@qq.com 

http://wwww.nccl.org.cn/
http://wwww.nccl.org.cn/
http://wwww.nccl.org.cn/
http://www.hbcc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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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对应的项目参数 提供方式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公共卫生和

医疗保健 

丙型肝炎

检测 

丙肝抗体试验，丙肝抗

体确认试验，丙肝抗体

快速检测，抗-HCV，丙

型肝炎病毒（HCV）RNA

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网址：http://wwww.nccl.org.cn 

联系人：王治国 

电话：010-58115055 010-58115065   

传真:010-65273025   

地址：北京东单大华路 1号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室间质评室   

邮编：100730   E-mail：EQA@nccl.org.cn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http://www.sccl.org.cn 

联系人：徐翀   电话：021-68316300-1111 

E-mail: xuchong@sccl.org.cn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湖北省临床检验中心 

网址：www.hbccl.cn 

联系人: 曾明    电话：02787279656  18971211122   

邮箱：723718014@qq.com 

血液分析 
全血细胞计数、血红蛋

白检测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网址：http://wwww.nccl.org.cn 

联系人：王治国 

电话：010-58115055 010-58115065   

传真:010-65273025   

地址：北京东单大华路 1号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室间质评室   

邮编：100730   E-mail：EQA@nccl.org.cn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http://www.sccl.org.cn 

联系人：徐翀   电话：021-68316300-1111 

E-mail: xuchong@sccl.org.cn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湖北省临床检验中心 

网址：www.hbccl.cn 

联系人: 曾明   电话：02787279656  18971211122   

邮箱：723718014@qq.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重庆市临床检验中心                                 

联系人：万雅芳 

电话：023-63519127 

地址: 重庆市渝中区枇杷山正街 104号重庆市人民医院（三院

院区）检验科。 

邮编：400014                                                

E-mail: 854055108@qq.com 

http://wwww.nccl.org.cn/
http://www.hbccl.cn/
http://wwww.nccl.org.cn/
http://www.hbcc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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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对应的项目参数 提供方式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公共卫生和

医疗保健 
体液分析 尿液常规检测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网址：http://wwww.nccl.org.cn 

联系人：王治国 

电话：010-58115055 010-58115065   

传真:010-65273025   

地址：北京东单大华路 1号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室间质评室   

邮编：100730    

E-mail：EQA@nccl.org.cn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http://www.sccl.org.cn 

联系人：徐翀    

电话：021-68316300-1111 

E-mail: xuchong@sccl.org.cn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湖北省临床检验中心 

网址：www.hbccl.cn 

联系人: 曾明     

电话：02787279656  18971211122   

邮箱：723718014@qq.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重庆市临床检验中心                                 

联系人：万雅芳 

电话：023-63519127 

地址: 重庆市渝中区枇杷山正街 104号重庆市人民医院（三院

院区）检验科。 

邮编：400014                                                

E-mail: 854055108@qq.com 

http://wwww.nccl.org.cn/
http://www.hbcc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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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对应的项目参数 提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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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液酶（ALT、AST、LDH、

AMY„）血糖、血脂、离

子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网址：http://wwww.nccl.org.cn 

联系人：王治国 

电话：010-58115055 010-58115065   

传真:010-65273025   

地址：北京东单大华路 1号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室间质评室   

邮编：100730    

E-mail：EQA@nccl.org.cn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http://www.sccl.org.cn 

联系人：徐翀 

电话：021-68316300-1111 

E-mail: xuchong@sccl.org.cn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湖北省临床检验中心 

网址：www.hbccl.cn 

联系人: 曾明 

电话：02787279656  18971211122   

邮箱：723718014@qq.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重庆市临床检验中心                                 

联系人：万雅芳 

电话：023-63519127 

地址: 重庆市渝中区枇杷山正街 104号重庆市人民医院（三院

院区）检验科。 

邮编：400014                                                

E-mail: 854055108@qq.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http://223.71.250.33 

（谷歌浏览器或 360浏览器选择极速模式） 

http://wwww.nccl.org.cn/
http://www.hbccl.cn/
http://223.71.25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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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对应的项目参数 提供方式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建工建材 

化学分析  
水泥、粉煤灰、耐火材

料等化学成分分析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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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报名网址：cem.ctc.ac.cn  

能力验证专栏网址：pt.ctc.ac.cn  

联系方式：010-51167792/51167482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央研

究院（技术中心）研发保障中

心 

联系人：纪红玲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富锦路 655号 

电话：021-26648701 

邮编：201900 

E-mail:13918819060@139.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山东非金属材料研究所 www.cmml.com.cn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宁波海关技术中心 

网址：www.nbciqtc.com 

联系人：王豪 0574-87022678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高新区清逸路 66号 A座 920房间 

E-mail：3157311566@qq.com 

有害物质 

胶粘剂和涂料中的苯、

甲苯、二甲苯、五氯苯

酚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报名网址：cem.ctc.ac.cn  

能力验证专栏网址：pt.ctc.ac.cn  

联系方式：010-51167792/51167482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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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10-64517844 

E-mail：cabr_nlyz@163.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山东非金属材料研究所 www.cmml.com.cn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广州海关技术中心 

https://ptp.iqtc.cn/ 

轻工实验室 020-38290762 

http://www.nil.org.cn/
http://www.cmml.com.cn/
http://www.nbciqtc.com/
mailto:3157311566@qq.com
http://www.cabr-betc.com/
http://www.cmml.com.cn/
https://ptp.iqt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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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对应的项目参数 提供方式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建工建材 

物理性能 
建筑材料放射性、水泥

胶砂流动度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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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10-64517844 

E-mail：cabr_nlyz@163.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报名网址：cem.ctc.ac.cn  

能力验证专栏网址：pt.ctc.ac.cn  

联系方式：010-51167792/51167482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宁波海关技术中心 

网址：www.nbciqtc.com 

联系人：王豪 0574-87022678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高新区清逸路 66号 A座 920房间 

E-mail：3157311566@qq.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河北世纪建筑材料设备检验有

限公司 

联系人：田莉 

电话：18132217071 

力学性能  

混凝土试块的抗压强

度、防水材料的拉伸性

能、水泥的胶砂强度、

钢筋的拉伸性能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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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10-64517844 

E-mail：cabr_nlyz@163.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报名网址：cem.ctc.ac.cn  

能力验证专栏网址：pt.ctc.ac.cn  

联系方式：010-51167792/51167482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宁波海关技术中心 

网址：www.nbciqtc.com 

联系人：王豪 0574-87022678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高新区清逸路 66号 A座 920房间 

E-mail：3157311566@qq.com 

http://www.cabr-betc.com/
http://www.nbciqtc.com/
mailto:3157311566@qq.com
http://www.cabr-betc.com/
http://www.nbciqtc.com/
mailto:315731156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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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对应的项目参数 提供方式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玩具 

化学安全 

可迁移重金属、总铅、

总镉、总汞、邻苯二甲

酸酯增塑剂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

疫技术中心 

http://www.biqtc.com    (“能力验证与测量审核”专栏) 

联系人：郑如兰 

电话：010-58648739   

传真：010-82403682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德政路 10号 4层 

邮编：100094    

E-mail：zheng_rl@126.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广州海关技术中心 

https://ptp.iqtc.cn/ 

玩具婴童用品实验室 020-38290661-225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http://pt.cti-cert.com 

联系人：吴映叶/章金 

电话：0755-33683795/0755-33635089 

E-Mail：crm@cti-cert.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宁波海关技术中心 

网址：www.nbciqtc.com 

联系人：王豪 0574-87022678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高新区清逸路 66号 A座 920房间 

E-mail：3157311566@qq.com 

机械物理

性能 

弹射玩具动能测试、选

项测试、小零件判定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

疫技术中心 

http://www.biqtc.com    (“能力验证与测量审核”专栏) 

联系人：郑如兰 

电话：010-58648739  传真：010-82403682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德政路 10号 4层 

邮编：100094   E-mail：zheng_rl@126.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广州海关技术中心 

https://ptp.iqtc.cn/ 

玩具婴童用品实验室 020-38290661-225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http://pt.cti-cert.com 

联系人：吴映叶/章金 

电话：0755-33683795/0755-33635089 

E-Mail：crm@cti-cert.com 

燃烧性能 
玩具化妆服饰织物燃烧

性能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广州海关技术中心 

https://ptp.iqtc.cn/ 

玩具婴童用品实验室 020-38290661-225 

http://www.biqtc.com/
mailto:zheng_rl@126.com
https://ptp.iqtc.cn/
http://pt.cti-cert.com/
http://www.nbciqtc.com/
mailto:3157311566@qq.com
http://www.biqtc.com/
mailto:zheng_rl@126.com
https://ptp.iqtc.cn/
http://pt.cti-cert.com/
https://ptp.iqt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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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对应的项目参数 提供方式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玩具 燃烧性能 
玩具化妆服饰织物燃烧

性能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

疫技术中心 

http://www.biqtc.com    (“能力验证与测量审核”专栏) 

联系人：郑如兰 

电话：010-58648739  传真：010-82403682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德政路 10号 4层 

邮编：100094   E-mail：zheng_rl@126.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http://pt.cti-cert.com 

联系人：吴映叶/章金 电话：0755-33683795/0755-33635089 

E-Mail：crm@cti-cert.com 

纸张和包装

产品 

机械物理

性能 

抗张强度、柔软度、亮

度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

检验计量中心 

www.pis.org.cn 

E-Mail：zjzxpt@126.com 

化学分析 
总砷含量、铅、荧光增

白剂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

检验计量中心 

www.pis.org.cn 

E-Mail：zjzxp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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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璐 

电话：0411-66886167/65975107/65975108/15542660036。 

传真：0411-66886157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南路 730 号 

E-mail: cfapa@sina.com 

陶瓷 
有害元素

分析 
铅、镉、钴溶出量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淄博海关综合技术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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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高新区鲁泰大道 72号 

邮编：255086   E-mail:pt0004@126.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大连中食国实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http://www.cfapa.com/ 

联系人：李哲、周璐 

电话：0411-66886167/65975107/65975108/15542660036。 

传真：0411-66886157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南路 730 号 

E-mail: cfapa@sina.com 

http://www.biqtc.com/
mailto:zheng_rl@126.com
http://pt.cti-cert.com/
javascript:_showItemByRid('yui-rec355')
javascript:_showItemByRid('yui-rec355')
http://www.ptplab.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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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子领域 对应的项目参数 提供方式 能力验证提供者 网址或联系方式 

信息技术 
软件产品

测试 

功能性/易用性、效率测

试、代码走查、代码审

查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

院软件和信息安全测评实验室 
stecptp.caasse.com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北京软件产品质量检测检验中

心 

http://www.bstqc.org.cn/ 

电话：010-82825511-693 

信息技术 
信息安全

产品 

网络入侵检测系统、防

火墙、安全审计产品等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

中心信息安全基准实验室 

联系人：严妍、温岩莉 

电话：010-65994479、010-65994317  

信息技术 
信息安全

产品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

评估 

能力验证计划

/测量审核 

华北计算技术研究所计算机测

评中心 

王春佳 

电话：010-89055073 

E-mail:wangchunjia@itstec.org.cn 

 

http://www.bstqc.org.cn/
javascript:_showItemByRid('yui-rec0')
javascript:_showItemByRid('yui-rec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