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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产品认证实施细则

1 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工厂向电能（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PCCC）

申请电池产品自愿性产品认证。

本细则中的电池产品包括： 蓄电池。

2 认证模式

型式试验+ 初始工厂检查 + 获证后监督

3 认证的基本环节

认证的基本环节包括认证的申请、型式试验、初始工厂检查、认证结果评价

与批准、获证后的监督、再认证等工作。

4 认证实施

4.1 认证申请

4.1.1 申请单元划分

本细则适用于工厂向电能（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PCCC）

申请电池产品自愿性产品认证。

本细则中的电池产品包括： 蓄电池。

4.1.2 申请时需提交的文件资料

申请需提交的文件资料见《PCCC 自愿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的要求。

注： 如申请单位、生产单位不一致时：

1 若申请单位为代理单位或经销单位，应在申请表中“申请单位名称”注明（代理单位）或（经销单位），

除要求的申请材料之外，还应：

a) 提交双方的营业执照、公司概况；

b) 提交生产单位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质量管理体系文件，设备清单写明是生产单位的设备。

2 若申请单位的生产方式为 OEM 除要求的申请材料之外，还应：

a) 提交双方的营业执照、公司概况；

b) 提交双方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质量管理体系文件，设备清单写明是申请单位还是生产单位的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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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型式试验

型式试验是为了验证产品的性能符合标准要求。型式试验检测标准、项目、

方法、有效期，按照有关产品标准执行，原则上采信取得 CNAS 认可的检验检测

机构出具的型式试验。如采信未取得认可的实验室出具的型式试验，可通过相关

网站查询，获取该机构的实验室关键场所、检查能力范围。由中心组织相关人员

按照 GB/T 27025 的要求进行书面评审，然后纳入《合格外包方》名录，但证书

不得有 CNAS 标识。

只有经认可、且型式试验符合要求的产品才能带有 CNAS 标识，其它产品不

得有 CNAS 标识。

认证产品技术规范原则上依据有效的型式报告中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

方标准、企业标准，但要进行识别（如产品标准、试验标准、设计标准）。对于

新产品，没有国家、行业及地方标准的，当企业标准在国家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

务平台（http://www.cpbz.gov.cn/）进行公示后，产品技术规范可以依据企业

标准。

4.2.1 工厂应根据申请单元，如同一单元中还有多个型号，则可以抽取其中一

种具有代表性（主要指结构和性能）型号可覆盖其它型号（判断是否具有代表性

由申请客户和认证中心检查部门共同协商确定），进行抽样并进行型式试验，可

以认定覆盖本单元。

附件 1中《蓄电池产品认证单元划分、依据标准、抽样及判定准则》。

4.2.2 型式试验使用的依据标准、检验项目见附件 2《检测项目》，其检验方法

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4.2.3 检查报告是否保持在有效期内、必要时，可通过信息网络查寻或与检测

机构联系，验证报告的可信性。

4.3 初始工厂检查

见《PCCC 自愿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的要求。

4.3.1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

由 PCCC 派检查组对工厂按照《PCCC 自愿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的要求进行

http://www.cpbz.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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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并对工厂的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硬件资源按附件 3中《蓄电池产品必备的

主要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的要求进行核查。

4.3.2 产品一致性检查

基本上按《PCCC 自愿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的要求进行检查。

4.3.3 现场抽样检验

4.3.3.1 原材料抽样检验

检查组根据确认的认证产品，在生产现场对其产品所采用的关键元器件/主

要原材料至少 2 种进行抽样，现场抽样时，如果关键元器件/主要原材料不足 2

种，可根据厂家提供元器件、原材料抽取辅助器件和辅助材料进行现场验证。抽

样过程中，应在被抽取的样件上粘贴“产品认证样机封条”予以封样并拍照，并

见证该样件的检验情况，收集该原材料检验记录，与产品认证现场检查表一并保

存。

4.3.3.2 产品抽样检验

检查组根据认证单元数和认证申请企业库存等情况，确定产品抽样类别和件

数（原则上按照认证单元数的 20%抽取样件，不少于 1 件），当现场没有与认证

单元完全相同的产品时，类似产品试验项目基本相同或差别不大时，能够代表企

业的认证产品的试验能力，可以抽取类似产品；当现场没有生产认证产品时，现

场可以放弃抽样，但应检查相关记录。每个认证单元抽样基数≤100 台（套）抽

1台（套）；抽样基数＞100 台（套）抽 2台（套），并见证抽样产品的出厂试验

（参照附件 2中的检查项目，具体检查项目由检查员提出，根据具体情况与认证

申请企业商定确定）是否符合相关产品标准的要求，形成《产品认证抽样检验单》

和《现场指定试验记录》；在初次检查和监督检查的时间内，产品抽样应至少覆

盖所有认证申请的同类单元（同类单元的确定原则见附件 1）。如同一单元中还

有多个型号，则可以抽取其中一种具有代表性（主要指结构和性能）型号可覆盖

其它型号（判断是否具有代表性由申请客户和认证中心检查部门共同协商确定），

对于现场抽取项目，可以根据产品特点和工厂实际情况，在出厂检查项目中抽取

项目进行。

4.3.3.3 检查组现场抽样，经检测不合格时允许加倍重新抽样一次；若重新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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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合格，检查组开具合格报告；若重新检测仍不合格，则开具不合格报告。

4.3.4 初始工厂检查时间

见《PCCC 自愿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的要求。

4.3.5 检查结论及后续处理

见《PCCC 自愿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的要求。

4.4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型式试验和工厂检查完成后，由 PCCC 负责组织技术委员会对型式试验、工

厂检查结果进行综合评价，评定结论经 PCCC 总经理（或其授权人）批准生效。

对评定符合要求的工厂，PCCC 将颁布产品认证证书。产品认证证书和标志的使

用应符合 PCCC 公开性文件《认证证书和标志使用规则》的要求。

4.5 获证后的监督

获证后的工厂，应在证书五年有效期中接受 PCCC 的定期监督检查和必要的

不定期抽查，以验证产品质量管理体系是否持续满足认证标准的要求。

4.5.1 监督的频次

4.5.1.1 PCCC 对产品认证获证工厂在证书有效期内实施定期和不定期的监

督，监督包括监督检查和监督检测。监督检查应至少每个日历年（应进行再认证

的年份除外）进行一次，初次认证后的第一次监督检查应在认证决定日期起 12

个月内做出，以后的监督检查与上一次现场检查间隔原则上不超过一个日历年。

在达到监督检查期限而有证据表明获证组织暂不具备实施监督检查的条件时，可

以适当延长监督检查期限，最长间隔不能超过 15 个月。但初次认证后的第一次

监督检查原则上应在认证决定日期起 12 个月内做出。

4.5.1.2 若发生下述情况之一可增加监督频次或安排特殊监督：

a) 获证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者用户提出投诉并经查实为持证人责任

的；

b) PCCC 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质量和性能的符合性提出质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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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有足够信息表明获证企业因变更企业机构、生产条件、质量管理体系等，

从而可能影响产品符合性或一致性时；

d) 其它情况时。

4.5.2 监督检查

4.5.2.1 监督检查的活动可包括：

a) 就认证有有关方面询问获证企业；

b) 检查获证企业对其运作的说明（如宣传材料、网页）；

c) 要求获证企业提供文件和记录（纸质或电子介质）；

d) 其它监视获证企业符合的有效方法。

4.5.2.2 监督检查时，除按监督检查相关内容进行检查外，还应对初次检查或

上次检查的不符合项以及不符合项的整改措施实施逐一验证，并对初次检查或上

次检查的不符合项所涉及的内容抽样；

4.5.2.3 监督检查时，认证申请企业如提出产品认证扩大或变更要求时，应填

写《产品认证变更申请表》，检查组长对产品认证扩大或变更的《产品认证变更

申请表》进行评审，必要时，应对其提出的扩大或变更内容所需的技术文件、生

产设施、检测设备及其相关记录等进行检查并记录；

4.5.2.4 当获证企业需要对本类获证产品持续使用授权的认证标志时，应在监督

检查时包括对加施标志的产品进行监督检查，以确保符合产品要求的证实持续有

效。

4.5.3 产品监督抽样检验

监督检查中应按“4.3.3”规定进行产品监督抽样检验。

4.5.4 监督检查评价

见《PCCC 自愿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的要求。

4.6 再认证

再认证是对获证企业在产品认证证书有效期满后的继续认证。如获证企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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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证书，则按 PCCC 相关规定办理再认证手续。

4.6.1 签订“产品认证证书到期再认证协议”，以保证后续五年（或三年）认证

工作的合法性、严肃性和权威性。

4.6.2 再认证费用按照监督检查费用收取，每年仅收取当年监督检查费用。

4.6.3 再认证现场检查工作按《PCCC 自愿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的要求执行。

此前未完成认证单元现场抽样检验的产品，在后续的监督检查中可继续进行。

4.6.4 重新签发 PCCC 产品认证证书。

5 认证产品的变更

5.1 变更的申请

获证后的产品，如果其产品中关键元器件/主要原材料的规格、型号、生产

企业等发生变更时，应向 PCCC 提出变更申请。

5.2 变更评价和批准

PCCC 根据变更的内容和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价，确定是否可以变更。需进行

样品测试时，测试合格后方能进行变更。若变更影响了产品的工厂质量保证能力，

则还应进行工厂检查或产品一致性检查。

5.3 变更的收费

按认证单元或子单元收取申请检查、注册费用。

6. 其它

见《PCCC 自愿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的要求。

7 附件

附表 1 产品认证单元划分、依据标准、抽样及判定准则

附表 1-1 蓄电池产品认证单元划分、依据标准、抽样及判定准则

附表 2检验项目

附表 2-1 蓄电池产品检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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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必备的主要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

附表 3-1 蓄电池产品必备的主要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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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

蓄电池产品认证单元划分、依据标准、抽样及判定准则

产品

名称
单元划分 执行标准

关键材料

和零部件

初次检测要求

和判定准则

监督检查抽样方

法及判定准则

再认证检测要

求及判定准则

蓄电池

一、铅酸蓄电池

1、开路电压：

2V 再按照极

板容量不同划

分为子单元；

2、开路电压：

12V 目前划分

为一个单元

二、镉镍蓄电池

GB/T

19638.2-201

4 固定型阀控

密封式铅酸

蓄电池标准

的研究与制

定；

DL/T

637-1997 阀

控式密封铅

酸蓄电池订

货技术条件；

YD/T

799-2010 通

信用阀控式

密封铅酸蓄

电池

极板

电解液

隔离板

检测要求：

1、是否建立质

量体系并运行

有效；

2、生产及检测

设备是否满足

认 证 产 品 要

求；

3、型式试验报

告是否有效，

项 目 是 否 齐

全；

4、现场随机并

按单元抽取认

证产品进行检

验。

判定准则：

1、PCCC 自愿

性产品认证实

施规则；

2、自愿性产品

认证质量保证

能力要求；

3、相关产品标

准 及 技 术 规

范。

1、现场随机并按

单元抽取认证产

品进行检验。

2、PCCC 自愿性

产品认证实施规

则；

3、相关产品标准

及技术规范。

检测要求：

1、质量体系是

否持续有效运

行；

2、型式试验报

告是否有效，项

目是否齐全；

3、现场随机并

按单元抽取认

证产品进行检

验。

判定准则：

1、PCCC 自愿性

产品认证实施

规则；

2、相关产品标

准及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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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1

蓄电池产品检测项目

型式试验项目 出厂试验项目

试验项目 依据标准 试验项目 依据标准

10h 率容量

浮充电压偏

差值

GB/T 19638.2-2014

DL/T 637-1997

YD/T 799-2010

外观

GB/T 19638.2-2014

DL/T 637-1997

YD/T 799-2010

极性

事故冲击放

电能力
开路电压

放电特性曲

线
10h 率容量

开路电压 安全阀动作

连接条压降

气密性

大电流放电

密封反应效

率

防爆性能

封口剂性能

安全阀动作

耐过充电能

力

过充电寿命

荷电保持能

力

内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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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1

蓄电池产品生产必备的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

序

号

产品

名称
必备的生产设备、工艺装备 必备的检测设备

1

蓄
电
池

铅粉机及附属设施

和膏机

涂板机及涂板装置

铸造机

化成充电机

化成槽

固化室（熟成室）

阴板干燥剂

阳板干燥剂

分板机（切断机）

板栅模具（格子体模具）

恒流恒压充放电机

高低温设备

大电流放电器

天平

卡尺

万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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