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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言 

本认证规则由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方圆）发布，版权归方圆所

有，任何组织及个人未经方圆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使用。 

本规则初次发布日期：2013 年 8 月 15 日。 

2015 年 4 月 10 日第一次修订，修改的内容为：格式调整； 

2016 年 2 月 2 日第二次修订，修改内容为：《给水用硬聚氯乙烯(PVC-U)管

件》标准年代号由 2002 改为 2003，删除已作废的标准《建筑给水交联聚乙烯（PE-X）

管材》（CJ/T205-2000） 

2016 年 7 月 22 日第三次次修订，修改的内容为： 

燃气用埋地聚乙烯管材产品标准由GB 15558.1-2003 变更为GB 15558.1-2015 

本规则于 2018 年 11 月 12 日第四次修订，修订的内容为： 

1. 格式调整； 

2. 管材管件产品系列标准换版,GB/T 13663.3-2018 替代 GB/T 13663.2-2005、

GB/T 13663.2-2018替代 GB/T 13663-2000、GB/T 15558.1-2015 替代 GB 

15558.1-2015、 GB/T 15558.2-2005 替代 GB 15558.2-2005、 GB/T 

18742.2-2017 替代 GB/T18742.2-2002 、GB/T 18742.3-2017 替代 GB/T 

18742.3-2002、GB/T 18033-2017替代 GB/T 18033-2007、JG/T 3050-1998

替代 JG 3050-1998、JT/T496-2018替代 JT/T496-2004、GB/T 5836.1-2018

替代 GB/T 5836.1-2006、GB/T 5836.2-2018 替代 GB/T 5836.2-2006、

DL/T 802.2-2017 替代 DL/T 802.2-2007、YD/T 841.2-2016 替代 YD/T 

841.2-2008、YD/T 841.3-2016替代 YD/T 841.3-2008、YD/T 841.5-2016

替代 YD/T 841.5-2008、JB/T 5125-2007废止； 

3. 新增“给水用抗冲改性聚氯乙烯（PVC-M）管材质量认证依据标准 GB/T 

32018.1-2015”，“新增给水用抗冲改性聚氯乙烯（PVC-M）管件质量认证

依据标准 GB/T 32018.2-2015”，新增“埋地用聚乙烯双壁波纹管材质量

认证依据标准 GB/T 19472.1-2004”，新增“埋地用聚乙烯缠绕结构壁管

材质量认证依据标准 GB/T 19472.2-2017”，新增“氯化聚氯乙烯及硬聚

氯乙烯塑料电缆导管质量认证依据标准 DL/T 802.3-2007”，新增“非开

挖用改性聚丙烯塑料电缆导管质量认证依据标准 DL/T 802.7-2010”，新

增“埋地用改性聚丙烯塑料单壁波纹电缆导管质量认证依据标准 DL/T 

802.8-2014”，新增“ 建筑排水用高密度聚乙烯（HDPE）管材及管件质

量认证依据标准 CJ/T250-2018”，新增“冷热水用耐热聚乙烯（PE-RT）

管材质量认证依据标准 GB/T28799.2-2012”，新增“冷热水用耐热聚乙

烯（PE-RT）管件质量认证依据标准 GB/T28799.3-2012”，新增“钢塑复

合管质量认证依据标准 GB/T 28897-2012”，新增“给水涂塑复合钢管质

量认证依据标准 CJ/T 120-2016”； 

4. 进一步明确单元划分及适用范围； 



 

II 

5. 进一步明确并修改部分产品抽/送样数量及检验项目等要求。 

本规则于 2021 年 5 月 6 日第五次修订，修订的内容为： 

1. 格式调整； 

2. 管材管件产品标准换版，GB/T 19472.1-2019 替代 GB/T 19472.1-2004 

 

参与起草单位：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佛山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中心 

主要起草人：刘昌财、邓天彩、毕梅娟 

 

如需获取更多信息，请登录网站查询，或通过以下电话、邮件咨询，联系方

式如下：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 33 号（100048） 网址： www.cqm.com.cn 

电话： 
010-68437373（业务咨询） 

010-68422203（投诉监督） 
E-mail： pct@cqm.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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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给排水、冷热水等用途管材、管件及电工用塑料管材的的质量、

节水认证。 

适用质量节水认证的管材管件范围及单元划分、认证用标准见表 1； 

适用节水认证的管材管件范围及单元划分、认证用标准见表 2； 

适用质量认证的管材管件范围及单元划分、认证用标准见表 3。 

2. 认证依据标准 

表 1  质量节水认证产品范围及依据标准 

序号 产品名称 认证单元划分 认证种类 适用范围 标准 

1 
给水用硬聚氯乙烯

（PVC-U）管材 

dn≤90 mm 

质量/节水 

建筑物内或室外埋地给水用硬聚

氯乙烯管材。适用于压力下输送

饮用水和一般用途水，水温不超

过 45℃ 

GB/T 10002.1-2006 

dn＞90 mm 

2 
给水用硬聚氯乙烯

（PVC-U）管件 

不同连接方式和加工方

式作为不同认证单元 
质量/节水 

建筑物内或室外埋地给水用硬聚

氯乙烯管件。适用于压力下输送

饮用水和一般用途水，水温不超

过 45℃ 

GB/T 10002.1-2006 

3 
给水用聚乙烯（PE）

管材 

dn≤63mm 

 

质量/节水 

适用于用 PE63、PE80 和 PE100

材料制造的给水用管材。公称压

力 0.32MPa-1.6MPa，公称外径为

16mm~1000mm。 

适用于温度不超过 40℃，一般用

途的压力输水以及饮用水的输

送。 

GB/T 13663.2-2018 
63 mm＜dn≤225mm 

225mm＜dn≤1000mm 

4 
给水用聚乙烯（PE）

管件 

不同连接方式作为不同

认证单元 
质量/节水 

适用于用 PE63、PE80 和 PE100

材料制造的给水用管件。公称压

力 0.32MPa-1.6MPa，公称外径为

16mm~1000mm。 

适用于温度不超过 40℃，一般用

途的压力输水以及饮用水的输

送。 

GB/T13663.3-2018 

5 
冷热水用聚丙烯

（PP）管材 

dn≤63mm 
质量/ 

节水 

建筑物内冷热水管道系统所用的

管材，包括工业及民用冷热水、

饮用水和采暖系统等。 

不适用于灭火系统和不使用水作

为介质的系统所用的管材。 

GB/T18742.2-2017 

63mm＜dn≤160mm 

6 
冷热水用聚丙烯

（PP）管件 

不同熔接方式作为不同

的认证单元 

质量/ 

节水 

建筑物内冷热水管道系统所用的

管件，包括工业及民用冷热水、

饮用水和采暖系统等。 

不适用于灭火系统和不使用水作

为介质的系统所用的管件。 

GB/T 18742.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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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认证单元划分 认证种类 适用范围 标准 

7 铝塑复合压力管 

外径≤32mm 

质量/节水 

用对接焊铝管作为嵌入金属层增

强，通过热熔粘合剂与内外层聚

乙烯塑料复合而成的铝塑复合压

力管。 

适用于输送最大允许工作压力下

的流体（冷水、冷热水的饮用水

输配系统和给水输配系统；采暖

系统、地下灌溉系统等）的铝塑

管，不适用于铝管未进行焊接或

无胶粘层复合的塑料夹铝管材。 

GB/T 18997.1-2003 

GB/T 18997.2-2003 

外径≥40mm 

注 1：1-6产品若仅做节水认证，可依据 GB/T 18870-2011，具体检验项目见表 4； 

注 2:  1-7产品相应的标准涵盖了节水指标，产品若做质量认证可同时发节水认证证书 

表 2  节水认证产品范围及依据标准 

产品名称 认证单元划分 认证种类 适用范围 标准 

冷热水用氯化聚氯乙

烯（PVC-C）管材 

冷热水用氯化聚氯乙

烯（PVC-C）管材 
节水 工业及民用的冷热水管道系统 GB/T18993.2-2003 

冷热水用交联聚乙烯

（PE-X）管材 

冷热水用交联聚乙烯

（PE-X）管材 

节水 

建筑物内冷热水管道系统，包括

工业及民用冷热水、饮用水和采

暖系统等，不适用于灭火系统和

非水介质的流体输送系统 

GB/T18992.2-2003 

埋地给水用聚丙烯

（PP）管材 

埋地给水用聚丙烯

（PP）管材 
节水 

40℃以下乡镇给水及农业灌溉用

埋地管材。 
QB/T1929-2006 

冷热水用聚丁烯（PB）

管材 

冷热水用聚丁烯

（PB）管材 

节水 

适用于建筑冷热水管道系统，包

括工业及民用冷热水、饮用水和

采暖系统。 

不适用于灭火系统和非水介质的

流体输送系统。 

GB/T19473.2-2004 

高密度聚乙烯（HDPE）

缠绕结构壁管材 

高密度聚乙烯

（HDPE）缠绕结构壁

管材 

节水 

适用于以高密度聚乙烯（HDPE）

为主要原料，以相同或不同材料

作为辅助支撑结构，经热缠绕成

型工艺制成的结构壁管材。适用

于输送水温度在45C以下的市政

排水、建筑室外排水、埋地农田

输排水、工业排污等工程。 

 

 

CJ/T165-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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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认证单元划分 认证种类 适用范围 标准 

喷灌用低密度聚乙烯

（LDPE）管材 

喷灌用低密度聚乙烯

（LDPE）管材 

节水 

将低密度聚乙烯树脂加入(或不

加入)碳黑。经挤出成型而得的圆

截面塑料管材。主要用于喷灌、

排灌及其他水利、水电等。 

QB/T3803-1999 

给水用低密度聚乙烯

（LDPE）管材 

给水用低密度聚乙烯

（LDPE）管材 

节水 

低密度聚乙烯（LDPE）树脂或线

性低密度聚乙烯（LLDPE）及两者

的混合物经挤出成型的低密度聚

乙烯管材，公称压力不大于

0.6MPa，公称外径 16mm-110mm，

输送水温 40℃以下的给水用管材 

QB/T 1930-2006 

无缝铜水管和铜气管 无缝铜水管和铜气管 节水 

适用于输送饮用水、卫生用水和

民用天然气、煤气、氧气及对铜

无腐蚀作用的其他介质的无缝圆

形铜管，公称外径不大于 219mm。

铜水管一般采用焊接、扩口或压

紧的方式与管接头连接。 

GB/T 18033-2017 

 

表 3  质量认证产品范围及依据标准 

产品名称 认证单元划分 认证种类 适用范围 标准 

无压埋地排污、排水用

硬聚氯乙烯（PVC-U）管

材 

无压埋地排污、排

水用硬聚氯乙烯

（PVC-U）管材 

质量 

 

适用于外径 110-1000mm 的弹性密封圈

连接和外径从（110-200）mm 的粘接式

连接的无压埋地排污、排水用管材。不

适用于建筑内埋地的排污、排水 PVC-U

管道系统 

GB/T 20221-2006 

排水用芯层发泡硬聚氯

乙烯（PVC-U）管材 

排水用芯层发泡硬

聚氯乙烯（PVC-U）

管材 

质量 
适用于建筑物内外或埋地无压排水用管

材 
GB/T 16800-2008 

硬聚氯乙烯（PVC-U）双

壁波纹管材 

硬聚氯乙烯

（PVC-U）双壁波纹

管材 

质量 

适用于市政建筑小区排水、建筑物外排

水、农田排水用管材，也可用于通讯电

缆穿线和低压输水灌(≤0.2MPa)等管材 

QB/T 1916-2004 

建筑排水用硬聚氯乙烯

（PVC-U）管材 

建筑排水用硬聚氯

乙烯（PVC-U）管材 

质量 适用于建筑物内排水用管材 GB/T 5836.1-2018 

建筑排水用硬聚氯乙烯

（PVC-U）管件 

建筑排水用硬聚氯

乙烯（PVC-U）管件 

质量 适用于建筑物内排水用管件 GB/T 5836.2-2018 

给水用抗冲改性聚氯乙

烯（PVC-M）管材 

给水用抗冲改性聚

氯乙烯（PVC-M）管

质量 
适用于压力下输送生活饮用水和一般用

途水，水温不超过 45℃的管材、管件 
CJ/T 272-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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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适用于以聚氯乙烯树脂为主要原料,经

共混改性挤出成型的给水用抗冲改性聚

氯乙烯(PVC-M)管道系统用管材。 

GB/T 32018.1-2015 

给水用抗冲改性聚氯乙

烯（PVC-M）管件 

给水用抗冲改性聚

氯乙烯（PVC-M）管

件 

质量 

适用于压力下输送生活饮用水和一般用

途水，水温不超过 45℃的管材、管件 

CJ/T 272-2008 

 

适用于建筑物内外给水用管件 GB/T 32018.2-2015 

埋地排水用硬聚氯乙烯

（PVC-U）结构壁管道系

统-双壁波纹管材 

埋地排水用硬聚氯

乙烯（PVC-U）结构

壁管道系统-双壁波

纹管材 

质量 
市政建筑排水、建筑物外排水、农田排

水用管材，也可用于通讯电缆穿线管材 
GB/T18477.1-2007 

燃气用埋地聚乙烯管材 

dn<63mm 

质量 

适用于PE 80和PE 100材料制造的燃气用

埋地聚乙烯管材。管材的公称外径为

16mm-630 mm. 

GB/T 15558.1-2015  63mm≤dn<250mm 

250mm≤dn≤630mm 

燃气用埋地聚乙烯管件 
燃气用埋地聚乙烯

管件 

质量 

本部分适用于下列连接方式的管件：

——热熔对接及电熔连接的插口管件；

——电熔管件：a)电熔承口管件；b)电熔

鞍形管件。本部分不适用于利用加热工

具的热熔承插连接的管件。在输送人工

煤气和液化石油气时，应考虑燃气中存

在的其他组分(如芳香烃、冷凝液等)在

一定浓度下对管件性能产生的不利影

响。 

GB/T 15558.2-2005 

建筑用绝缘电工套管及

配件 

硬质套管 

16 mm≤dn≤63mm 

质量 

适用于以塑料绝缘材料制成的用于建筑

物或构筑物内保护并保障电线或电缆布

线的圆形 

电工套管以下简称套管及配件 

JG/T 3050-1998 

半硬质套管、波纹

管 

16 mm≤dn≤63mm 

配件 

16 mm≤dn≤63mm 

地下通信管道用塑料管 

实壁管 

25mm≤de≤160mm 

质量 电缆和光缆的地下通信管道系统 

YD/T 841.2-2016 

双壁波纹管 

100mm≤de≤200mm 
YD/T 841.3-2016 

梅花管 

25mm≤de≤32mm 
YD/T 841.5-2016 

埋地式高压电力电缆用

氯化聚氯乙烯（PVC-C）

110 

mm≤de≤219mm 
质量 

适用于以氯化聚氯乙烯树脂为主要原

料，加入必要的添加剂，经挤出成型，
QB/T 2479-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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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管 保护埋设地下的高压电力电缆的套管。 

公路地下通信管道高密

度聚乙烯硅芯塑料管 

公路地下通信管道

高密度聚乙烯硅芯

塑料管 

质量 

适用于公路地下铺设的通信光、电缆用

高密度聚乙烯硅芯塑料保护管，多孔组

合高密度聚乙烯塑料管道可参照执行。 

不适用于室外直接暴露于太阳光下的通

信光、电缆用保护管。 

JT/T496-2018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电缆

导管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

电缆导管 
质量 

适用于热固性树脂为基体、以玻璃纤维

无捻粗纱及其制品为增强材料，采用接

卸缠绕、编织缠绕拉挤等工艺制成的玻

璃纤维增强塑料电缆导管。 

DL/T 802.2-2017 

埋地通信用硬聚氯乙烯

（PVC-U）多孔一体管材 

梅花状多孔管材 

质量 
以聚氯乙烯为主要原料，经挤出成型的

埋地通信用多孔一体塑料管材 
QB/T 2667.1-2004 格栅状多孔管材 

蜂窝状多孔管材 

埋地用聚乙烯（PE）结

构壁管道系统-聚乙烯

双壁波纹管材 

埋地用聚乙烯（PE）

结构壁管道系统-聚

乙烯双壁波纹管材 

质量 

本部分适用于长期温度不超过 45℃的

埋地排水和通讯套管用聚乙烯双壁波纹

管。亦可用于工业排水、排污管。 

GB/T 19472.1-2019 

埋地用聚乙烯（PE）结

构壁管道系统-聚乙烯

缠绕结构壁管材 

埋地用聚乙烯（PE）

结构壁管道系统-聚

乙烯缠绕结构壁管

材 

质量 

本部分适用于以聚乙烯（PE）树脂为主

要原料，以聚烯烃材料作为辅助支撑结

构，采用缠绕成型工艺，经加工制成的

结构壁管材、管件（或实壁管件）。 

GB/T 19472.2-2017 

电力电缆用导管技术条

件-氯化聚氯乙烯及硬

聚氯乙烯塑料电缆导管 

电力电缆用导管技

术条件-氯化聚氯乙

烯及硬聚氯乙烯塑

料电缆导管 

质量 
本部分适用于氯化聚氯乙烯及硬聚氯乙

烯塑料电缆导管。 
DL/T 802.3-2007 

电力电缆用导管技术条

件-非开挖用改性聚丙

烯塑料电缆导管 

电力电缆用导管技

术条件-非开挖用改

性聚丙烯塑料电缆

导管 

质量 
本部分适用于非开挖用的改性聚丙烯塑

料电缆导管。 
DL/T 802.7-2010 

电力电缆用导管技术条

件-埋地用改性聚丙烯

塑料单壁波纹电缆导管 

电力电缆用导管技

术条件-埋地用改性

聚丙烯塑料单壁波

纹电缆导管 

质量 

本部分适用于以改性聚丙烯为主要原

料，经挤出成型的用于保护埋设地下的

电力电缆的导管。 

DL/T 802.8-2014 

建筑排水用高密度聚乙

烯（HDPE）管材及管件 

建筑排水用高密度

聚乙烯（HDPE）管

材及管件 

质量 
适用于建筑物污水、废水、雨水排放系

统用高密度聚乙烯（HDPE）管材及管件。 
CJ/T250-2018 

冷热水用耐热聚乙烯 冷热水用耐热聚乙 质量 
本部分适用于 PE-RT Ⅰ型和 PE-RT Ⅱ型

管材；本部分与 GB/T28799.1、
GB/T28799.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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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T）管道系统-管

材 

烯（PE-RT）管道系

统-管材 

GB/T28799.3 配合使用；适用于建筑冷热

水管道系统，包括民用与工业建筑冷热

水、饮用水和采暖系统等；本部分不适

用于灭火系统。 

冷热水用耐热聚乙烯

（PE-RT）管道系统-管

件 

冷热水用耐热聚乙

烯（PE-RT）管道系

统-管件 

质量 

本部分适用于 PE-RT Ⅰ型和 PE-RT Ⅱ型

管件；本部分与 GB/T28799.1、

GB/T28799.2 配合使用；适用于建筑冷热

水管道系统，包括民用与工业建筑冷热

水、饮用水和采暖系统等；本部分不适

用于灭火系统。 

GB/T28799.3-2012 

钢塑复合管 钢塑复合管 质量 

适用于输送生活用饮用水、冷热水、消

防用水、排水、空调用水、中低压燃气、

压缩空气等介质的钢塑管。 

GB/T 28897-2012 

给水涂塑复合钢管 给水涂塑复合钢管 质量 

适用于公称尺寸不大于 DN2000、输送介

质温度低于 45℃的给水涂塑钢管的设

计、制造和检验。对于非螺纹连接的涂

塑钢管管件的涂塑工艺和涂层要求可参

照本标准执行。 

CJ/T 120-2016 

 

3. 认证模式 

认证模式：产品检验+初始工厂检查+获证后监督。 

认证环节包括：认证申请与受理、产品检验、初始工厂检查、认证评价与决

定、获证后监督。 

4. 认证单元划分 

认证委托人按认证单元委托认证，认证单元划分见表 1、2、3。不同认证委

托人、不同产品生产者、不同生产企业（场地）的产品作为不同的认证单元委托

认证。同一生产者、同一型号、不同生产企业的产品应划分为不同的认证单元。

不同的生产场地的产品应划分为不同的认证单元。不同认证申请人的相同型号的

产品，应划分为不同的认证单元；同一认证申请人由不同生产者或者不同生产企

业生产的相同型号的产品，应划分为不同的认证单元。 

5. 认证申请 

5.1 认证申请的提出与受理 

认证申请人通过方圆官方网站（www.cqm.com.cn）的产品认证用户平台提

交认证申请。方圆在 2 工作日内处理认证申请，并向客户反馈受理、退回整改或

不受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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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申请资料 

认证委托人应在申请受理后按认证方案的要求向方圆提供有关申请资料和

技术材料，并确保资料真实有效，资料通常包括： 

（1） 认证申请书认证申请书或认证服务协议（应提供签章原件）； 

（2） 认证委托人、生产者、生产企业的注册证明（如营业执照、卫生许

可批件（输送饮用水）、行政许可证明等）； 

（3） 管材管件产品描述（CQM36-2922-0111 ） 

（4） 生产企业信息表； 

生产企业信息表中包括随附认证申请人、生产者、生产企业的经营许可证明，

包括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组织机构图、质量手册目录、程序文件目录等。

认证申请人可通过方圆网站、产品认证用户平台下载，或向认证工程师索取。 

（5） 对于变更申请，相关变更项目的证明文件； 

（6） 其他需要的文件。 

5.3 实施安排 

方圆确定认证方案并通知认证申请人，认证方案通常包含以下内容：认证单

元划分、认证模式、认证流程、认证时限、方圆相关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实验

室（如有）等信息。 

6. 认证实施 

6.1 产品检验 

6.1.1 产品检验方案 

方圆根据认证申请人提供的产品信息制定产品检验方案，明确样品要求、依

据标准等信息，并告知认证申请人。 

6.1.2 产品检验样品要求 

产品检验样品原则上采取按产品单元进行送样，样品应是经认证申请人确认

合格的产品，送样数量与检验项目见表 4、表 5、表 6(注：企业送样前宜与送检

实验室联系以确保送样数量满足检验要求)。送样时随附一套认证资料（认证申

请书、企业注册证明、产品描述等）。 

认证申请人应确保其所提供的样品与实际生产产品的一致性。实验室对认证

申请人提供样品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当对样品真实性有疑义时，应向方圆说明情

况，并做出相应处理。 

6.1.3 关键原材料的要求 

关键原材料是树脂、添加剂、辅助材料等。 

6.1.4 产品检验项目 

http://oa.cqm.cn/yh/core/funcs/filefolder/read.jsp?sortId=631&contentId=1745
http://oa.cqm.cn/yh/core/funcs/filefolder/read.jsp?sortId=631&contentId=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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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材管件产品的检验项目详见表 4、表 5、表 6。 

表 4 质量节水认证检验要求 

序

号 
产品名称 

认证

种类 
标准 抽样基数 送/抽样数量 检验项目 备注 

1 

给水用硬聚氯乙烯

（PVC-U）管材 

 

 

 

节水 

 

 

 

质量 

GB/T 18870-2011 

不少于

150 根 

外径≤250mm 的管材，

抽取 4 根管材，分别截

取 1m/段，共计截取 16

段； 

外径＞250mm 的管材，

抽取 5 根管材，分别截

取 1.6m /段，共计截取

10 段； 

全部适用项目

（不包含有液

压 1000h） 

(除系统适用

性、长度、不圆

度、弯曲度不

检) 

涉及输送

饮用水的

产品，如

委托人提

供卫生许

可批件的

检验报告

或依据

GB/T 

17219 的

检验报

告，可免

于检验标

准中的相

同项目。 

GB/T 10002.1-2006 

2 
给水用硬聚氯乙烯

（PVC-U）管件 

 

节水 

 

 

质量 

GB/T 18870-2011 

不少于

150 个 

12 个+3 组管件与大于

等于同等级管材粘结

的组件，管材两端各

50cm 

全部适用项目

（不包含有液

压 1000h） 

(除系统适用性

不检) 
GB/T 10002.1-2006 

3 
给水用聚乙烯（PE）管

材 

 

节水 

 

 

 

质量 

GB/T 18870-2011 

不少于

150 根 

外径≤250mm 的管材，

抽取 4 根管材，分别截

取 1m/段，共计截取 16

段+200g 原料；外径＞

250mm 的管材，抽取 6

根管材，分别截取 1.6m 

/段，共计截取 12 段；

+200g 原料 

全部适用项目

（不包含有液

压 1000h） 

(除系统适用

性、长度、不圆

度不检) 

GB/T 13663.2-2018 

4 
给水用聚乙烯（PE）管

件 

 

节水 

 

质量 

GB/T 18870-2011 

不少于

150 个 

8 个+7 组管件（机械连

接类管件为 12 组）与

同等级同尺寸比管材

粘结的组件，管材两端

各 50cm+200g 原料 

全部适用项目

（不包含有液

压 1000h） 

(除系统适用性

不检) 

GB/T13663.3-2018 

5 
冷热水用聚丙烯（PP）

管材 

 

节水 

 

 

质量 

GB/T 18870-2011 

不少于

150 根 

抽取 4 根管材，分别截

取 1m/段，共计截取 16

段+原料 200 克 

全部适用项目

（不包含有液

压 1000h 及

1000h静液压试

验后的诱导时

间） 

(除系统适用

性、静液压状态

GB/T18742.2-2017 



 

CQM36-2922-01-2021 

管材管件认证规则  
 

20210506（2/1）  第 9页 共 20页 
                                                                 

下热稳定性

（8760h）、长度

不检) 

6 
冷热水用聚丙烯（PP）

管件 

 

节水 

 

质量 

 

GB/T 18870-2011 

不少于

150 个 

10 个+3 组管件与大等

于同等级管材连接的

组件，管材两端各

50cm+原料 200 克 

全部适用项目

（不包含有液

压 1000h 及

1000h静液压试

验后的诱导时

间） 

(除系统适用

性、静液压状态

下热稳定性

（8760h）不检) 

GB/T 18742.3-2017 

7 铝塑复合压力管 

 

节水 

 

 

质量 

GB/T 18997.1-2003 

不少于

1000 延长

米 

直管 13 根×1m 

盘管抽取 5 盘，每盘抽

取 3 米 

全部适用项目

（不包含有液

压 1000h） 

（除系统适用

性、长度、耐化

学性能、耐气体

组分性能） 

GB/T 18997.2-2003 

注 1：1-6产品若仅做节水认证，可依据 GB/T 18870-2011，具体检验项目见表 4； 

注 2:  1-7产品相应的标准涵盖了节水指标，产品若做质量认证可同时发节水认证证书 

 

表 5 节水认证产品检验要求 

产品名称 
认证

种类 
标准 抽样基数 送/抽样数量 检验要求 备注 

冷热水用氯化聚氯乙烯

（PVC-C）管材 

节水 GB/T18993.2-2003 

不少于

1000 延长

米 

外径≤250mm 的管材，

抽取 4 根管材，分别截

取 1m/段，共计截取 16

段； 

外径＞250mm 的管材，

抽取 5 根管材，分别截

取 1.6m /段，共计截取

10 段； 

尺寸、静液压强

度（不包含有液

压 1000h）、纵

向回缩率、维卡

软化温度、落锤

冲击试验、密度 

涉及输送

饮用水的

产品，如

委托人提

供卫生许

可批件的

检验报告

或依据

GB/T 

17219 的

检验报

告，可免

冷热水用交联聚乙烯

（PE-X）管材 
节水 GB/T18992.2-2003 

抽取 4 根管材，分别截

取 1m/段，共计截取 16

段 

 

尺寸、静液压强

度（不包含有液

压 1000h）、纵

向回缩率、交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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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于检验卫

生指标的

相同项

目。 

埋地给水用聚丙烯（PP）

管材 

节水 QB/T1929-2006 

抽取 4 根管材，分别截

取 1m/段，共计截取 16

段+200g 原料 

全部项目(除长

度不检) 

冷热水用聚丁烯（PB）管

材 

节水 GB/T19473.2-2004 

抽取 4 根管材，分别截

取 1m/段，共计截取 16

段 

尺寸、静液压强

度（不包含有液

压 1000h）、纵

向回缩率 

高密度聚乙烯（HDPE）

缠绕结构壁管材 

节水 CJ/T165-2002 

抽取 2 根管材，分别截

取 1m/段，共计截取 8

段 

全部项目（不包

含蠕变比率） 

喷灌用低密度聚乙烯

（LDPE）管材 
节水 QB/T 3803-1999 

抽取 2 根管材，分别截

取 1m/段，共计截取 8

段 

全部项目（除长

度不检） 

给水用低密度聚乙烯

（LDPE）管材 

节水 QB/T 1930-2006 

抽取 3 根管材，分别截

取 1m/段，共计截取 12

段 

全部项目 

无缝铜水管和铜气管 节水 GB/T 18033-2017 1m×10 根 

尺寸、静液压强

度、铜含量、力

学性能 

 

表 6 质量认证产品检验要求 

产品名称 
认证

种类 
标准 抽样基数 送/抽样数量 检验要求 备注 

埋地排污，

废水用硬

聚氯乙烯

（PVC-U）

管材 

质量 

 
GB/T 20221-2006 

不少于

150 根 

抽取 2 根管材，分别截取 1m/

段；共计截取 8 段 

全部项目（除弹性

密封圈连接密封

性、长度不检） 

 

埋地排水

用硬聚氯

乙烯

（PVC-U）

结构壁管

道系统-双

 

 

质量 

GB/T18477.1-2007  
不少于

150 根 

抽取 2 根管材，分别截取 1m/

段，共截取 8 段 

全部项目（不包含

蠕变比率） 

（除系统适用性、

长度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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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波纹管

材 

排水用芯

层发泡硬

聚氯乙烯

（PVC-U）

管材 

质量 GB/T 16800-2008 

不少于

1000 延长

米 

抽取 4 根管材，分别截取 1m/

段；共计截取 16 段 

全部项目（除系统

适用性、长度、不

圆度、弯曲度不

检） 

 

硬聚氯乙

烯（PVC-U）

双壁波纹

管材 

质量 QB/T 1916-2004 
不少于

150 根 

抽取 2 根管材，分别截取 1m/

段，共截取 8 段，加连接密封

性 1 组（全长 2.4m） 

全部项目（不包含

蠕变比率）(长度不

检、承口尺寸不检) 

 

建筑排水

用硬聚氯

乙烯

（PVC-U）

管材 

质量 GB/T 5836.1-2018 
不少于

150 根 

抽取 4 根管材，分别截取 1m/

段,共计截取 16 段; 

全部项目（除系统

适用性、长度、不

圆度、弯曲度不

检） 

 

建筑排水

用硬聚氯

乙烯

（PVC-U）

管件 

质量 GB/T 5836.2-2018 
不少于

150 个 
16 个 

全部项目（除系统

适用性不检） 
 

给水用抗

冲改性聚

氯乙烯

（PVC-M）

管材管件 

质量 CJ/T 272-2008 

不少于

150 根 

 

口径≤φ32,抽取 8 根管材,共截

取 1m/段×32 段; 

口径＞φ32,抽取 6 根管材,共

截取 1m/段×24 段 

外径＞250mm 的管材，抽取 8

根管材，分别截取 1.6m /段，

共计截取 16 段； 

全部项目（不包含

有 1000h 液压） 

(除长期静液压试

验、系统适用性不

检) 

 

不少于

150 个 

12 个+3 组管件与大等于同等

级管材粘结的组件，管材两端

各 50cm 

给水用抗

冲改性聚

氯乙烯

（PVC-M）

质量 GB/T 32018.1-2015 
不少于

150 根 

外径≤250mm 的管材，抽取 8

根管材，分别截取 1m/段×2

段，共计截取 16 段；外径＞

250mm 的管材，抽取 8 根管

材，分别截取 1.6m /段×2 段，

全部项目（不包含

有 1000h 液压） 

(除系统适用性、长

度、弯曲度、不圆

度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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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材 共计截取 16 段； 

给水用抗

冲改性聚

氯乙烯

（PVC-M）

管件 

质量 GB/T 32018.2-2015 
不少于

150 个 

12 个+3 组管件与大等于同等

级管材粘结的组件，管材两端

各 50cm 

全部项目（不包含

有 1000h 液压） 

(除系统适用性不

检) 

 

燃气用埋

地聚乙烯

管材 

质量 GB/T15558.1-2015 
不少于

150 根 

外径≤250mm 的管材，抽取 4

根管材，分别截取 1m/段，共

计截取 16 段；+200g 原料 

外径＞250mm 的管材，抽取 6

根管材，分别截取 1.6m /段×2

段，共计截取 12 段；+200g 原

料 

全部项目（不包含

有 1000h 液压） 

（除 RCP、系统适

用性、长度、不圆

度不检） 

 

燃气用埋

地聚乙烯

管件 

质量 GB/T 15558.2-2005  

8 个+7 组管件与同等级同尺寸

比管材粘结的组件，管材两端

各 50cm+200g 原料 

全部项目（不包含

有 1000h 液压） 

（除系统适用性） 

 

建筑用绝

缘电工套

管及配件 

质量 JG/T3050-1998  

硬质管材8根，分别截取1.2m/

段，共截取 24 段 

全部项目 
 

24 根 1.2m/段 

半硬质和波纹管 24 m 

配件 15 件  

地下通信

管道用塑

料管 

质量 

YD/T 841.2-2016 

不少于

150 根 

抽取 8 根管材分别在两端截取

1m/段，共截取 16 段+1 连接

组件 

口径≥Ф110 的管材，分别截取

1m/段，共截取 8 段+1 连接组

件 

全部项目  
YD/T 841.3-2016 

YD/T 841.5-2016 

埋地式高

压电力电

缆用氯化

聚氯乙烯

（PVC-C）

套管 

质量 QB/T 2479-2005 
不少于

150 根 

抽取 2 根管材，分别截取 1m/

段，共截取 8 段 
全部项目  

公路地下

通信管道

高密度聚

乙烯硅芯

塑料管 

质量 JT/T496-2018 
不少于 12

盘 

抽取1盘样品，分别截取1.5m/

段，共截取 12 段+4 连接组件 

全部性能（动态内

壁摩擦系数、长

度、耐碳氢化合物

性能不检），电力

管应同时检验耐

热应力开裂、工频

项目，现场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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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碱、盐条件要

求下的管材检验

耐化学介质腐蚀

项目。 

玻璃纤维

增强塑料

电缆导管 

质量 DL/T 802.2-2017 
不少于

150 根 

抽取 2 根管材，分别截取 1m/

段，共截取 8 段，+1 连接组件 

全部项目（除长

度、弯曲度不检） 
 

埋地通信

用硬聚氯

乙烯

（PVC-U）

多孔一体

管材 

质量 QB/T 2667.1-2004 
不少于

150 根 

抽取 2 根管材，分别截取 1m/

段，共截取 8 段 

全部项目（除长

度、弯曲度不检） 
 

埋地用聚

乙烯（PE）

结构壁管

道系统-聚

乙烯双壁

波纹管材 

质量 GB/T 19472.1-2019 
不少于

150 根 

抽取 2 根管材，分别截取 1m/

段，共截取 8 段 

全部项目（除蠕变

比率、系统适用

性、长度、接合长

度、承口尺寸不

捡） 

 

埋地用聚

乙烯（PE）

结构壁管

道系统-聚

乙烯缠绕

结构壁管

材 

质量 GB/T 19472.2-2017 
不少于

150 根 

抽取 2 根管材，分别截取 1m/

段，共截取 8 段 

全部项目（除蠕变

比率、系统适用

性、长度、承口尺

寸不捡） 

 

电力电缆

用导管技

术条件-氯

化聚氯乙

烯及硬聚

氯乙烯塑

料电缆导

管 

质量 DL/T 802.3-2007 
不少于

150 根 

抽取 2 根管材，分别截取 1m/

段，共截取 8 段，+1 连接组件 

全部项目（除长

度、弯曲度不检） 
 

电力电缆 质量 DL/T 802.7-2010 不少于 抽取 2 根管材，分别截取 1m/ 全部项目（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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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导管技

术条件-非

开挖用改

性聚丙烯

塑料电缆

导管 

150 根 段，共截取 8 段，+1 个焊接接

头 

度、弯曲度、断裂

伸长率不检） 

电力电缆

用导管技

术条件-埋

地用改性

聚丙烯塑

料单壁波

纹电缆导

管 

质量 DL/T 802.8-2014 
不少于

150 根 

抽取 2 根管材，分别截取 1m/

段，共截取 8 段，+1 连接组件 

全部项目（除长

度、弯曲度、弯曲

半径、滑动摩擦系

数不检） 

 

建筑排水

用高密度

聚乙烯

（HDPE）管

材及管件 

质量 CJ/T250-2018 

不少于

150 根 

外径≤250mm 的管材，抽取 2

根管材，分别截取 1m/段，共

计截取 8 段+200g 原料；外径

＞250mm 的管材，抽取 4 根管

材，分别截取 1.6m /段，共计

截取 8 段；+200g 原料；另加

管材与管材焊接头 1 组，管材

与管件焊接头 1 组 

全部项目（除长

度、弯曲度、不圆

度、真空试验不

检） 

 

不少于

150 个 

8 个+4 组管件与同等级同尺寸

比管材粘结的组件，管材两端

各 50cm+200g 原料，另加管件

与管件焊接头 1 组 

 

冷热水用

耐热聚乙

烯（PE-RT）

管道系统-

管材 

质量 GB/T28799.2-2012 
不少于

150 根 

抽取 4 根管材，分别截取 1m/

段，共计截取 16 段+原料 200

克 

全部适用项目（不

包含有液压 1000h

及 1000h 静液压试

验后的诱导时间） 

(除系统适用性、静

液压状态下热稳

定性（8760h）、长

度不检) 

 

冷热水用

耐热聚乙

烯（PE-RT）

管道系统-

管件 

质量 GB/T28799.3-2012 
不少于

150 个 

8 个+9 组管件与大等于同等级

管材连接的组件，管材两端各

50cm+原料 200 克 

全部适用项目（不

包含有液压 1000h

及 1000h 静液压试

验后的诱导时间） 

(除系统适用性、静

液压状态下热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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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8760h）不

检) 

钢塑复合

管 
质量 GB/T 28897-2012 

不少于

150 根 

抽取 2 根管材，分别截取 1m/

段，共截取 8 段 

全部适用项目（长

度不检） 
 

给水涂塑

复合钢管 
质量 CJ/T 120-2016 

不少于

150 根 

抽取 2 根管材，分别截取 1m/

段，共截取 8 段 

全部适用项目（长

度不检） 
 

注：制定检验方案前，宜与送检实验室联系以确保送/抽样数量满足检验要求。 

6.1.5 产品检验的实施 

认证委托人选择方圆签约的实验室对样品实施产品检验。实验室在收到样品

和随附的资料进行核实确认，如需调整产品检验方案，须向方圆提出调整建议。 

检验时间必须确保全部检验项目按规定进行，从实验室收样日期起计算，检

验时间一般不超过 40 天（不包括因检验项目不合格、企业进行整改所用的时间）。

产品检验报告签发之日起 12 个月内未颁发证书，应重新进行产品检验。 

当产品检验存在不合格项目时，允许认证委托人向方圆和/或实验室提交资料

和/或样品进行整改，整改应在 3 个月内完成，超过整改期限的视为认证终止。 

如认证委托人对检验结果有异议时，应在十五日内，向认证机构申请复议或

复查。 

6.1.6 产品检验报告 

实验室按方圆要求出具产品检验报告，经方圆对检验报告评价通过后，实验

室可向认证委托人提供产品检验报告。认证委托人/生产者/生产企业应妥善保管

产品检验报告，确保各方在获证后监督时能够获取。 

6.2 初始工厂检查 

检查范围包括产品范围和场所界限。产品范围指认证产品。场所界限指与产

品认证质量相关的场所、部门、活动和过程；当认证产品的制造涉及多个场所时，

检查的界限应至少包括例行检验、加施认证标志和产品铭牌的场所，方圆可对其

余场所（如关键工序）进行延伸检查。 

通常，方圆在产品检验结果合格后 3 个工作日内组成检查组并安排检查任务，

检查组在 10 天内实施现场检查，由于生产企业原因导致检查任务延期的时间不

计在内。方圆根据认证产品的种类数和企业生产规模等因素确定检查人日，一般

2-6 人日。如企业有需要时，初始检查可与产品检验同时进行。 

6.2.1 检查内容 

检查内容包括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 

6.2.1.1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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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依据 CQM05-A1《方圆标志认证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

力要求》。 

6.2.1.2 产品一致性检查 

产品一致性应覆盖所有产品类别，主要内容有： 

（1） 标识 

认证产品标识如：铭牌、产品技术文件和包装箱上标明的产品名称、型号规

格、技术参数应符合标准要求并与认证批准的结果一致。 

（2） 关键原材料 

认证产品所用的关键原材料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且与方圆批准的一致。 

6.2.2 检查依据 

（1） 相关国家法规及本认证实施规则； 

（2） 认证依据的标准及产品检验报告； 

（3） 认证申请（申请）资料。 

6.2.3 检查结论 

检查组在检查结束时给出检查结论，当检查存在不符合项时，工厂应在规定

期限内（不超过 40 天）完成整改。检查结论有以下四种： 

（1） 工厂检查通过。 

（2） 存在不符合项，工厂应在规定的期限内采取纠正措施，经检查组书

面验证有效后，检查通过。否则，检查不通过。 

（3） 存在不符合项，工厂应在规定的期限内采取纠正措施，经检查组现

场验证有效后，检查通过。否则，检查不通过。 

（4） 工厂检查不通过。 

工厂对检查结论有异议时，可于检查结束后 5 日内向方圆申请复议。 

6.3 认证评价与决定 

认证资料齐全后，方圆在 5 个工作日内对产品检验报告、工厂检查报告以及

相关申请资料进行评价，做出认证决定，对符合认证要求的，颁发认证证书。对

存在不合格结论的，方圆不予批准认证申请，认证终止。 

6.4 认证时限 

一般情况下，自受理认证申请起 90 天内向认证申请人出具认证证书。认证

申请人对认证活动予以积极配合，认证过程中由于产品检验不合格、工厂检查不

符合等因认证申请人原因导致延长的时间，不计算在认证时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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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获证后监督 

获证后监督方式包括：跟踪检查、生产现场抽样检测。 

7.1 获证后跟踪检查 

7.1.1 获证后的跟踪检查原则 

方圆对认证产品及其生产企业实施跟踪检查，以确保认证产品持续符合标准

要求，生产企业的质量保证能力持续符合认证要求。方圆根据认证产品的种类数

和企业生产规模等因素确定检查人日，一般 1-4 人日。 

7.1.2 获证后的跟踪检查内容 

检查内容同 6.2.1 条，CQM05-A1《方圆标志认证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要

求》中的条款 3、4、5、6、9、11 及上次检查不符合整改的验证（如有）是每次

跟踪检查必查项目，检查组可根据生产企业实际情况增查其它条款。每 3 年进行

1 次全条款检查。 

7.2 生产现场抽样检测（必要时） 

7.2.1 生产现场抽样检测原则 

如企业可提供一年内的具有CMA或CNAS资质的第三方实验室出具的检验

报告或者国抽、省抽等监管部门抽查报告，检验项目覆盖表 4、5、6 中对应的产

品要求，本次监督可不抽样。 

检查员在现场检查时如发现产品一致性存在问题或其它可能导致产品标准

符合性存在问题的情况，与认证机构项目管理人员沟通后明确抽样检验项目，检

验结果判定同 6.1.5。 

7.2.2 生产现场抽样检测内容 

认证标准所规定的项目均可作为抽样检测项目，进行部分或全部项目的检测，

生产企业应将样品送至指定实验室检测。 

7.3 获证后监督的频次和时间 

一般情况下，监督频次不超过 12 月/次。当企业同时持有方圆颁发的 CQM

标志认证证书时，获证后的监督频次可与 CQM 认证的监督频次一致。 

（1） 获证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用户提出严重投诉，并查实为证书持

有者责任的； 

（2） 方圆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与认证依据标准的符合性提出质疑时； 

（3） 有足够信息表明获证产品的生产者、生产企业因变更组织机构、生

产条件、质量管理体系等，从而可能影响产品一致性时。 

对于非连续生产的产品，认证申请人应向方圆提交相关生产计划，便于获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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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监督有效开展。 

7.4 获证后监督的记录 

方圆对获证后监督全过程予以记录并归档留存，以保证认证过程和结果具有

可追溯性。 

7.5 获证后监督结果的评价 

方圆对跟踪检查、检验报告进行评价，跟踪检查通过和检验报告合格的，判

定监督通过，认证证书继续有效。跟踪检查不通过和/或检验报告不合格时，或

不能按要求接受监督，则判定监督不通过，按规定（P815G《产品认证证书暂停

（恢复）、注销、撤销规定》，P823G2《方圆自愿性产品认证标志使用规范》）对

认证证书做暂停、撤销处理，停止使用认证标志。 

8. 认证证书 

8.1 认证证书的保持 

认证证书的有效期为 3 年，有效期内，证书的有效性通过方圆的获证后监督

获得保持。ODM 证书的有效期需根据 ODM 协议中的合作期限确定，但不超过

ODM 初始认证证书的有效期。 

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使用的，认证委托人应当在认证证书有效期

届满前 90 天内在产品认证业务系统提出延续申请。证书有效期内最后一次获证

后监督结果合格的，方圆在接到证书延续申请后直接换发新证书。 

8.2 证书到期复评 

证书有效期满前 6 个月提交证书到期复评申请，按全条款进行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

检查，复评检查人日参照 6.2 要求。 

8.2.1 变更申请和要求 

（1） 企业名称和/或地址变更（不含搬迁） 

证书中的认证申请人、生产者或生产企业名称和/或地址（不含搬迁）变更

时的，经方圆评价变更资料后，可直接变更认证证书。 

（2） 生产企业搬迁 

认证申请人应向方圆提出变更申请，进行工厂检查，当工厂检查合格时，颁

发新证书。 

（3） 关键原材料的变更 

关键原材料的生产者、型号、技术参数发生变更时，认证申请人应及时提出

变更申请，变更内容须经方圆批准后有效。 

（4） 认证依据标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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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依据标准版本发生变化时，方圆将在网站（www.cqm.com.cn）公布标

准换版方案，方案中包括：标准的变化信息，标准换版的实施要求，以及认证证

书转换期限等。 

（5） 其他类型的变更 

根据变更的内容，由方圆确认变更方案。 

8.2.2 变更评价和批准 

方圆根据变更的内容，对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价，确定是否可以批准变更。如

需样品测试和/或实施检查，则在测试和/或检查合格后批准变更。原则上，以最

初进行全项产品检验的代表性型号样品为变更评价的基础。 

8.3 认证证书的扩展 

认证申请人需要变更认证单元覆盖的产品范围时，应向方圆提出扩展产品的

认证申请。方圆根据认证申请人提供的产品有关技术资料，核查变更产品与获证

产品的差异，确认原认证结果对变更产品的有效性，并针对差异做补充检验或对

生产现场进行检查。检验、检查通过的，方圆按要求评价后，颁发或换发认证证

书。 

8.4 认证证书的暂停（及恢复）、注销、撤销 

认证证书的注销、暂停和撤销依据 P815G《产品认证证书暂停（恢复）、注

销、撤销规定》及方圆的有关规定执行。 

证书暂停后，认证申请人应及时整改并提出恢复申请，方圆确认暂停原因已

消除，且在暂停期内未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恢复相应证书，未在规定时间

内消除暂停原因的，方圆撤销相应证书。 

8.5 认证证书的使用 

产品通过认证后，认证申请人/生产企业应按 CQM01-A2《方圆标志认证认

证证书使用规则》建立产品认证证书的使用管理制度，确保认证证书的使用符合

认证要求。 

 

9. 认证标志 

产品通过认证后，认证申请人应按 P823G2《方圆自愿性产品认证标志使用

规范》建立产品认证标志的使用管理制定，确保认证标志的使用符合认证要求。 

获证后，认证申请人可在认证产品上使用认证标志，认证标志示例之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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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证产品标签、说明书及广告宣传等材料上可以印制认证标志，并可以按照

比例放大或者缩小，但不得变形、变色。认证标志应当在认证证书限定的产品类

别、范围和数量内使用。 

认证证书暂停期间，获证组织应停止使用产品认证证书和标志，封存带有产

品认证标志的相应批次产品。 

认证证书被注销或撤销的，获证组织应将注销、撤销的认证证书和未使用的

标志交回方圆，必要时还应当召回相应批次带有认证标志的产品。 

 

10. 收费 

认证收费项目按照方圆制定的自愿性产品认证收费标准收取。 

工厂检查的人日数，按本规则及方圆制定的检查人日数核算规定执行。 

 

11. 争议和投诉 

当认证申请人、生产者、生产企业受到社会相关方的质量投诉，或因质量原

因被媒体曝光时，应配合方圆进行必要的核查确认。 

认证申请人、生产者、生产企业对检验结果、检查结果、认证决定有争议时，

可向方圆提出，方圆查实并应采取相应措施并反馈处理结果；对认证人员进行投

诉时，方圆及时进行调查、处理并反馈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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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管材产品信息（管材产品必填）： 

认证单元名称 材料等级 公称外径范围（dn）/mm 公称压力(PN)/MPa 依据标准 

     

     

     

注：埋地通信用硬聚氯乙烯（PVC-U）多孔一体管材产品信息请填写下表 

种 类                               

规格 
子孔尺寸 内壁厚 外壁厚 

    

注：请按照产品种类将产品信息填入相应表格 

 

二、 管件产品信息（管件产品必填）： 

认证单元名称 连接方式 加工方式 材料等级 
公称直径范围（dn）

/mm 

公称压力

(PN)/MPa 

依据标准 

       

       

 

三.关键原材料清单 

名称 规格型号 供应商（全称） 

树脂   

添加剂   

辅助材料   

 

四、随附材料 

检验报告（如有，附后） 

声明： 

本组织保证本产品描述中的参数及关键原材料等信息与委托认证产品的实际生产一致。保证使用证书

及标志的获证产品只配用经认证机构确认的上述原材料。获证后，如果关键原材料需进行变更，本组织将

向认证机构提出变更申请，经认证机构同意后在获证产品中实施变更，以确保获证产品在证书有效期内始

终符合认证要求。 

认证委托人： 

公章：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