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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科信函 〔２０２０〕 ４１７ 号

国铁集团关于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批铁路产品

质量抽查情况的通报

各铁路局集团公司ꎬ 集装箱、 特货、 快运公司ꎬ 各铁路公司:

现将国铁集团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批铁路产品质量抽查情况通报如

下:

一、 产品抽查复查情况

本批共抽查产品 ７０ 个厂项ꎬ 其中机车类 ２ 个、 车辆类 ２９

个、 工务类 ３ 个、 电务类 ２９ 个、 供电类 ３ 个、 运输类 ４ 个ꎬ 合

格 ５９ 个 (见附件 １)ꎮ

本批复查产品 １０ 个厂项ꎬ 合格 １０ 个ꎮ (见附件 ２)ꎮ

二、 其他事项

本通报所公布的内容ꎬ 不得用于广告ꎮ

本通报在国铁采购平台 ( ｈｔｔｐｓ: / / ｃｇ ９５３０６ ｃｎ / )、 铁道质

量技术监督网 ( ｈｔｔｐｓ: / / ｑｔｓ－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ｃｏｍ ｃｎ / ) 和国铁集团办公

信息系统上公布ꎬ 可登录查询ꎮ

附件: １.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批产品质量抽查检验结果



２.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批产品质量复查检验结果

国 铁 集 团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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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 4 批产品质量抽查检验结果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检验 
结果 

不合格 
项目 

备注 

1  
克诺尔南口供风设备（北京）有限

公司 
机车用螺杆空气压缩机组（SL24-10/A） 合格   

2  石家庄嘉祥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机车用螺杆空气压缩机组（TSA-2.4AI） 合格   

3  
北京瑞斯福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动车组闸片（300～350km/h 及以上非燕尾

型粉末冶金闸片） 
合格   

4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 
动车组闸片（300～350km/h 及以上非燕尾

型粉末冶金闸片） 
合格   

5  北京国力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转速传感器（TQG15D-T，图号：

2004003） 
合格   

6  
湖南湘依铁路机车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 
光电转速传感器（TQG15C-T1C0301010） 合格   

7  北京纵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铁路客车空调逆变电源（KND-III） 合格   

8  北京纵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铁路客车充电器箱（KCQ-III） 合格   

9  
风帆有限责任公司徐水工业电池

分公司 
铁路客车蓄电池（阀控密封铅酸蓄电池，

6-TM-60） 
不合格 低温放电容量、外形尺寸 

生产日期：2019 年 11 月

26 日 

附件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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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检验 
结果 

不合格 
项目 

备注 

10  河南新太行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铁路客车蓄电池（阀控密封式铅酸蓄电

池，TM-450） 
不合格 低温放电容量、外形尺寸 

生产日期：2019 年 02 月

25 日 

11  天津宝力电源有限公司 
铁路客车蓄电池（阀控密封式铅酸蓄电

池，6-TM-60） 
不合格

容量及容量不均衡率、循环

寿命、外形尺寸 
生产日期：2019 年 07 月

30 日 

12  
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

有限公司 
铁路客车制动盘（RuT300，图号：

QYS.K-4-000） 
合格   

13  晋州市长宏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铁路客车用涂料（底漆，溶剂型） 合格   

14  石家庄市油漆厂 铁路客车用涂料（底漆，水性） 合格   

15  宜兴市宏飞化工有限公司 铁路客车用涂料（底漆，水性） 合格   

16  青岛昌合化工有限公司 铁路客车用涂料（面漆）  合格   

17  石家庄市油漆厂 铁路客车用涂料（面漆，水性） 合格   

18  宜兴市宏飞化工有限公司 铁路客车用涂料（面漆，水性） 合格   

19  
上海底特精密紧固件股份有限公

司 
铁路客车转向架用防松止退螺母

（6175PT，M10×1.5） 
合格   

20  北京先河交通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铁路客车转向架用防松止退螺母（XH-II，
M16×2） 

合格   

21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铁路客车用空气弹簧（Φ600A） 合格   

22  北京纵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铁路客车用空气弹簧（TK580） 合格   

23  来安县亨通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铁路客车用地板布（橡胶材质，厚度 4mm）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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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检验 
结果 

不合格 
项目 

备注 

24  
株洲丰达电力机车配件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 
接地继电器（TJJ2-18/21） 合格   

25  开封市东京机车配件有限公司 接地继电器（TJJ2-18/21） 合格   

26  株洲斯威铁路产品有限公司 铁路货车摇枕（转 K6 型） 合格   

27  中车长江铜陵车辆有限公司 铁路货车摇枕（转 K6 型） 合格   

28  辽宁沈车铸业有限公司 铁路货车摇枕（转 K6 型） 合格   

29  株洲斯威铁路产品有限公司 铁路货车侧架（转 K6 型） 合格   

30  中车长江铜陵车辆有限公司 铁路货车侧架（转 K6 型） 合格   

31  辽宁沈车铸业有限公司 铁路货车侧架（转 K6 型） 合格   

32  中铁十四局集团房桥有限公司 混凝土枕（XII 型） 不合格 标志遗漏 
生产日期：2020 年 04 月

17 日 

33  
七台河晟斯凯特新型建材有限公

司 
混凝土枕（IIIa 型） 合格   

34  
衡水翰林工程材料科技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铁路隧道用防水板

（EVA-24m×3m×1.5mm） 
合格   

35  中天射频电缆有限公司 
铁路通信漏泄同轴电缆     
（WDZ-SLYWY-50-42-III） 

合格   

36  江苏亨鑫科技有限公司 
铁路通信漏泄同轴电缆

（WDZ-SLYWY-50-42-III） 
合格   

37  北京鼎汉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铁路信号电源系统设备-高频开关电源模

块（直流 24V 高频模块，DHXD-TE1）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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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检验 
结果 

不合格 
项目 

备注 

38  北京国铁路阳技术有限公司 
铁路信号电源系统设备-高频开关电源模

块（交流 25Hz 高频模块，

LYXBP01A-202D25） 
合格   

39  北京津宇嘉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铁路信号电源系统设备-高频开关电源模

块（直流 24V 高频模块，FXZ-24/50-IA） 
合格   

40  北京中瑞特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铁路专用数字对讲设备（XiR P3688T+） 合格   

41  
西安思源科创轨道交通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铁路信号用断相保护器（QDX-S13） 合格   

42  柳州辰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铁路信号用断相保护器（QDX2-S13（30）） 合格   

43  河北翔博科技有限公司 铁路信号点灯单元（DDXJY-3） 不合格

常温性能、低温试验、高温

试验、交变湿热试验、振动

试验、冲击试验、无故障转

换试验（电寿命） 

生产日期：2019 年 07 月 

44  
西安思源科创轨道交通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铁路信号点灯单元（DDX1-34） 合格   

45  济南三鼎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铁路信号点灯单元（DDXI-34） 合格   

46  河北南皮铁路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铁路信号点灯单元（DDX1-34） 合格   

47  湖北洪乐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内屏蔽铁路数字信号电缆（SPTYWPL23 
12B×1.0） 

合格   

48  安徽新科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内屏蔽铁路数字信号电缆（SPTYWPL23 
8B×1.0） 

不合格 抗压扁性能、抗冲击性能 
生产日期：2019 年 11 月

01 日 

49  济南瑞通铁路电务有限责任公司 铁路信号电缆（PTYA23 8×1.0）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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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检验 
结果 

不合格 
项目 

备注 

50  安徽新科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铁路信号电缆（PTYL23 16×1.0） 合格   

51  西安铁路信号有限责任公司 铁路信号 AX 系列继电器（JWXC-1700） 合格   

52  郑州兴达铁路专用器材有限公司 铁路信号灯泡（LTX SD） 不合格
常温性能中灯丝参数、常温

性能中灯泡标志 
生产日期：2019 年 02 月

15 日 

53  
西安信通博瑞特铁路信号有限公

司 铁路信号灯泡（LTX ） 不合格
寿命试验和常温性能中灯

泡标志 
生产日期：2019 年 07 月

06 日 

54  上海红飞实业有限公司 
铁路无线调车灯显设备-机控器

（HF-SMB） 
合格   

55  北京中铁列尾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铁路无线调车灯显设备-机控器

（ZTD-DA） 
合格   

56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铁路手信号灯（MSL4730/LT） 合格   

57  深圳市尚为照明有限公司 铁路手信号灯（SW2700B） 不合格 常温性能中灯光颜色 
生产日期：2019 年 12 月

13 日和 2020 年 1 月 6 日 

58  石家庄通奥铁路电源有限公司 铁路手信号灯（DTX5636） 合格   

59  深圳市光大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铁路手信号灯（EB8043） 不合格

常温性能中灯光颜色和发

光强度、蓄电池放电试验、

高温试验 

生产日期：2019 年 12 月

14 日和 2019 年 12 月 21
日 

60  石家庄铁华铁路物资有限公司 铁路手信号灯（TLX-TL） 不合格 常温性能中灯光颜色 生产日期：2020 年 02 月 

61  北京和利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ZPW-2000 系列无绝缘轨道电路设备（接

收器，ZPW•S-S） 
合格   

62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铁路综合视频监控系统用 IP 摄像机

（DS-2DE7220INW-DF）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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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检验 
结果 

不合格 
项目 

备注 

63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铁路综合视频监控系统用 IP 摄像机

（M6721-InFbZ23） 
合格   

64  
宝鸡保德利电气设备有限责任公

司 
棘轮补偿装置（Z 型） 合格   

65  
衡水宝力铁路电气化器材有限公

司 
棘轮补偿装置（Z 型） 合格   

66  洛阳鑫迪铁道电气化有限公司 棘轮补偿装置（Z 型） 合格   

67  北京世纪东方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铁路自助实名制核验设备（MGWZ） 合格   

68  宁夏北极星化工有限公司 铁路煤炭运输用抑尘剂 合格   

69  
内蒙古汇利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铁路煤炭运输用抑尘剂 合格   

70  济南铁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铁路煤炭运输用抑尘剂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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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 4 批产品质量复查检验结果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检验 
结果 

不合格

项目 
备注 

1  湖北恒利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管道压浆剂（HL-P） 合格   

2  海洋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铁路客车用涂料（面漆） 合格   

3  新泰房桥轨枕有限公司 混凝土枕（IIIa 型） 合格   

4  贵州凯襄新材料有限公司 速凝剂（KX-5） 合格   

5  
内蒙古嵘旭兴环保科技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散装颗粒货物运输用防冻液 合格   

6  淄博正鸿化工销售有限公司 散装颗粒货物运输用防冻液 合格   

7  山西液源机电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散装颗粒货物运输用防冻液 合格   

8  山西浪涛科贸有限公司 散装颗粒货物运输用防冻液 合格   

9  山西滢潮海防冻液有限责任公司 散装颗粒货物运输用防冻液 合格   

10  深圳通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流传感器（TQG6B-500A） 合格   

 

附件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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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 中车集团公司ꎬ 中铁工程、 建筑、 通号、 物资公司ꎬ 质检中

心ꎬ 鉴定中心ꎬ 铁科院集团公司ꎬ 设计集团公司ꎬ 国铁集团

物资部、 运输部、 客运部、 货运部、 机辆部、 工电部、 建设

部、 安监局、 纪检监察组ꎬ 工管中心ꎬ 工程监督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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