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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田径器材（竞赛和练习使用的器材和设施），包括标枪、铁饼、铅球、跨
栏架、裁判台、发令台、分道标志牌等的产品认证。
2. 认证模式
a) 型式试验+初始工厂审查+获证后监督
b) 批量检验
3 认证实施的基本环节
3.1 型式试验+初始工厂审查+获证后监督认证模式
3.1.1 认证申请
3.1.1.1 申请单元划分
相同结构和材料的每类产品为一个认证单元。同一类产品中，材料或结构不相同的产品
为不同单元的产品。
不同的生产场地产品为不同的申请单元。
3.1.1.2 申请文件
申请产品认证应提交正式申请，填写 NSCC《体育用品产品认证申请书》
，并提供申请
书中要求的相关资料。至少应包括：
a) 企业具有合法经营资质的证明文件；
b) 企业情况介绍，申请认证产品的生产历史、产量、现在是否生产及生产情况等；
c) 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包括体系的运行情况；
d) 申请认证产品采用的产品标准，在 NSCC 公布的产品认证标准目录内的标准不需提供。
如果采用企业标准或国外标准时，应提供所采用的标准；采用企业标准还应提供编
制说明。
e) 申请认证产品的生产加工过程流程图；标明与认证产品性能有关的关键工序和特殊工
序；
f) 主要生产设备清单（含名称、型号、规格、数量）
；
g) 主要检测设备清单（含名称、型号、规格、数量、精度）
；
h) 申请认证产品的名称、型号、图片、使用说明书；
i) 关键外购件、原材料等基本情况（可以在工厂检查时提供）；
j) 需要时，NSCC 所要求提供的其它有关资料。
3.1.2 型式试验
3.1.2.1 型式试验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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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型式试验的样品必须为正常批量生产且经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
型式试验产品采取送样或现场抽样进行实验室检验和/或现场检验。由申请方负责按认
证机构的要求送样，并对样品的可信性负责；或由 NSCC 现场抽样。
3.1.2.2 样品数量及样品处置
样品数量为 2 件。型式试验后，样品按申请方要求处置，相关资料存于检测记录中。
3.1.2.3 检测标准
GB/T22765-2008 《标枪》
GB/T23123-2008 《铁饼》
《田径竞赛规则》
GB/T23117-2008 《跨栏架》
GB/T23161-2008 《铅球》
3.1.2.4 检测方法
根据申请认证的田径器材产品的用途和结构，确定适用的检测标准。
田径器材的型式试验采用实验室检验和/或现场检验的方式，依据标准规定和/或引用的
检验方法和/或标准进行检验。
按所有规定的检验项目检验合格的产品为合格产品。
3.1.3 初始工厂审查
3.1.3.1 审查内容
工厂审查的内容为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审查和产品一致性检查。
3.1.3.1.1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审查
由认证机构派审核员/工厂检查员对生产厂按照 《产品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进
行工厂质量保证能力的审查。
3.1.3.1.2 产品一致性检查
在生产现场对申请认证的产品进行一致性检查。所有申请认证的产品均应进行一致性检
查，重点核实以下内容：
1）认证产品的标识、形状应与型式试验报告上所标明的一致；
2）认证产品的工艺结构、关键工艺应与型式试验时的样品一致；
3）认证产品所用的关键件/原材料/供应商应与申报时、型式试验并经认证机构确认的
一致。
在检查时，对产品的安全性能可采取现场见证试验。对产品的关键部位的设计资料进行
封存，交认证方带回保存，在申请方不再持有认证证书后，由认证方交还给申请方。
发布日期：2014 年 12 月 1 日

第 0 次修订

实施日期：2014 年 12 月 1 日

NSCC-W012:2014

4/5

对体积小的产品，可同时封存产品，数量至少与型式试验样品数量相同。
3.1.3.1.3 审查范围
工厂审查的范围覆盖申请认证产品的所有加工场所和所涉及的活动。包括与制造乒乓球
器材有关的质量体系所涉及的部门、岗位、设施相关的质量活动及在制品的质量等。
3.1.3.2 初始审查时间
初始工厂审查时间，根据所申请认证的产品检查数量、产品复杂程度和生产规模等因素
确定。
3.1.4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3.1.4.1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按《产品认证通用实施规则》9.1 条款规定执行。
3.1.4.2 认证时限
认证时限是指自受理申请之日起至颁发认证证书时止所实际发生工作日，包括型式试验
时间、工厂审查后提交报告时间、认证结论评定和批准时间、以及证书的制作时间。
型式试验时间按申请产品的试验确定，一般 30 个工作日（因检验项目不合格，企业进
行整改和复试的时间不计算在内）
，从收到样品和检测费用起计算。
工厂审查后提交报告时间为 5 个工作日，以审核员完成现场审查、收到生产厂递交的符
合要求的不符合项纠正措施报告之日起计算。
认证结果评定、批准时间及证书制作时间一般不超过 15 个工作日。
3.1.5 获证后的监督
3.1.5.1 获证后监督检查的频次按《产品认证通用实施规则》11.2 条款规定执行。
3.1.5.2 监督的内容
获证后监督的主要内容按《产品认证通用实施规则》11.3 条款规定执行，必要时抽取样
品送检测机构检测，见 3.1.5.3。
《产品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规定的第 3.3，3.4，3.5，3.8，3.9 是每次监督检
查的必查项目。其他项目可以选查，每 3 年内至少覆盖《产品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
中的全部项目。
监督检查时间根据所申请认证产品的单元数量确定，并适当考虑工厂的生产规模。
3.1.5.3 获证后的抽样检测
产品监督检验按《产品认证通用实施规则》11.4 条款规定执行。
需要时，抽样检验的样品应在工厂生产的合格品中（包括生产线、仓库、市场）随机抽
取。抽样检验的数量与型式试验样品数量相同。
对抽取样品的检验由认证机构指定的检测机构在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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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4 监督结果
监督结果按《产品认证通用实施规则》11.5 条款规定执行。
3.2 批量检验认证模式
3.2.1 批量检验申请
3.2.1.1 申请单元划分
参照 3.1.1.1 要求进行，并提供申请产品的数量。
3.2.1.2 申请文件
申请产品批量检验应提交正式申请，并至少随附以下文件：
a)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a) 采用的国家/行业产品标准和/或采购双方的协议（合同）中约定的执行标准、技术
要求（检验要求）
；
b) 申请批量检验产品的名称、型号；
c) 所申请批产品的生产批号、图片、使用说明书；
d) 供应厂商（受委托加工方）名称、厂址；
e) 需要时，NSCC 所要求提供的其它有关资料。
3.2.2 批量检验方法
3.2.2.1 抽样方案
批量检验抽样方案按照 GB/T2828.1-2003 标准中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的 AQL2.5 执行。
3.2.2.2 检验要求
根据国家/行业的产品标准和或购需双方签定的合同（协议）中约定的执行标准、技术
要求（检验要求）
，按上述抽样方案进行现场抽样检验并判定。
4 认证资格
4.1 认证资格的保持（批量检验认证模式不适用）
按《产品认证通用实施规则》9.2 条规定执行。
4.2 认证资格的变更（批量检验认证模式不适用）
按《产品认证通用实施规则》9.3、9.4 条规定执行。
4.3 认证资格的暂停、恢复、注销和撤消（批量检验认证模式不适用）
按《产品认证通用实施规则》9.5、9.6、9.7、9.8 条规定执行。
5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批量检验认证模式认证证书仅对该批次认证产品有效。
按《产品认证通用实施规则》10 条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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