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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规则规定了对安全技术防范系统中入侵探测器产品实施强制性认证的要求。 

本规则适用的产品范围为：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室内用被动红外探测器、室内用微波多普勒探

测器、微波和被动红外复合入侵探测器、振动入侵探测器、室内用被动式玻璃破碎探测器、磁开关入

侵探测器，以及上述入侵探测器与其他设备集成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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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证的委托和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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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认证实施的基本要求 

4.1 认证的委托和受理 

4.1.1 认证单元划分 

4.1.1.1 原则上按产品型号委托认证。产品的供电电源、安全结构、安全元器件和影响入侵探测器功

能及性能的关键件均相同，即设计型号一致，而只是销售型号（即：不同型号之间的差异仅为针对不

同的客户或不同的销售地区）不同的产品，可作为一个认证单元委托认证。 

4.1.1.2 在同一境内，同一制造商、同一产品设计型号，由不同生产厂生产的产品不可作为一个认证

单元，但型式试验仅对一个工厂生产的样品进行，试验结果可覆盖上述其他认证单元的产品。 

认证单元划分说明见附件1《入侵探测器产品强制性认证单元划分说明》。 

4.1.2 申请文件 

认证委托人应向指定认证机构提交正式委托认证的申请，并随附以下资料： 

1) 委托人、制造商、生产厂的资质证明（包括:组织机构代码、营业执照、委托协议等）； 

2) 产品依据的技术标准、电气原理框图、产品照片（外观、内部结构、电路板）、产品中文使用

说明书及安装说明； 

3) 同一认证单元内各个覆盖型号产品之间的差异说明及关键元器件清单； 

4) 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图及工艺控制说明； 

5) 生产企业满足附件3《入侵探测器产品强制性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及附件4《入侵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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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器产品强制性认证工厂一致性控制要求》的质量控制文件； 

6) 其他申请认证所需的资料。 

4.2 型式试验 

4.2.1 型式试验的送样 

4.2.1.1 送样原则 

认证单元中只有一个覆盖型号的，送该型号的样品。 

多于一个覆盖型号的产品为同一认证单元委托认证时，须从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型号。 

4.2.1.2 送样数量 

型式试验的样品由委托人按认证机构的要求选送，并对选送样品负责。送样数量见附件1。 

4.2.1.3 型式试验样品的处置 

型式试验后，应以适当方式处置试验后的样品。国家有规定的，按相关规定执行。 

4.2.2 检测标准、项目和依据 

4.2.2.1 检测标准 

GB 10408.1《入侵探测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10408.3《入侵探测器  第3部分:室内用微波多普勒探测器》 

GB 10408.4《入侵探测器  第4部分: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 

GB 10408.5《入侵探测器  第5部分:室内用被动红外探测器》 

GB 10408.6《微波和被动红外复合入侵探测器》 

GB/T 10408.8《振动入侵探测器》 

GB 10408.9《入侵探测器  第9部分:室内用被动式玻璃破碎探测器》 

GB 15209《磁开关入侵探测器》 

GB 16796《安全防范报警设备  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以上标准均采用现行有效版本。 

4.2.2.2 检测项目和检测依据 

具体检测项目和检测依据见附件2。 

4.2.3 检测实施机构 

由指定的检测机构实施。 

4.3 初始工厂检查 

4.3.1 检查内容 

初始工厂检查的内容为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和产品一致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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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 

《入侵探测器产品强制性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见附件3）为本规则覆盖产品工厂质量保

证能力检查的基本要求。 

4.3.1.2 产品一致性检查 

《入侵探测器产品强制性认证工厂一致性控制要求》(见附件４) 为本规则覆盖产品一致性检查

的基本要求。 

初始工厂检查时，应对委托认证的产品现场抽样重点核实附件4中第3条款内容。若认证单元覆盖

多个销售型号的产品，则每个型号至少抽取1只（对）样品加以核实。抽样基数应不低于抽样样品数

量的5倍。 

当对产品的一致性检查有疑义，且只有使用检测机构的检测手段才能认定时，需进行抽样检测。

抽样检测的样品应在工厂生产的合格品中（包括生产线、仓库）随机抽取。抽样检测的数量为2只（对）。

对抽取样品的检测由指定的检测机构实施。抽样检测项目由认证机构依具体情况确定。 

4.3.2 检查范围 

初始工厂检查的范围应覆盖认证产品的所有型号和加工场所。 

4.3.3 检查时机与时间 

一般情况下，型式试验合格后，进行初始工厂检查。特殊情况下，型式试验和工厂检查也可以同

时进行。 

工厂检查时间根据委托认证产品的单元及覆盖产品型号数量确定，并适当考虑工厂的生产规模，

一般为每个加工场所2至6个人日。 

4.3.4 检查人员 

初始工厂检查由认证机构派出的检查员承担，检查员的能力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要求。对同一工

厂检查的检查员不少于2名。 

4.4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4.4.1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认证机构对产品检测和工厂检查结果进行综合评价。经认证机构评定，认证结果符合要求的，按

照认证单元颁发认证证书；认证结果不符合要求的，终止本次认证。 

产品检测不合格，允许限期（不超过3个月）整改，如期完成整改后申请产品检测复试；工厂检

查存在不合格项，允许限期（不超过3个月）整改，认证机构采取适当方式对整改结果进行确认。产

品检测复试和工厂检查整改结果均合格，经认证机构评定后颁发认证证书；逾期不能完成整改，或整

改结果不合格，终止本次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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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认证时限 

认证时限是自正式受理认证之日起至颁发认证证书所实际发生的工作日，包括产品检测时间、工

厂检查时间、认证结果评价和批准时间、证书制作时间。 

产品检测时间自样品送达指定检测机构之日起计算，检测周期不超过30个工作日。 

提交工厂检查报告时间不超过5个工作日。 

认证结果评价和批准时间及证书制作时间一般不超过10个工作日。 

4.5 获证后的监督  

4.5.1 认证监督检查的频次 

4.5.1.1 一般情况下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监督, 监督间隔时间不超过12个月。 

4.5.1.2 若发生下述情况之一可增加监督频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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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认证机构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与本规则中规定的标准要求的符合性提出质疑时； 

3) 有足够信息表明生产厂因变更组织机构、生产条件、质量管理体系等，从而可能影响产品符

合性或认证产品一致性时。 

4.5.2 监督的内容 

获证后的监督方式是：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复查 + 认证产品一致性检查 + 产品抽样检测。 

4.5.2.1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复查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复查项目按照《入侵探测器产品强制性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见附件

3)选取其中部分内容，获证后每4年复查项目应覆盖其全部内容。需要时，认证机构可视工厂的具体

情况制定特定检查要求。 

每个加工场所监督检查的时间一般为1至2个人日。 

4.5.2.2 认证产品一致性检查 

获证后监督的认证产品一致性检查按照《入侵探测器产品强制性认证工厂一致性控制要求》(见

附件4)选取相应的内容。需要时，认证机构可视获证产品的具体情况制定特定检查要求。 

原则上，对每一获证单元均应抽取相应型号产品现场核实附件4中第3条款内容。多于一个覆盖型

号的产品为同一获证单元时，获证后每四年产品抽样应覆盖不同型号的产品。 

4.5.2.3 产品抽样检测 

1) 抽样 

在认证产品一致性检查期间，进行抽样。样品应在工厂生产的合格品中（包括生产线、仓库）随

机抽取。抽样检测的数量为每个单元2只(对)，抽样基数应不低于抽样样品数量的5倍。多于一个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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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的产品为同一获证单元时，获证后每四年产品抽样应覆盖不同型号的产品。 

2) 检测 

对抽取样品的检测由指定的检测机构实施。抽样检测项目由认证机构依据本规则中的4.2.2条做

相应规定。 

4.5.3 获证后监督结果的评价 

经认证机构评定，监督结果符合要求，可以保持认证资格；监督结果不符合要求，取消认证资格。 

如果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复查存在不合格项和/或产品抽样检测不合格，允许限期（不超过3个月）

整改。整改结果合格，经认证机构评定，可以保持认证资格；逾期不能完成整改，或整改结果不合格，

取消认证资格。  

保持认证资格的，继续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取消认证资格的，停止使用认证标志，并对外

公告。 

5 认证证书的维持和变更 

5.1 认证证书的维持 

本规则覆盖产品的认证证书，原则上不规定截止日期，证书的有效性依赖认证机构的监督获得保

持。 

5.2 认证证书覆盖内容 

认证证书须包括委托人的名称和地址、制造商的名称和地址、生产厂名称、地址及工厂代码、产

品单元名称和设计型号、认证实施规则、产品认证标志、认证机构名称、批准签名、日期及认证机构

规定的其他内容。应认证委托人要求，认证证书中也可包含销售型号和/或商标。 

5.3 认证变更 

当认证证书或其覆盖的产品发生下列变更时，持证人应向认证机构提出申请。 

1) 增加或减少同一单元内的覆盖产品； 

2) 获证产品的结构，关键元器件和材料的规格、型号、供应商或涉及产品安全设计、电气结构

发生变化，影响与相关产品标准的符合性或型式试验样品的一致性； 

3) 认证产品的商标，持证人、制造商、生产厂（名称、地址、质量保证体系）等变化； 

4) 其他影响认证要求的变更。  

持证人应从认证申请开始办理手续，认证机构应核查变更产品与原认证产品的一致性，确认变更

对原认证结果有效性的影响，针对差异做补充检测和/或工厂检查。经评定合格后，确认原证书继续

有效或换发认证证书。 

送样数量、差异检测和/或检查项目由认证机构依据本规则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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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增加认证单元 

根据本规则4.1.1条所规定的认证单元划分原则，已获得同类产品认证的委托人增加新的认证单

元时，委托人须提出正式书面申请。 

委托人提交正式的申请文件，经认证机构受理确认，安排产品型式试验，依据具体情况实施工厂

检查。经认证机构评定合格后，颁发认证证书。 

5.5 减少认证单元 

认证证书持有者提出不再保留某个已获认证单元的认证资格时，认证证书持有者须向认证机构提

出书面报告。经认证机构确认后，收回原认证证书，注销相应的认证单元，同时原认证证书持有者应

停止在该认证单元的产品上使用认证标志。 

6 认证证书的暂停、注销和撤销 

认证证书的暂停、注销和撤销，按《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的规定执行。在认证证书的暂停

期间及认证证书注销和撤销后，认证证书覆盖型号产品不得出厂、进口。 

7 认证标志使用的规定 

认证证书持有者必须遵守《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7.1 变形认证标志的使用 

本规则覆盖产品不允许加施任何形式的变形认证标志。 

7.2 准许使用的标志样式 

认证标志为： 

 

7.3 加施方式和位置 

可以采用国家统一印制的标准规格标志、模压式或铭牌印刷三种方式。如采用模压式或铭牌印刷

方式，应注明产品的生产厂代码。 

至少应在产品本体外壳显著位置上加施认证标志。使用标准规格认证标志尺寸为1号至3号。 

8 收费 

认证收费由认证机构按国家有关规定统一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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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入侵探测器产品强制性认证单元划分说明 
1.单元划分                         
序

号 
产 品 名 称 单 元 划 分 说 明 认证依据的标准 型 式 试 验 送 样 数 量 

1 
主动红外入

侵探测器 

1. 电路工作原理、安全结构、安全元器件、影响入侵探

测器功能和性能的关键元器件均相同，仅探测距离有差

异的若干个型号产品可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2. 电源不同，如开关电源、AC/DC、AC/AC、DC(Ⅲ类电源)，

不能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3. 电路板的形状(尺寸)不同，不能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4. 报警传输方式（有线、无线、总线等）不同，不能作

为一个单元申请。 

5．发射光束不同时，不能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6．室内用入侵探测器和室外用入侵探测器，不能作为一

个单元申请。 

GB 10408.1-2000

GB 10408.4-2000

GB 16796-1997 

1.认证单元中只有一个型号的，送该型号3对样

品； 

2.认证单元中多于一个型号的，选取其中有代表

性的型号（如探测距离最大等）3对样品，其它

型号各1对样品，有差异的型号做差异检测； 

3.带通信模块时，应补测通信模块功能及部分项

目，送接收主机样品1台。 

2 
室内用被动

红外探测器 

1. 电路工作原理、安全结构、安全元器件、影响入侵探

测器功能和性能的关键元器件均相同，仅探测范围有差

异的若干个型号产品可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2. 电源不同，如开关电源、AC/DC、AC/AC、DC(Ⅲ类电源)，

不能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3. 电路板的形状(尺寸)不同，不能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4．报警传输方式（有线、无线、总线等）不同，不能作

GB 10408.1-2000

GB 10408.5-2000

GB 16796-1997 

1.认证单元中只有一个型号的，送该型号3只样

品； 

2.认证单元中多于一个型号的，选取其中有代表

性的型号（如探测范围最大等）3只样品，其它

型号各1只样品，有差异的型号做差异检测； 

3.带通信模块时，应补测通信模块功能及部分项

目，送接收主机样品1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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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单元申请。 

5．吸顶式和壁挂式产品不能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4.同一型号配有多种规格透镜的，应按每种规格

透镜送样一套做差异检测。 

3 

室内用微波

多普勒探测

器 

1. 电路工作原理、安全结构、安全元器件、影响入侵探

测器功能和性能的关键元器件均相同，仅探测范围有差

异的若干个型号产品可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2. 电源不同，如开关电源、AC/DC、AC/AC、DC(Ⅲ类电源)，

不能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3. 电路板的形状(尺寸)不同，不能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4．报警传输方式（有线、无线、总线等）不同，不能作

为一个单元。 

5．吸顶式和壁挂式产品不能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GB 10408.1-2000

GB 10408.3-2000

GB 16796-1997  

1.认证单元中只有一个型号的，送该型号3只样

品； 

2.认证单元中多于一个型号的，选取其中有代表

性的型号（如探测范围最大等）3只样品，其它

型号各1只样品，有差异的型号做差异检测； 

3.带通信模块时，应补测通信模块功能及部分项

目，送接收主机样品1台。 

4 

微波和被动

红外复合入

侵探测器 

1. 电路工作原理、安全结构、安全元器件、影响入侵探

测器功能和性能的关键元器件均相同，仅探测范围有差

异的若干个型号产品可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2. 电源不同，如开关电源、AC/DC、AC/AC、DC(Ⅲ类电源)，

不能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3. 电路板的形状(尺寸)不同，不能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4．报警传输方式（有线、无线、总线等）不同，不能作

为一个单元申请。 

5．吸顶式和壁挂式产品不能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GB 10408.1-2000

GB 10408.6-1991

GB 16796-1997 

1.认证单元中只有一个型号的，送该型号3只样

品； 

2.认证单元中多于一个型号的，选取其中有代表

性的型号（如探测范围最大等）3只样品，其它

型号各1只样品，有差异的型号做差异检测； 

3.带通信模块时，应补测通信模块功能及部分项

目，送接收主机样品1台； 

4.同一型号配有多种规格透镜的，应按每种规格

透镜送样一套做差异检测。 

5 
振动入侵探

测器 

1. 电路工作原理、安全结构、安全元器件、影响入侵探

测器功能和性能的关键元器件均相同，仅探测范围有差

异的若干个型号产品可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2. 电源不同，如开关电源、AC/DC、AC/AC、DC(Ⅲ类电源)，

不能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GB 10408.1-2000

GB/T 10408.8-1997

GB 16796-1997 

1.认证单元中只有一个型号的，送该型号3只样

品； 

2.认证单元中多于一个型号的，选取其中有代表

性的型号（如探测范围最大等）3只样品，其它

型号各1只样品，有差异的型号做差异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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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路板的形状(尺寸)不同，不能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4．报警传输方式（有线、无线、总线等）不同，不能作

为一个单元。 

3.带通信模块时，应补测通信模块功能及部分项

目，送接收主机样品1台。 

6 

室内用被动

式玻璃破碎

探测器 

1. 电路工作原理、安全结构、安全元器件、影响入侵探

测器功能和性能的关键元器件均相同，仅探测范围有差

异的若干个型号产品可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2. 电源不同，如开关电源、AC/DC、AC/AC、DC(Ⅲ类电源)，

不能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3. 电路板的形状(尺寸)不同，不能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4．报警传输方式（有线、无线、总线等）不同，不能作

为一个单元。 

GB 10408.1-2000

GB 10408.9-2001

GB 16796-1997 

1.认证单元中只有一个型号的，送该型号3只样

品； 

2.认证单元中多于一个型号的，选取其中有代表

性的型号（如探测范围最大等）3只样品，其它

型号各1只样品，有差异的型号做差异检测。 

3.带通信模块时，应补测通信模块功能及部分项

目，送接收主机样品1台。 

7 
磁开关入侵

探测器 

1. 电路工作原理、安全结构、安全元器件、影响入侵探

测器功能和性能的关键元器件均相同，仅探测间隙有差

异的若干个型号产品可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2. 电源不同，如开关电源、AC/DC、AC/AC、DC(Ⅲ类电源)，

不能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3．报警传输方式（有线、无线、总线等）不同，不能作

为一个单元。 

4．金属门、卷帘门、推拉门（铝合金）用的磁开关入侵

探测器与一般木门窗用的磁开关入侵探测器不能作为一

个单元申请。 

GB 10408.1-2000

GB 15209-2006 

GB 16796-1997  

1.认证单元中只有一个型号的，送该型号3对样

品； 

2.认证单元中多于一个型号的，选取其中有代表

性的型号（如探测间隙最大等）3对样品，其它

型号各1对样品，有差异的型号做差异检测。 

3.带通信模块时，应补测通信模块功能及部分项

目，送接收主机样品1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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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一单元覆盖型号的差异项目检测要求 

产品符合上述单元划分要求，因部分关键元器件、外壳材质和结构等存在差异的型号，可按同一

单元申请认证，但需另送 1只(对)样品，按下表增测项目： 

差异项目名称 增测项目 

主芯片不同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电快

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发射管、接收管不同 
发射机光谱试验、探测距离试验 、响应时间试验、辐射

安全剂量试验。 

热释电红外传感器（PIR）不同 
探测范围试验 、抗车头灯光干扰试验 、射频电磁场辐射

抗扰度试验、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光学透镜不同 探测距离（范围）试验，抗车头灯光干扰试验。 

防雷器件不同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微波器件型号、结构不同 
探测范围试验、微波频率、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振动探测器用传感器不同 
报警功能试验、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电快速瞬变

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玻璃破碎探测器用传感器不同 
报警功能试验、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电快速瞬变

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干簧管不同 探测间隙试验。 

外壳材质不同 阻燃试验、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外壳结构不同 外壳防护等级试验、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3．关键件 

1) 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 

发射管、接收管、光学透镜、防雷器件、主芯片、外壳； 

2) 室内用被动红外探测器： 

热释电红外传感器（PIR）、光学透镜、主芯片、外壳； 

3) 室内用微波多普勒探测器： 



入侵探测器 CCC 强制性认证实施细则 2015   强制性认证咨询热线：400-607-6067 

资深咨询师 协助企业办理 CCC 认证  最新资料下载：http://强制性认证.中国 Mp:1860l663797 大相 

   传感器、外壳、主芯片； 

4) 微波和被动红外合入侵探测器： 

热释电红外传感器（PIR）、光学透镜、微波器件、主芯片、外壳； 

    5) 振动入侵探测器： 

振动传感器、外壳、主芯片； 

6) 室内用被动式玻璃破碎探测器： 

传感器、外壳、主芯片； 

7) 磁开关入侵探测器： 

干簧管、外壳、主芯片（如有）。 

  注：在初始申请认证及获证产品变更时，认证委托人须按产品型号向认证机构提交认证产品的关

键件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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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入侵探测器产品强制性认证检测项目和检测依据 

 

委托人应提供合格的样品进行型式试验。型式试验的检测项目和检测依据如下： 

一、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 

1 标志、外壳防护等级 

1.1 标志 

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标志应符合GB 10408.1-2000《入侵探测器 第1部分：通用要求》的第6.7

条的要求。 

1.2 外壳防护等级 

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的外壳防护等级应符合GB 10408.4-2000《入侵探测器 第4部分:主动红

外入侵探测器》的第4.5.1条中b)项的要求。 

2 性能 

2.1 发射机光谱 

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发射机的红外辐射光波长应大于0.76μm。 

2.2 响应时间 

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的响应时间应符合GB 10408.4-2000《入侵探测器 第4部分:主动红外入

侵探测器》的第4.1.6条的要求。 

2.3 探测距离 

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的探测距离应符合GB 10408.4-2000《入侵探测器 第4部分:主动红外入

侵探测器》第4.1.7条的要求。 

2.4 对准指示 

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的对准指示应符合GB 10408.4-2000《入侵探测器 第4部分:主动红外入

侵探测器》的第4.1.10条的要求。 

2.5 防拆保护 

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的防拆保护应符合GB 10408.1-2000《入侵探测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的第6.1.5条的要求。 

3 接口能力 

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的接口能力应符合GB 10408.1-2000《入侵探测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的第6.5条的要求。 

4 辐射安全剂量 

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的辐射安全剂量应符合GB 10408.4-2000《入侵探测器 第4部分:主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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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入侵探测器》的第4.4.5条的要求。 

5 人为故障引燃 

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的人为故障引燃应符合GB 10408.4-2000《入侵探测器 第4部分:主动红

外入侵探测器》的第4.4.4条的要求。 

6 环境适应性 

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的环境适应性应符合GB 10408.4-2000《入侵探测器 第4部分:主动红外

入侵探测器》的第4.2条的要求。 

7 电磁兼容性 

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的电磁兼容性应符合GB 10408.1-2000《入侵探测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的第6.2.4～6.2.6条的要求。 

8 安全性 

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的安全性应符合GB 10408.4-2000《入侵探测器 第4部分:主动红外入侵

探测器》的第4.4.1～4.4.3条的要求。 

9 增强和任选（通信模块） 

报警信号采用通信模块传输的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增强和任选功能应符合GB 10408.1-2000

《入侵探测器 第1部分:通用要求》的第6.9条的要求。其中使用无线传输的发射频率应在

314-316MHz、430-432MHz、433.00-434.79MHz，占用带宽不大于400kHz；或发射频率在779-787MHz，

发射功率限值均为10mw（不包括国家无线电管理部门核准使用的专用频率）。 

 

二、室内用被动红外探测器 

1 标志、外壳防护等级 

1.1 标志 

室内用被动红外探测器标志应符合GB 10408.1-2000《入侵探测器 第1部分：通用要求》的第

6.7条的要求。 

1.2 外壳防护等级 

室内用被动红外探测器的外壳防护等级应符合GB 10408.1-2000《入侵探测器 第1部分:通用

要求》的第6.6条的要求。 

2 功能、性能及防拆保护 

2.1 探测范围 

室内用被动红外探测器的探测范围应符合GB 10408.5-2000《入侵探测器  第5部分:室内用被

动红外探测器》的第5.1.1条的要求。 

2.2 抗背景温度变化 

室内用被动红外探测器的抗背景温度变化能力应符合GB 10408.5-2000《入侵探测器 第5部分:

室内用被动红外探测器》的第5.1.4条的要求。 

2.3 抗车头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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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用被动红外探测器的抗车头灯（光）能力应符合GB 10408.5-2000《入侵探测器 第5部分:

室内用被动红外探测器》的第5.1.5条的要求。 

2.4 抗湍动气流 

室内用被动红外探测器的抗湍动气流能力应符合GB 10408.5-2000《入侵探测器 第5部分:室

内用被动红外探测器》的第5.1.6条的要求。 

2.5  防拆保护 

室内用被动红外探测器的防拆保护功能应符合GB 10408.5-2000《入侵探测器 第5部分:室内

用被动红外探测器》的第5.1.7条的要求。 

3 电源 

室内用被动红外探测器的电源应符合GB 10408.1-2000《入侵探测器 第1部分:通用要求》的

第6.1.4条的要求，其中“电源电压低于规定值，应产生报警状态或故障状态”不要求。 

4 接口能力 

室内用被动红外探测器的接口能力应符合GB 10408.1 -2000《入侵探测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的第6.5条的要求。 

5 环境适应性 

室内用被动红外探测器的环境适应性应符合GB 10408.1-2000《入侵探测器 第1部分:通用要

求》的第6.2.3和6.2.7条的要求。 

6 电磁兼容性 

室内用被动红外探测器的电磁兼容性应符合GB 10408.1-2000《入侵探测器 第1部分:通用要

求》的第6.2.4～6.2.6条的要求。 

7 安全性 

非金属外壳的室内用被动红外探测器，其阻燃性能应符合GB 16796-1997《安全防范报警设备 

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的第4.6.2条的要求。 

注：若采用交流220V供电，产品安全性还应符合GB 16796-1997《安全防范报警设备 安全要

求和试验方法》的第4.4.3、4.4.4、4.4.9条的要求。 

8 增强和任选（通信模块） 

报警信号采用通信模块传输的室内用被动红外探测器，增强和任选功能应符合GB 

10408.1-2000《入侵探测器 第1部分:通用要求》的第6.9条的要求。其中使用无线传输的发射频

率应在314-316MHz、430-432MHz、433.00-434.79MHz，占用带宽不大于400kHz；或发射频率在

779-787MHz，发射功率限值均为10mw（不包括国家无线电管理部门核准使用的专用频率）。 

 

三、室内用微波多普勒探测器 

1 标志、外壳防护等级 

1.1标志 

室内用微波多普勒探测器标志应符合GB 10408.1-2000《入侵探测器 第1部分：通用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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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条的要求。 

1.2 外壳防护等级 

室内用微波多普勒探测器的外壳防护等级应符合GB 10408.1-2000《入侵探测器 第1部分:通

用要求》的第6.6条的要求。 

2 功能、性能及防拆保护 

2.1 探测范围 

室内用微波多普勒探测器的探测范围应符合GB 10408.3-2000《入侵探测器 第3部分:室内用

微波多普勒探测器》的第5.1.2～5.1.6条要求。 

2.2 频率 

室内用微波多普勒探测器的工作频率应符合GB 10408.3-2000《入侵探测器 第3部分:室内用

微波多普勒探测器》的第5.1.1条的要求。 

2.3 防拆保护 

室内用微波多普勒探测器的防拆保护应符合GB 10408.3-2000《入侵探测器 第3部分:室内用

微波多普勒探测器》的第5.1.8条的要求。 

3 电源 

室内用微波多普勒探测器的电源应符合GB 10408.1-2000《入侵探测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的第6.1.4条的要求，其中“电源电压低于规定值，应产生报警状态或故障状态”不要求。 

4 接口能力 

室内用微波多普勒探测器的接口能力应符合GB 10408.1 -2000《入侵探测器 第1部分:通用要

求》的第6.5条的要求。 

5 稳定性 

室内用微波多普勒探测器的稳定性应符合GB 10408.3-2000《入侵探测器 第3部分:室内用微

波多普勒探测器》的第6.2.5条的要求。 

6 环境适应性 

室内用微波多普勒探测器的环境适应性应符合GB 10408.1-2000《入侵探测器 第1部分:通用

要求》的第6.2.3和6.2.7条的要求。 

7 电磁兼容性 

室内用微波多普勒探测器的电磁兼容性应符合GB 10408.1-2000《入侵探测器 第1部分:通用

要求》的第6.2.4～6.2.6条的要求。 

8 安全性 

8.1 微波辐射安全剂量 

室内用微波多普勒探测器的微波辐射安全剂量应符合GB 10408.3-2000《入侵探测器 第3部分:

室内用微波多普勒探测器》的第5.3条的要求。 

8.2 阻燃性 

非金属外壳的室内用微波多普勒探测器，其阻燃性能应符合GB 16796-1997《安全防范报警设



入侵探测器 CCC 强制性认证实施细则 2015   强制性认证咨询热线：400-607-6067 

资深咨询师 协助企业办理 CCC 认证  最新资料下载：http://强制性认证.中国 Mp:1860l663797 大相 
备 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的第4.6.2条的要求。 

注：若采用交流220V供电，产品安全性还应符合GB 16796-1997《安全防范报警设备 安全要

求和试验方法》的第4.4.3、4.4.4、4.4.9条的要求。 

9 增强和任选（通信模块） 

报警信号采用通信模块传输的室内用微波多普勒探测器，增强和任选功能应符合GB 10408.1

《入侵探测器 第1部分:通用要求》的第6.9条的要求。其中使用无线传输的发射频率应在

314-316MHz、430-432MHz、433.00-434.79MHz，占用带宽不大于400kHz；或发射频率在779-787MHz，

发射功率限值均为10mw（不包括国家无线电管理部门核准使用的专用频率）。 

 

四、微波和被动红外复合入侵探测器 

1 标志、外壳防护等级 

1.1 标志 

微波和被动红外复合入侵探测器标志应符合GB 10408.1-2000《入侵探测器 第1部分：通用要

求》的第6.7条的要求。 

1.2 外壳防护等级 

微波和被动红外复合入侵探测器的外壳防护等级应符合GB 10408.1-2000《入侵探测器 第1

部分:通用要求》的第6.6条的要求。 

2 功能、性能及防拆保护 

2.1 探测范围 

微波和被动红外复合入侵探测器的探测范围应符合GB 10408.6-91《微波和被动红外复合入侵

探测器》的第5.2.2条的要求。 

2.2  微波频率 

微波和被动红外复合入侵探测器的微波工作频率应符合GB 10408.3-2000《入侵探测器 第3

部分:室内用微波多普勒探测器》的第5.1.1条的要求。 

2.3 抗车头灯（光） 

微波和被动红外复合入侵探测器的抗车头灯（光）能力应符合GB 10408.5-2000《入侵探测器 

第5部分:室内用被动红外探测器》的第5.1.5条的要求。 

2.4 抗湍动气流 

微波和被动红外复合入侵探测器的抗湍动气流能力应符合GB 10408.5-2000《入侵探测器 第5

部分:室内用被动红外探测器》的第5.1.6条的要求。 

2.5 防拆保护 

微波和被动红外复合入侵探测器的防拆保护功能应符合GB 10408.5-2000《入侵探测器 第5

部分:室内用被动红外探测器》的第5.1.7条的要求。 

3 电源 

微波和被动红外复合入侵探测器的电源应符合GB 10408.1-2000《入侵探测器 第1部分: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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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第6.1.4条的要求，其中“电源电压低于规定值，应产生报警状态或故障状态”不要求。 

4 接口能力 

微波和被动红外复合入侵探测器的接口能力应符合GB 10408.1 -2000《入侵探测器 第1部分:

通用要求》的第6.5条的要求。 

5 稳定性 

微波和被动红外复合入侵探测器的稳定性应符合GB 10408.6-91《微波和被动红外复合入侵探

测器》的第5.4条的要求。 

6 微波辐射安全剂量 

微波和被动红外复合入侵探测器的微波辐射安全剂量应符合GB 10408.3-2000《入侵探测器 

第3部分:室内用微波多普勒探测器》的第5.3条的要求。 

7 环境适应性 

微波和被动红外复合入侵探测器的环境适应性应符合GB 10408.1-2000《入侵探测器 第1部分:

通用要求》的第6.2.3和6.2.7条的要求。 

8 电磁兼容性 

微波和被动红外复合入侵探测器的电磁兼容性应符合GB 10408.1-2000《入侵探测器 第1部分:

通用要求》的第6.2.4～6.2.6条的要求。 

9 安全性 

非金属外壳的微波和被动红外复合入侵探测器，其阻燃性能应符合GB 16796-1997《安全防范

报警设备 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的第4.6.2条款的要求。 

注：若采用交流220V供电，产品安全性还应符合GB 16796-1997《安全防范报警设备 安全要

求和试验方法》的第4.4.3、4.4.4、4.4.9条的要求。 

10 增强和任选（通信模块） 

报警信号采用通信模块传输的微波和被动红外复合入侵探测器，增强和任选功能应符合

GB10408.1-2000《入侵探测器 第1部分:通用要求》的第6.9条的要求。其中使用无线传输的发射

频率应在314-316MHz、430-432MHz、433.00-434.79MHz，占用带宽不大于400kHz；或发射频率在

779-787MHz，发射功率限值均为10mw（不包括国家无线电管理部门核准使用的专用频率）。 

 

五、振动入侵探测器 

1 标志、外壳防护等级 

1.1 标志 

振动入侵探测器标志应符合GB 10408.1-2000《入侵探测器 第1部分：通用要求》的第6.7条

的要求。 

1.2 外壳防护等级 

振动入侵探测器的外壳防护等级应符合GB/T 10408.8-1997《振动入侵探测器》的第5.1.2条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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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功能及防拆保护 

2.1 报警功能 

振动入侵探测器的报警功能应符合GB/T 10408.8-1997《振动入侵探测器》的第5.2.1条的要

求。 

2.2 防拆保护 

振动入侵探测器的防拆保护功能应符合GB/T 10408.8-1997《振动入侵探测器》的第5.2.8条

的要求。 

3 电源 

振动入侵探测器的电源应符合GB 10408.1-2000《入侵探测器 第1部分:通用要求》的第6.1.4

条的要求，其中“电源电压低于规定值，应产生报警状态或故障状态”不要求。 

4 接口能力 

振动入侵探测器的接口能力应符合GB 10408.1 -2000《入侵探测器 第1部分:通用要求》的第

6.5条的要求。 

5 环境适应性 

振动入侵探测器的高温、低温、振动（正弦）试验应符合GB/T 10408.8-1997《振动入侵探测

器》的第5.3条的要求。 

6 电磁兼容性 

振动入侵探测器的电磁兼容性应符合GB 10408.1-2000《入侵探测器 第1部分:通用要求》的

第6.2.4～6.2.6条的要求。 

7 安全性 

非金属外壳的振动入侵探测器，其阻燃性能应符合GB 16796-1997《安全防范报警设备 安全

要求和试验方法》的第4.6.2条款的要求。 

注：若采用交流220V供电，产品安全性还应符合GB 16796-1997《安全防范报警设备 安全要

求和试验方法》的第4.4.3、4.4.4、4.4.9条的要求。 

8 增强和任选（通信模块） 

报警信号采用通信模块传输的振动入侵探测器，增强和任选功能应符合GB10408.1-2000《入

侵探测器 第1部分:通用要求》的第6.9条款的要求。其中使用无线传输的发射频率应在

314-316MHz、430-432MHz、433.00-434.79MHz，占用带宽不大于400kHz；或发射频率在779-787MHz，

发射功率限值均为10mw（不包括国家无线电管理部门核准使用的专用频率）。 

 

六、室内用被动式玻璃破碎探测器 

1 结构、标志、外壳防护等级 

1.1 结构 

室内用被动式玻璃破碎探测器的结构应符合GB 10408.9-2001《入侵探测器 第9部分:室内用

被动式玻璃破碎探测器》的第5.6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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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标志 

室内用被动式玻璃破碎探测器标志应符合GB 10408.1-2000《入侵探测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的第6.7条的要求。 

1.3 外壳防护等级 

室内用被动式玻璃破碎探测器的外壳防护等级应符合GB 10408.1-2000《入侵探测器 第1部分:

通用要求》的第6.6条的要求。 

2 功能 

2.1 报警功能 

室内用被动式玻璃破碎探测器应能对发生在其探测范围的玻璃破碎产生报警状态。并应符合

GB 10408.1-2000《入侵探测器 第1部分：通用要求》的第6.1.1条要求。其中“通电后60s内探测

器应满足其运行要求”不做检测。 

2.2 防拆探测 

室内用被动式玻璃破碎探测器的防拆探测功能应符合GB 10408.9-2001《入侵探测器 第9部分:

室内用被动式玻璃破碎探测器》的第5.1.4条的要求。 

3 电源 

室内用被动式玻璃破碎探测器的电源应符合GB 10408.9 -2001《入侵探测器 第9部分:室内用

被动式玻璃破碎探测器》的第5.1.3条的要求。 

4 接口能力 

室内用被动式玻璃破碎探测器的接口能力应符合GB 10408.1 -2000《入侵探测器 第1部分:

通用要求》的第6.5条的要求。 

5 环境适应性 

室内用被动式玻璃破碎探测器的干热和低温应符合GB 10408.9-2001《入侵探测器 第9部分:

室内用被动式玻璃破碎探测器》的第5.2条要求。 

6 电磁兼容性 

室内用被动式玻璃破碎探测器的电磁兼容性应符合GB 10408.1-2000《入侵探测器 第1部分:

通用要求》的第6.2.4～6.2.6条的要求。 

7 安全性 

非金属外壳的室内用被动式玻璃破碎探测器，其阻燃性能应符合GB 16796-1997《安全防范报

警设备 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的第4.6.2条款的要求。 

注：若采用交流220V供电，产品安全性还应符合GB 16796-1997《安全防范报警设备 安全要

求和试验方法》的第4.4.3、4.4.4、4.4.9条的要求。 

8 增强和任选（通信模块） 

报警信号采用通信模块传输的室内用被动式玻璃破碎探测器，增强和任选功能应符合GB 

10408.1《入侵探测器 第1部分：通用要求》的第6.9条的要求。其中使用无线传输的发射频率应

在314-316MHz、430-432MHz、433.00-434.79MHz，占用带宽不大于400kHz；或发射频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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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9-787MHz，发射功率限值均为10mw（不包括国家无线电管理部门核准使用的专用频率）。 

 

七、磁开关入侵探测器 

1 结构、标志 

1.1 结构 

磁开关入侵探测器的结构应符合GB 15209-2006《磁开关入侵探测器》的第5.2条的要求。 

1.2 标志 

磁开关入侵探测器应符合GB 10408.1-2000《入侵探测器 第1部分：通用要求》的第6.7条的

要求。如果无法在磁开关入侵探测器上标志上述内容，则应在使用说明书中给出。 

2 性能 

磁开关入侵探测器的探测间隙、接触电阻、耐退磁、触点过载性能应符合GB 15209-2006《磁

开关入侵探测器》的第5.3条的相关要求。 

3 接口能力 

磁开关入侵探测器的接口能力应符合GB 10408.1 -2000《入侵探测器 第1部分:通用要求》的

第6.5条的要求。 

4 环境适应性 

磁开关入侵探测器的干热、低温和振动试验应符合GB 15209-2006《磁开关入侵探测器》的第

5.4条的相关要求。 

5 安全性 

5.1绝缘电阻 

磁开关入侵探测器的绝缘电阻试验应符合GB 15209-2006《磁开关入侵探测器》的第5.3.3条

的相关要求。 

5.2阻燃 

磁开关入侵探测器的阻燃试验应符合GB 15209-2006《磁开关入侵探测器》的第5.3.4条的相

关要求。 

注：若采用交流220V供电，产品安全性还应符合GB 16796-1997《安全防范报警设备 安全要

求和试验方法》的第4.4.3和4.4.9条的要求。 

6 增强和任选（通信模块） 

报警信号采用通信模块传输的磁开关入侵探测器，增强和任选功能应符合GB10408.1《入侵探

测器 第1部分:通用要求》的第6.9条的要求。其中使用无线传输的发射部分的性能检测应按“附

加特性”处理，发射频率应在314-316MHz、430-432MHz、433.00-434.79MHz，占用带宽不大于

400kHz；或发射频率在779-787MHz，发射功率限值均为10mw（不包括国家无线电管理部门核准使

用的专用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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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入侵探测器产品强制性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 

 

为保证批量生产的认证产品持续满足实施规则中规定的标准要求，工厂应满足本文件规定的

质量保证能力要求。 

1 职责和资源 

1.1 职责 

工厂应规定与质量活动有关的各类人员职责及相互关系，且工厂应在组织内指定一名质量负

责人，无论该成员在其他方面的职责如何，应具有以下方面的职责和权限： 

a) 负责建立满足本文件要求的质量体系，并确保其实施和保持； 

b) 确保加贴强制性认证标志的产品符合认证标准的要求； 

c) 建立文件化的程序，确保认证标志的妥善保管和使用； 

d) 建立文件化的程序，确保不合格品和获证产品变更后未经认证机构确认，不能加贴强制性

认证标志。 

  质量负责人应具有充分的能力胜任本职工作。 

1.2 资源 

工厂应配备必要的生产设备和检验设备以满足稳定生产符合强制性认证标准要求的产品；应

配备相应的人力资源，确保从事对产品质量有影响的人员具备必要的能力；建立并保持适宜产品

生产、检验、试验、储存等必要的环境条件。 

2 文件和记录 

2.1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文件化的程序以对本文件要求的文件和资料进行有效的控制，这些控制应

确保： 

a) 文件发布和更改应由授权人批准，以确保其适宜性； 

b) 识别文件的更改和修订状态，以防止作废文件的非预期使用； 

c) 在使用处可获得相应文件的有效版本。 

2.2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质量记录的标识、储存、保管和处理的文件化程序。质量记录应清晰、完

整以作为产品符合规定要求的证据。 

质量记录应有适当的保存期限，保存期限应不少于两次工厂检查的时间间隔（24个月）。 

3 供应商的控制 

工厂应制定对关键件和材料的供应商的选择、评定和日常管理的程序，以确保供应商具有保

证提供关键元器件和材料满足要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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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应保存对供应商的选择评价和日常管理记录。 

4 生产过程控制和过程检验 

4.1 工厂应对产品生产的关键工序进行识别，关键工序须包括波峰焊和/或再流焊。关键工序操作

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能力。如果该工序没有文件规定就不能保证产品质量时，则应制定相应的工艺

作业指导书，使生产过程受控。 

4.2 产品生产过程中如对环境条件有要求，工厂应保证工作环境满足规定的要求。 

4.3 可行时，工厂应对适宜的过程参数和产品特性进行监控。 

4.4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对生产设备进行维护保养的制度。 

4.5 工厂应在生产的适当阶段对产品进行检验，以确保最终产品及零部件与认证产品一致。 

5 检验试验仪器设备 

用于检验和试验的仪器设备应定期校准、检定和检查，以满足测量、检验和试验要求。检验

和试验的仪器设备应有操作规程，检验人员应能按操作规程要求，正确地使用仪器设备。 

用于确定所生产的产品符合规定要求的检验试验仪器设备应按规定的周期进行校准或检定。

校准或检定应溯源至国家或国际基准。对自行校准的，应规定校准方法、验收准则和校准周期等。

仪器设备的校准或检定状态应能被使用及管理人员方便识别。 

应保存仪器设备的校准或检定记录。 

当发现检验试验仪器设备功能失效时，应能追溯至已检测过的产品。必要时应对这些产品重

新进行检测。应规定操作人员在发现设备功能失效时需采取的措施并记录采取的调整措施。 

6 不合格品的控制 

工厂应建立不合格品控制程序，内容应包括不合格品的标识方法、隔离和处置及采取的纠正、

预防措施。经返修、返工后的产品应重新检测。对重要部件或组件的返修应作相应的记录，应保

存对不合格品的处置记录。 

7 内部质量审核 

工厂应建立文件化的内部质量审核程序，确保质量体系的有效性和认证产品的一致性，并记

录内部审核结果。 

对工厂的投诉尤其是对产品不符合标准要求的投诉，应保存记录，并应作为内部质量审核的

信息输入。 

对审核中发现的问题，应采取纠正和预防措施，并进行记录。 

8 包装、搬运和储存 

工厂所进行的任何包装、搬运操作和储存环境应不影响产品符合规定标准要求。产品包装中

应附有能指导用户正确使用产品的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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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入侵探测器产品强制性认证工厂一致性控制要求 

 

为保证工厂批量生产的认证产品与型式试验合格样品的一致性，认证产品的生产应满足本文

件规定的一致性控制要求。 

1 产品一致性控制文件 

1.1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认证产品一致性控制文件，一致性控制文件至少应包括： 

1) 针对具体认证产品型号的设计要求、产品结构描述、物料清单(应包含所使用的关键元器

件的型号、主要参数及供应商)等技术文件； 

2) 针对具体认证产品的生产工序工艺、生产配料单等生产控制文件； 

3) 针对认证产品的检验(包括进货检验、生产过程检验、成品例行检验及确认检验)要求、方

法及相关资源条件配备等质量控制文件； 

4) 针对获证后产品的变更（包括标准、工艺、关键件等变更）控制、标志使用管理等程序文

件。 

1.2 产品设计标准或规范应是一致性控制文件的其中一个内容,其要求应不低于有关该产品的认

证实施规则中规定的标准要求。 

2 关键件和材料的检验/验证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对供应商提供的关键元器件和材料的检验或验证的程序，以确保关键件和

材料满足认证所规定的要求。 

关键件和材料的检验可由工厂进行，也可以由供应商完成。当由供应商检验时,工厂应对供应

商提出明确的检验要求. 

工厂应保存关键件和材料检验或验证记录、供应商提供的合格证明及有关检验数据等。 

3 批量生产产品的一致性 

工厂应采取相应的措施，确保批量生产的认证产品至少在以下方面与型式试验合格样品保持

一致： 

1) 认证产品的铭牌、标志、说明书和包装上所标明的产品名称、规格和型号； 

2) 认证产品的结构、尺寸和安装方式； 

3) 认证产品的供电电源、安全结构、安全元器件、对电磁兼容性能有影响的主要元器件、影

响入侵探测器功能和性能的关键件。 

4 例行检验和确认检验  

4.1 工厂应制定并保持文件化的例行检验和确认检验程序，以验证产品满足规定的要求。检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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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中应包括检验项目、内容、方法、判定准则等。应保存检验记录。 

4.2 例行检验是在生产的最终阶段对生产线上的产品进行的 100%检验，通常检验后，除包装和加

贴标签外，不再进一步加工。例行检验允许采用经验证的等效快速的在线检验方法进行。例行检

验至少应包括以下检验项目： 

1) 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探测距离； 

2) 室内用被动红外探测器、室内用微波多普勒探测器、微波和被动红外合入侵探测器：探测

范围； 

    3) 振动入侵探测器、室内用被动式玻璃破碎探测器：报警功能； 

  4) 磁开关入侵探测器：探测间隙。 

工厂生产现场应具备上述相应认证产品检验项目的检验能力。 

4.3 确认检验是为验证产品持续符合标准（产品认证实施规则中规定的标准）要求进行的抽样检

验。确认检验至少应包括以下检验项目： 

1) 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探测距离、电磁兼容性等项目； 

2) 室内用被动红外探测器：探测范围、抗车头灯（光）、电磁兼容性等项目； 

3) 室内用微波多普勒探测器：探测范围、电磁兼容性等项目； 

4) 微波和被动红外合入侵探测器：探测范围、电磁兼容性等项目； 

    5) 振动入侵探测器：功能及防拆保护、电磁兼容性等项目； 

6) 室内用被动式玻璃破碎探测器：功能、电磁兼容性等项目； 

7) 磁开关入侵探测器：性能、环境适应性等项目。 

工厂不具备检验条件的确认检验项目，可委托具有相应能力的检测实验室检验。电磁兼容性

项目的确认检验周期应不超过二年，其他项目的确认检验周期应不超过一年。 

5 获证产品的变更控制 

工厂应建立文件化的变更控制程序，确保认证产品的设计、采用的关键件和材料以及生产工

序工艺、检验条件等因素的变更得到有效控制。获证产品涉及到如下的变更，工厂在实施前应向

认证机构申报，获得批准后方可执行： 

1) 产品设计(原理、结构等)的变更； 

2) 产品采用的关键件和关键材料的变更(型号、供应商、数量等)； 

3) 关键工序、工序及其生产设备的变更； 

4) 例行检验和确认检验条件和方法变更； 

5) 生产场所搬迁、生产质量体系换版等变更； 

6) 其他可能影响与相关标准的符合性或型式试验样机的一致性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