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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

序号 修订内容说明 版本号 修订时间

1 文件发布 VA.0 2006-02-23

2 —— VA.2 2014-03-24

3 取消监督检测，修改关联内容 VA.3 2018-02-08

4 增加防雷产品系列型号或扩大证书信息注意事项 VA.4 2018-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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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认证变更填表指南

一、企业在申请产品认证变更申请时需要提交的材料清单

企业申请产品认证变更申请时，按照变更类型不同分别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序号 变更类型 提交变更申请材料 注意事项 备 注

1 关键元器件及材料

变更（包括关键元器

件材料规格型号及

供方变更）

1.认证变更委托书，详细说明变更情况；

2.填写变更后完整的产品描述，关键元器件/材料应注明规格型号；

3.提交变更关键件的一年之内的型式试验报告或工艺验证报告或组成成

品的型式试验报告（报告中关键件型号及供方名称应与变更委托书和产

品描述保持一致）。对涉及单元划分的关键元器件，需提供关键元器件或

材料的变更后的照片。如果元器件/材料的规格型号有变更（如护套料由

低密度材料变为高密度材料），必须提交对变更材料的工艺验证报告或成

品的型式试验报告，企业详细说明元器件/材料变更对最终产品性能的影

响。

型式试验报告的项目要全。

注：①关键元器件/材料应注明型号或

材料名称、型号。

②关键元器件/材料生产厂名称变更，

需提交工商部门出具的变更函，或者提

供关键元器件/材料的型式试验报告。

2 缩小产品范围变更 1.认证变更委托书，详细说明变更情况，并说明范围缩小是否对产品性能

产生影响；

2.填写变更后完整的产品描述。

产品范围缩小应关注是否对产品性能

产生影响。

如缩小总配线架中的保安单

元，电源容量范围等。

3 复杂覆盖简单变更 1. 认证变更委托书，认证变更委托书中分别注明认证单元，如光缆产品

覆盖产品的光缆最大芯数、光纤带最大芯数、光纤类别等；

2. 填写变更后完整的产品描述，

3. 提供生产证据。说明生产、检测设备清单有无变化、企业产品标准、

工艺文件、检验文件、自查表、自查报告、新增型号的产品照片、铭牌

照片、新增型号最大容量（或芯数）的产品出厂检验报告（含出厂全检

及抽检项目）。

4 提交企业质量证书复印件；

1.原则上复杂可以覆盖简单，反之不

可，且应满足大芯数覆盖同等或以下芯

数原则。

2.如果覆盖产品为已获证产品，且已经

进行过工厂检查，企业可不提供生产证

据。

3. 覆盖产品的关键元器件及材料信息

应与已获证产品一致，否则不能覆盖。

4 新标准变更（适用于

单独提交新标准变

1. 认证变更委托书，说明变更情况；

2.提供生产证据：生产、检测设备清单、企业产品标准、工艺文件、检验

1.生产设备、检测设备是否能满足新标

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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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变更类型 提交变更申请材料 注意事项 备 注

更时，如新标准变更

与监督一起则不用

提交标准变更申请）

文件、人员培训情况说明、产品出厂检验报告（含出厂全检及抽检项目）；

3. 填写变更后完整的产品描述， 4.请根据“检测分包机构名单”中各检

测分包机构的检测范围，选择并填写承担认证产品检测的机构名称，并

加盖公章。

4. 提交自查报告及自查表。

2.工艺文件是否能满足新标准要求。

3.注意新标准变更后相关的关键元器

件及材料规格型号的变更。

4.关注企业对产品新标准的培训情况。

5 5.1企业名称变更、

企业注册地址变更、

企业组织机构代码

变更

1.以原获证单位名义提供认证变更委托书，详细说明变更情况，

2.提交工商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企业名称变更时提供）

3.提交变更名称后的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证书复印件，证书中的认证范

围应包含原获证产品的范围；

4.新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

5.填写变更后完整的产品描述（关键件有自制情况时）

7 如有生产许可证及 3C 证书时，还应提交新企业名称的生产许可证及

3C证书；

注：如果租借生产场地的，企业需要提交场地租借协议。

1.获证企业名称变更，如果不能提交工

商部门出具的变更核准通知书，按照新

申请认证企业对待。

5.2生产地址变更、

增加

1. 认证变更委托书，详细说明变更后的地址与原地址大致距离，工艺过

程、生产设备、关键岗位（关键过程、最终检验）人员是否有变化；并

说明新生产地址搬迁完成时间、各获证产品正式生产时间； 如生产地址

为租赁，请提交租赁合同；

2.提交变更生产地址后的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证书复印件，证书中的认

证范围应包含原获证产品的范围；

3 提交生产地址变更后的生产许可证或其他可生产的证据；

4.如生产设备、检测设备及生产人员有变化时，需提交生产设备、检测设

备清单，并加盖生产单位公章；

5 如为增加生产地址，则应写清楚新增生产地址与原生产地址的大约距

离，并详细说明新生产地址的活动情况（是产品生产全过程，还是其中

某个过程）、

对于变更生产地址：

1如工艺过程、生产设备、检测设备及

关键岗位（关键过程、最终检验）人员

均无大的变化；

2.如工艺过程、生产设备、检测设备、

关键岗位（关键过程、最终检验）人员

有较大变化，则需安排工厂检查和产品

检测。

对于增加生产地址：

增加产品全生产过程，安排工厂检查和

全项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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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变更类型 提交变更申请材料 注意事项 备 注

对于增加生产地址：

增加某个过程，如关键过程，安排工厂

检查。

5.3申请企业与生产

企业不同，申请企业

名称变更为生产企

业名称变更

1. 认证变更委托书，说明变更情况；

2.产品售后服务承诺书；

3.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证书复印件，证书中的认证范围应包含原获证产

品的范围；

4.填写变更后完整的产品描述，

5.4 申请企业与生

产企业不同，增加或

变更生产企业变更

视同新的产品认证

5.5申请企业和生产

企业不同的，增加制

造企业

1.提交认证变更委托书，详细说明变更情况；

2.提交制造单位的营业执照或注册文件；组织机构代码证；

3.制造企业介绍；制造企业与申请企业和生产企业的关系说明；

4.制造企业 ISO9000证书复印件，证书范围应覆盖认证产品的范围；

5.制造企业的质量手册。

6 如有生产许可要求或 3C证书，还应提交生产许可证或 3C证书；

6.制造商授权/委托生产厂进行加工的协议书（包括明确各方的产品质量

责任、加工期限或加工数量等）

7 售后服务承诺书；

5.6申请企业和生产

企业不同的，原申请

企业为代表处变更

母公司或其他新注

1.提供认证变更委托书，详细说明变更情况，

2.变更名称后的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证书复印件，证书中的认证范围应

包含原获证产品的范围；

3.母公司或新注册公司的企业介绍、营业执照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

如果不能提供申请企业的 ISO9000 证

书复印件的，在申请企业名称后注明销

售商或代理商。

代理持证人更换原则：原公司授权，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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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变更类型 提交变更申请材料 注意事项 备 注

册公司 4. 商标注册证明（如有）；

5.售后服务承诺书：若售后服务由申请单位负责，则提供申请单位的售后

服务承诺；若售后服务由生产单位负责，则提供申请单位与生产单位之

间有关售后服务的协议；

6.母公司或新注册公司的质量手册（如有）；

7.申请企业与生产企业的加工协议书。

持证人同意，其他更名手续齐全。

6 产品型号命名方式

变更

1. 认证变更委托书，书面说明变更前后产品命名方式的依据。清楚地表

明产品认证单元划分。

2.提供变更前后产品一致的证据。

3.提供变更前后产品的照片（含内部结构及外形照片）、产品铭牌。

4. 提供变更前后产品型号命名方式文件。

1.照片上应体现产品认证设备的型号。

2. 要求企业产品型号命名方式应与国

家或行业标准一致。

产品型号命名方式变更只针

对 GK20 文件中允许企业自

行命名型号的产品。

7 增加产品型号的副

名称

1. 认证变更委托书，详细说明变更情况，并加盖公章；

2.产品铭牌照片。内外部照片；

3.企业承诺在使用副名称时一定体现主名称。产品的名称不变。

要求企业必须在使用主名称的基础上

使用副名称，不能单独使用副名称。

只针对 GK20 文件中要求按

照产品标准命名的产品增加

副名称。

8 增加产品系列型号 1. 认证变更委托书，详细说明变更情况，

2.新增系列型号产品铭牌照片。内外部照片；

3.新增型号的出厂检验报告；

4 提交所有系列型号清单及差异性说明；

5 产品介绍、检验规范。

6 企业自查表、自查报告；

7 填写产品描述及产品系列型号；

对于通信防雷产品，新增加型号的标称

放电电流啊/耐受冲击能力等不大于原

证书范围的情况时，选择“增加产品系

列型号”

对于防雷产品，每型号均需检

测

9 过程变更 过程变更：主要指关键件由外购变为自己生产，或企业的生产工艺变化

等。如：增加注塑过程、拉丝退火过程或钣金加工过程等；

1. 认证变更委托书，详细说明变更情况，

2. 提供过程变更的工艺文件；

3.提供产品的工艺验证报告或成品的型式试验报告；

4.提供过程的监控记录。

5.生产、检测设备清单；

6.过程确认记录；

7.人员培训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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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变更类型 提交变更申请材料 注意事项 备 注

10 扩大原证书信息的

范围

1. 认证变更委托书，详细说明扩大产品与已获证产品之间的差异。

2.提供生产证据（生产设备清单、检测设备清单、企业产品标准、工艺文

件、检验文件及出厂检验记录（含出厂全检及抽检项目）、自查表、自查

报告、）、产品照片、产品介绍、产品实现流程图、关键元器件检验报告

（如同时关键件变更））；

3 提交质量管理体系证书；

4.请根据“检测分包机构名单”中各检测分包机构的检测范围，选择承担

认证产品检测的机构名称。。

注：移动电源适配器产品需提供一致性声明、关键材料声明，如果无

ISO9001证书还需要签订无 ISO9001证书的承诺书。

对于通信防雷产品，新增加型号的标称

放电电流啊/耐受冲击能力等大于原证

书范围的情况时，选择“扩大原证书信

息的范围”

11 产品外形变更或内

部结构变更

1 认证变更委托书，详细说明外形变更情况，

提交变更前后的产品照片（包括外部照片及内部结构照片）

1 应详细说明外形变更对产品功能性

能有无影响；

2 详细说明内部结构变更情况；对产品

功能性能是否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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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申请材料准备的总要求

1、。

2、3、

4、5、

6、在 3个月内将要复评的产品原则上不做变更，只在复评申请材料中增加变更说明即可。

申请变更联系人：张农 联系电话：82052874

泰尔认证中心

2014 年 3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