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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掘机械用截齿 

前  言 

本规则由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有限公司发布，版权归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有限

公司所有，任何组织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使用。 

主要起草单位：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有限公司、上海煤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员：贺江波、王国键、冯海涛、张亦凡、冯喜旺、骆铁楠 

本规则为第 1次修订，主要修订内容包括： 

1.附件 1技术条件中增加了参数表； 

2.附件 2检验项目及检验依据中调整了表面硬度和冲击韧性的技术要求。 

本规则为修订后发布。 

 

 

 

 



 CMAC11-4446102-02-2021 

采掘机械用截齿 

第1页 

目 录 

1 适用范围 ................................................................................................................................................................1 

2 主要依据标准 ........................................................................................................................................................1 

3 申请人、制造商、生产厂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1 

3.1申请人 .........................................................................................................................................................1 

3.2制造商 .........................................................................................................................................................1 

3.3生产厂 .........................................................................................................................................................1 

4 认证模式 ................................................................................................................................................................1 

5 认证申请 ................................................................................................................................................................1 

5.1认证单元划分 .............................................................................................................................................1 

5.2 申请应提交的材料 ....................................................................................................................................2 

6 初审与受理 ............................................................................................................................................................3 

7 技术审查与产品检验 ............................................................................................................................................3 

7.1检验样品 .....................................................................................................................................................3 

7.2技术审查与产品检验实施 .........................................................................................................................3 

7.3技术审查与产品检验报告 .........................................................................................................................4 

8 初始工厂检查 ........................................................................................................................................................4 

8.1 检查内容 ....................................................................................................................................................4 

8.2完成时限与检查时间 .................................................................................................................................5 

8.3初始工厂检查结论 .....................................................................................................................................5 

9 综合评定与证书发放 ............................................................................................................................................5 

10 获证后的监督 .......................................................................................................................................................5 

10.1监督频次与方式 .......................................................................................................................................5 

10.2监督内容 ...................................................................................................................................................6 

10.3监督结果的处理 .......................................................................................................................................6 

11 再认证 ...................................................................................................................................................................6 

11.1再认证工厂检查 .......................................................................................................................................6 

11.2产品检验 ...................................................................................................................................................6 

11.3综合评定与证书发放 ...............................................................................................................................7 

12 证书及认证产品变更 ...........................................................................................................................................7 

12.1涉及证书内容的变更 ...............................................................................................................................7 

12.2产品设计参数变更 ...................................................................................................................................7 

12.3关键元部件/材料的变更 .........................................................................................................................7 

12.4其它变更 ...................................................................................................................................................7 

12.5认证产品的扩展 .......................................................................................................................................7 

13 证书的暂停、恢复、注销和撤销 .......................................................................................................................8 

14 产品认证标志的使用 ...........................................................................................................................................8 

14.1准许使用的标志样式 ...............................................................................................................................8 

14.2加施方式和加施位置 ...............................................................................................................................8 

15 收费 .......................................................................................................................................................................8 

附件 1： .....................................................................................................................................................................9 

附件 2： .................................................................................................................................................................. 10 



 CMAC11-4446102-02-2021 

采掘机械用截齿 

第1页 

1 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采掘机械用截齿的产品认证。 

2 主要依据标准 

本规则适用产品的认证主要依据标准见表 1。 

表 1 主要依据标准 

序号 产品名称 依据标准 适用范围 

1 采掘机械用截齿 MT/T 246-2006 

截割坚固性系数 f不大

于 6（单向抗压强度不大

于 60MPa）的煤和夹矸的

煤矿采煤机、掘进机使

用的截齿。 

3 申请人、制造商、生产厂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3.1 申请人 

申请人为法人单位，承诺并自觉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安标国家中心认证相关规定。 

申请人与制造商不是同一法人单位时，需与制造商有具备法律效力的委托关系。 

3.2 制造商 

制造商为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在有效期内，所申请的产品在经营范围内。 

制造商与生产厂无隶属关系时，需与生产厂有产品质量责任划分明确的且具备法律效力的委托关系。 

3.3 生产厂 

生产厂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1）营业执照在有效期内，所申请的产品在经营范围内； 

（2）具备与申请产品相适应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技术能力； 

（3）具有与申请产品相适应的质量管理体系，并有效运行； 

（4）具备与申请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总装条件、满足过程控制及出厂检验要求的设备和能力； 

（5）有满足要求的生产工艺并进行有效控制。 

4 认证模式 

采掘机械用截齿的认证模式为：技术审查+产品检验+工厂检查+获证后监督 

认证基本环节包括： 

a. 认证的申请 

b. 初审与受理 

c. 技术审查与产品检验 

d. 初始工厂检查 

e. 认证结果的评价与批准 

f. 获证后的监督 

g. 再认证 

5 认证申请 

5.1 认证单元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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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委托人按认证单元委托认证，原则上按几何形状、型式、齿柄断面尺寸进行划分认证单元，详见

表 2。制造商相同、生产厂相同、几何形状相同、型式相同、齿柄断面尺寸相同的产品为同一认证单元。

同时申请多个型号时，应对同一单元内所有型号作出确切描述。 

表 2 认证单元划分 

序号 产品名称 几何形状 齿柄断面尺寸 型式 

1 
采掘机械用

截齿 

扁形截齿 

36mm×21mm 

A型、B型 

50mm×30mm 

40mm×25mm 

其他相同断面尺寸为

同一认证单元 

锥形截齿 

Φ25mm 

Φ30mm 

Φ35mm 

Φ38mm 

其他相同直径为同一

认证单元 

 

5.2 申请应提交的材料 

5.2.1申请书 

包括基本情况、申请产品情况。 

基本情况包括申请人、制造商、生产厂基本情况；曾经提交过基本情况信息，且未发生变化的，再次

申请其他产品的不必提交。 

申请人、制造商基本情况包括：申请人概况、制造商概况、工商注册信息、主要技术人员信息、与申

请产品有关的质量管理体系、与生产厂关系证明文件。 

生产厂基本情况包括：主要生产及检验设备、与申请产品有关的质量管理体系等内容。申请人已经提

交过企业基本情况且相关信息未变的，再次申办时不必提交。 

申请产品情况包括申办产品名称、规格型号、执行标准或者技术条件等内容。 

5.2.2营业执照 

申请人、制造商及生产厂应有合法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应包含申请产品的生产制造。 

5.2.3技术文件 

a. 产品执行标准或者技术条件（附件 1） 

b. 产品图纸 

c. 产品使用说明书 

d. 产品照片 

e.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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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相关证明材料 

a. 申请人、制造商、生产厂的注册证明，如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等（首次申请时）； 

b. 申请人为销售方、进口商时，还需提交销售方和制造商、进口商和制造商订立的相关合同副本； 

c. 制造商与生产厂之间的关系证明； 

d. 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如有）； 

e. 有效的监督评审报告或工厂检查报告（如有）； 

f. 其他需要的文件。 

6 初审与受理 

申请人提交完整申请材料后安标国家中心在 2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初审合

格的，签订认证服务合同；初审不合格的，申请人应在 90 日内完成整改并重新提交材料，逾期未完成整

改的，发出不予受理通知书。 

7 技术审查与产品检验 

安标国家中心与申请人约定双方在认证实施各环节中的相关责任和安排，按照认证规则，结合申报产

品的特点，确定技术审查关注重点和产品检验项目，并向检验机构发出技术审查与产品检验委托书、并告

知申请人。 

采掘机械用截齿产品的技术审查与产品检验同步开展，产品技术文件经检验机构初步审核基本符合

5.2.3要求的，由检验机构通知申请人准备检验样品。 

7.1 检验样品 

申请人应按照表 3要求的数量准备检验样品。样品必须注明产品生产单位、生产日期、规格（型号）、

防爆型式、主要参数等基本信息，必须由本次申请的生产厂生产，不得借用、租用、购买样品用于试验。 

表 3 检验样品数量要求 

序号 产品名称 
样品基数

（台） 

样品数量

（台） 
抽送样原则 

1 
采掘机械用

截齿 
≥251 32 

1.初次认证时，每个单元检最长齿头长度的规格

型号。 

2.再认证和监督检验时，从每个获证单元产品中

任抽一种规格型号。 

申请人在接到检验机构通知后，应在 15日内向检验机构寄（送）样品。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寄（送）

样品的，申请人应向安标国家中心提出延期申请。延期时间不得超过 6个月，逾期终止本次申办。 

检验完成后，如申请人对检验结果无异议，检验样品由申请人自行处理；如受检单位对检验结果有异

议，检验机构进行复检。 

7.2 技术审查与产品检验实施 

检验机构收到检验样品后，按本规则附件 2所列型式检验项目进行检验，同时结合样品实物、测试结

果对产品技术文件进行审核，确保产品技术文件所描述产品与检验样品一致。 

技术审查与产品检验工作应在 45 个工作日内完成，自收到样品之日起计算。因检测项目不合格，企

业进行整改和复审或重新检验的时间不计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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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掘机械用截齿的指标应满足附件 2所列技术要求，按照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任何 1项不符合标准

要求时，判定该认证单元产品不符合认证要求。部分项目不符合产品技术条件所列指标时，允许在安标国

家中心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整改（自产品检验不合格通知之日起计算），整改后重新进行检验或重新确认技

术文件。未能按期完成整改的，终止认证。 

如申请人能提供 2年内由安标国家中心签约委托检验机构出具的符合本规则检验要求的检验报告，经

安标国家中心审查合格后，可不再进行送样检验。 

7.3 技术审查与产品检验报告 

技术审查与产品检验报告由检验机构按规定的格式出具，产品检验完成后检验机构向安标国家中心提

交技术审查与产品检验报告、经审核确认的产品技术文件。经安标国家中心复核符合要求的，予以备案并

通知检验机构向申请人提供检验报告；不符合要求的，申请人应在 90天内完成整改，逾期未完成整改的，

终止本次申办。 

产品检验不合格的，申请人应在 90 日内完成整改并向安标国家中心申请复检。逾期未完成整改或整

改后复检仍不合格的，终止本次申办。 

安标国家中心、检验机构、申请人或制造商对检验报告、经审查合格技术文件分别进行备案、存档。 

8 初始工厂检查 

工厂检查范围包括与申请产品质量相关的所有场所、部门、人员、活动，必要时对产品重要零部件供

应商进行延伸检查。初始工厂检查时，工厂应有认证的产品在生产。 

8.1 检查内容 

（1）文件审核 

检查组长负责对工厂的质量保证能力管理文件及相关资料实施文件审核，完成《文件审核报告》。当

提交的文件不足以满足要求时，检查组长应要求认证申请人提供补充材料。 

（2）现场检查 

1）按《CMAC产品认证规则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进行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  

2）产品一致性检查。 

工厂检查时，应在生产现场检查申请认证产品的一致性，结构形式相同的认证产品至少抽取一个规格

型号做一致性检查。 

重点核查以下内容： 

a. 认证产品的标识、型号与型式试验报告或经检测机构/认证机构确认的产品描述上所标明的是否一

致； 

b. 认证产品的结构（主要为涉及安全性能的结构，包括设计、工艺等）是否与型式试验时的样机一

致； 

c. 认证产品所用的安全件、关键件、材料和对安全性能有影响的主要元器件是否与型式试验时申报

并经认证机构所确认的一致； 

d. 对出厂检验和测试能力、检验员能力的核查可采取现场指定试验或见证试验的方式，试验内容为

确认技术文件要求的全部出厂检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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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完成时限与检查时间 

工厂检查工作由安标国家中心组织实施，一般情况下，产品检验合格后，再进行初始工厂检查。根据

需要，产品检验和工厂检查也可以同时进行。工厂检查时间根据合同约定确定。申请人可以在安标国家中

心网站会员区查询工厂检查通知书及检查时间。申请人不能按期接受工厂检查时，可申请延期，延期时间

不得超过 30天，延期申请至少应在计划检查时间之前 5个工作日内提出。 

初始工厂检查工作量根据申请认证产品的数量、技术条件差异性和工厂生产规模来确定，原则上

人·日数见表 4。 

表 4 初始工厂检查人·日数 

生产规模 100 人及以下 101-300 人 301 人及以上 

人·日数 4 6 8 

8.3 初始工厂检查结论 

（1）文件审核 

文件审核审核结论为合格的，可进行现场检查；审核结论为不合格的，应按要求进行整改，整改合格

后才能进行现场检查。 

（2）现场检查 

检查组负责向安标国家中心提交工厂检查报告。 

工厂检查结论为 A级的，检查合格。 

工厂检查结论为 B 或 C 级的，申请人应对不符合项进行整改，整改工作须在 90 日内完成，并向检查

组长提交整改报告，经复核整改符合要求的，检查合格；逾期未完成整改或整改不合格的，终止本次申办。 

工厂检查结论为 D 级不合格的，申请人须在 90 日内按要求完成整改，并向检查组长提交整改报告。

经复核整改符合要求的，安标国家中心原则上对整改落实情况安排一次复检。逾期未完成整改、整改不合

格或复检不合格的，终止本次申办。 

9 综合评定与证书发放 

对完成技术审查、产品检验和工厂检查的产品，经安标国家中心综合评定符合要求的，发放有效期为

5 年的 CMAC认证证书，准许使用 CMAC标志，并上网公告；不符合要求的，通知申请人进行整改。 

10 获证后的监督 

证书的有效性通过监督保证。安标国家中心依据本规则对持证人及获证产品进行监督，以督促持证人

遵守安标国家中心管理有关规定，按确认的技术文件和安标国家中心认证要求组织生产。 

10.1监督频次与方式 

持证人及获证产品监督的频次与方式详见表 5。因持证人原因未能监督的，持证人应在 180 日内接受

监督，逾期暂停相关产品认证标志。 

表 5 监督频次与方式 

监督检查方式 监督评审 监督检验 

定期检查 每 18 个月内进行 1 次，预先通知 每 18 个月内进行 1 次，预先通知 

不定期检查 
持证人的工厂产品质量保证能力发生重大改变或发生其可能影响认证结果，

应补充非例行的监督检查。但对于同一持证人，该类检查一年不得超过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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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特殊较严重情况，酌情增加频次。 

10.2监督内容 

10.2.1 监督评审 

初始工厂检查的内容均可作为监督评审的内容，重点对持证人生产和库存的产品进行一致性检查。 

10.2.2 监督检验 

采用抽样检验方式，样品数量按表 3的规定执行，监督检验项目为本规则附件 2规定的出厂检验项目。 

10.3监督结果的处理 

10.3.1 监督评审 

监督评审结论为 A级的，检查合格。 

监督评审结论为 B 或 C 级的，持证人应对不符合项进行整改，整改工作须在 30 日内完成，并向检查

评审组长提交整改报告，经复核整改符合要求的，检查评审合格；逾期未完成整改或整改不合格的，暂停

其证书。 

监督评审结论为 D 级不合格的，暂停其证书，持证人应在 90 日内按要求完成整改，并向检查评审组

长提交整改报告。经复核整改符合要求的，安标国家中心原则上对整改落实情况安排一次复评复检审。暂

停时间超过 12个月，仍未完成整改或未提出恢复申请的，注销其证书；整改不合格的或复评审不合格的，

撤销其证书。 

10.3.2 监督检验 

产品监督检验不合格的，暂停其证书。持证人应在 90 日内按要求完成整改，提出抽样复检申请。复

检合格的，恢复被暂停的证书；暂停时间超过 12个月，仍未完成整改或未提出恢复申请的，注销其证书；

复检后仍不合格的，撤销其证书。 

11 再认证 

产品证书有效期届满，持证人需延续产品证书有效性的，应在证书有效期届满前 3～6 个月提出再认

证申请。 

再认证基本环节包括： 

a. 认证的申请 

b. 初审与受理 

c. 再认证工厂检查 

d. 产品检验 

e. 认证结果的评价与批准 

再认证原则上不再对产品技术文件进行审查，具体流程可结合持证人该类产品最近一次监督检查结果

确定。 

11.1再认证工厂检查 

再认证工厂检查的内容为初始工厂检查全部或部分内容，重点对持证人生产和库存的产品进行一致性

检查。 

11.2产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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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申请延续的产品中按照表 3的数量要求，进行抽样检验。延续检验项目原则上与首次申办检验项目

相同。 

11.3综合评定与证书发放 

经履行相关程序合格的，重新换发一个周期的证书。 

12 证书及认证产品变更 

产品获证后，如果产品型号、产品所用关键部件材料、涉及产品安全的设计技术参数、证书内容等发

生变更或安标国家中心规定的其他事项（质量负责人等）发生变更时，持证人应向安标国家中心提出变更。

生产厂应确保变更后的产品符合产品标准要求。 

12.1涉及证书内容的变更 

如果在设计参数没有发生变化、生产场所没有变迁的前提下，认证证书上相关内容发生变化时，证书

持有者应向认证机构提出变更。安标国家中心对变更的内容和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核后，同意变更并换发认

证证书，证书的编号、批准有效日期保持不变。 

12.2产品设计参数变更 

认证产品的结构、技术参数等发生变化，应向安标国家中心提出变更，并提供涉及产品结构、技术参

数变更的相关技术文件、变更前后的描述说明及验证标准符合性的试验报告等资料，安标国家中心根据对

技术文件进行审核后，决定是否批准变更。必要时，安标国家中心根据变更对认证性能的影响程度，进行

检测和/或检查。 

12.3关键元部件/材料的变更 

获证产品的关键元部件/材料或供应商（制造商/生产厂）发生变化，应对产品的标准符合性进行确认，

并向安标国家中心提出变更。一般情况下，提出变更时向安标国家中心验证标准符合性的试验报告等资料，

备案并在跟踪检查时进行验证，或由安标国家中心抽样验证。 

获证产品的关键部件、材料的技术参数发生变化，按产品设计参数变更要求处理。 

12.4其它变更 

发生下述情况时，持证人应在 20 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情况报安标国家中心备案： 

a. 申请人、制造商联系信息变更等，生产厂相关变化：法人、质量负责人、生产负责人更改、

质量管理体系文件修订等； 

b. 重大设计、工艺更改，出现重大质量问题。 

12.5认证产品的扩展 

申请人/制造商在已获证（申请）产品基础上，通过局部变更扩展产品规格型号范围时需对证书范围

进行扩展。申请人/制造商通过安标国家中心网上申办平台提出扩展申请，提交扩展产品与原获证（申请）

产品的差异对照表、扩展产品的技术文件等。 

申请扩展的证书，按表 2所列的类型划分原则分段，在同一分段范围内，执行扩展申办程序。 

安标国家中心对新申请产品进行评估，确认原获证（申请）产品的审核发放工作成果对扩展产品的有

效性，原获证产品工作结果可完全覆盖新申请扩展产品的，可直接发放证书；经评估，需补充进行差异性

审查或检验的，经履行程序合格后，发放 CMAC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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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申办产品的证书有效截止日期与原持证产品一致。 

13 证书的暂停、恢复、注销和撤销 

证书的使用应符合安标国家中心有关证书管理规定的要求，当证书持有者违反认证有关规定或认证产

品达不到认证要求时，安标国家中心按有关规定对认证证书做出相应的暂停、撤销和注销的处理。证书持

有者可以向安标国家中心申请暂停、注销其持有的认证证书。 

证书暂停期间，证书持有者如果需要恢复认证证书，应在规定的暂停期限内向安标国家中心提出恢复

申请，安标国家中心按有关规定进行恢复处理。否则，安标国家中心将撤销或注销被暂停的认证证书。 

14 产品认证标志的使用 

持证人应按安标国家中心的要求申请备案认证标志，标志的使用应符合以下要求。 

14.1准许使用的标志样式 

获证产品允许使用如下认证标志： 

 

 

14.2加施方式和加施位置 

如果加施标志，证书持有者应按安标国家中心管理的规定使用认证标志，可以在产品本体、铭牌或说

明书、包装上加施认证标志。 

15 收费 

认证费用按安标国家中心有关规定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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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采掘机械用截齿技术条件 

申请人/制造商： 

申请产品适用范围： 

申请产品型号规格： 

产品型号规格： 

1．申请产品的关键结构与技术参数 

截齿形状 □扁形   □锥形 

□扁形 

齿柄宽度（mm）  齿柄厚度（mm）  

齿头长度（mm）  截齿长度（mm）  

□固定销孔位置（mm）  □销孔直径（mm）  

□固定槽位置（mm）  □固定槽深度（mm）  

□锥形 

齿柄直径（mm）  □齿柄小径（mm）  

齿头长度（mm）  截齿长度（mm）  

卡槽位置（mm）  □齿柄直径长度（mm）  

卡槽直径（mm）  卡槽宽度（mm）  

项目名称 □参数 1 □参数 2 

表面硬度（HRC） 
齿头 ≥40 ≥44 

齿柄 38～42 40～50 

冲击韧性（J/cm
2
） ≥49 ≥25 

钎焊缝抗剪强度（MPa） ≥180 ≥180 

焊缝充满度（%） ≥80 ≥80 

 

2．产品型号规则命名 

产品型号规则命名参照 MT/T 246-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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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采掘机械用截齿试验项目和检验依据 

序号 试验项目 试验方法 技术要求 
型式

试验 

出厂

检验 

1 外观质量 MT/T 246-2006 中 6.1 MT/T 246-2006 中 5.4 √ √ 

2 基本尺寸 MT/T 246-2006 中 6.2 
申请人/制造商提供的采掘

机械用截齿技术条件 
√ √ 

3 表面硬度 MT/T 246-2006 中 6.3 
MT/T 246-2006 中 5.6 或技

术条件 
√ √ 

4 冲击韧性 MT/T 246-2006 中 6.4 
MT/T 246-2006 中 5.7 或技

术条件 
√ - 

5 钎焊缝抗剪强度 MT/T 246-2006 中 6.5 MT/T 246-2006 中 5.8 √ √ 

6 焊缝充满度和裂纹检查 MT/T 246-2006 中 6.6 MT/T 246-2006 中 5.9 √ - 

在对产品检测时，除本规则规定的必做型式试验项目外，标准中的型式检验、特殊检验项目可按制造

厂和用户协议依据标准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