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一、基本包括：

（1）插头；

（2）固定式插座（墙壁插座）；

（3）移动式插座；

（4）器具插座；

（5）三相插头；

（6）三相插座。

二、申请单元划分的原则

按照产品的极数、可拆线与不可拆线、有无螺纹端子、（结构、安装方法、防护等级）等划分申请单元。

结构基本相同、功能相同、所用材料相同的同一类产品可以作为一个申请单元。

同一单元的产品，电流大的可以覆盖电流小的。

三、单元划分及送样数量表

单元 名称 规格 样品数量

1 两极可拆线插头 10A 250V 主检规格送9个试样和3个备用样品，其它规

格各送3个样品2 两极带接地可拆线插头 10A、16A 250V

3 两极不可拆线插头 6A、10A 250V 主检规格送15个试样和3个备用样品，其它规

格送3个样品4 两极带接地不可拆线插头 6A、10A、16A 250V

5

可拆线有螺纹端子两极或两

极带接地插座

10A、16A 250V

主检规格（有密封圈）送6个（9个）试样和3

个备用样品，其它规格送3个样品

6

可拆线无螺纹端子两极或两

极带接地插座

10A、16A 250V

主检规格（有密封圈）送14个（17个）试样

和5个备用样品，其它规格送3个样品

7

两极可拆线移动式插座

两极带接地可拆线移动式插

座

10A 250V

10A、16A 250V

主检规格送9个试样和3个备用样品，其它规

格各送3个样品

8

两极不可拆线移动式插座

两极带接地不可拆线移动式

插座

10A 250V

10A、16A 250V

主检规格送12个试样和3个备用样品，其它送

3个样品

主检规格送12个试样和3个备用样品，其它各

送3个样品

9 电线加长组件 10A、16A 250V

主检规格送12个试样和3个备用样品，其它送

3个样品

10 两极或两极带接地器具插座 10A、16A 250V

主检规格送9个试样和3个备用样品，其它规

格各送3个样品



11 三相四极插头或插座 16A、25A、32A 250V

主检规格送9个试样和3个备用样品，其它规

格送3个样品

12

组合型插座

（组合型插座可覆盖其中的

功能件）

有螺纹端子产品：主检规格（有密封圈）送6

个（9个）试样和3个备用样品，其它规格送3

个样品

无螺纹端子产品：主检规格（有密封圈）送

14个（17个）试样和5个备用样品，其它规格

送3个样品

注：若不可拆线插头的配线有多种，可选下列为主检：6A 两插—0.75mm
2
，10A 三插—0.75mm

2
，16A 三插

—1.5mm
2

CNCA-01C-004 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的开关

一、基本包括：

（1）单极开关；

（2）两极(三极)开关；

（3）拉线开关。

二、申请单元划分的原则

按照产品的操作方式、极数、有无螺纹端子的等划分申请单元。

对同一类型且结构相同的开关，额定电流大的开关可以覆盖额定电流小的。

结构基本相同、功能件相同、所用材料相同的同一类产品可以作为一个申请单元。

注：操作方式有：跷板开关、旋转开关、倒板开关、按钮开关、拉线开关

三、单元划分及送样数量表

1．操作方式不同的产品为不同的单元，如，跷板开关和按钮开关应为不同的单元。

2．有或无螺纹端子的开关应为不同的申请单元。

3．若结构基本相同、功能件相同、所用材料相同，则对应的送样数量见下表:

开关申请单元 主检样品 覆盖产品

单极开关或双路开关 12只 各3只

两极(三极)开关 15只 各3只

拉线开关(额定电流小于6A) 9只 各3只

注1：在单元划分中，双路开关可覆盖单极开关。

注1：指甲式跷板开关和大跷板开关为不同的单元。

CNCA-01C-005 工业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

一、基本包括：工业用插头、插座、耦合器、连接器、器具插座

二、申请单元划分的原则

按照产品的型式、结构、电流、可拆线与不可拆线等划分申请单元。

结构基本相同、功能相同、所用材料相同的同一类产品可以作为一个申请单元。

三、单元划分及送样数量

按产品的电流的规格划分单元，常用的基本有以下几种：16A、32A、63A、125A 等。



举例：16A 的插头可作为一个单元，不管是几极，如，3极、4极，选取极数最多的产品做主检，其余的作

为覆盖样品。

又，63A 的插座可作为一个单元，不管是几极，如，4极、5极，选取极数最多的产品做主检，其余的作为

覆盖样品。

其中，选取 IP（防护等级）高的覆盖等级低的样品。

主检样品的数量为12个，覆盖样品的数量各3个。

CNCA-01C-006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器具耦合器

一、基本包括：器具耦合器、连接器、器具输入插座、互连耦合器、插头连接器、互连电线组件等

二、申请单元划分的原则

根据标准图表、可拆线与不可拆线等要求的不同划分申请单元。

结构基本相同、所用材料相同的同一类产品可以作为一个申请单元。

注：器具耦合器为标准件，标准规定每一个产品的具体尺寸。

三、单元划分及送样数量

具体的单元划分：

1．用于冷条件下Ⅱ类设备的0.2A 连接器（图 C1）

2．用于冷条件下Ⅱ类设备的0.2A 器具输入插座（图 C2）

3．用于冷条件下Ⅰ类设备的2.5A 连接器（图 C3）

4．用于冷条件下Ⅰ类设备的2.5A 器具输入插座（图 C4）

5．用于冷条件下Ⅱ类设备的2.5A 连接器（图 C5）

6．用于冷条件下Ⅱ类设备的2.5A 器具输入插座（图 C6）

7．用于冷条件下Ⅱ类设备的6A 连接器（图 C7）

8．用于冷条件下Ⅱ类设备的6A 器具输入插座（图 C8）

9．用于冷条件下Ⅰ类设备的10A 连接器（图 C9）

10．用于冷条件下Ⅰ类设备的10A 器具输入插座（图 C10）

11．用于热条件下Ⅰ类设备的10A 连接器（图 C11）

12．用于酷热条件下Ⅰ类设备的10A 连接器（图 C11A）

13．用于热条件下Ⅰ类设备的10A 器具输入插座（图 C12）

14．用于酷热条件下Ⅰ类设备的10A 器具输入插座（图 C12A）

15．用于冷条件下Ⅱ类设备的10A 连接器（图 C13）

16．用于冷条件下Ⅱ类设备的10A 器具输入插座（图 C14）

17．用于冷条件下Ⅰ类设备的16A 连接器（图 C15）

18．用于冷条件下Ⅰ类设备的16A 器具输入插座（图 C16）

19．用于酷热条件下Ⅰ类设备的16A 连接器（图 C17）

20．用于酷热条件下Ⅰ类设备的16A 器具输入插座（图 C18）

21．用于冷条件下Ⅱ类设备的16A 连接器（图 C19）

22．用于冷条件下Ⅱ类设备的16A 器具输入插座（图 C20）

23．Ⅰ类设备用2.5A 插头连接器（图2A）

24．Ⅰ类设备用2.5A 器具插座（图2B）

25．Ⅱ类设备用2.5A 插头连接器（图2C）

26．Ⅱ类设备用2.5A 器具插座（图2D）

27．Ⅰ类设备用10A 插头连接器（图2E）

28．Ⅰ类设备用10A 器具插座（图2F）

29．Ⅱ类设备用10A 插头连接器（图2G）

30．Ⅱ类设备用10A 器具插座（图2H）



31．Ⅰ类设备用16A 插头连接器（图2I）

32．Ⅰ类设备用16A 器具插座（图2J）

33．Ⅱ类设备用16A 插头连接器（图2K）

34．Ⅱ类设备用16A 器具插座（图2L）

35．由器具输入插座和连接器组成的器具耦合器

36．由器具插座和插头连接器组成的互连耦合器

37．互连电线组件

38．其他

送样数量：

单

元

名称 样品数量

1 器具耦合器 主检产品送12个试样，覆盖产品各送3个样品

2 互连耦合器 主检产品送12个试样，覆盖产品各送3个样品

3 （不）可拆线连接器 主检产品送12个试样，覆盖产品各送3个样品

4 器具输入插座 主检产品送9个试样，覆盖产品各送3个样品

5 （不）可拆线插头连接器 主检产品送12个试样，覆盖产品各送3个样品

6 器具插座 主检产品送9个试样，覆盖产品各送3个样品

7 互连电线组件 主检产品送12个试样，覆盖产品各送3个样品

CNCA-01C-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电器附件外壳

一、基本包括：

（1） 明装式安装盒

（2） 暗装式安装盒

（3） 半暗装式安装盒

（4） 盖或盖板

二、申请单元划分的原则

按外壳的材料性质、安装方法、安装性质、温度范围、最高温度、防直接接触、防固体物质进入和防有害

进水的保护等级和有无悬吊装置进行认证申请单元划分。

划分为同一单元的产品应是所用材料相同、结构基本相同的同一类产品。

三、单元划分及送样数量

主检样品的数量为6个，覆盖产品的样品数量各3个。

举例：金属盒和塑料盒应为不同的单元。

具体的产品有：安装盒、接线盒、防水盒或罩、安装用面板、家用配电箱的外壳等。

CNCA-01C-009 小型熔断器

一、基本包括：

管状熔断体、超小型熔断体

注：管状熔断体俗称保险丝。

二、申请单元划分的原则

按标准规格单划分认证申请单元。



三、单元划分及送样数量

1．送样数量为：管状熔断体申请认证单元中每一种规格熔断体的数量为48只；超小型熔断体申请认证单元

中，符合标准规格单1和2中的产品每一种规格的数量为66只，符合标准规格单3和4中的产品每一种规格的

数量为51只。

2．单元划分：

管状熔断体：

1）快速动作高分断能力的5×20mm 熔断体（标准规格单1）

2）快速动作低分断能力的5×20mm 熔断体（标准规格单2）

3）延时动作（耐浪涌）低分断能力的5×20mm 熔断体（标准规格单3）

4）快速动作低分断能力的6.3×32mm 熔断体（标准规格单4）

5）延时动作（耐浪涌）高分断能力的5×20mm 熔断体（标准规格单5）

超小型熔断体：

1）快速动作低分断能力的超小型熔断体（标准规格单1）

2）快速动作低分断能力的超小型熔断体（标准规格单2）

3）快速动作低分断能力的超小型熔断体（标准规格单3）

4）延时，低分断能力的超小型熔断体（标准规格单4）

3．标准规格单规定了每一系列熔断体的技术参数，所以同一标准规格单中的熔断体划分为一个单元，可用

一份证书涵盖本单元中的所有电流值。

由于每一电流值的熔断性能不同，所以每一规格电流的熔断体就要出一份试验报告。

同一单元中申请认证多少个规格电流就出多少份试验报告，但认证证书用一份。

举例：如标准规格单2里的熔断体可以为一个申请单元，厂家可能申请5个电流值的熔断体，如1A、2A、3.15A、

4A、5A，则试验室要分别出5份报告，即1A 的熔断体一份报告、2A 的熔断体丝一份报告，如此类推。但，

只要标准规格单相同，可以用一份证书涵盖所有电流值的产品，即1A、2A、3.15A、4A、5A 可打印在一份

证书中。

CNCA-01C-001 电线组件

一、划分申请单元指南

1．根据连接器和插头的型式划分申请单元。（注：可参照 CNCA-01C-006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器具耦合器、

CNCA-01C-003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的单元划分）

2．型式、结构基本相同、功能相同、所用材料相同的同一类产品可以作为一个申请单元。

二、送样要求

主检样品的数量为15条，覆盖样品数量各3条。

注：若插头、软线和连接器三部分均通过认证，则提供3条样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