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06-04 期 

＞＞專題報導                                             

□中國大陸強制性產品驗證制度介紹         車安中心 何建儒 

一、前言 

產品驗證的活動，做為一種制度的建立及實施已有多年的歷史。產品驗

證活動發源於商品經濟初期，早期產品規格型式雜亂，檢驗和試驗方法也未

有規範，因此出現了產品驗證和驗證實施的概念。然而，在現代化及規模化

的工業生產方式下，全員參與的意識已被證明是不可或缺的品質管理要素之

一，在全面品質保證計畫、全面品質管理的概念被廣泛的應用，再加上驗證

的要素，即所謂的品質系統驗證。國際標準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簡稱 ISO)於 1987 年發佈了 ISO 9000 系列的相關品質標

準，此標準跨足了環保、工安…等品質系統的驗證，企業為了獲得國際認可，

取得 ISO 9000 系列的品質系統驗證已為趨勢。然而，產品驗證和品質系統

驗證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形式推動驗證制度(如下表一所示)，兩者相輔相

成，以提高企業品質管理水平及產品品質。 

表一、產品驗證和品質系統驗證對照簡表 

 品質系統驗證 產品驗證 

驗證目的 
證明企業建立符合要求的管

理體系 

證明產品特性符合驗證標

準的要求 

驗證對象 企業管理體系 符合法規的型號產品 

驗證標誌 驗證標誌不能用在產品上 驗證標誌需施加於產品上 

驗證依據 驗證標準係一致的 
不同種類產品使用不同的

驗證標準 

 

(一) 大陸產品驗證制度的建立： 

通常產品驗證係依據各國法律和各國技術標準而進行的，各國的法律及



 

 

技術法規不同，產品驗證顯然會影響國際自由貿易，形成貿易技術壁壘。按

照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 WTO)有關協定和國際通行

規則，各國應對涉及人類健康安全、動植物生命安全和健康，以及環境保護

和公共安全的產品實行一致的強制性產品驗證制度。 

    早期大陸產品驗證源自於 1983 年，由原機械工業部、原電子工業部及

原輕工業部等三大工業部門聯合組織和實施「電工產品安全認證制度」，簡

稱「長城認證」，此驗證制度導入國際化的產品驗證概念(台灣所稱「驗證」，

在大陸稱之為「認證」)。同時由原出入境檢驗疫局對進口商品實施「進口

商品安全質量許可制度」(Implementing Measures Governing a Quality 

Licensing System for Import Commodities)，簡稱「CCIB 認證」，之後相關的

產品驗證制度陸續建立。然而，諸多的驗證制度存在著管理結構和職能劃

分、重複驗證及重複收費等問題。大陸政府為了順應加入 WTO 的運作並符

合相關規章，中國國家品質監督檢驗檢疫總局(以下簡稱質檢總局）及中國

國家認證認可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認監委）於 2001 年 12 月 3 日聯合

對外發佈了「強制性產品認證管理規定」，意即所謂的 CCC 驗證制度(China 

Compulsory Certification；以下簡稱 3C 驗證)，自 3C 驗證規定實施後，取代

原施行的「長城認證」及「CCIB 認證」，且該 2 項驗證制度於 2003 年 8 月

1 日起廢止。強制性產品驗證制度的主要特點是調和驗證產品目錄、管理方

式、評定標準、識別標誌及收費標準，凡列入強制性產品驗證目錄內的產品，

必須經指定的驗證機構驗證合格，取得相關證書並施加 3C 驗證標誌後，方

能出廠、進口、銷售和在經營服務場所使用。 

(二)強制性產品目錄： 

    按照「強制性產品認證管理規定」的要求，被列為「強制性認證產品目

錄」(以下簡稱產品目錄)中的產品，須通過 3C 驗證並於產品施加驗證標誌。

目前被納入產品目錄的產品共計 22 大類，其內容包括，但不限於： 

1.電線電纜。 

2.電路開關及保護或連接用電器裝置。 

3.低壓電器。 

4.小功率電動機。 

5.電動工具。 

6.電焊機。 



 

 

7.家用和類似用途設備。 

8.音視頻設備。 

9.信息技術設備。 

10.照明電器。 

11.機動車輛及安全附件。 

12.機動車輛輪胎。 

13.安全玻璃。 

14.農機產品。 

15.乳膠製品。 

16.電信終端設備 

17.醫療器械產品。 

18.消防產品。 

19.安全防範產品。 

20.無線局域網產品。 

21.裝飾裝修產品。 

22.玩具。 

有關機動車輛及安全附件的部分，以「強制性產品認證規則」名稱說明，

包含有汽車產品、摩托車產品、摩托車發動機、汽車安全帶、機動車用喇叭、

機動車用反光片、機動車剎車軟管總成、汽車外部照明及發光信號裝置、汽

車後視鏡、汽車內飾件、門閂絞鍊、汽車燃油箱、汽車座椅及頭枕、摩托車

後視鏡及汽車外部照明及發光信號裝置等等，有關適用範圍及條款等具體相

關規定，詳細內容可參考認監委發佈的最新公告

(http://www.cnca.gov.cn/cnca/rdht/qzxcprz/rzml/default.shtml）。 

二、有關強制性產品驗證體制及職能 

(一)強制性產品驗證主管機構： 

1.國家品質監督檢驗檢疫總局（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Quality Supervision,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縮寫為 AQSIQ；簡

稱質檢總局）： 



 

 

    質檢總局為國務院直屬機構，負責標準、計量、品質監督、檢驗、檢

疫工作，質檢總局在強制性產品驗證中的職能為： 

(1)主管強制性產品驗證工作。 

(2)審核、批准並與認監委聯合發佈「強制性產品目錄」。 

(3)制定強制性產品驗證的規章及制度。 

2.國家認證認可監督管理委員會（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Quality Supervision,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縮寫為 CNCA；簡

稱認監委）： 

    認監委為國務院授權之機構，主要負責強制性產品驗證工作。認監委

在強制性產品驗證中的職能為： 

(1)負責強制性產品之驗證工作。 

(2)制定、發佈強制性產品驗證基本規範。 

(3)擬定、調整並與質檢總局聯合發佈「強制性產品目錄」。 

(4)制定和發佈與產品目錄中相關的「強制性產品認證實施規則」(以下簡

稱實施規則)，並指導處理有關強制性產品驗證工作中的重大事宜。 

(5)制定和發佈驗證標誌，規定強制性產品驗證證書的式樣和格式。 

(6)指定驗證機構、檢測機構、檢查機構和驗證標誌發放機構。 

(7)公佈獲證產品及其企業名錄。 

(8)指導各地方政府質檢機構對強制性產品驗證違法行為的查處工作。 

(9)審批特殊用途產品免於強制性驗證的事項。 

(10)受理有關強制性產品驗證的投訴、申訴等事宜，組織查處重大驗證違

法行為。 

3.各地方政府質檢機構： 

    各地方政府質檢機構係指地方品質技術監督部門及地方出入境檢驗

檢疫部門等機構。各地方政府質檢機構在強制性產品驗證中的職能為：  

(1)對所屬轄區內被列於產品目錄之產品實施監督。對於未獲得驗證、未

加施驗證標誌、假冒、偽造驗證標誌以及消費者投訴和發生重大品質事

故的產品進行查處。 



 

 

(2)對所屬轄區內強制性產品驗證違法行為進行查處。係針對於違反強制

性產品驗證規定的生產者、經銷商、進口商和經營活動中產品的使用者

進行處置，若涉及經濟處罰之行為，由相應省級質檢部門執行。若屬於

監督檢查和查處過程中發現驗證機構、檢測機構、檢查機構和驗證人員

違規或違法行為，由認監委員會負責查處。 

(二)強制性產品驗證機構及檢查機構： 

1.指定驗證機構： 

    指定驗證機構是強制性產品驗證工作實施的主體，其主要職責包括：  

(1)依認監委指定的工作範圍內，據產品驗證實施規則執行驗證工作。  

(2)頒發強制性產品驗證證書予獲證企業。  

(3)對獲證產品進行跟蹤檢查。 

(4)依法暫停、註銷或撤銷驗證證書。  

(5)受理對驗證產品或驗證申請人的投訴或申訴。 

(6)對驗證機構的委外機構和簽約的檢查機構、檢測機構之工作進行審核

及監督。 

(7)保證驗證結果之準確。 

2.指定的檢查機構，其主要職責包括： 

(1)依認監委指定的工作範圍內，據產品驗證實施規則執行檢查工作。 

(2)與指定的驗證機構簽屬執行檢查工作之相關協議，且在規定權限內，

對出具的 檢查結果負責。 

(3)受理驗證機構的委託，提供驗證產品的檢測報告。 

(4)受理驗證機構的委託，提供驗證產品生產工廠之報告審查。  

3.指定驗證標誌發放管理機構：  

    由認監委按照產品類別分別指定機構，統一發放該類產品的驗證標

誌。指定驗證標誌發放管理機構的職責為：  

(1)根據驗證證書，發放驗證標誌。  

(2)依認監委的委託，核准特殊式樣或規格的驗證標誌。 



 

 

(3)核准及管理獲證企業申請之驗證標誌設計方案。  

(4)提供各地方政府質檢機構執法所需資訊。 

三、強制性產品驗證申請流程 

強制性產品驗證模式由相關流程所組成(如下圖一所示)，驗證過程主要

包括驗證申請、型式試驗、初始工廠檢查、驗證結果的評價及批准、獲證後

的監督及驗證標誌的申請及使用等過程。 

 

 

 

 

 

 

 

 

 

 

 

 

 

圖一、驗證申請流程簡圖 

驗證申請 

初始工廠檢查 

驗證結果評價及批准 

型式試驗 

驗證標誌申請及使用 

 

獲證後的監督 

 

合格 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一)驗證申請： 

    被驗證產品的製造者、銷售者及進口商可以做為驗證之申請者。申請者

應按照實施規則的規定，向驗證機構提出驗證委託申請，驗證申請需要提供

的資料和技術文件包括，但不限於： 

 

1.驗證申請書。 

2.工廠檢查調查表。 

3.驗證產品的製造者、銷售者及進口商之申請資格等證明文件。 

4.品質系統文件。 

5.產品描述表。 

6.關鍵零部件及原材料清單。 

7.生產一致性控制計畫。 

8.委託其他企業生產產品。 

    驗證機構將對申請者提供的資料進行審查，若需補充，將與申請者進

行溝通，要求提供相關資料。在資料審查完成後，將向申請者發出受理或

不予受理通知。 

(二)型式試驗： 

    型式試驗係由指定的檢測機構按照實施規則及驗證機構所制定的細則

具體實施。驗證機構在資料審查完成後制定產品檢驗方案，包括型式試驗的

全部樣品要求和數量、檢測標準及方案、申請者可以選擇的指定實驗室等資

訊。型式試驗的送樣要求主要按照實施規則的內容確定規格及數量，通常對

代表性樣品進行試驗。大部分實施規則的項目規定先進行型式試驗，再進行

工廠檢查，但部分實施規則規定可先進行工廠檢查，抽取樣品後進行型式試

驗，比如玩具等。 
(三)初始工廠檢查： 

    當型式試驗合格後，驗證機構將指派檢查組進行初始工廠檢查，初始工

廠檢查的目的係檢查申請者所宣告的工廠其品質保證能力及欲驗證產品的

一致性檢查。初始工廠檢查完成後，檢查組出具工廠檢查報告，如未出現不

符合項，則初始工廠檢查被視為通過；如有一般不符合項，工廠應在規定期



 

 

限內制定整改措施並由驗證機構現場或者書面驗證。通常初始工廠檢查應在

型式試驗完成後的一年內進行，否則需重新進行型式試驗。 

(四)驗證結果的評價及批准： 

    驗證機構根據型式試驗結論與初始工廠檢查結論進行總和判定。經判定

符合要求者，由驗證機構授權人員批准頒發強制性產品驗證證書，證書有效

期為 5 年，獲證後工廠須以監督審核的方式保持證書的有效性。 

(五)獲證後的監督： 

    獲證後的監督活動由驗證機構負責，工廠監督檢查的目的是確保驗證產

品是否能持續符合驗證要求廠品質保證能力以及是否能持續符合驗證要

求，並確認獲證產品的一致性。工廠監督檢查應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內容： 

1.申請者完成之生產一致性控制計畫執行報告。 

2.生產一致性控制計畫的執行情況。 

3.產品一致性檢查及現場指定試驗。 

4.驗證標誌和驗證證書的使用情況。 

5.其他工廠檢查要求。 

(六)驗證標誌的申請及使用： 

    獲證後的產品必須加施驗證標誌後，方可出廠、進口、銷售和在經營活

動中使用。認監委統一印製的標準規格驗證標誌之顏色以白色底版、黑色圖

案(如下圖二所示)，可採用印刷、模壓、模制、絲印、噴漆、蝕刻、雕刻、

烙印、打戳等方式施加於產品或產品銘牌上，如採用非標準規格的標誌，應

向驗證標誌發放管理機構提出申請，且標誌尺寸需與標準規格成線性比例。 

 

圖二、強制性產品驗證標誌 



 

 

 

四、結語 

    透過產品驗證制度施行可帶給政府、企業及消費者各方正面之效益，政

府可將產品驗證作為貫徹標準和施行有關安全法規的有效措施，對於產品之

品質進行有效管理，企業可透過產品驗證規範企業內的生產活動，提高產品

製造水平，從消費者角度觀點，由於驗證產品已由驗證機構按照規範的程序

進行合格判定，消費者可安心購買。 

    現行先進國家均有實施相應之產品驗證制度，就汽機車驗證制度部分，

我國已有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制度，歐盟制定有 E/e-mark 驗證制度。透過本文

介紹大陸強制性產品驗證制度的建立、運作、驗證、檢測、驗證機構的運作

及施行程序，期望有助讀者對大陸強制性產品驗證制度之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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