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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资质能力信息核实规范

配电箱（JP柜）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对配电箱（JP柜）产品供应商的资质条件以及制造能力信息进行核

实的依据。

本部分适用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配电箱（JP柜）产品供应商的信息核实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7251.1-2013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1部分：型式试验和部分型式试验成套设备

GB/T 7251.12-2013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2部分：成套电力开关和控制设备

GB/T 15576-2008 低压无功功率静态补偿装置总技术条件

GB/T20641-2014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空壳体的一般要求

GB/T 14048.2-2016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2部分:断路器

GB/T 5585.1-2016 电工用铜、铝及其合金母线

GB/T 50171-201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盘、柜及二次回路接线施工及验收规范

GB/T16934-2013 电能计量柜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JB/T 5877-2002 低压固定封闭式成套开关设备

JB/T 9661-99 低压抽出式成套开关设备

Q/GDW 11221-2014 低压综合配电箱选型技术原则和检测技术规范

国家电网运检〔2015〕838号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关于印发 10kV柱上变压器台典型设计方案

3 资质信息

3.1 基本信息

3.1.1 ※基本信息

查阅营业执照（含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

供应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中经营/业
务范围涵盖被核实产品。

3.1.2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信息

查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或护照）。

3.1.3 财务信息

查阅审计报告、财务报表，其中审计报告为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

3.1.4 资信等级证明

查阅银行或专业评估机构出具的证明。

3.1.5 注册资本和股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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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验资报告，验资报告为合法的验资机构出具。

3.2 报告证书

3.2.1 ※检测报告

查阅检测报告。

a) 检测报告出具机构为国家授权的专业检测机构或者国际专业权威机构。境内检测机构具有计量

认证证书（CMA）及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颁发的实验室认可证书（CNAS），且证书

附表检测范围涵盖所核实产品。境外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同时提供中文版本或经公证后的中文

译本。

b) 检测报告的委托方和产品制造方是供应商自身。

c) 检测产品类型与被核实的产品相一致。

d) 国标、行标规定的检测报告有效期有差异的，以有效期短的为准；国标、行标均未明确检测报

告有效期的，检测报告有效期按长期有效认定。

e) 产品的检测报告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物资采购标准规定的试验

项目和试验数值的要求，试验报告项目详见附录 A。
f) 产品在设计、材料或制造工艺改变或者产品转厂生产或异地生产时，重新进行相应的检测试验。

3.2.2 ※管理体系认证

查阅管理体系认证书。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证书，证书在有效期内，定期年检记录及认证范围涵盖被

核实产品。。

3.2.3 CQC 证书

查阅产品的产品认证证书（CQC证书），且证书中涵盖被核实产品。

3.3 产品业绩

查阅供货合同及相对应的合同销售发票。

a) 合同的供货方和实际产品的生产方均为供应商自身。

b) 出口业绩提供报关单、中文版本或经公证后的中文译本合同，业绩电压等级与国内不同时，往

下取国内最接近的电压等级。

c) 不予统计的业绩有（不限于此）：

1) 与同类产品制造厂之间的业绩（2015年以后国网整站招标的除外）。

2) 作为元器件、组部件的业绩。

3) 供应商与经销商、代理商之间的业绩（出口业绩除外）。

4 设计研发能力

4.1 技术来源与支持

查阅与合作支持方的协议，以及设计文件图纸等相关信息。

4.2 设计研发内容

查阅产品研发的设计、试验、关键工艺技术、质量控制方面的情况。

4.3 设计研发人员

查阅设计研发部门的机构设置及人员信息。

4.4 设计研发工具

查阅实际研发设计工具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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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获得专利情况

查阅与产品相关的专利证书。

4.6 参与标准制定情况

查阅主持或参与制（修）订并已发布的标准及相关证明材料信息。

4.7 产品获奖情况

查阅与产品相关的省部级及以上获奖证书的相关信息。

5 生产制造能力

5.1 ※生产厂房

查阅土地使用权证、房屋产权证、厂房设计图纸、房屋租赁合同等相关信息。

具有与产品生产相配套的厂房，厂房若为租用则提供长期租用合同及相应证明文件等。其厂房面积、

生产环境和工艺布局满足生产需要。从原材料组部件存放、生产装配、检验到产品入库的每道工序场地

合理布局满足工艺文件规定，能保证被核实产品的生产。

5.2 生产工艺

查阅供应商提供的工艺控制文件、管理体系文件以及工艺流程控制记录等相关信息。

5.2.1 工艺控制文件

主要生产工艺和工序控制点（下料、制孔、制弯、焊接、组装、检验等）的工艺文件，依据的技术

标准正确，各工序控制参数满足相应的标准、工艺要求。作业指导书齐全且具有可操作性。焊接工艺评

定文件支撑焊接作业文件。工艺管理制度健全。各工艺环节中无国家明令禁止的行为。

5.2.2 关键生产工艺控制

产品工艺技术成熟、稳定，现场可见被核实产品或同类产品生产过程。从原材料、组部件到产品入

库所规定的每道工序的工艺技术能保证产品生产的需要。生产产品的各个工序按工艺文件执行，现场记

录内容规范、详实，并具有可追溯性。现场定置管理，有明显的标识牌，主要的生产设备的操作规程图

表上墙。

5.3 ※生产设备

查阅设备的现场实际情况及购买发票等相关信息。

a) 具有与产品生产相适应的设备（详见附录 B），设备自有，不能租用、借用其他公司的设备，

且使用情况良好。

b) 设备使用正常，设备上的仪器仪表具有合格的检定或校准证书，并在有效期内。建立设备管理

档案（包括使用说明、台帐、保养维护记录等），其维修保养等记录规范详实，具有可追溯性。

5.4 生产、技术、质量管理人员

查阅人力资源部门管理文件（如劳动合同、人员花名册、社保证明等），包括生产、技术、质量管

理等人员数量。结合现场实际情况，观察现场人员的操作水平。

a) 具有生产需要的专职生产人员及技术人员。一线生产人员培训上岗，操作熟练。

b) 具有质量管理组织机构、质量管理部门及人员。

6 试验检测能力

6.1 ※试验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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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试验场所现场情况。

具有与核实产品相配套的独立试验场所，与生产场所相对隔离，有明显警示标志，试验场所的面积

及环境满足试验要求。

6.2 试验检测管理

查阅相关的规章制度文件、原始记录以及出厂试验报告等相关信息。

具有试验室管理制度、操作规程、试验标准，并在操作过程中严格按照规程执行。

6.3 ※试验检测设备

查阅设备的现场实际情况及购买发票等相关信息。

a) 具有满足全部出厂试验项目的设备（详见附录 C），不能租用、借用其他公司的设备、或委托

其他单位进行出厂试验。

b) 设备使用正常，具有相应资格单位出具的有效期内的检定证书或校准证书。

6.4 ※试验检测人员

查阅人力资源部门管理文件（如劳动合同、人员花名册等）、人员资质证书以及培训记录。

试验人员能独立完成试验，操作熟练，能理解并掌握相关国家标准、电力行业标准和国家电网有限

公司物资采购标准的有关规定，并具有一定的试验结果分析能力。高电压试验人员至少有 2人，经过考

核培训持证上岗。

6.5 ※现场抽样检测

6.5.1 抽查出厂试验报告及原始记录

现场抽查至少 2份出厂试验报告，报告规范完整、项目齐全，检测结果满足相关标准要求,出厂试

验项目见附录 D。

6.5.2 抽样检测

在已具备出厂条件的产品中抽取1台相同电压等级相近型式产品，选取出厂试验项目中的2个项目，

依据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进行试验，核实试验方法、试验场地环境、人员操作能力、仪器设备有效

性和产品性能。

抽样检测试验应一次通过。

7 原材料组部件管理

7.1 管理规章制度

查阅原材料组部件管理规章制度。

a) 具有进厂检验制度或标准，具有原材料组部件管理制度。

b) 具有主要原材料组部件供应商筛选制度。

7.2 管理控制情况

查看原材料组部件管理实际执行情况。

a) 设计选用的原材料、组部件满足国家或行业标准要求。不能采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原材料、组部

件。

b) 按工艺文件所规定的技术要求和相应管理文件，根据生产计划采购，有原材料组部件供应商的

评估筛选记录。主要原材料组部件供应商变更有相应的报告并在相关工艺文件中说明。

c) 按规定进行进厂检验，验收合格后入库，检测记录完整详实，并具有可追溯性。

d) 物资仓库有足够的存储空间和适宜的环境，实行定置管理，分类独立存放，标识清晰、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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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合理。

e) 原材料组部件使用现场记录内容规范、详实，并具有可追溯性。

7.3 ※现场抽查原材料组部件

a) 查验原材料组部件管理规程、设计图纸、采购合同等相关信息。

b) 现场随机抽查3种关键的原材料组部件（如板材、漏电保护断路器、低压无功补偿、熔断器、

母排等），查看关键原材料组部件的采购合同、出厂检测报告、组部件供应商资质文件、入厂检测记录、

组部件管理文件等是否齐全，并查看关键原材料组部件的存放环境。

8 售后服务及产能

查阅管理文件、组织机构设置、人员档案以及售后服务记录等相关信息。

产能情况通过现场实际情况及供应商提供的产能计算报告，根据产品生产的瓶颈进行判断。产能计

算公式见附录 E。

本规范中标记“※”的内容为供应商具有的产品生产能力的基本要求，其它未标记“※”的内容同样是

供应商具有产品生产能力的重要条件。



6

附 录 A

试验报告包含试验项目（同一份报告应包含所有试验项目）

a) 一般检查（布线，操作性能和功能）

b)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验证

c) 工频耐压试验（介电性能）

d) 绝缘电阻试验（介电性能）

e) 机械通电操作验证（机械操作）

f) 保护电路有效性验证（电击防护和保护电路完整性）

g) 温升极限试验（温升验证）

h) 电容放电试验（适用带无功补偿型）

i) 涌流试验（适用带无功补偿型）

j) 工频过电压保护试验（适用带无功补偿型）

k) 防护等级试验（不低于 IP44）
l) 短路耐受强度验证

m) 电磁兼容性验证（适用带无功补偿型）

n) 动态响应时间检测（适用带无功补偿型）

o) 噪声测试（仅适用有抑制谐波或滤波功能的装置）

p) 缺相保护试验（仅适用于有缺相保护的装置）

q) 抑制谐波或滤波功能验证（仅适用有抑制谐波或滤波功能的装置）

r) 基本环境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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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生产设备

制造

工艺名称
设备/设施名称 带※的为必要生产设备

母排加工 母排加工机 ※

柜体加工

剪板机（或具备折剪冲功能的

数控加工中心）
※

折弯机（或具备折剪冲功能的

数控加工中心）
※

冲床（或具备折剪冲功能的数

控加工中心）
※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机（或直

流焊机）
※

磨光机
※

剪线 剪线机 ※

总装配 起吊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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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试验设备

a) ※绝缘电阻测试仪

b) ※微电阻测试设备（保护电路有效性验证的相关试验设备）

c) ※通电试验台

d) ※耐压测试仪

e) 漏电保护器测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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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出厂试验项目

a) 一般检查（布线，操作性能和功能）

b) 通电试验

c) 保护电路有效性试验

d) 绝缘电阻试验

e) 工频交流耐压试验

f) 工频过电压保护试验（适用带无功补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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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产能计算公式

工作天数:T=300天

日工作时间：t=8 小时

人工装配能力：R=1台/（人﹒天）

装配人员数量：m

出厂试验人员数量：n

单位出厂试验完成能力：C 单位出厂=2台/(小时﹒人)

装配能力：C 装配= R *m*300=1*m*300=300*m

出厂试验能力：C 出厂= C 单位出厂*n *T*t=2*n*300*8=4800*n

生产能力：P=min{ C 装配，C 出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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