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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简介

深圳立讯检测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LCS）成立于

2004 年，LCS 自成立以来，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的

一站式产品检测认证服务，目前已在深圳沙井、深圳

后亭、深圳公明、深圳福永、广州、中山、宁波、苏

州、重庆分别建立分公司。并在深圳（沙井、后亭、

公明、福永）、广州、宁波、苏州、重庆等地建立 8

大检测基地，在各检测基地建立大型规模的检测实验

室已有 40 余间，主要有电磁兼容、无线射频、产品安

全、新能源电池、能效性能、灯具照明、汽车电子、

环境可靠性、生态环境检测、化学等类别实验室，目

前员工人数 400 余人。

LCS 实验室服务领域涵盖广泛，主要服务领域包括无线、灯具照明、信息资讯、音视频、开关插座、

家电、电池、玩具、儿童用品、食品、环境（水、气、土等）、汽车、纺织品、鞋材、机械等产品类别。

LCS 作为专业的民营第三方检测、认证服务型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同时已获得 CNAS、CMA、

NVLAP、MICOM、A2AL、CPSC、IC、EMSD、NATA、SABS、KOSTEC、 lNSPECCO、E-mark、 TUV、

CETECOM、EUROFINS、PHOENIX、HOENIX、KTC、ITS、SAA、UL 等 20 多个国内和国际 权威认证

认可授权，是值得信赖的第三方专业检测认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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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讯检测，值得您信赖的检测认证机构!

国高企业，值得信赖

立讯检测被评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AAA 信誉企业。

18 年检测认证，经验丰富

立讯累积 18 年检测经验，集团员工 400 余人，专业的团队为您提供更高效更专业的服务。

40 多间实验室，高效便捷服务

下属 9 家公司分布在华南、华东和西南地区，8 大检测基地，40 多间实验室，20 余间屏蔽室，

为您提供更便捷的服务。

资质权威，报告证书获得国际认可

立讯获得大部分第三方检测实验室没有的国际 CBTL、北美 NVLAP、韩国 KTC、中国 CMA、加

拿大 IC、美国 FCC、中国 CNAS、北美 UL、德国 PHOENIX、TUV 莱茵、TUV 南德等资质授权，

大部分项目可在本实验室进行测试，时间快，价格优！

强强联合，助您顺利清关

立讯检测与众多权威实验室优势互补，与 TUV 莱茵，韩国 KTC，印度 BIS，沙特能效局有长期

紧密合作，已经为数千家企业出具合格证书报告，用立讯出具的检测报告，得到广泛认可，帮助

您顺利清关。

通过立讯申请莱茵 CB、KC、BIS、符合性、沙特能效 SASO2870 等认证，更方便省心！

亚马逊产品质量检测认证合作实验室

立讯检测凭借自身实验室优势和检测能力，成功入驻全球知名电商亚马逊 Amazon，是其认可

的实验室服务商！

对接无忧，为您节约成本。

检测认证过程中需要进行资料的准备与对接，立讯成立时间长，经验丰富，业务范围广，众多成

熟合作渠道，送样、检测、认证、出证一条龙服务，为您节约时间和精力成本。

高效运转、拿证优先一步

工程师两班制工作，快速运转提高工作效率，缩短检测认证周期，助您快速抢占市场先机。

技术为核心

立讯始终以技术为核心，服务为导向，购置先进的检测设备，设立专业的技术研发团队，为您提

供专业可靠的技术支持。

2

1

3

4

5

6

7

8

9



www.lcs-cert.com | 400-116-2629

广州实验室基地

广州立讯检测有限公司设有汽车电子 EMC 测试实

验室，安规实验室，环境可靠性实验室，实验室拥有先

进的 3 米电波暗室，CISPR25 电波暗室及十几间测试

屏蔽室，及 R&S 罗德与施瓦茨品牌接收机和辐射测量

天线，高压人工网络，ETS-Lindgren 品牌电流探头，

EM Test 品牌 BCI 测试系统，EM Test 品牌 7637 测

试系统，TESEQ 品牌 ESD 模拟器等国外进口高端测试

设备。

获得的资质认可：

国家实验室(CNAS)、美国实验室认可协会(A2LA)的资质认

可，并获得了汽车电子的 E-MARK 授权。

实验室面积：3000 ㎡

专业技术人员：50 余人。

主要服务领域：

可以为多功能车载娱乐系统，GPS 导航系统，车载冰

箱，车充，车载逆变器，车载功放，倒车后视系统，倒车

雷达，汽车防盗系统，汽车胎压监测系统，ABS 系统，ECU

控制器等汽车电子产品的安全和 EMC 测试认证服务；测

试能力可同时满足军用标准和民用标准的测试要求，包括：

辐射发射，传导发射电流法和电压法，辐射抗扰度测试，

磁场抗扰度测试，手持发射机抗扰度测试，瞬态传导抗扰

度测试，瞬态传导发射，大电流注入，静电放电测试等。

http://www.lcs-cert.com


4

苏州实验室基地

苏州立讯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设有材料实验

室、可靠性实验室、性能与耐久实验室和化学实验

室。拥有材料测试、可靠性测试、汽车零部件性能

测试和耐久性测试、ELV 与 VOC 测试等各个领域的

实验能力。实验设备的厂家有德国伟思富奇、美国

穆格、美国安捷伦、美国 PE 等国际知名品牌，也有

上海增达、苏州苏试等业内主流品牌。

实验室总面积：约 7000 平方米，

专业技术人员：20 余人。

主要的测试领域：

汽车电子电器（线束，车灯，仪表，传感器，电控系统等等）；

汽车内外饰（座椅，仪表板，门饰板，保险杠，天窗，地毯，顶棚等等）；

车身及附件（汽车车身及门系统）；汽车底盘（承载，转向，制动，传动）；

车用材料；

汽车内饰材料挥发物；

禁限用物质；

军工产品；

轨道交通类产品；

消费电子产品；

计算机与通信电子产品等等；

实验室特点：

1、测试能力涵盖面

较广，包括了可靠

性、电学性能、非

金属材料测试、产

品性能与耐久测试

等等。

2、服务的测试对象丰富

多样，涵盖了塑料制品、

橡胶制品、纺织品、皮革、

汽车零部件、通信电子产

品、消费电子产品、轨道

交通零部件和军工产品

等等。

3、实验室的人员具备丰

富的汽车行业或可靠性

从业经验，以及严格的实

验室管理体系，为测试质

量提供了根本保证。

4、实验室的扩充

潜力巨大，为后

续的能力扩充预

留 了 充 足 的 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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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沙井实验室基地

深圳沙井实验室设有化学消费品测试实验室。拥有赛

默飞 Thermo Fisher、安捷伦 Agilent、沃特士 waters、岛

津 Shimadzu 品牌的多台（套）大型现代化分析测试仪器

（LC-MS-MS, GC-MS,GC-FID,AFS,AAS）和经验丰富 和

相关专业的测试分析团队，实现产品一站式检测服务。

获得的资质认可：

获得 CNAS、CPSC 等资质授权。

实验室面积：3000 ㎡

化学消费品测试实验室主要测试领域：

电子电器产品的有毒有害物质检测，电子烟烟具及烟油检

测、玩具和婴幼童产品测试、纺织皮革和鞋类及箱包检测，

食品接触材料测试、汽车项目及其材料测试（ELV,VOC 等），涂料，油墨 VOC 及材料分析检测等。

检测能力范围

01.电子电器有害物质检测

02.成分分析

03.鞋材有害物质检测

04.纺织品有害物质检测

05.玩具物理，燃烧，有害物质检测

06.食品接触材料测试

07.电子烟有害物质测试

08.涂料，油墨，油漆

09.汽车 ELV&VOC

http://www.lcs-ce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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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授权与认可

A2LA 授权：

取得 A2LA 证书（证书号 5099.1），认可范围包括汽车电子零部件的 EMC

测试和电性能测试。

E-mark ECER10 授权：

取得 TUV 南德和 ATIC 等机构的 E-mark ECER10 授权

ATIC 授权：

可代理申请 E4(荷兰), E8(捷克), E9(西班牙), E13(卢森堡), E24(爱尔兰),

E57(圣马力诺)等国家的 E-mark 证书。

CNAS 授权：

取得 CNAS 证书（证书号 L11555 ），认可范围包括汽车电子零部件 EMC

测试、电性能和可靠性测试。

上汽大通认可：

取得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第三方实验室能力认可通知，认可范围包

括汽车电子零部件的 EMC 测试和电性能测试、环境机械可靠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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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龙汽车认可:

取得厦门金龙汽车有限公司第三方实验室能力认可通知，认可范围包括汽车

电子零部件的 EMC 测试和电性能测试、环境机械可靠性测试。

海马汽车认可：

取得海马汽车有限公司第三方实验室能力认可通知，认可范围包括汽车电子零部件

的 EMC 测试和电性能测试、环境机械可靠性测试。

江铃汽车认可：

取得江铃汽车有限公司第三方实验室能力认可通知，认可范围包括汽车电子零部

件的 EMC 测试。

小鹏汽车认可：

2021 年 10 月成为小鹏汽车测试技术服务供应商。

认可范围包括汽车电子零部件的 EMC 测试和电性能测试、环境机械可靠性测试。

合作案例

http://www.lcs-ce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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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产品范围

 多功能车载娱乐系统

 GPS 导航系统

 车载冰箱

 车充

 LED 仪表

 车载摄像头

 倒车后视系统

 倒车雷达

 汽车防盗系统

 汽车胎压监测系统

 车灯

 ABS 系统

 ECU 控制器

汽车检测项目

1.EMC 检测

背景：

电磁兼容（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简称 EMC)。指设备或系统在其电磁环境中能正常工作

且不对该环境中任何事物构成不能承受的电磁骚扰的能力。因此，EMC 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是指

设备在正常运行过程中对所在环境产生的电磁干扰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值，即电磁干扰（Electro Magnetic

Interference，简称 EMI）；另一方面是指设备对所在环境中存在的电磁干扰具有一定程度的抗扰度，即电

磁抗干扰（Electro Magnetic Susceptibility，简称 EMS）。概括起来说 EMC=EMI+EMS。

汽车 EMC 建设的目的

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和汽车市场的激烈竞争极大地促进了各类电气、电子、信息设备和电子设备在汽

车上的广泛应用。目前，电子、电器设备广泛应用于汽车发动机控制系统、自动变速系统、制动系统、调

01
EMC 检测

02
可靠性检测

03
ELV 检测

04
VOC 检测

05
其它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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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系统以及行驶系统中，对汽车的安全性、可靠性、舒适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随着汽车电子设备数量和种类的不断增加，其工作频率的不断增加，汽车内的电磁环境日益复

杂。同时，汽车上的电子设备和器件，特别是半导体逻辑器件对电磁干扰十分敏感，经常发生汽车内部电

子设备相互干扰的情况。即使如此，更广泛应用汽车电气设备仍增加，其内部的电磁环境会更加恶劣，相

互间的电磁兼容干扰也亦将愈加严重。

国外任何电子产品在应用到汽车上之前，都必须经过性能试验和 EMC 试验；在商业化之前必须经过各

项严格的匹配试验和最为关键的 EMC 认证。对未经过严格试验的电子产品，任何整车绝对不会采用，这也

是国内企业的产品难以进入国外汽车零部件供应链的关键所在。由于 EMC 涉及到整车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因此国外汽车整车企业不会轻易采用未经可靠性试验的零部件产品。

E-mark 认证

所有进入欧洲共同市场的汽车及其安全零配件产品都需满足欧洲经济委员会法规(ECE Regulation)的

规定，而对这一系列车载产品的测试认 证，即为 E-mark 认证.E-mark 执行的规范为欧洲经济委员会法规

(ECE Regulation),制定单位为欧洲经济委员会 ECE,主要适用于欧洲区域，发证机构为欧洲相关政府部门，

如：交通部。

我司可提供汽车电子电磁兼容性能的 E-mark 认证服务(测试法规为 ECE R10),发证国家为 E8(捷克)

E24(爱尔兰) E57(圣马力诺)

CE 认证

CE 认证是厂商对进入欧洲共同市场且不带抗扰功能的汽车零部件产品的自我宣告，主要适用于车载充

电器，车载冰箱，车载加热器等后装产品。EN 50498 认证不需要欧洲相关政府部门发证，周期较短、成本

较低。

测试项目

测试项目 测试标准 测试范围

辐射发射测试-电波暗室

法

CISPR 25：2016 ,GB/T

18655-2018,EN 55025-2017
9KHz-6GHz

传导发射测试-电压法 CISPR 25：2016 ,GB/T

18655-2018,EN 55025-2017
0.1MHz-108MHz

传导发射测试-电流法
CISPR 25 ,GB/T 18655 ,EN

55025
20Hz-1GHz

传导瞬态发射测试 ISO 7637-2 ,GB/T 23417.2 12V 系统和 24V 系统

低频磁场发射测试
日产（E_28401NDS02_8），广

汽（QJ/GAC 1523.029-2019）等
10Hz-200KHz

大电流注入测试-替代法
ISO 11452-4：

2020,GB/T33014.4-2016
100KHz-400MHz，最高等级 200mA

大电流注入测试-闭环法
ISO 11452-4：

2020,GB/T33014.4-2016
100KHz-400MHz，最高等级 200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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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抗扰度测试（含雷达

波）

ISO 11452-2：

2019,GB/T33014.2-2016
80MHz-6GHz,其中 200MHz 以上可达

200V/m，雷达波最高可达 600V/m。

便携式发射机抗扰度测试 ISO 11452-9：2012,

GB/T 33014.9-2020
360MHz-6GHz,最高可达 20W。

低频磁场抗扰度测试 ISO 11452-8：2015,

GB/T 33014.8-2020

5Hz-200KHz, AC 最高 1000A/m，DC

最高 3000A/m。

传导瞬态抗扰度测试-电

源线

ISO 7637-2:2011,

GB/T 21437.2-2008

12V 和 24V 供电系统，主要脉冲有：脉

冲 1，2a，2b，3a，3b，4，5a，5b

传导瞬态抗扰度测试一信

号线，电感耦合钳试验法

ISO 7637-3:2016,

GB/T 28046.3-2012

12V 和 24V 供电系统，支持快脉冲和慢

脉冲

传导瞬态抗扰度测试一信

号线，直接电容耦合试验

法

ISO 7637-3:2016,

GB/T 28046.3-2012

12V 和 24V 供电系统，支持快脉冲和慢

脉冲

传导瞬态抗扰度测试一信

号线，电容耦合钳试验法

ISO 7637-3:2016,

GB/T 28046.3-2012

12V 和 24V 供电系统，支持快脉冲和慢

脉冲

静电放电测试 ISO 10605：2008,

GB/T 19951-2019,
空气放电，接触放电，最高可达 30KV。

电性能测试 ISO 16750-2：2012,GB/T

28046.2-2019,
12V 系统和 24V 系统。

传导发射（电流法）测试 辐射发射测试 瞬态传导发射测试 RI 测试监控系统

BCI 测试监控系统 低频磁场抗干扰测试 手持发射抗干扰测试 辐射发射抗干扰测试



www.lcs-cert.com | 400-116-2629

2、可靠性检测

背景：

可靠性测试是为了保证产品在规定的寿命期间内，在预期的使用、运输或储存等所有环境下，保持功

能可靠性而进行的活动。是将产品暴露在自然的或人工的环境条件下经受其作用，以评价产品在实际使用、

运输和储存的环境条件下的性能，并分析研究环境因素的影响程度及其作用机理。通过使用各种环境试验

设备模拟气候环境中的高温、低温、高温高湿以及温度变化等情况，加速反应产品在使用环境中的状况，

来验证其是否达到在研发、设计、制造中预期的质量目标，从而对产品整体进行评估，以确定产品可靠性

寿命。可靠性测试可分为机械和环境两大块。

检测项目：

高低温测试 温度循环测试

设备内尺寸：1m³、2m³、4.5m³、10m³、98m³

温度范围：-70℃~180℃

测试标准：GB/T2423.1-2008,IEC60068-2-1:2007

GB/T2423.2,IEC60068-2-2

GB/T28046.4-2011，ISO 16750-4:2010

其他行业标准

设备内尺寸：1m³、2m³、4.5m³、10m³、98m³

温湿度范围：-70℃~180℃，10%RH~98%RH

测试标准：GB/T 2423.4-2008，IEC

60068-2-30:2005

GB/T 2423.34-2012，IEC 60068-2-38:2009

GB/T28046.4-2011，ISO 16750-4:2010

其他行业标准

快速温变测试 冷热冲击测试

设备内尺寸：1m³、2m³

温度范围：-70℃~150℃

设备内尺寸：200L，1m³

温度范围：-55℃~150℃

静电放电测试 电波暗室 #1 电波暗室 #2 屏蔽室 #1

屏蔽室 #2 屏蔽室 #3 屏蔽室 #4

http://www.lcs-ce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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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变化速率：≤15℃/min

测试标准：GB/T 2423.22-2012，IEC

60068-2-14:2009

GB/T28046.4-2011，ISO 16750-4:2010

其他行业标准

温度变化速率：＜15s（两箱式），＜3min（三箱式）

测试标准：GB/T 2423.22-2012，IEC

60068-2-14:2009

GB/T28046.4-2011，ISO 16750-4:2010

其他行业标准

低气压测试 盐雾测试

设备内尺寸：1000*1000*1000mm

温度范围：-60℃~150℃

气压范围：0.5kpa~正常大气压

测试标准：GJB150.2A-2009

GB/T2423.25-2008，IEC60068-2-40

其他行业标准

设备内尺寸：2000*1000*600mm

测试范围：中性盐雾，酸性盐雾，铜加速盐雾，复合

盐雾

测试标准:GB/T2423.17-2008,GB/T2423.18-2012

GB/T10125-2012,ASTM B117-2018

其他行业标准

UV 老化测试 氙灯老化测试

灯管类型：VUA 340,UVA351,UVB313

辐照强度范围：0.30~1.35W/㎡

测试标准：GB/T16422.3-2014,ISO 4892-3:2013

GB/T23987-2009，ISO11507:2007

其他行业标准

辐照强度：0.35~1.30W/m2@340nm

黑板温度：50~100℃

湿度：20%~95%RH

测试标准：GB/T 16422.2、ISO 4892.2

SAE J2412、 SAE J2527

其他行业标准

材料性能测试 IP 等级

测试项目：拉伸性能，弯曲性能，熔体流动速率，维

卡，热变形

防尘测试：IP1X~IP6KX;

防水测试：IPX1~IPX9K;

测试标准：GB/T4208-2017;IEC60529：2013、

GBT30038-2013、ISO 20653：2013

冰水冲击 碎石冲击

设备尺寸：1000*1000*1000mm

温度范围：RT+10℃～200℃

水流量：3～4L/3S

测试标准：GB/T28046.4-2011,ISO16750-4:2010

其他车厂标准

冲击压力：100kpa~1000kpa

冲击介质：水磨石，铁砂

测试角度：45°，90°

测试标准：SAE J400:2002，GMW14700

其他车厂标准

振动测试 机械冲击

设备参数：1 吨，3 吨（带温湿度），8 吨（带温湿

度）

测试标准：GB/T2423.10-2019，

IEC60068-2-6:2007

GB/T2423.56-2018，IEC 60068-2-64:2008

GB/T28046.3-2011,ISO16750-3:2012

其他行业标准

设备台面：1m*1m

冲击波形：半正弦波，方波

冲击加速度：30g~1500g

脉冲时间：0.5ms~18ms

测试标准：GB/T2423.5-2019,IEC 60068-2-27:2008

GB/T28046.3-2011,ISO16750-3:2012

其他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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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高温烤箱 恒温恒湿试验箱 吊篮式冷热冲击试验箱 真空低气压试验箱

高低温测试 臭氧老化箱 防尘试验箱 IPX9K 防水试验箱

快速温变试验箱 氙灯老化试验箱 UV 老化试验箱 循环盐雾试验箱

盐雾试验箱 碎石冲击仪 十字刮擦试验仪 五指刮擦仪

http://www.lcs-ce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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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跌落试验仪 按键寿命机 IK 测试试验机 机械冲击试验台

防水测试系统 振动三综合试验系统

3、ELV 检测

背景：

ELV（End-of-Life Vehicle）即报废车辆指令。 ELV 为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为保护环境，减少车辆报

废产生的废弃物，制定的报废车辆回收指令。有 2 个内容，一为 2003 年 7 月以后生产的汽车禁用铅、镉、

汞和 6 价铬四种有害物，第二为提高报废汽车回收利用率，回收费用成本的全部或大部分由制造厂承担。回

收指令确定了欧盟报废汽车“再使用与再利用”和“再使用与回收利用”的两个阶段及回收利用率目标，

并明确说明了回收利用率的限值及禁止或限制使用的重金属。

2006 年 2 月 6 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颁布了《汽车产品回

收利用技术政策》（以下简称中国 ELV），明确要求将汽车产品回收利用率指标纳入到汽车产品市场准入

许可管理体系，要求自 2008 年起，我国汽车生产或销售企业要开始进行汽车产品的可回收利用率登记备案

工作，为实施阶段目标进行技术准备。2010 年起，我国汽车企业或进口汽车总代理商要负责回收处理其销

售汽车产品及包装物品。汽车在设计生产时禁用有毒物质和破坏环境的材料，减少并最终停止使用不能再

生利用的材料和不利于汽车环保的材料，限制使用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PBB）、多溴联苯醚（PBDE）

等有害物质。

标准及法规要求：

2000/53/EC 2000 年 9 月 18 日发布

2005/64/EC 2005 年 10 月 26 日发布

GB/T 30512-2014 汽车禁用物质要求

QC/T 941-2013 汽车材料中汞的检测方法

QC/T 942-2013 汽车材料中六价铬的检测方法

QC/T 943-2013 汽车材料中铅、镉的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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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T 944-2013 汽车材料中多溴联苯（PBBs）和多溴二苯醚（PBDEs）的检测方法

检测项目：

铅、镉、汞、六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联苯醚

检测范围：汽车用材料

4、VOC 检测

背景：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简称“VOC”）是影响车内空气质量的重要原因。

VOC 主要包括烷烃、烯烃、芳烃、醛类或酮类等物质，具有特殊的刺激性气味，而且部分已被列为致癌物。

VOC 浓度过高时，很容易引起急性中毒，轻者会出现头痛、头晕、咳嗽、恶心、呕吐；严重时会出现抽搐，

并会伤害到人的肝脏、肾脏、大脑和神经系统。经医学研究证明，生活在 VOC 环境影响中的孕妇，造成胎

儿畸形的概率远远高于常人，并且有可能对孩子今后的智力发育造成影响。

如今汽车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汽车内部空气污染问题也成为消费者普遍关心的热点。由于汽车空间

窄小，加上汽车密闭性好，因此汽车内有害气体超标比室内有害气体超标对人体危害更大，车内空气质量

管控已成为汽车主机厂和车用材料供应商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2008 年 3 月 1 日，由环境保护总局牵头制定的《HJ/T 400-2007 车内挥发性有机物和醛酮类物质采

样测定方法》的行业标准实施；2011 年，环保部与质检总局联合发布《GB/T 27630-2011 乘用车内空气

质量评价指南》标准，并于 2012 年 3 月 1 日正式实施。

GB/T 27630-2011 是乘用车内空气质量标准，填补了车内空气质量长期无标准的空白，使市场上的乘

用车车内空气质量终于有法可依。标准主要适用于销售的新生产汽车，使用中的车辆也可参照使用。

标准及法规要求：

GB/T 27630-2011 乘用车内空气质量评价指南

HJ/T 400-2007 车内挥发性有机物和醛酮类物质采样测定方法

VDA 270:2018 汽车内饰件中气味测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光谱仪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计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气质联用仪 微波消解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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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A 275:1994 汽车内饰件中甲醛含量测试

DIN 75201:2011 汽车内部材料雾化性能测试

VDA 277:1995 汽车内部材料有机物散发测试

VDA 278:2011 汽车非金属材料有机挥发特性的热脱附分析法

ISO 12219-2:2012 公路车辆内空气.第 2 部分:汽车内饰零件和材料 VOC 散发测定方法-袋法

检测项目：

气味，甲醛，雾化，总碳，苯，甲苯，乙苯，二甲苯，苯乙烯，甲醛，乙醛，丙烯醛等

检测范围：

汽车内饰非金属材料及部件

液相色谱仪 顶空-气质联用仪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雾化仪 热脱附-气质联用仪 预处理舱&采样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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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立讯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 LCS compliance testing laboratory LTD.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巨基工业园 A 栋 1~2 楼、C 栋 3 楼。

电话：+(86) 0755-8259 1330

广州立讯检测有限公司
Guangzhou LCS Compliance Testing Laboratory 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前锋北路 44-1 立讯检测园

电话：+(86) 020-3916 6689

苏州立讯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Suzhou LCS Standard Technical Service Co., Ltd

地址：苏州市相城区经济开发区漕湖产业园周思墩路 16 号，4 号厂房

电话：+(86) 0512-6516 2650

深圳立讯检测股份有限公司沙井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全至创新科技园科创大厦 23 楼Ｆ-G 单元

电话:+(86) 0755-2335 3209

总 部

广 州

苏 州

深圳
沙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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