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赛 宝 实 验 室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关于发布 2023 年度

软件能力验证及实验室间比对工作计划的通知

各有关机构：

为满足广大实验室对软件能力验证及实验室间比对活动的需求，

中国赛宝实验室（能力验证提供者认可编号:PT0072）通过前期准备，

发布2023年度软件能力验证及实验室间比对工作计划（详见附件1），

各有关机构可以登录 CNAS（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官方网

站的“中国能力验证资源平台”，查询软件能力验证计划相关信息。

为保证各项计划顺利实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名方式

参加实验室请于报名截止日期前，登录中国赛宝实验室软件能力

验证管理平台（http://8.142.70.154:8000/）进行注册和报名，并按照

页面要求，上传填写好报名表（详见附件 2、附件 3、附件 4）、加

盖实验室公章的报名表彩色扫描件电子版等。

二、交费方式

报名实验室根据附件 1中对应能力验证计划将费用汇到以下账户：

银行账户名称：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开 户 行：中信银行广州分行营业部



银行账号：7443020183100002212

费用应在报名阶段完成缴纳，汇款时请注明“软件能力验证费”，

汇款凭证随报名表一同上传中国赛宝实验室软件能力验证管理平台，

发票抬头信息请填写在报名表中。

三、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徐天慧 陈世航

电   话 ：020-87234692，36184194

邮   箱 ：SPTP@ceprei.com

通信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朱村大道西 78号 10号

楼 1013室

邮   编 ：511300

四、如有不明事宜，请与主办方联系。

附件：

附件 1：2023年度能力验证及实验室间比对工作计划清单

附件 2：能力验证计划报名表

附件 3：测量审核报名表

附件 4：实验室间比对报名表

中国赛宝实验室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七日

 

mailto:SPTP@ceprei.com


附件 1 

2023 年度软件能力验证及实验室间比对工作计划清单

序号 类别 计划编号 测试项目 测试方法 报名截止时间 实施时间 费用

1 CEPREI-SPT-2301 软件性能效率 GB/T 25000.51-2016 2023.05 2023.06-2023.07 4800 元

2
能力验证

CEPREI-SPT-2302 软件信息安全性 GB/T 25000.51-2016 2023.07 2023.09-2023.10 4800 元

3 待定 软件信息安全性 GB/T 25000.51-2016 2023.12 2023.01-2023.12 待定

4 待定 软件性能效率 GB/T 25000.51-2016 2023.12 2023.01-2023.12 待定

5

测量审核

待定 软件可靠性

GB/T 25000.51-2016
GB/T 15532-2008
GJB/Z 141-2004

2023.12 2023.01-2023.12 待定

6 待定 软件兼容性 GB/T 25000.51-2016 2023.12 2023.01-2023.12 待定

7 待定 软件可移植性 GB/T 25000.51-2016 2023.12 2023.01-2023.12 待定

8

实验室间

比对
待定

性能测试工具指标核查

确认
GB/T 25000.51-2016 2023.12 2023.01-2023.12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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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能力验证计划报名表

编号：

计划编号 测试项目

参加项目获认可情况 □已获认可，认可证号：              □未获认可

参加能力验证目的 □初次申请  □扩项  □整改  □其他：            

实验室名称

地址、邮编

实验室组织机构代码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邮箱

发票类型 □普通增值税发票         □专用增值税发票

发票抬头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单位注册地址及电话

开户行及账号

说明：

1. “编号”统一由能力验证计划组织机构填写；

2. 请填写实验室的全称，已获准或正在申请 CNAS认可的实验室，按认可或申请认可的名称填写。

3. 实验室应独立地完成能力验证计划的试验；

4. 实验室提交报名表后，不得无故退出本次能力验证计划；

5. 若有要求，能力验证计划组织机构会将能力验证结果告知 CNAS或其他等相关方；

6. 组织机构提供符合 CA要求的电子证书或报告，由参加机构直接登录中国赛宝实验室软件能力

验证管理平台（http://8.142.70.154:8000/）下载。

实验室（盖章）

实验室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请将报名表 WORD 版及签字盖章扫描版（彩色）一同上传中国赛宝实验室软件能力验证

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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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测量审核报名表

项目名称
□软件信息安全性测试 □软件性能效率测试

□软件可靠性测试

项目编号

参加项目获认可情况 □已获认可，认可证号：              □未获认可

参加测量审核目的 □初次申请  □扩项  □整改  □其他：            

实验室名称

地址、邮编

实验室组织机构代码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联系邮箱

发票类型 □普通增值税发票         □专用增值税发票

发票抬头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单位注册地址及电话

开户行及账号

说明：

1. “项目编号”统一由测量审核项目组织机构填写；

2. 请填写实验室的全称，已获准或正在申请 CNAS认可的实验室，按认可或申请认可的名称填写；

3. 实验室应独立地完成测量审核项目的试验；

4. 实验室提交报名表后，不得无故退出本次测量审核项目；

5. 组织机构提供符合 CA要求的电子证书或报告，由参加机构直接登录中国赛宝实验室软件能力

验证管理平台（http://8.142.70.154:8000/）下载。

实验室（盖章）

实验室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请将报名表 WORD 版及签字盖章扫描版（彩色）一同上传中国赛宝实验室软件能力验证

管理平台。



附件 4

实验室间比对报名表

项目名称
□软件兼容性测试 □软件可移植性测试 

性能测试工具指标核查确认测试

项目编号

参加项目获认可情况 □已获认可，认可证号：              □未获认可

参加测量审核目的 □初次申请  □扩项  □整改  □其他：            

实验室名称

地址、邮编

实验室组织机构代码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联系邮箱

发票类型 □普通增值税发票         □专用增值税发票

发票抬头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单位注册地址及电话

开户行及账号

说明：

1. “项目编号”统一由实验室间比对组织机构填写；

2. 请填写实验室的全称，已获准或正在申请 CNAS认可的实验室，按认可或申请认可的名称填写；

3. 实验室应独立地完成实验室间比对项目的试验；

4. 实验室提交报名表后，不得无故退出本次实验室间比对项目；

5. 组织机构提供符合 CA要求的电子证书或报告，由参加机构直接登录中国赛宝实验室软件能力

验证管理平台（http://8.142.70.154:8000/）下载。

实验室（盖章）

实验室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请将报名表 WORD 版及签字盖章扫描版（彩色）一同上传中国赛宝实验室软件能力验证

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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