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支部  East branch office 西支部  West branch office

本部  Head office

〒573-0164
大阪府枚方市長尾谷町 1-20-3
TEL 072-866-0600
FAX 072-866-0611
E-mail west@jpia.or.jp

JR 学研都市线，長尾駅下车
从京阪巴士站 2号口始发的所有往枚方市
駅北口、樟葉駅的巴士 5分钟后在製服団
地下车，徒步 3分钟。

〒251-0014
神奈川县藤沢市宮前 636-3
TEL 0466-27-1121
FAX 0466-23-1921
E-mail east@jpia.or.jp

JR 東海道、小田急，藤沢駅下车
从江之电巴士站 8号口发往渡内中央、教养中心站的巴士，
小冢地下道前下车，徒步 3分钟。

〒150-0013
东京都涩谷区恵比寿 3-12-8
東京塗料会館 205
TEL 03-3443-3011
FAX 03-3443-3199
E-mail honbu@jpia.or.jp

乘坐 JR 山手線恵比寿駅下车，徒歩约 10 分钟。

イチネン
ケミカルズ

业务简介

JPIA Profile

Japan Paint Inspection and testing Association
Japan Paint Inspection and testing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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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简介
　　一般社团法人机构日本涂料检查协会是一家从事涂料、道路标志材料、建筑内外墙装饰涂料、混

凝土修补材料，衬里材料等装饰防护施工材料的综合检测机构。

　　本协会于１９５５年８月２７日通过日本通商产业大臣认可，成为“从事涂料及印刷油墨测试检

测第三方机构”并延续至今。

　　本协会在关东和关西地区分别有两个分支机构。

　　東支部于 1999年 4月 28日通过了通产省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于 2005年 6月 29日通过扩大

认证范围成为 JNLA注册检测机构。另外于 2003年 7月 1日通过 ISO/IEC17025 认证，成为国际

MRA（相互承認协定）认证操作机构。

　　西支部于 2004 年 10月 1日成为以工业标准化法为基础的 JNLA注册检测机构

　　日本涂料检查协会按照如下规定的章程开展和管理业务活动。

１．重信用，做为日本唯一第三方涂料检测机构，

自觉履行第三方检测机构的责任，为社会

做出贡献。

　２．技术革新贴近社会需求，以卓越的技术研

发迎接新领域的挑战

　３．互惠合作，同甘共苦，充满友爱的团队

调查、研究

JIS 认证

试验、检测

标准化

性能评价

信息收集、
提供

日本涂料检查协会

基本理念

　　日本涂料检查协会是一家从事涂料、道路标志材料、建筑内外墙装饰涂料、混凝土修补材料、衬里材料等装饰保护用
施工材料的综合检测机构。

品质性能相关的试验和测试
● JIS 标准、团体标准以及外国标准的试验、检测

● 基于各种标准、法令和条约等的试验、检测

质量性能、测试方法和评价技术的调查和检测
● 由政府机关、各种团体委托的调查和研究

● 新测试方法、评价技术的开发、研究和提案建议

● 主持涂料试验方法研究会工作

质量性能、测试方法和评价技术的标准化工作
● ISO / TC 35“油漆和清漆”的国内审议机构， ISO / TC 35 / SC9

　“涂料一般测试方法”的国内负责机构

● 涂料、涂膜、涂料用原材料的测试方法、产品等的 JIS 标准起草及建议。

信息收集和提供业务
● 制作和提供各种涂料、涂膜试验所需的标准、资料及试验材料。

基于法令的认证、认定、评价和证明
● JIS 标识系统的产品认证工作

● 建筑材料中甲醛释放相关的检测和证明

● 环境保护相关的测定、分析和计量证明

日本唯一的
第三方涂料检测机构





沿革发展概要

西支部（枚方市）  东支部（藤沢市）

設　　立 1955 年（昭和 30年）8月 27日
所 在 地 本部
 〒150-0013　东京都涩谷区恵比寿 3-12-8 東京塗料会館 205
 TEL 03-3443-3011　FAX 03-3443-3199
 东支部
 〒251-0014　神奈川县藤沢市宮前 636-3
 TEL 0466-27-1121　FAX 0466-23-1921
 西支部
 〒573-0164　大阪府枚方市長尾谷町 1-20-3
 TEL 072-866-0600　FAX 072-866-0611
占地面积 3,382 ㎡（ 东支部 :1,564 ㎡、西支部：1,818 ㎡）

管理部

总务部

技术开发部

性能评价部

调研部

本部 东支部
检测部

总务科

 性能评价科

组织图

西支部

检测1科
检测2科
检测3科

总务科
检测1科
检测2科
检测3科

检测部

1955年 涂料检查协会成立
　
1957年 更名为日本涂料检查协会
　
1958年 设立神奈川县藤沢市的本部検査所 (現東支部 )
　
1961年 设立大阪府寝屋川市的支部検査所 (現西支部 )
　
1962年 成立塗料試験方法研究会
　
1976年 通过测试计量研究认定
　
1976年 获得通商产业部涂料产品耐候性公共实验检测机构认定
　
1976年 注册为建筑饮用水水质检测实验室（2009年 11月实效）
　
1978年 日本住宅整备公团（UR都市机构）指定质量认定检查机构
　
1981年 获得通商产业部工业标准化检测机构认定
　
1991年  ISO/TC35/SC9涂料实验方法国际标准化组织日本分部开始
　
1992年 获得日本涂料工业协会和日本建筑材料采购协会指定产品检测认定机构
　
1994年 设立静岡县御前崎户外暴晒试验场
　
1998年 获通商产业大臣工业标准化法指定检测试验机构认证
　
1999年 获通过通商产业大臣 ISO/IEC 第 25分会指定机构认证 (東支部 )
　
2002年 设立神奈川県藤沢市柄沢的东支部分室
　
2003年 被国土交通大臣指定为基于建筑基准法的性能评估机构，
 由经济产业大臣指定为 JIS 标志指定机构，
 通过 ISO/IEC17025 认证，并获得国际MRA（相互承认协证）认定（东支部）
　
2004年 被独立行政法人产品评价技术基础机构注册为基于工业标准化法的 JNLA注册实验室（西支部）
　
2005年 被独立行政法人产品评价技术基础机构注册为基于工业标准化法的 JNLA注册实验室（东支部）
　
2005年 获得经济产业大臣认可，成为工业标准化法 JIS 标志注册认证机构
　
2008年 获得环境省“环境应用技术与厄尔尼诺对策技术部 (建筑物外部空调载荷降低等 )”
 追加高反射保温涂料指定测试机构。
　
2009年 获得本国及各国船级社认可，成为 IMO( 国际海事组织 )决议相关的“船舶涂料涂装性能标准
 （PSPC）”相关适应性试验认证测试机构
　
2011年 根据公益法人改革关连法，由内阁总理大臣批准，转为一般财团法人
　
2012年 东支部搬迁至神奈川县藤沢市宮前 636-3 
　
2015年 西支部搬迁至大阪府枚方市長尾谷町 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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