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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84073410001000-3000cc车辆的往复式活塞引擎第87章所

列车辆的点燃往复式活塞发动机28407342010排气量≥5.9升的

天然气发动机第87章所列车辆用的点燃往复式活塞发动

机38407342090其他超3000cc车用往复式活塞引擎第87章所列

车辆用的点燃往复式活塞发动机48409999100功率≥132.39KW

发动机的专用零件132.39千瓦=180马力58409999910电控柴油喷

射装置指编号8408所列的其他发动机用68409999990其他未列

名发动机的专用零件指编号8407或8408所列的其他发动

机78414309010汽车空调压缩机 88415200000机动车辆上供人使

用的空气调节器指机动车辆上供人使用的空气调节

器98443591220用于光盘生产的盘面印刷机 108445203100自由

端转杯纺纱机 118445204100环锭棉细纱机 128477101010用于光

盘生产的精密注塑机加工塑料的138478100000其他的烟草加工

及制作机器本章其他编号未列名的148478900000烟草加工及制

作机器用的零件 158479899010用于光盘生产的金属母盘生产

设备具有独立功能的168479899020用于光盘生产的LD配套粘

合机具有独立功能的178479899030用于光盘生产的真空金属溅

镀机具有独立功能的188479899040保护胶涂覆机及染料层旋涂

机光盘生产用,具有独立功能的198480710010用于光盘生产的

专用模具 208517301300数字移动通信交换机 218521909010用于

光盘生产的金属母盘生产设备不论是否装有高频调谐放大

器228525101000广播电视用发送设备 238525201100电视用卫星



地面站设备 248525202211GSM数字式手持无线电话整套散件

258525202219其他GSM数字式手持无线电话机

268525202221CDMA数字式手持无线电话整套散件

278525202229其他CDMA数字式手持无线电话机 288525202290

其他手持式无线电话机包括车载式无线电话机298525202900其

他移动通讯设备 308525209210GSM式移动通信基地站

318525209220CDMA式移动通信基地站 328525209230TACS式

移动通信基地站 338525209290其他移动通信基地站

348525209300无线用户接入网设备装有接收装置的发送设

备358528121000彩色的卫星电视接收机 368529109020无线广播

电视用天线编号8525至8528所列其他装置或设备的,包括天线

反射器378529909010高频调谐器（高频头）卫星电视接收

用388543892010无线广播电视用功率放大器 398543899020无线

广播电视用激励器具有独立功能408701200000半挂车用的公路

牵引车 418702102000机坪客车机场专用车42870210910030座及

以上大型客车(柴油型)指装有柴油发动机的30座及以上的客

运车43870210921120≤座≤22柴油客车装有柴油或半柴油发动

机的中型客车,排气量＜2000CC44870210921920≤座≤22柴油

客车装有柴油或半柴油发动机的中型客车,排气量

≥2000CC458702109290其他23≤座＜30柴油型中型客车装有柴

油或半柴油发动机的客车468702109310排气量＜2000cc的10≤

座≤19客车装有柴油或半柴油发动机的中型客车478702109390

排气量≥2000cc的10≤座≤19客车装有柴油或半柴油发动机的

中型客车48870290100030座及以上大型客车(其他型)指装有其

他发动机的30座及以上的客运车49870290201120≤座≤22非柴

油客车指装有其他发动机的中型客车,排气量



＜2000cc50870290201920≤座≤22非柴油客车指装有其他发动

机的中型客车,排气量≥2000cc518702902090其他23≤座＜30的

非柴油客车指装有其他发动机的中型客车528702903010排气量

＜2000cc的10≤座≤19客车装有其他发动机的中型客

车538702903090排气量≥2000cc的10≤座≤19客车装有其他发

动机的中型客车548703213011汽油型微马力小轿车指有点燃往

复式活塞内燃机, 微马力指排气量558703213019汽油型微马力

小轿车指装有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机, 微马力指排气

量=1000cc56870321309087032130车辆的成套散件 578703219011

汽油型超微马力小轿车、越野车指装有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

机的,排气量＜1000CC588703219019汽油型微马力轿车、越野

车指装有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机的,排气

量=1000CC59870321909087032190车辆的成套散件

608703223010汽油型小马力小轿车装点燃往复活塞内燃机,小

马力指1千＜排气量≤1500cc618703223090汽油型小马力小轿

车的成套散件 628703224010汽油型小马力四轮驱动越野车装

点燃往复活塞内燃机,小马力指1千＜排气量

≤1500cc63870322409087032240车辆的成套散件 648703225010

汽油型小马力小客车(≤9座)装点燃往复活塞内燃机,小马力

指1千＜排气量≤1500cc65870322509087032250车辆的成套散件

668703229011汽油型小马力其他小客车(≤9座)装点燃往复活

塞内燃机,小马力指1千＜排气量≤1500cc678703229019汽油型

小马力其他车装点燃往复活塞内燃机,小马力指1千＜排气量

≤1500cc68870322909087032290车辆的成套散件

6987032314111500cc＜排气量＜2200cc的小轿车指汽油型, 装点

燃往复式活塞内燃机7087032314192200cc≤排气量≤2500cc的



小轿车指汽油型, 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

机71870323149087032314车辆的成套散件 7287032315111500指

汽油型, 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机7387032315192400≤排量

≤2500cc四驱动越野车指汽油型, 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

机74870323159087032315车辆的成套散件 7587032316111500指

≤9座, 汽油型的, 装有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

机7687032316192000≤排量≤2500cc小客车指≤9座, 汽油型的, 

装有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机77870323169087032316车辆的成套

散件 7887032319111500＜汽油型＜2000cc其他小客车装点燃往

复式活塞内燃机7987032319122000≤汽油型≤2500cc其他小客

车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机8087032319191500＜汽油型

≤2500cc其他车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

机81870323199087032319车辆的成套散件 828703233410汽油型

中马力小轿车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机,指2500＜排气量

≤3000cc83870323349087032334车辆的成套散件 848703233510

汽油型中马力越野车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机,指2500＜排气

量≤3000cc85870323359087032335车辆的成套散件

868703233610汽油型中马力旅行小客车(≤9座)装点燃往复式

活塞内燃机,指2500＜排气量≤3000cc87870323369087032336车

辆的成套散件 888703233911汽油型中马力其他小客车(≤9座)

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机,指2500＜排气量

≤3000cc898703233919汽油型中马力其他车装点燃往复式活塞

内燃机,指2500＜排气量≤3000cc90870323399087032339车辆的

成套散件 918703243010汽油型大马力小轿车(≤9座)装有点燃

往复式活塞内燃机,大马力指排气量

＞3000cc92870324309087032430车辆的成套散件 938703244010



汽油型大马力越野车装有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机,大马力指排

气量＞3000cc94870324409087032440车辆的成套散件

958703245010汽油型大马力旅行小客车(≤9座)装有点燃往复

式活塞内燃机,大马力指排气量＞3000cc96870324509087032450

车辆的成套散件 978703249011汽油型大马力其他小客车装有

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机,大马力指排气量＞3000cc988703249019

汽油型大马力其他车装有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机,大马力指排

气量＞3000cc99870324909087032490车辆的成套散件

1008703313011排气量＜1000cc柴油型小轿车装有压燃式活塞

内燃发动机,9座及以下的10187033130191000≤排量≤1500cc柴

油型小轿车装有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9座及以下

的102870331309087033130车辆的成套散件 1038703314010柴油

型小马力越野车装有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马力指排气量

≤1500cc104870331409087033140车辆的成套散件 1058703315010

柴油型小马力小客车(≤9座)装有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马

力指排气量≤1500cc106870331509087033150车辆的成套散件

1078703319011柴油型小马力其他小客车(≤9座)装有压燃式活

塞内燃发动机,小马力指排气量≤1500cc1088703319019柴油型

小马力其他车装有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马力指排气量

≤1500cc109870331909087033190车辆的成套散件

11087033230111500指≤9座,装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

机11187033230192200≤排气量≤2500cc柴油小轿车指≤9座,装

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112870332309087033230车辆的成套散

件 11387033240111500指≤9座,柴油型, 装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

机的11487033240192400≤排量≤2500cc四驱动越野车指≤9座,

柴油型, 装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115870332409087033240车



辆的成套散件 11687033250111500指≤9座, 柴油型, 装压燃式活

塞内燃发动机的11787033250192000≤排气量≤2500cc小客车指

≤9座, 柴油型, 装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

的118870332509087033250车辆的成套散件 1198703329011柴油

型中马力其他小客车(≤9座)指1500cc＜排气量

＜2000cc12087033290122000≤排气量≤2500cc其他小客车指

≤9座, 柴油型, 装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1218703329019柴油

型中马力其他车指1500cc＜排气量

≤2500cc122870332909087033290车辆的成套散件 1238703333010

排气量＞2500cc的柴油型小轿车指≤9座,装有压燃式活塞内燃

发动机124870333309087033330车辆的成套散件 1258703334010

排气量＞2500cc四轮驱动越野车指≤9座,柴油型, 装有压燃式

活塞内燃发动机126870333409087033340车辆的成套散件

1278703335010排气量>2500cc小客车(≤9座)指柴油型, 装有压

燃式活塞内燃发动128870333509087033350车辆的成套散件

1298703339011柴油型大马力其他小客车(≤9座)装有压燃式活

塞内燃发动,大马力指排气量＞2500cc1308703339019柴油型大

马力其他车装有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大马力指排气量

＞2500cc131870333909087033390车辆的成套散件 1328703900011

其他型排气量＜1000cc的小轿车 1338703900012其他型1000≤

排量＜2200cc小轿车 1348703900013其他型排气量≥2200cc的小

轿车 1358703900014其他型排量 1368703900015其他型排量

≥2000cc面包车≤9座1378703900016其他型排气量＜2400cc的

越野车 1388703900017其他型排气量≥2400cc的越野车

1398703900019装有其他发动机的其他型车指九座及以下, 包括

旅行小客车及赛车140870390009087039000车辆的成套散件



1418704210000柴油型其他小型货车装有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

机,小型指车辆总重量≤5吨1428704223000柴油型其他中型货

车装有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中型指51438704224000柴油型

其他重型货车装有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重型指14≤车辆总

重≤20吨1448704230010车架前宽＞1050mm的底盘散件重型公

路自卸车,装驾驶室、发动机1458704230020混凝土泵车、搅拌

车用底盘装有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总重＞20吨(装有驾驶

室)1468704230030固井水泥车、压裂车、混砂车底盘车辆总重

量＞35吨，装驾驶室1478704230040起重≥55吨汽车起重机用

底盘装有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1488704230090柴油型的其他

超重型货车装有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超重型指车辆总重量

＞20吨1498704310000汽油型≤5吨的其他货车装有点燃式活塞

内燃发动机,车辆总重量不超过5吨1508704323000５吨＜汽油

型≤８吨的其他货车装有点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车辆总重量

超5吨1518704324000汽油型＞8吨的其他货车装有点燃式活塞

内燃发动机,车辆总重量超过5吨1528704900000装有其他发动

机的货车 1538705200000机动钻探车 1548705301000装有云梯的

机动救火车 1558705309000其他机动救火车 1568705400000机动

混凝土搅拌车 1578705904000机动医疗车 1588705909010跑道除

冰车 1598705909020道路用清障车 1608705909030用于导弹、火

箭等的车辆为弹道导弹、运载火箭等运输、装卸和发射而设

计的1618705909090其他特殊用途的机动车辆主要用于载人或

运货的车辆除外1628706002100车辆总重量≥14吨的货车底盘

装有发动机的1638706002200车辆总重量＜14吨的货车底盘装

有发动机的1648706003000大型客车底盘装有发动机

的1658706009000其他机动车辆底盘装有发动机的,编



号8701,8703和8705所列车辆用1668707100000小型载人机动车

辆车身(含驾驶室编号8703所列车辆用的(10座及以上的客运车

辆除外)1678707901000大型客车用车身（含驾驶室）30座以下

客车辆用1688707909000其他车辆用车身(含驾驶室)编号8701

至8702,8704,8705的车辆用1698708299010汽车天窗包括含边框

、启动马达的汽车天窗1708708299090其他车身未列名零部件

包括驾驶室的零件、附件1718708399100防抱死制动器(ABS)

1728708399910制动力分配(EBD)装置(ABS用)结构与ABS液压

调节器相似,具有调整车轮制动力分配功能1738708399920液压

调节器(ABS用)由ECU控制模块,电机,传感器,电磁阀等组

成1748708399930驱动防滑(ASR)装置(ABS用)结构与ABS液压

调节器相似,具有驱动防滑的功能1758708399990其他机动车辆

用制动器及零件包括助力制动器及零件1768708409100小轿车

用自动换档变速箱 1778708409900其他未列名机动车辆用变速

箱 1788708501000牵引车、拖拉机用驱动桥装有差速器的,不论

是否装有其他传动件1798708502010轴荷≥10吨的中后驱动桥

及其零件装有差速器的,不论是否装有其他传动

件1808708502090其他大型客车用驱动桥装有差速器的,不论是

否装有其他传动件1818708504000柴、汽油型轻型货车用驱动

桥8704-2100,2230,3100,3230所列≤14吨车辆用,装差速

器1828708505010轴荷≥6吨的前驱动桥 1838708505090其他柴

油型重型货车用驱动桥指编号87042240,87042300及87043240所

列车辆用1848708506000特种车用驱动桥指8705所列车辆用,装

有差速器,不论是否装有其他传动件1858708509000未列名机动

车辆用驱动桥装有差速器的,不论是否装有其他传动

件1868708609000未列名机动车辆用非驱动桥及零件



1878708949000未列名机动车辆用转向盘、转向柱包括转向

器1888708999100其他8701至8704所列车辆用车架

1898708999900机动车辆用未列名零件.附件编号8701至8704所

列车辆用1908901201100载重量不超过10万吨的成品油船

1918901202100载重量不超过15万吨的原油船 1928901203100容

积不超2万立方米液化石油气船 1938901209000其他油船

1948901902100可载6千标准箱及以下的集装箱船

1958901903100载重2万吨及以下的滚装船 1968901904100载重

量不超过15万吨散货船 1978901908000其他机动货运船舶及客

货兼运船舶 1989031490010用于光盘生产线的AID自动检测机

1999504100000电视电子游戏机指与电视接收机配套使用

的2009504301000电子游戏机使用硬币、钞票（纸币）、圆形

代币及类似品的2019504309000其他游戏用品使用硬币,钞票,圆

代币及类似品.但保龄球道设备除外2029504901000其他电子游

戏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