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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由地方、部门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签发 序号商品编码商

品名称备注 3018471491000系统形式报验的巨、大、中型机计

算机指自动数据处理设备3028471492000以系统形式报验的小

型计算机计算机指自动数据处理设备3038471494000以系统形

式报验的微型机 3048471499100其他分散型工业过程控制设备

以系统形式报验的3058471501000巨,大,中型机数字式中央处理

部件不论是否在同一机壳内有一或两个存储,输入或输出部

件3068471502000小型机的数字式中央处理部件不论是否在同

一机壳内有一或两个存储,输入或输出部件3078471504000微型

机的数字式处理部件不论是否在同一机壳内有一或两存储,输

入或输出部件30884715090008471.41或8471.49所列以外设备的

中央处理部件不论是否在同一机壳内有一或两存储,输入或输

出部件3098471601100液晶显示器 3108471601200阴极射线管显

示器 3118471601900其他显示器 3128471603100自动数据处理设

备的针式打印机 3138471603200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激光打印

机 3148471603300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喷墨打印机

3158471603900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其他打印机 3168471605000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扫描器 3178471609000计算机的其他输入

或输出部件计算机指自动数据处理设备3188471703010具有刻

录功能的光盘驱动器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光盘驱动

器3198471703090其他光盘驱动器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光盘驱

动器3208471709000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其他存储部件



3218471809010网络接入卡(网卡) 3228471809090其他自动数据

处理设备的部件 3238471900010专用于复制的光盘刻录机也称

光盘复读机3248471900090未列名的磁性或光学阅读器包括将

数据以代码形式转录的机器及处理这些数据的机

器3258474201000齿辊式破碎及磨粉机器用于泥土、石料、矿

石或其他固体物质的3268474202000球磨式磨碎或磨粉机用于

泥土、石料、矿石、或其他固体物质的3278474209000破碎或

磨粉用机器用于泥土、石料、矿石或其他固体物质

的3288474310000混凝土或砂浆混合机器用于泥土、石料、矿

石或其他固体物质的3298474320000矿物与沥青的混合机器用

于泥土、石料、矿石或其他固体物质的3308474390000混合或

搅拌机器用于泥土、石料、矿石或其他固体物质

的3318475100000白炽灯炮、灯管等的封装机包括放电灯管、

电子管、闪光灯泡等3328477101090其他注塑机加工塑料

的3338477209000其他加工塑料或橡胶的挤出机 3348477401000

塑料中空成型机 3358477402000塑料压延成型机 3368477590000

模塑机、成型机 3378477800000未列名的橡胶或塑料加工机器

3388479102100沥青混凝土摊铺机 3398479102900其他摊铺机

3408479820010耐腐蚀搅拌器耐腐蚀热交换器、搅拌器

用3418479820020带搅拌装置的发酵罐不发散气溶胶，且容积

大于20升3428479820090其他混合、搅拌、轧碎、研磨机器包

括筛选、均化、乳化机器3438479896100自动插件机

3448479896200自动贴片机 3458479899090本章其他未列名机器

及机械器具具有独立功能的3468480410010汽车及家用电器的

模具 3478480410090金属,硬质合金用注模或压模

3488480710090其他塑料或橡胶用注模或压模 3498501610000



≤75KVA交流发电机输出功率不超过75千伏安3508501620000

＞75KVA≤375KVA交流发电机输出功率超过75千伏安,但不超

过375千伏安3518501630000＞375KVA≤750KVA交流发电机输

出功率超过375千伏安,但不超过750千伏安3528501641000

＞750KVA≤350MVA交流发电机输出功率超过750千伏安,不

超过350兆伏安的交流发电机3538501642000＞350MVA

≤665MVA交流发电机输出功率超过350兆伏安,但不超过665

兆伏安交流发电机3548501643000＞665MVA交流发电机输出

功率超过665兆伏安3558502120000＞75KVA≤375KVA柴油发

电机组输出功率＞75KVA≤375KVA,包括半柴油发电机

组3568502131000＞375KVA≤2MVA柴油发电机组输出功率

＞375KVA≤2MVA,包括半柴油发电机组3578502132000

＞2MVA以上柴油发电机组输出功率超过2兆伏安,包括半柴油

发电机组3588504210000≤650KVA液体介质变压器额定容量不

超650千伏安的3598504220000650KVA至10MVA液体介质变压

器额定容量超过650千伏安,但不超过10兆伏安

的360850423110010额定容量超过10兆伏安,但小于400兆伏安

的3618504231200220≤额定容量 3628504231300330≤额定容量

3638504232900额定容量≥500MVA液体变压器 3648504311000

额定容量不超过1千伏安的互感器 3658504319000额定容量≤1

千伏安的其他变压器 36685043290001＜额定容量≤16KVA的

其他变压器额定容量超过1千伏安,但不超过16千伏安

的367850433000016＜额定容量≤500KVA其他变压器

3688504340000额定容量＞500KVA的其他变压器

3698504500000其他电感器 3708515219000其他全自动或半自动

电阻焊接机器包括焊接装置3718515319000其他电弧焊接机及



装置全自动或半自动的3728515390000其他电弧焊接机器及装

置非全自动或半自动的3738515800000其他焊接机器及装置包

括用于热喷金属或金属陶瓷的电气机器及装置3748517210000

传真机 3758517309100模拟式移动通信交换机 3768517502100光

端机及脉冲编码调制设备 3778517502200波分复用光传输设备

3788517502900其他有线光通讯设备 3798517503200非光通讯以

太网络交换机 3808517503600调制解调器 3818517503900其他有

线数字通信设备 3828517509000有线载波通信用其他设备

3838517902000光端机、脉冲编码调制设备的零件

3848517903100传真机用热敏记录头 3858517903200传真机用接

触式图象传感器 3868517903900传真机的其他零件

3878517909000编号8517所列其他通信设备零件 3888518400010

电器扩音器列入ITA的有线电话重复器用的3898518400090其他

音频扩大器 3908519991000激光唱机 3918520321000数字音频式

盒式磁带录音机不论是否装有声音重放装置3928520329000其

他数字音频式磁带录音机盒式数字音频式磁带录音机除

外3938520399000其他磁带录音机盒式磁带录音机除

外3948520901000闪速存储器型不论是否装有声音重放装

置3958520909010具有录音功能的激光唱机 3968520909090其他

录音机及声音录制设备盒式磁带录放音机除外3978521101100

广播级磁带录像机不论是否装有高频调谐放大

器3988521102000磁带放像机不论是否装有高频调谐放大

器3998521901110具有录制功能的视频高密光盘(VCD)播放机

不论是否装有高频调谐放大器4008521901190其他视频高密光

盘(VCD)播放机不论是否装有高频调谐放大器4018521901210

具有录制功能的数字化视频光盘(DVD)播放机不论是否装有



高频调谐放大器4028521901290其他数字化视频光盘(DVD)播

放机不论是否装有高频调谐放大器4038521901910具有录制功

能的其他激光视盘播放机不论是否装有高频调谐放大

器4048521901990其他激光视盘播放机不论是否装有高频调谐

放大器4058521909090其他视频信号录制或重放设备不论是否

装有高频调谐放大器4068522902100录音机走带机构(机芯)不

论是否装有磁头4078522902900盒式磁带录音机或放声机其他

零件 4088522903110具有刻录功能激光视盘机机芯

4098522903190其他激光视盘机的机芯 4108522903910激光视盘

机的激光收发装置激光头4118522903920激光视盘机激光收发

装置用零件 4128522903990其他视频信号录放设备的零件

4138525109000其他无线电话、电报发送设备 4148525201900其

他卫星地面站设备 4158525202300对讲机 4168525209100广播电

视用装有接收装置发送设备 4178525209900其他装有接收装置

的发送设备 4188525301010抗辐射电视摄像机能抗5×104戈瑞(

硅)以上辐射而又不会降低使用质量4198525301090其他特种用

途电视摄像机 4208525309100非特种用途广播级电视摄像机

4218525309920非广播级由镜头 CCD/CMOS 数字信号处理电

路三部分构成的摄像组件 4228525309990其他电视摄像机

4238525401000特种静像摄像机及其他摄录一体机包括特种用

途数码相机4248525404100广播级静像摄像机及广播级其他摄

录一体机4258525404200家用型摄录一体机 4268525404900其他

静像摄像机及摄录一体机 4278525405000其他数字照相机

4288526101010用于导弹、火箭等的导航雷达设备用于弹道导

弹、运载火箭、探空火箭等的目标探测4298526101090其他导

航用雷达设备 4308526109011用于导弹、火箭等的机载雷达设



备用于弹道导弹、运载火箭、探空火箭等的目标探

测4318526109019其他机载雷达包括气象雷达,地形雷达和空中

交通管制应答系统4328526109091用于导弹、火箭等的其他雷

达设备用于弹道导弹、运载火箭、探空火箭等的目标探

测4338526109099其他雷达设备 4348526919000其他无线电导航

设备 4358526920000无线电遥控设备 4368527210000需外接电源

汽车收录(放)音组合机包括兼可接收无线电话,电报的设

备4378527310000其他收录(放)音组合机包括兼可接收无线电

话,电报的设备4388527901000无线寻呼机(BP机) 4398527909010

呼叫、提示和寻呼用便携式接收器 4408527909090其他无线电

话,电报,广播接收设备 4418528122100屏幕≤42厘米阴极射线显

像管彩电所列规格指显示屏幕对角线尺寸442852812230052所

列规格指屏幕对角线尺寸4438528122400屏幕>74厘米阴极射线

显像管彩电所列规格指屏幕对角线尺寸4448528123800屏幕>52

厘米的液晶彩电所列规格指屏幕对角线尺寸4458528123900其

他的液晶彩电所列规格指屏幕对角线尺寸4468528124800显示

屏>52厘米的等离子彩电所列规格指屏幕对角线尺

寸4478528124900其他等离子彩电所列规格指屏幕对角线尺

寸4488528129000其他彩色电视接收装置所列规格指屏幕对角

线尺寸4498528210000彩色视频监视器 4508528301000彩色视频

投影机 4518529101000雷达及无线电导航设备天线及零件包括

天线反射器4528529109010无线电话电报装置的天线

4538529109090其他无线电设备天线及其零件编号8525至8528

所列其他装置或设备的,包括天线反射器4548529901000电视发

送,差转等设备零件包括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转播设备零

件4558529902000手持式无线电话机零件 4568529905000雷达及



无线电导航设备零件 4578529908110背投电视机用光机

4588529908190其他彩色电视机零件（等离子显象组件及其零

件除外）高频调谐器除外4598529908200等离子显象组件及其

零件 4608530100000铁道或电车道用电气信号等设备包括安全

或交通管理设备4618530800000其他用电气信号,安全,交通设备

指道路或内河航道、停车场、港口、机场用4628531109000其

他防盗或防火报警器及类似装置 4638531901000防盗、防火及

类似装置用零件 4648535290010六氟化硫断路器（含组合电器

） 4658535290090电压≥72.5千伏自动断路器用于电压超

过1000伏的线路4668537101020绕线机用调节和编程控制

器84798990.60绕线机用4678537101030机床用数控装置用于电

压不超过1000伏的线路4688537101090其他数控装置用于电压

不超过1000伏的线路4698537109010电梯用控制柜（电气柜）

电压不超过1000伏的线路4708537109090其他电力控制或分配

的装置电压不超过1000伏的线路4718537201000电压≥500千伏

高压开关装置全封闭组合式高压开关装置电压500千伏及以上

的线路4728538101000子目号85372010所列装置的零件电压

≥500KV线路用全封闭组合式高压开关装置用4738540110000

彩色阴极射线电视显像管包括视频监视器用阴极射线

管4748540400000点距指屏幕荧光点间距小于0.4mm的彩色数

据/图形显示管4758540601000雷达显示管 4768543892090其他

高,中频放大器 4778543899010飞行数据记录器、报告器

4788543899030模/数转换器能设计或改进成军用，或设计成抗

辐射的4798543899090其他未列名的电气设备及装置具有独立

功能4808543904000高、中频放大器用零件 48185445910001000

伏≥耐压＞80伏无接头电缆指额定电压超过80伏,但不超



过1000伏4828544601100耐压＞35千伏的电缆 4838544601900耐

压＞1千至35千伏的电缆 4848544700000光缆 4858601102000由

外部交流电驱动的铁道机车 4868601109000由其他外部电力驱

动的铁道机车 4878603100000由外电力驱动铁道用机动客,货车

包括电车道用的,但编号86.04的货品除外4888604001900铁道及

电车道用其他检验、查道车不论是否机动4898604009100电气

化接触网架线机(轨行式)不论是否机动4908608009000铁道及

电车道轨道固定装置及配件包括交通机械信号,安全或交通管

理设备及其零件4918701901110功率大于150马力的轮式拖拉机

4928701901190其他轮式拖拉机 4938701901910其他功率大于150

马力的拖拉机 4948701901990其他拖拉机 4958701909000其他牵

引车不包括编号8709的牵引车4968704103000非公路用电动轮

货运自卸车 4978704109000其他非公路用货运自卸车

4988705102100起重重量≤50吨全路面起重车 499870510220050

5008705102300起重量>100吨全路面起重车 5018705109100起重

重量≤50吨其他机动起重车 502870510920050 5038705901000无

线电通信车 5048705902000机动放射线检查车 5058705903000机

动环境监测车 5068705905100航空电源车(频率为400赫兹)

5078705905900其他机动电源车频率为400赫兹航空电源车除

外5088705906000飞机加油车,调温车,除冰车 5098705907000道

路(包括跑道)扫雪车 5108705908000石油测井车,压裂车,混沙车

5118706004000汽车起重机底盘装有发动机的5128708601000牵

引车、拖拉机用非驱动桥及零件 5138711100010微马力摩托车

及脚踏两用车装有往复式活塞发动机,微马力指排气

量=50cc5148711100090微马力摩托车及脚踏两用车装有往复式

活塞发动机,微马力指排气量＜50cc515871120100050cc装有往



复式活塞发动机,含脚踏两用车5168711202000100cc装有往复式

活塞发动机,含脚踏两用车5178711203000125cc装有往复式活塞

发动机,含脚踏两用车5188711204000150cc装有往复式活塞发动

机,含脚踏两用车5198711205000200cc装有往复式活塞发动机,

含脚踏两用车5208711301000250cc＜汽缸容量≤400cc摩托车装

有往复式活塞发动机,含脚踏两用车5218711302000400cc＜汽缸

容量≤500cc摩托车装有往复式活塞发动机,含脚踏两用

车5228711400000汽油型大马力摩托车及脚踏两用车装有往复

式活塞发动机,大马力指500cc5238711500000汽油型超大马力摩

托车及类似车装有往复式活塞发动机,超大马力指排气量

＞800cc5248711900010电动自行车 5258711900090装有其他发动

机的摩托车及边车包括脚踏两用车5268714190000摩托车其他

零件、附件包括机动脚踏两用车的零件、附件5278802110000

空载重量不超过２吨的直升机 52888021210002吨＜空载重量

≤7吨的直升机 5298802200000小型飞机及其他航空器小型指

空载重量不超过2吨的5308802300000中型飞机及其他航空器中

型指2吨＜空载重量≤15吨531880240101025吨≤空载重量＜45

吨客运飞机 5328802401090其他大型飞机及其他航空器大型

指15吨＜空载重量＜25吨5338802402000特大型飞机及其他航

空器特大型指空载重量超过45吨5348805290000其他地面飞行

训练器及其零件 5358901101010高速客船包括主要用于客运的

类似船舶5368901101090其他机动巡航船游览船及各式渡船包

括主要用于客运的类似船舶5378901905000机动多用途船

5388901909000非机动货运船舶及客货兼运船舶 5398904000000

拖轮及顶推船 5408905100000挖泥船 5418905909000其他不以航

行为主要功能的船舶包括灯船、消防船、起重



船5429001100011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G652A、G652B

、G652C5439001100019其他光导纤维但编号8544的货品除

外5449001100090光导纤维束及光缆但编号8544的货品除

外5459006109000其他制版照相机 5469006510000通过镜头取景

的照相机单镜头反光式(SLR),使用胶片宽度≤35毫

米5479006520000使用胶片宽＜35mm的其他照相机

5489006530000其他照相机使用胶片宽度为35毫

米5499006591000激光照相排版设备使用胶片宽

＞35mm5509006599010分幅相机记录速率超过每秒225000

帧5519006599020电子(或电子快门)分幅相机帧曝光时间为51

纳秒或更短5529006599030条纹相机书写速度超过每微秒0. 5毫

米5539006599040电子条纹相机时间分辨率为51纳秒或更

小5549006599090使用胶片宽＞35mm的其他照相机

5559014800010比例误差小于0.25%的加速度表 5569014800020高

度表用于弹道导弹、运载火箭、探空火箭等的目标探

测5579014800090其他导航仪器及装置 5589018110000心电图记

录仪 5599018121010Ｂ型超声波诊断仪零件 5609018121090Ｂ型

超声波诊断仪 5619018129100彩色超声波诊断仪 5629018130010

核磁共振成像装置零件 5639018130090核磁共振成像装置

5649018140000闪烁摄影装置 5659018193000病员监护仪

5669018199000其他电气诊断装置编号90181000中未列名

的5679018491000装有牙科设备的牙科用椅 5689018903000内窥

镜 5699018904000肾脏透析设备(人工肾) 5709018906000输血设

备 5719018907000麻醉设备 5729018909000其他医疗、外科或兽

医用仪器器具 5739022120000X射线断层检查仪 5749022130000

其他牙科用x射线应用设备 5759022140010医用直线加速器



5769022140090其他医疗或兽医用x射线应用设备

5779022191000低剂量X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5789022199000其他X

射线应用设备 5799022210000医疗用α、β、γ射线设备外科

、牙科或兽医用5809022290000其他非医疗用α、β、γ射线

设备 5819022300010X射线断层检查仪专用球管 5829022300090

其他X射线管 5839022901000X射线影像增强器 5849022909010

射线发生器的零部件 5859022909020闪光X射线发生器峰值能

量≥500千电子伏5869022909030X射线断层检查仪专用探测器

5879022909090编号9022所列其他设备及零件包括高压发生器

、控制板及控制台、荧光屏等5889030409000其他无线电通讯

专用仪器及装置12.4千兆赫兹以下数子式频率计除

外5899031100010陀螺动态平衡测试仪 5909031100090其他机械

零件平衡试验机 5919031490090其他光学测量或检验仪器和器

具90章其他编号未列名的5929031801000光纤通信及光纤性能

测试仪 5939032890010飞机自动驾驶系统包括驾驶、电子控制

飞行、故障分析、警告系统配平系统及推力监控设备等仪

表5949032890090其他自动调节或控制仪器及装置

5959033000010飞机自动驾驶系统的零件包括驾驶、电子控制

飞行、故障分析、警告、配平系统及推力监控设备等零

件5969033000090第90章其他编号未列名零、附件指第90章所

列机器、器具、仪器或装置用5979101110000机械指示式的贵

金属电子手表表壳用贵金属或包贵金属制成的5989101210000

自动上弦的贵金属机械手表表壳用贵金属或包贵金属制成

的5999101290000非自动上弦贵金属机械手表表壳用贵金属或

包贵金属制成的6009102110000机械指示式的其他电子手表贵

金属或包贵金属制壳的除外6019102210000其他自动上弦的机



械手表用贵金属或包贵金属制壳的除外6029102290000其他非

自动上弦的机械手表用贵金属或包贵金属制壳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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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