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产品与 2015 年 HS 编码对应参考表 

序号 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产品名称 
2015年商品编码 
（HS编码） 

商品编码对应的商品名称及备注 

1 电线组件 
8536909000 其他电压≤1000 伏电路连接器等电气装置 

8544422100 80V<额定电压≤1000V 有接头电缆 

2 交流额定电压 3kV 及以下铁路机车车辆用电线电缆 
8544492100 1000 伏≥额定电压＞80 伏其他电缆 

8544601200 1 千伏＜额定电压≤35 千伏的电缆 

3 额定电压 450/750V 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线电缆 8544492100 1000 伏≥额定电压＞80 伏其他电缆 

4 额定电压 450/750V 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线电缆 8544492100 1000 伏≥额定电压＞80 伏其他电缆 

5 插头插座（家用和类似用途、工业用） 
8536901900 其他 36 伏<电压≤1000 伏的接插件 

8536690000 电压≤1000 伏的插头及插座 

6 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的开关 8536909000 其他电压≤1000 伏电路连接器等电气装置 

7 器具耦合器（家用和类似用途、工业用） 

8536909000 其他电压≤1000 伏电路连接器等电气装置 

8536690000 电压≤1000 伏的插头及插座 

8536901900 其他 36 伏<电压≤1000 伏的接插件 

8 热熔断体 8536100000 熔断器(电压不超过 1000 伏) 

9 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电器附件外壳 8536909000 其他电压≤1000 伏电路连接器等电气装置 

10 小型熔断器的管状熔断体 8536100000 熔断器(电压不超过 1000 伏) 

11 漏电保护器 

8536300000 电压≤1000 伏其他电路保护装置 

8536419000 36 伏＜电压≤60 伏的继电器 

8536490000 电压大于 60 伏的继电器(用于电压不超过 1000 伏的线路) 

12 断路器 
8535210000 电压＜72.5 千伏自动断路器(用于电压超过 1000 伏的线路) 

8536200000 电压不超过 1000 伏自动断路器 

13 熔断器 
8535100000 电路熔断器(电压＞1000 伏) 

8536100000 熔断器(电压不超过 1000 伏) 

14 低压开关（隔离器、隔离开关、熔断器组合电器） 
8535309000 隔离开关及断续开关(用于电压超过 1000 伏的线路) 

8536500000 电压≤1000 伏的其他开关(用于电压不超过 1000 伏的线路) 

15 其他电路保护装置 

8536300000 电压≤1000 伏其他电路保护装置 

8535900090 其他>1000 伏电路开关等电气装置 

8536419000 36 伏＜电压≤60 伏的继电器 

8536490000 电压大于 60 伏的继电器(用于电压不超过 1000 伏的线路) 

16 继电器 
8536419000 36 伏<电压≤60 伏的继电器 

8536490000 电压大于 60 伏的继电器(用于电压不超过 1000 伏的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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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其他开关 8536500000 电压≤1000 伏的其他开关 

18 其他装置 8536300000 电压≤1000 伏其他电路保护装置(用于电压不超过 1000 伏的线路) 

19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 8537109090 其他电力控制或分配的装置(电压不超过 1000 伏的线路) 

20 小功率电动机 

8501520000 
＞750W ≤75KW 多相交流电动机(输出功率不超过 750 瓦，但不超过 75
千瓦) 

8501320000 
＞750W≤75KW 直流电动机、发电机(输出功率超过 750 瓦,但不超过 75
千瓦) 

8501510090 其他不超过 750W 多相交流电动机(输出功率不超过 750 瓦) 

8501200000 ＞37.5W 交直流两用电动机(输出功率超过 37.5 瓦) 

8501310000 其他≤750 瓦直流电动机、发电机(输出功率不超过 750 瓦) 

8501400000 单相交流电动机 

21 电钻 
8467210000 手提式电动钻 

8467299000 其他手提式电动工具 

22 电动螺丝刀和冲击扳手 8467299000 其他手提式电动工具 

23 电动砂轮机 
8467291000 手提式电动砂磨工具 

8467299000 其他手提式电动工具 

24 砂光机 8467299000 其他手提式电动工具 

25 圆锯 
8467229000 其他手提式电锯 

8467299000 其他手提式电动工具 

26 电锤 8467299000 其他手提式电动工具 

27 不易燃液体电喷枪 8467299000 其他手提式电动工具 

28 电剪刀 8467299000 其他手提式电动工具 

29 攻丝机 8467299000 其他手提式电动工具 

30 往复锯 
8467229000 其他手提式电锯 

8467299000 其他手提式电动工具 

31 插入式混凝土振动器 8467299000 其他手提式电动工具 

32 电链锯 
8467221000 手提式电动链锯 

8467299000 其他手提式电动工具 

33 电刨 
8467292000 手提式电刨 

8467299000 其他手提式电动工具 

34 电动修枝剪 8467299000 其他手提式电动工具 

35 电木铣和修边机 8467299000 其他手提式电动工具 

36 电动石材切割机 8467299000 其他手提式电动工具 

37 小型交流弧焊机 

8515319900 其他电弧(包括等离子弧)焊接机及装置(全自动或半自动的) 

8515390000 其他电弧(等离子弧)焊接机器及装置(非全自动或半自动的) 

8515319100 螺旋焊管机[电弧（包括等离子弧）焊接式，全自动或半自动的] 

8515809090 其他焊接机器及装置 

8515900000 电气等焊接机器及装置零件(包括激光，其他光、光子束、超声波、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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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束磁脉冲等) 

38 交流弧焊机 

8515319900 其他电弧(包括等离子弧)焊接机及装置(全自动或半自动的) 

8515390000 其他电弧(等离子弧)焊接机器及装置(非全自动或半自动) 

8515319100 螺旋焊管机[电弧（包括等离子弧）焊接式，全自动或半自动的] 

8515809090 其他焊接机器及装置 

8515900000 
电气等焊接机器及装置零件(包括激光，其他光、光子束、超声波、电
子束磁脉冲等) 

8515312000 电弧(包括等离子弧)焊接机器人 

39 直流弧焊机 

8515319900 其他电弧(包括等离子弧)焊接机及装置(全自动或半自动的) 

8515390000 其他电弧(等离子弧)焊接机器及装置(非全自动或半自动) 

8515319100 螺旋焊管机[电弧（包括等离子弧）焊接式，全自动或半自动的] 

8515809090 其他焊接机器及装置 

8515900000 
电气等焊接机器及装置零件(包括激光，其他光、光子束、超声波、电
子束磁脉冲等) 

8515312000 电弧(包括等离子弧)焊接机器人 

40 TIG 弧焊机 

8515319900 其他电弧(包括等离子弧)焊接机及装置(全自动或半自动的) 

8515390000 其他电弧(等离子弧)焊接机器及装置(非全自动或半自动) 

8515319100 螺旋焊管机[电弧（包括等离子弧）焊接式，全自动或半自动的] 

8515809090 其他焊接机器及装置 

8515900000 
电气等焊接机器及装置零件(包括激光，其他光、光子束、超声波、电
子束磁脉冲等) 

8515312000 电弧(包括等离子弧)焊接机器人 

41 MIG/MAG 弧焊机 

8515319900 其他电弧(包括等离子弧)焊接机及装置(全自动或半自动的) 

8515390000 其他电弧(等离子弧)焊接机器及装置(非全自动或半自动) 

8515319100 螺旋焊管机[电弧（包括等离子弧）焊接式，全自动或半自动的] 

8515809090 其他焊接机器及装置 

8515900000 
电气等焊接机器及装置零件(包括激光，其他光、光子束、超声波、电
子束磁脉冲等) 

8515312000 电弧(包括等离子弧)焊接机器人 

42 埋弧焊机 

8515319900 其他电弧(包括等离子弧)焊接机及装置(全自动或半自动的) 

8515390000 其他电弧(等离子弧)焊接机器及装置(非全自动或半自动) 

8515319100 螺旋焊管机[电弧（包括等离子弧）焊接式，全自动或半自动的] 

8515809090 其他焊接机器及装置 

8515900000 
电气等焊接机器及装置零件(包括激光，其他光、光子束、超声波、电
子束磁脉冲等) 

8515312000 电弧(包括等离子弧)焊接机器人 

43 等离子弧焊机 
8515319900 其他电弧(包括等离子弧)焊接机及装置(全自动或半自动的) 

8515390000 其他电弧(等离子弧)焊接机器及装置(非全自动或半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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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5319100 螺旋焊管机[电弧（包括等离子弧）焊接式，全自动或半自动的] 

8515809090 其他焊接机器及装置 

8515900000 
电气等焊接机器及装置零件(包括激光，其他光、光子束、超声波、电
子束磁脉冲等) 

8515312000 电弧(包括等离子弧)焊接机器人 

44 等离子弧切割机 8456901000 等离子切割机 

45 弧焊变压器防触电装置 

8515319900 其他电弧(包括等离子弧)焊接机及装置(全自动或半自动的) 

8515390000 其他电弧(等离子弧)焊接机器及装置(非全自动或半自动) 

8515809090 其他焊接机器及装置 

8515900000 
电气等焊接机器及装置零件(包括激光，其他光、光子束、超声波、电
子束磁脉冲等) 

46 电焊钳 

8515319900 其他电弧(包括等离子弧)焊接机及装置(全自动或半自动的) 

8515390000 其他电弧(等离子弧)焊接机器及装置(非全自动或半自动) 

8515809090 其他焊接机器及装置 

8515900000 
电气等焊接机器及装置零件(包括激光，其他光、光子束、超声波、电
子束磁脉冲等) 

47 焊接电缆耦合装置 

8515319900 其他电弧(包括等离子弧)焊接机及装置(全自动或半自动的) 

8515390000 其他电弧（等离子弧）焊接机器及装置(非全自动或半自动的) 

8515809090 其他焊接机器及装置 

8515900000 
电气等焊接机器及装置零件(包括激光，其他光、光子束、超声波、电
子束磁脉冲等) 

48 电阻焊机 

8515219100 直缝焊管机(电阻焊接式，全自动或半自动的) 

8515212001 汽车生产线电阻焊接机器人 

8515212090 其它电阻焊接机器人 

8515219900 其他电阻焊接机器(全自动或半自动的) 

8515290000 其他电阻焊接机器及装置 

49 TIG 焊焊炬 

8515319900 其他电弧(包括等离子弧)焊接机及装置(全自动或半自动的) 

8515390000 其他电弧(等离子弧)焊接机器及装置(非全自动或半自动) 

8515809090 其他焊接机器及装置 

8515900000 
电气等焊接机器及装置零件(包括激光，其他光、光子束、超声波、电
子束磁脉冲等) 

50 MIG/MAG 焊焊枪 

8515319900 其他电弧(包括等离子弧)焊接机及装置(全自动或半自动的) 

8515390000 其他电弧(等离子弧)焊接机器及装置(非全自动或半自动) 

8515809090 其他焊接机器及装置 

8515900000 
电气等焊接机器及装置零件(包括激光，其他光、光子束、超声波、电
子束磁脉冲等) 

51 送丝装置 
8515319900 其他电弧(包括等离子弧)焊接机及装置(全自动或半自动的) 

8515390000 其他电弧(等离子弧)焊接机器及装置(非全自动或半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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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5809090 其他焊接机器及装置 

8515900000 
电气等焊接机器及装置零件(包括激光，其他光、光子束、超声波、电
子束磁脉冲等) 

52 家用电冰箱和食品冷冻箱 

8418102000 200＜容积≤500 升冷藏冷冻组合机(各自装有单独外门的) 

8418103000 容积≤200 升冷藏-冷冻组合机(各自装有单独外门的) 

8418211000 容积＞150 升压缩式家用型冷藏箱 

8418212000 压缩式家用型冷藏箱(50＜容积≤150 升) 

8418213000 容积≤50 升压缩式家用型冷藏箱 

8418291000 半导体制冷式家用型冷藏箱 

8418292000 电气吸收式家用型冷藏箱 

8418299000 其他家用型冷藏箱 

8418302900 制冷温度＞-40℃小的其他柜式冷冻箱(小的指容积≤500 升) 

8418402900 制冷温度＞-40℃小的立式冷冻箱(小的指容积≤500 升) 

8418500000 
装有冷藏或冷冻装置的其他设备,用于存储及展示(包括柜、箱、展示台、
陈列箱及类似品) 

53 电风扇 

8414511000 功率≤125w 的吊扇(本身装有一个输出功率不超过 125w 的电动机) 

8414512000 其他功率≤125w 的换气扇(装有一输出功率≤125w 电动机) 

8414513000 
功率≤125w 有旋转导风轮的风扇(本身装有一个输出功率不超过 125w
的电动机) 

8414519100 功率≤125w 的台扇(本身装有一个输出功率不超过 125w 的电动机) 

8414519200 功率≤125w 的落地扇(本身装有一个输出功率不超过 125w 的电动机) 

8414519300 功率≤125w 的壁扇(本身装有一个输出功率不超过 125w 的电动机) 

8414519900 
其他功率≤125w 其他风机、风扇(本身装有一个输出功率不超过 125w
的电动机) 

8414591000 其他吊扇(电动机输出功率超过 125w 的) 

8414592000 其他换气扇(电动机输出功率超过 125w 的) 

8414599091 其他台扇、落地扇、壁扇(电动机输出功率超过 125w 的) 

8414599099 其他风机、风扇 

54 空调器 

8415101000 
独立窗式或壁式空气调节器(装有电扇及调温、调湿装置,包括不能单独
调湿的空调器) 

8415102100 
制冷量≤4 千大卡/时分体式空调,窗式或壁式(装有电扇及调温、调湿装
置,包括不能单独调湿的空调器) 

8415102201 
制冷量＞4 千大卡/时分体式空调,窗式或壁式(装有电扇及调温、调湿装
置,包括不能单独调湿的空调器) 

8415102290 
其他制冷量＞4 千大卡/时分体式空调,窗式或壁式(装有电扇及调温、调
湿装置,包括不能单独调湿的空调器) 

8415811000 
制冷量≤4 千大卡/时热泵式空调器(装有制冷装置及一个冷热循环换向
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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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5812001 
制冷量＞4 千大卡/时热泵式空调器(装有制冷装置及一个冷热循环换向
阀的) 

8415812090 
制冷量＞4 千大卡/时热泵式空调器(装有制冷装置及一个冷热循环换向
阀的) 

8415821000 
制冷量≤4 千大卡/时的其他空调器(仅装有制冷装置,而无冷热循环装
置的) 

8415822001 
制冷量＞4 千大卡/时的其他空调(仅装有制冷装置,而无冷热循环装置
的) 

8415822090 
其他制冷量＞4 千大卡/时的其他空调(仅装有制冷装置,而无冷热循环
装置的) 

8479892000 空气增湿器及减湿器 

55 电动机―压缩机 

8414301100 电动机额定功率≤0.4kw 冷藏或冷冻箱用压缩机 

8414301200 
其他电驱动冷藏或冷冻箱用压缩机(指 0.4 千瓦＜额定功率≤5 千瓦的
电动机) 

8414301300 电动机额定功率>0.4kw，但≤5kw 的空调器用压缩机 

8414301900 电动机驱动其他用于制冷设备的压缩机 

56 家用电动洗衣机 

8450111000 干衣量≤10kg 全自动波轮式洗衣机 

8450112000 干衣量≤10kg 全自动滚筒式洗衣机 

8450119000 其他干衣量≤10kg 的全自动洗衣机 

8450120000 装有离心甩干机的非全自动洗衣机(干衣量≤10 千克) 

8450190000 干衣量≤10kg 的其他洗衣机 

8421121000 干衣量≤10 公斤的离心干衣机 

8421191000 脱水机 

57 电热水器 

8516101000 储存式电热水器 

8516102000 即热式电热水器 

8516109000 其他电热水器 

58 室内加热器 

8516299000 电气空间加热器 

8516292000 辐射式空间加热器 

8516293900 其他对流式空间加热器 

8516293100 风扇式对流空间加热器 

8516293200 充液式对流空间加热器 

59 真空吸尘器 
8508110000 

电动的真空吸尘器(功率不超过 1500瓦,且带有容积不超过 20升的集尘
袋或其他集尘容器) 

8508190000 其他电动的真空吸尘器 

60 皮肤和毛发护理器具 

8516310000 电吹风机 

8516320000 其他电热理发器具 

8516330000 电热干手器 

61 电熨斗 8516400000 电熨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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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电磁灶 8516601000 电磁炉 

63 电烤箱（便携式烤架、面包片烘烤器及类似烹调器具） 

8516605000 电烤箱 

8516609000 其他电热炉(包括电热板、加热环、烧烤炉及烘烤器) 

8516721000 家用自动面包机 

8516722000 片式烤面包机(多士炉) 

8516729000 其他电热烤面包器 

64 电动食品加工器具（食品加工机（厨房机械）） 

8509401000 水果或蔬菜的榨汁机 

8509409000 食品研磨机,搅拌器 

8509809000 其他家用电动器具 

65 微波炉 8516500000 微波炉 

66 
电灶、灶台、烤炉和类似器具（驻立式电烤箱、固定式烤

架及类似烹调器具） 

8516799000 其他电热器具 

8516609000 其他电热炉(包括电热板、加热环、烧烤炉及烘烤器) 

67 吸油烟机 8414601000 抽油烟机（指罩的平面最大边长不超过 120 厘米,装有风扇的） 

68 液体加热器和冷热饮水机 

8516711000 滴液式咖啡机 

8516712000 蒸馏渗滤式咖啡机 

8516713000 泵压式咖啡机 

8516719000 其他电热咖啡机和茶壶 

8419810000 加工热饮料,烹调,加热食品的机器 

8516791000 电热饮水机 

69 电饭锅 8516603000 电饭锅 

70 
总输出功率在 500W（有效值）以下的单扬声器和多扬声器

有源音箱 

8518210000 单喇叭音箱 

8518220000 多喇叭音箱 

71 音频功率放大器 

8518400090 其他音频扩大器 

8543709200 其他高,中频放大器 

8518500000 电气扩音机组 

72 各种广播波段的调谐接收机、收音机 
8527920000 带时钟的收音机 

8527990000 其他收音机 

73 
各类载体形式的音视频录制播放及处理设备(包括各类光

盘、磁带、硬盘、等载体形式) 

8517629900 其他接收、转换并发送或再生音像或其他数据用的设备 

8519200010 
以特定支付方式使其工作的激光唱机(用硬币、钞票、银行卡、代币或
其他支付方式使其工作) 

8519200090 其他以特定支付方式使其工作的声音录制或重放设备 

8519811100 
未装有声音录制装置的盒式磁带型声音重放装置（编辑节目用放声机除
外) 

8519811200 装有声音重放装置的盒式磁带型录音机 

8519811900 其他使用磁性媒体的声音录制或重放设备 

8519812100 激光唱机,未装有声音录制装置 

8519812910 具有录音功能的激光唱机 

8519812990 其他使用光学媒体的声音录制或重放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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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9813100 装有声音重放装置的闪速存储器型声音录制设备 

8519813900 其他使用半导体媒体的声音录制或重放设备 

8519891000 不带录制装置的其他唱机,不论是否带有扬声器 

8519899000 其他声音录制或重放设备 

8521901110 具有录制功能的视频高密光盘（VCD）播放机 

8521901190 其他视频高密光盘(VCD)播放机 

8521901290 其他数字化视频光盘（DVD）播放机 

8521901910 具有录制功能的其他激光视盘播放机 

8521901990 其他激光视盘播放机(不论是否装有高频调谐放大器) 

852190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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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以上四种设备的组合 8527910000 其他收录(放)音组合机 

75 音视频设备配套的电源适配器(含充/放电器) 8504401990 其他稳压电源 

76 各种成像方式的彩色电视接收机 

8528711000 彩色的卫星电视接收机(在设计上不带有视频显示器或屏幕的) 

8528718000 其他彩色的电视接收装置（在设计上不带有视频显示器或屏幕的） 

8528721100 其他彩色的模拟电视接收机，带阴极射线显像管的 

8528721200 其他彩色的数字电视接收机,阴极射线显像管的 

8528721900 其他彩色的电视接收机,阴极射线显像管的 

8528722100 彩色的液晶显示器的模拟电视接收机 

8528722200 彩色的液晶显示器的数字电视接收机 

8528722900 其他彩色的液晶显示器的电视接收机 

8528723100 彩色的等离子显示器的模拟电视接收机 

8528723200 彩色的等离子显示器的数字电视接收机 

8528723900 其他彩色的等离子显示器的电视接收机 

8528729100 其他彩色的模拟电视接收机 

8528729200 其他彩色的数字电视接收机 

8528729900 其他彩色的电视接收机 

8529901011 卫星电视接收用解码器 

8528691000 其他彩色的投影机 

8528699000 黑白或其他单色的投影机 

77 监视器 

8528491000 其他彩色的阴极射线管监视器 

8528499000 其他黑白或其他单色的阴极射线管监视器 

8528591090 其他彩色的监视器 

8528599000 黑白或其他单色的监视器 

78 显像（示）管 

8540110000 彩色阴极射线电视显像管(包括视频监视器用阴极射线管) 

8540120000 单色阴极射线电视显像管(包括视频监视器用阴极射线管) 

8540401000 点距<0.4mm 彩色数据/图形显示管(指屏幕荧光点间距＜0.4毫米) 

8540402000 单色数据/图形显示管 

8540609000 其他阴极射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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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录像机 

8521101900 其他磁带型录像机(不论是否装有高频调谐放大器) 

8521102000 磁带放像机(不论是否装有高频调谐放大器) 

85219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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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电子琴 9207100000 通过电产生或扩大声音的键盘乐器(手风琴除外) 

81 天线放大器 
8529102000 收音机、电视机天线及其零件（包括收音机的组合机用的天线及零件） 

8529109090 其他无线电设备天线及其零件 

82 微型计算机 

8471414000 微型机 

8471412000 小型自动数据处理设备 

8471419000 
其他数字式数据处理设备(同一机壳内至少一个 CPU 和一个输入输出部
件;包括组合式) 

8471492000 以系统形式报验的小型计算机 

8471494000 以系统形式报验的微型机 

8471499900 以系统形式报验的其他计算机 

847190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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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72901000 自动柜员机 

8471504001 含显示器和主机的微型机 

8470501000 销售点终端出纳机 

8470509000 其他现金出纳机 

83 便携式计算机 
8471301000 平板电脑 

8471309000 其他便携式自动数据处理设备 

84 与计算机连用的显示设备 

8528410000 专用或主要用于品目 8471 商品的阴极射线管监视器 

8528511000 专用或主要用于品目 8471 商品的液晶监视器 

8528519000 其他专用或主要用于品目 8471商品的监视器 

8528610010 专用或主要用于品目 8471 商品的彩色投影机 

8528610090 其他专用或主要用于品目 8471商品的投影机 

8528691000 其他彩色的投影机 

8528699000 黑白或其他单色的投影机 

85 与计算机相连的打印设备 

8443321100 
专用于品目8471所列设备的针式打印机(可与自动数据处理设备或网络
连接) 

8443321200 
专用于品目8471所列设备的激光打印机(可与自动数据处理设备或网络
连接) 

8443321300 
专用于品目8471所列设备的喷墨打印机(可与自动数据处理设备或网络
连接) 

8443321400 
专用于品目8471所列设备的热敏打印机(可与自动数据处理设备或网络
连接) 

8443321900 专用于品目8471所列设备的其他打印机(可与自动数据处理设备或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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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8472100000 胶版复印机、油印机 

8443329090 
其他印刷(打印)机、复印机和电传打字机(可与自动数据处理设备或网
络联接) 

86 多用途打印复印机 

8443311090 其他静电感光式多功能一体机(可与自动数据处理设或网络连接） 

8443311010 静电感光式多功能一体加密传真机(可与自动数据处理设或网络连接） 

8443319010 其他具有打印和复印两种功能的机器 

8443319090 其他具有打印、复印或传真中两种及以上功能的机器 

87 扫描仪 8471605000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扫描器 

88 计算机内置电源及电源适配器充电器 
8504401300 品目 8471 所列机器用的稳压电源 

8504401990 其他稳压电源 

89 电脑游戏机 

9504501900 
视频游戏控制器及设备(与电视接收机配套使用的,编号 950430 的货品
除外) 

9504509900 其他视频游戏控制器及设备(编号 950430 的货品除外) 

9504901000 其他电子游戏机 

90 学习机 9504901000 其他电子游戏机 

91 复印机 

8443329090 
其他印刷(打印)机、复印机和电传打字机(可与自动数据处理设备或网
络联接) 

8443391100 将原件直接复印的静电感光复印设备 

8443391200 将原件通过中间体转印的静电感光复印设备 

8443392100 带有光学系统的其他感光复印设备 

8443392200 接触式的其他感光复印设备 

8443392300 热敏复印设备 

8443392400 热升华复印设备 

8443399000 其他印刷(打印)机、复印机 

92 服务器 8471414000 微型机 

93 灯具 

9405100000 枝形吊灯(包括天花板或墙壁上的照明装置，但露天或街道上的除外) 

9405200010 含濒危物种成分的电气台灯、床头灯、落地灯 

9405200090 其他电气台灯、床头灯、落地灯 

9405409000 其他电灯及照明装置 

94 镇流器 
8504101000 电子镇流器 

8504109000 其他放电灯或放电管用镇流器 

95 汽车 

8701200000 半挂车用的公路牵引车 

8701909000 其他牵引车(不包括品目 8709的牵引车) 

8702109100 
30 座及以上大型客车(柴油型)(指装有柴油或半柴油发动机的 30 座及
以上的客运车) 

8702109201 20≤座≤23 装有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客车 

8702109290 24≤座≤29 装有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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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02109300 10≤座≤19 装有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客车 

870290100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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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2902001 20≤座≤23 装有非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客车 

8702902090 24≤座≤29 装有非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客车 

8702903000 10≤座≤19 装有非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客车 

8703213001 排气量≤1 升的装有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小轿车 

8703214001 排气量≤1 升的带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越野车(4 轮驱动) 

8703215001 排气量≤1 升的带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小客车(9 座及以下) 

8703219001 排气量≤1 升的带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其他车辆 

8703223001 1＜排气量≤1.5 升带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轿车 

8703224001 1＜排气量≤1.5 升带点燃往复活塞内燃发动机四轮驱动越野车 

8703225001 1＜排气量≤1.5 升带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客车(≤9座) 

8703229001 1＜排气量≤1.5 升带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其他车 

8703234101 1.5＜排气量≤2 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轿车 

8703234201 1.5＜排气量≤2 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越野车(4 轮驱动) 

8703234301 1.5＜排气量≤2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客车(9座及以下的) 

8703234901 1.5＜排气量≤2 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其他载人车辆 

8703235101 2＜排气量≤2.5 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轿车 

8703235201 2＜排气量≤2.5 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越野车(4 轮驱动) 

8703235301 2＜排量≤2.5 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客车(9 座及以下的) 

8703235901 2＜排气量≤2.5 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其他载人车辆 

8703236101 2.5＜排气量≤3 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轿车 

8703236201 2.5＜排气量≤3 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越野车(4 轮驱动) 

8703236301 
2.5＜排气量≤3 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旅行小客车(9 座及以
下的) 

8703236901 
2.5＜排气量≤3 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其他载人车辆(不包
括非 4 轮驱动越野车) 

8703241101 3＜排气量≤4 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轿车 

8703241201 3＜排气量≤4 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越野车(4 轮驱动) 

8703241301 3＜排气量≤4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小客车(9座及以下的) 

8703241901 
3＜排气量≤4 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其他载人车辆(不包括
非 4 轮驱动越野车) 

8703242101 排气量＞4 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轿车 

8703242201 排气量＞4 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越野车(4 轮驱动) 

8703242301 排气量＞4 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小客车(9 座及以下的) 

8703242901 
排气量＞4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其他载人车辆(不包括非4
轮驱动越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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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03311101 排气量≤1 升的装有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轿车 

8703311901 排气量≤1 升的装有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其他载人车辆 

8703312101 1 升<排气量≤1.5 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轿车 

8703312201 1 升<排气量≤1.5 升装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越野车(4 轮驱动) 

8703312301 
1 升<排气量≤1.5 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客车(9座及以下
的) 

8703312901 1 升<排气量≤1.5 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其他载人车辆 

8703321101 1.5＜排气量≤2 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轿车 

8703321201 1.5＜排气量≤2 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越野车(4 轮驱动) 

8703321301 1.5＜排气量≤2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客车(9座及以下的) 

8703321901 1.5＜排气量≤2 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其他载人车辆 

8703322101 2＜排气量≤2.5 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轿车 

8703322201 2＜排气量≤2.5 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越野车(4 轮驱动) 

8703322301 2＜排气量≤2.5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客车(9座及以下的) 

8703322901 2＜排气量≤2.5 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其他载人车辆 

8703331101 2.5＜排气量≤3 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轿车 

8703331201 2.5＜排气量≤3 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越野车(4 轮驱动) 

8703331301 2.5＜排气量≤3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客车(9座及以下的) 

8703331901 
2.5＜排气量≤3 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其他载人车辆(不包
括非 4 轮驱动越野车) 

8703332101 3＜排气量≤4 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轿车 

8703332201 3＜排气量≤4 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越野车(4 轮驱动) 

8703332301 3＜排气量≤4 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客车(9 座及以下的) 

8703332901 
3＜排气量≤4 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其他载人车辆(不包括
非 4 轮驱动越野车) 

8703336101 排气量＞4 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轿车 

8703336201 排气量＞4 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越野车(4 轮驱动) 

8703336301 排气量＞4 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客车(9 座及以下的) 

8703336901 
排气量＞4 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其他载人车辆(不包括非 4
轮驱动越野车) 

8703900001 其他型排气量≤1 升的其他载人车辆 

8703900002 其他型 1.5 升＜排气量≤2 升的其他载人车辆 

8703900003 其他型 2 升＜排气量≤2.5 升的其他载人车辆 

8703900004 其他型 2.5 升＜排气量≤3 升的其他载人车辆 

8703900005 其他型 3 升＜排气量≤4 升的其他载人车辆 

8703900007 1 升<其他型排气量≤1.5 升的其他载人车辆 

8703900006 其他型排气量＞4 升的其他载人车辆 

8703900010 电动汽车和其他无法区分排气量的载人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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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04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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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704223000 
柴油型其他中型货车(装有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中型指 5<车辆总重
量<14 吨) 

87042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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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4230010 
固井水泥车、压裂车、混砂车、连续油管车、液氮泵车用底盘(车辆总
重量＞35 吨,装驾驶室) 

8704230020 起重≥55 吨汽车起重机用底盘(装有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 

8704230030 车辆总重量≥31 吨清障车专用底盘 

870423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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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4310000 总重量≤5 吨的其他货车(汽油型,装有点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 

8704323000 5 吨＜总重量≤8 吨的其他货车(汽油型,装有点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 

8704324000 总重量＞8 吨的其他货车(汽油型,装有点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 

8704900000 装有其他发动机的货车 

8705102100 起重重量≤50 吨全路面起重车 

8705102200 50<起重量≤100 吨全路面起重车 

8705102300 起重量>100 吨全路面起重车 

8705109100 起重重量≤50 吨其他机动起重车 

8705109200 50<起重重量≤100 吨其他起重车 

8705109300 起重重量>100 吨其他机动起重车 

8705200000 机动钻探车 

8705400000 机动混凝土搅拌车 

8705901000 无线电通信车 

8705902000 机动放射线检查车 

8705903000 机动环境监测车 

8705904000 机动医疗车 

8705905900 其他机动电源车(频率为 400 赫兹航空电源车除外) 

8705907000 道路(包括跑道)扫雪车 

8705908000 石油测井车,压裂车,混沙车 

8705909100 混凝土泵车 

8705909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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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6002100 车辆总重量≥14 吨的货车底盘(装有发动机的) 

8706002200 车辆总重量＜14 吨的货车底盘(装有发动机的) 

8706004000 汽车起重机底盘(装有发动机的) 

8706009000 其他机动车辆底盘(装有发动机的,品目 8701、8703和 8705所列车辆用) 

8716100000 供居住或野营用厢式挂车及半挂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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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6311000 油罐挂车及半挂车 

8716319000 其他罐式挂车及半挂车 

8716391000 货柜挂车及半挂车 

8716399000 其他货运挂车及半挂车 

8716400000 其他未列名挂车及半挂车 

8426411000 轮胎式起重机 

96 摩托车 

87111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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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cc) 

871110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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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cc) 

8711201000 50cc<汽缸容量≤100cc 装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摩托车及脚踏两用车 

8711202000 100cc<汽缸容量≤125cc 装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摩托车及脚踏两用车 

8711203000 125cc<汽缸容量≤150cc 装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摩托车及脚踏两用车 

8711204000 150cc<汽缸容量≤200cc 装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摩托车及脚踏两用车 

8711205010 200＜排量＜250 毫升装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摩托车及脚踏两用车 

8711205090 排量=250 毫升装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摩托车及脚踏两用车 

8711301000 
250cc＜汽缸容量≤400cc 装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摩托车及脚踏两用
车 

8711302000 
400cc＜汽缸容量≤500cc 装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摩托车及脚踏两用
车 

8711400000 
500cc＜汽缸容量≤800cc 装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摩托车及脚踏两用
车 

8711500000 800cc＜汽缸容量,装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摩托车及脚踏两用车 

8711901090 其他电动及电动助力的摩托车及边车(包括机器脚踏两用车；脚踏车） 

8711909001 排气量≤250 毫升摩托车及脚踏两用车 

8711909002 排气量＞250 毫升摩托车及脚踏两用车 

8711909009 其他无法区分排气量的摩托车及脚踏两用车 

8711909090 装有其他辅助发动机的脚踏车及边车 

97 消防车 
8705309000 其他机动救火车 

8705301000 装有云梯的机动救火车 

98 摩托车发动机 

8407310000 
排气量≤50cc往复式活塞引擎(87章所列车辆用的点燃往复式活塞发动
机,不超过 50cc) 

8407320000 
50<排气量≤250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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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07330000 
250<排气量≤1000cc 往复活塞引擎(第 87 章所列车辆的点燃往复式活
塞发动机) 

8407341000 
1000<排气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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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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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汽车安全带 8708210000 坐椅安全带，品目 8701至 8705 的车辆用 

100 机动车喇叭 8512301100 机动车辆用喇叭,蜂鸣器 

101 机动车回复反射器 8512209000 其他照明或视觉信号装置(包括机动车辆用视觉装置) 

102 机动车制动软管 

8708309100 牵引车、拖拉机用制动器及其零件，包括助力制动器及其零件 

8708309200 大型客车用制动器及其零件，包括助力制动器及其零件 

8708309400 
柴、汽油轻型货车用制动器及零件，指编号 8704--2100,2230,3100,3230
所列≤14 吨车辆用 

8708309500 
柴、汽油型重型货车用制动器及其零件，指品目 87042240,87042300 及
87043240 所列车辆用 

8708309600 特种车用制动器及其零件，指品目 8705 所列车辆用,包括助动器及零件 

8708309990 其他机动车辆用制动器(包括助力制动器)的零件 

8708995900 总重≥14 顿柴油货车用其他零部件 

4009110000 未加强或其他材料合制硫化橡胶管(不带附件、硬质橡胶除外） 

4009120000 未加强或其他材料合制硫化橡胶管(装有附件、硬质橡胶除外） 

4009210000 加强或只与金属合制的硫化橡胶管(不带附件、硬质橡胶除外） 

4009220000 加强或只与金属合制的硫化橡胶管(装有附件、硬质橡胶除外） 

4009310000 加强或与纺织材料合制硫化橡胶管(不带附件、硬质橡胶除外） 

4009320000 加强或与纺织材料合制硫化橡胶管(装有附件、硬质橡胶除外） 

103 
机动车外部照明及光信号装置 
(汽车用灯具、摩托车用灯具) 

8512201000 机动车辆用照明装置 

104 
机动车后视镜 

（汽车后视镜、摩托车后视镜） 
7009100000 车辆后视镜（不论是否镶框） 

105 汽车内饰件 

8708299000 其他车身未列名零部件，包括驾驶室的零件、附件 

3926300000 塑料制家具,车厢及类似品的附件 

4016910000 硫化橡胶制铺地制品及门垫(硬质橡胶的除外) 

8708995900 总重≥14 顿柴油货车用其他零部件 

106 汽车门锁及门保持件 

8301209000 其他机动车用锁 

8301201000 机动车用中央控制门锁 

8302100000 铰链(折叶) 

8302300000 机车用贱金属附件及架座 

107 汽车燃油箱 
8708299000 其他车身未列名零部件，包括驾驶室的零件、附件 

8708995900 总重≥14 顿柴油货车用其他零部件 

108 汽车座椅及座椅头枕 

9401201000 皮革或再生皮革面的机动车辆用坐具 

9401209000 其他机动车辆用坐具 

9401901900 机动车辆用其他座具零件 

8708995900 总重≥14 顿柴油货车用其他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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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车身反光标识 8512209000 其他照明或视觉信号装置(包括机动车辆用视觉装置) 

110 汽车行驶记录仪 9106900000 其他时间记录器及其他类似装置 

111 轿车轮胎 

4011100000 机动小客车用新的充气轮胎(橡胶轮胎,包括旅行小客车及赛车用) 

4011200090 其他客或货车用新充气橡胶轮胎(指机动车辆用橡胶轮胎) 

4011990090 其他新的充气橡胶轮胎(其他用途,新充气橡胶轮胎,非人字形胎面) 

112 载重汽车轮胎 

4011100000 机动小客车用新的充气轮胎(橡胶轮胎,包括旅行小客车及赛车用) 

4011200090 其他客或货车用新充气橡胶轮胎(指机动车辆用橡胶轮胎) 

4011990090 其他新的充气橡胶轮胎(其他用途,新充气橡胶轮胎,非人字形胎面) 

113 摩托车轮胎 
4011400000 摩托车用新的充气橡胶轮胎 

4011990090 其他新的充气橡胶轮胎(其他用途,新充气橡胶轮胎,非人字形胎面) 

114 汽车安全玻璃 

7007219000 车辆用层压安全玻璃(规格及形状适于安装在车辆上的) 

7007119000 车辆用钢化安全玻璃(规格及形状适于安装在车辆上的) 

7008001000 中空或真空隔温、隔音玻璃组件 

7008009000 其他多层隔温、隔音玻璃组件 

8708294100 汽车电动天窗 

8708294200 汽车手动天窗 

115 建筑安全玻璃 

7007290000 其他层压安全玻璃 

7007190090 其他钢化安全玻璃 

7008001000 中空或真空隔温、隔音玻璃组件 

7008009000 其他多层隔温、隔音玻璃组件 

7007190001 
低铁钢化太阳能电池组件封装专用玻璃.指最大含铁量 0.02%Fe203,厚
度为 2.5mm-3.5mm 的玻璃 

116 铁道车辆安全玻璃 

7007219000 车辆用层压安全玻璃(规格及形状适于安装在车辆上的) 

7007119000 车辆用钢化安全玻璃(规格及形状适于安装在车辆上的) 

7008001000 中空或真空隔温、隔音玻璃组件 

7008009000 其他多层隔温、隔音玻璃组件 

117 植物保护机械 8424810000 农业或园艺用喷射、喷雾机械器具 

118 轮式拖拉机 8701901190 其他轮式拖拉机 

119 调制解调器（含卡） 
8517623400 调制解调器 

8517623300 IP 电话信号转换设备 

120 传真机 

8443319090 其他具有打印、复印或传真中两种及以上功能的机器 

8443329010 传真机 

8443319020 其他多功能一体加密传真机(兼有打印、复印中一种及以 

121 固定电话终端及电话机附加装置 

8517180090 其他电话机 

8517180010 其他加密电话机 

8517699000 其他有线通信设备 

8519500000 电话应答机 

122 无绳电话终端 8517110010 无绳加密电话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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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7110090 其他无绳电话机 

123 集团电话 
8517621900 其他数字式程控电话交换机 

8517621100 局用电话交换机、长途电话交换机、电报交换机,数字式 

124 移动用户终端 

8517121019 其他 GSM 数字式手持无线电话机 

8517121029 其他 CDMA 数字式手持无线电话机 

8517121090 其他手持式无线电话机(包括车载式无线电话机) 

8517129000 其他用于蜂窝网络或其他无线网络的电话机 

8517629200 无线网络接口卡 

8517629300 无线接入固定台 

8517691090 其他无线通信设备 

125 ISDN 终端 8517699000 其他有线通信设备 

126 数据终端（含卡） 

8517622100 光端机及脉冲编码调制设备(PCM) 

8517622200 波分复用光传输设备 

8517622990 其他光通讯设备 

8517623100 非光通讯网络时钟同步设备 

8517623210 非光通讯加密以太网络交换机 

8517623290 其他非光通讯以太网络交换机 

8517623500 集线器 

8517623690 其他路由器 

8517623610 非光通讯加密路由器 

8517623700 有线网络接口卡 

8517622910 光通讯加密路由器 

8517699000 其他有线通信设备 

127 多媒体终端 

8517623900 其他有线数字通信设备 

8517629900 其他接收、转换并发送或再生音像或其他数据用的设备 

8517699000 其他有线通信设备 

128 火灾报警产品 
8531901000 防盗、防火及类似装置用零件 

8531100000 防盗或防火报警器及类似装置 

129 消防水带 5909000000 
纺织材料制水龙软管及类似管子(不论有无其他材料作衬里,护套或附
件) 

130 喷水灭火产品 
8424902000 家用型喷射、喷雾器具的零件 

8424899990 其他用途的喷射、喷雾机械器具 

131 灭火剂 3813001000 灭火器的装配药 

132 建筑耐火构件 

7308300000 钢铁制门窗及其框架、门槛 

4418101000 辐射松木制的木窗,落地窗及其框架 

4418109010 拉敏木制木窗,落地窗及其框架 

4418109020 濒危木制木窗,落地窗及其框架 

4418109090 其他木制木窗,落地窗及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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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8200090 木门及其框架和门槛 

7610100000 铝制门窗及其框架、门槛 

7008009000 其他多层隔温、隔音玻璃组件 

6303920010 合纤百叶窗，卷帘和窗幔 

133 泡沫灭火设备产品 
8424899910 分离喷嘴(由狭缝状、曲率半径极小的弯曲通道组成,内有分离楔尖） 

8424899990 其他用途的喷射、喷雾机械器具 

134 消防装备产品 

9020000000 
其他呼吸器具及防毒面具(但不包括既无机械零件又无可互换过滤器的
防护面具） 

8705309000 其他机动救火车 

8414599099 其他风机、风扇 

9405409000 其他电灯及照明装置 

135 火灾防护产品 
3210000091 

其他油漆及清漆,皮革用水性颜料，施工状态下挥发性有机物含量大于
420 克/升（包括非聚合物为基料的瓷漆,大漆及水浆涂料） 

3210000099 
其他油漆及清漆,皮革用水性颜料，施工状态下挥发性有机物含量不大
于 420 克/升（包括非聚合物为基料的瓷漆,大漆及水浆涂料 ） 

136 灭火器 8424100000 灭火器(不论是否装药) 

137 消防给水设备产品 
8481804090 其他阀门 

8481901000 阀门用零件 

138 气体灭火设备产品 
8424899910 分离喷嘴(由狭缝状、曲率半径极小的弯曲通道组成,内有分离楔尖） 

8424899990 其他用途的喷射、喷雾机械器具 

139 干粉灭火设备产品 
8424899910 分离喷嘴(由狭缝状、曲率半径极小的弯曲通道组成,内有分离楔尖） 

8424899990 其他用途的喷射、喷雾机械器具 

140 消防防烟排烟设备产品 
8481804090 其他阀门 

8414599099 其他风机、风扇 

141 避难逃生产品 

8512209000 其他照明或视觉信号装置(包括机动车辆用视觉装置) 

9405409000 其他电灯及照明装置 

9405600000 发光标志、发光铭牌及类似品 

9020000000 
其他呼吸器具及防毒面具(但不包括既无机械零件又无可互换过滤器的
防护面具） 

142 消防通信产品 8531100000 防盗或防火报警器及类似装置 

143 入侵探测器 8531100000 防盗或防火报警器及类似装置 

144 防盗报警控制器 8531100000 防盗或防火报警器及类似装置 

145 汽车防盗报警系统 8512301200 机动车辆用防盗报警器 

146 防盗保险柜 
8303000000 保险箱,柜,保险库的门 

147 防盗保险箱 

148 无线局域网产品 
注：根据质检总局、标准委、认监委 2004年 44 号联合公告，该产品强制性认证的强制实施时间
后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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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溶剂型木器涂料 

3208901091 
其他聚胺酯油漆清漆等，施工状态下挥发性有机物含量大于 420 克/升
（溶于非水介质以聚胺酯类化合物为基本成分,含瓷漆大漆） 

3208901099 
其他聚胺酯油漆清漆等，施工状态下挥发性有机物含量不大于 420 克/
升（溶于非水介质以聚胺酯类化合物为基本成分,含瓷漆大漆） 

3208909010 
溶于非水介质其他油漆、清漆溶液，施工状态下挥发性有机物含量大于
420 克/升（包括以聚合物为基本成分的漆,本章注释四所述溶液） 

3208909090 
溶于非水介质其他油漆、清漆溶液，施工状态下挥发性有机物含量不大
于 420 克/升（包括以聚合物为基本成分的漆,本章注释四所述溶液） 

3210000091 
其他油漆及清漆,皮革用水性颜料，施工状态下挥发性有机物含量大于
420 克/升（包括非聚合物为基料的瓷漆,大漆及水浆涂料 ） 

3210000099 
其他油漆及清漆,皮革用水性颜料，施工状态下挥发性有机物含量不大
于 420 克/升（包括非聚合物为基料的瓷漆,大漆及水浆涂料 ） 

150 瓷质砖 

6904100000 陶瓷制建筑用砖 

6904900000 陶瓷制铺地砖,支撑或填充用砖(包括类似品) 

6905900000 其他建筑用陶瓷制品(包括烟囱罩通风帽,烟囱衬壁,建筑装饰物) 

6907100010 瓷砖,陶瓷等产品,未打磨上釉陶瓷(表面最宽＜7cm) 

6907100090 
未上釉的小陶瓷砖,瓦,块及类似品(小指最大表面积可置入边长＜7cm
的方格为限) 

6907900000 
未上釉的大陶瓷砖,瓦,块及类似品(大指最大表面积超过子目号 690710
所列规格的) 

6908100000 
上釉的小陶瓷砖,瓦,块及类似品(小指最大表面积以可置入边长＜7cm
的方格为限) 

6908900000 
上釉的大陶瓷砖,瓦,块及类似品(大指最大表面积超过子目号690810所
列规格的) 

151 混凝土防冻剂 3824409000 其他水泥、灰泥及混凝土用添加剂 

152 童车类产品 

8712008110 12-16 英寸的未列明自行车 

8712008190 11 英寸及以下的未列明自行车 

8712008900 其它未列明自行车 

9503001000 三轮车、踏板车、踏板汽车和类似的带轮玩具；玩偶车 

8712009000 其它非机动脚踏车 

8715000000 婴孩车及其零件 

9503008900 其他未列名玩具 

153 电玩具类产品 

9503006000 智力玩具 

9503001000 三轮车、踏板车、踏板汽车和类似的带轮玩具；玩偶车 

9503002100 动物玩偶，不论是否着装 

9503002900 其他玩偶，不论是否着装 

9503003100 缩小（按比例缩小）的电动火车模型 

9503003900 其他缩小(按比例缩小)的全套模型组件，不论是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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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3008100 组装成套或全套的其他玩具 

9503008200 其他带动力装置的玩具及模型 

9503008900 其他未列名玩具 

9503009000 玩具、模型零件 

9504901000 其他电子游戏机 

9503004000 其他建筑套件及建筑玩具 

9503005000 玩具乐器 

154 塑胶玩具类产品 

9503001000 三轮车、踏板车、踏板汽车和类似的带轮玩具；玩偶车 

9503002100 动物玩偶，不论是否着装 

9503002900 其他玩偶，不论是否着装 

9503004000 其他建筑套件及建筑玩具 

9503006000 智力玩具 

9503008100 组装成套或全套的其他玩具 

9503008900 其他未列名玩具 

9503009000 玩具、模型零件 

9503005000 玩具乐器 

9503008200 其他带动力装置的玩具及模型 

155 金属玩具类产品 

9503001000 三轮车、踏板车、踏板汽车和类似的带轮玩具；玩偶车 

9503002100 动物玩偶，不论是否着装 

9503002900 其他玩偶，不论是否着装 

9503004000 其他建筑套件及建筑玩具 

9503006000 智力玩具 

9503008100 组装成套或全套的其他玩具 

9503008900 其他未列名玩具 

9503009000 玩具、模型零件 

9503008200 其他带动力装置的玩具及模型 

156 弹射玩具类产品 

9503002100 动物玩偶，不论是否着装 

9503002900 其他玩偶，不论是否着装 

9503008100 组装成套或全套的其他玩具 

9503008200 其他带动力装置的玩具及模型 

9503008900 其他未列名玩具 

9503009000 玩具、模型零件 

157 娃娃玩具类产品 

9503002900 其他玩偶，不论是否着装 

9503008900 其他未列名玩具 

9503009000 玩具、模型零件 

158 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 

8708210000 坐椅安全带，品目 8701至 8705 的车辆用 

9401201000 皮革或再生皮革面的机动车辆用坐具 

9401209000 其他机动车辆用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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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1401000 皮革或再生皮革面的能作床用的两用椅(但庭园坐具或野营设备除外) 

9401409000 其他能作床用的两用椅(但庭园坐具或野营设备除外) 

9401809091 儿童用汽车安全座椅 

9401809099 其他坐具 

9401909000 其他座具的零件 

9401901900 机动车辆用其他座具零件 

备注: 

1.质检总局、公安部、国家认监委 2014年第 12号公告中的消防产品（2015年 9月 1日起强制实施）所对应编码已列入本参考表。 

2.质检总局、国家认监委 2014年第 6号公告中的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产品（2015年 9月 1日起强制实施）所对应编码已列入本参考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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