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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 安徽省汽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验收范围及限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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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产品/

类别

检测项目/参数 检测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一
机动车

零部件

1 内燃机铝活塞
《内燃机铝活塞技术条件》

GB/T 1148-2010

2
内燃机、汽车主轴

瓦及连杆轴瓦

《汽车发动机主轴瓦及连杆轴瓦技术

条件》QC/T 280-1999
《内燃机 主轴瓦及连杆轴瓦 技术条

件》GB/T 1151-2012

3 内燃机气缸盖

《内燃机 气缸盖与机体 第 2部分：

铸铁气缸盖 技术条件》

JB/T 9753.2-2008

4 内燃机气缸套

《内燃机 气缸套 第 3 部分：干式铸

铁气缸套 技术条件》

JB/T 5082.3-2016
《内燃机湿式铸铁气缸套技术条件》

GB/T 1150-2010

5 内燃机气门导管
《内燃机铸铁气门导管技术条件》

JB/T 5080-2008

6
内燃机整圆主轴

承

《内燃机 整圆主轴承 技术条件》

JB/T 9760-2011

7
内燃机、汽车发动

机气门

《汽车发动机气门技术条件》

QC/T 469-2016
《内燃机进、排气门技术条件》

GB/T 23337-2009

8
内燃机气门摇臂

轴

《内燃机 气门摇臂和摇臂轴 技术条

件 第 2部分：气门摇臂轴》

JB/T 9750.2-2011

9 内燃机气门摇臂

《内燃机 气门摇臂和摇臂轴 技术条

件 第 1部分：气门摇臂》

JB/T 9750.1-2011

10
内燃机气缸盖垫

片

《内燃机气缸盖垫片技术条件》

JB/T 7762-2007

11
汽车液压制动轮

缸

《汽车液压制动轮缸技术要求及台架

试验方法》

QC/T77-2015

12
汽车液压制动主

缸

《汽车液压制动主缸 性能要求及台

架试验方法》

QC/T 311-2008

13 汽车半轴
《汽车半轴技术条件》

QC/T 294-1999

14
汽车发动机气门

挺杆

《汽车发动机气门挺杆技术条件》

QC/T 521-1999

15 粉末冶金轴承
《滑动轴承 粉末冶金轴承技术条件》

GB/T 2688-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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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机动车

零部件

16 汽车钢板弹簧
《汽车钢板弹簧技术条件》

QCn 29035-1991

17
离合器从动盘总

成、汽车离合器面

片

《拖拉机离合器从动盘总成技术条

件》JB/T 9836-2000、
《汽车用离合器面片》

GB/T 5764-2011

18 汽车变速箱拔叉
《拖拉机变速拨叉技术条件》

GB/T 24651-2009

19
汽车用螺栓、螺钉

和螺柱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栓、螺钉和螺

柱》 GB/T 3098.1-2010

20 滚动轴承
《滚动轴承通用技术规则》

GB/T 307.3-2005

21 汽车燃油箱
《汽车金属燃油箱技术条件》

QC／T 644-2014

22
汽车用制动器衬

片

《汽车用制动器衬片》

GB 5763-2008

23 汽车门锁
《汽车门锁和车门保持件》

QC/T 323-2007

24 汽车门铰链
《汽车门锁和车门保持件》

QC/T 323-2007

25 汽车用储气筒

《汽车和挂车气压制动装置用储气筒

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QC/T200-2015

26 机械式变速箱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 机械式变速

器》GB/T 23927-2009

27
汽车机械式变速

器总成

《汽车机械式变速器总成技术条件

第 1部分：微型》

QC/T 29063.1-2011

28 汽车驱动桥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 驱动桥》

GB/T 23929-2009
《汽车驱动桥台架试验评价指标》

QC/T 534-1999

29
汽车万向节十字

轴总成

《滚动轴承 汽车万向节十字轴总成

技术条件》JB/T 8925－2008

30 汽车用电气设备
《汽车电器设备基本技术条件》

QC/T 413-2002

31
汽车摩托车用仪

表

《汽车、摩托车用仪表》

QC/T 727-2007

32 汽车用车速表
《汽车用车速表》

GB 15082-2008

33 载货汽车车箱
《载货汽车车厢技术条件》

QC/T 29058-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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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整车

1 农用挂车

《农用挂车》

GB/T4330-2003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

的安装规定》

GB4785－2007
《汽车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

标志》

GB4094-1999

2 货车

《汽车整车产品质量检验评定方法》

QC/T900-1997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7258-2012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

的安装规定》GB4785－2007
《汽车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

标志》GB4094-1999
《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

轴荷及质量限值》

GB1589-2016

不测

QC/T900-1997

表 2 的(第

40 项)轿车正

面碰撞时的燃

料泄漏量、(48

项)汽车无线

电干扰特性

3 三轮汽车

《三轮汽车 可靠性考核评定方法》

JB/T11224-2011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7258-2012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 安全技术要

求》GB18320-2008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

的安装规定》GB4785－2007
《汽车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

标志》GB4094-1999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质量评价技术

规范》NY/T1356-2007
《三轮汽车通用技术条件》

GB/T24945-2010
《拖拉机外观质量要求》

JB/T671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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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整车

4 低速货车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 安全技术要

求》GB18320-200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7258－2012

《低速货车可靠性考核评定方法》

JB/T7736-2011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

的安装规定》GB4785－2007

《汽车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

标志》GB4094-1999

《拖拉机外观质量要求》

JB/T6712-2016

《低速货车通用技术条件》

GB/T24944-2010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质量评价技术

规范》NY/T1356-2007

5 摩托车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产品质量检验

规程》QC/T29115-2013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7258-2012

《两轮摩托车及轻便摩托车照明和光

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

GB18100.1-2010

《两轮摩托车及轻便摩托车照明和光

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

GB18100.2-2010

《摩托车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

定 第 3 部分：三轮摩托车》

GB18100.3-2010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操纵件、指示

器及信号装置的图形符号》

GB15365-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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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整车

6 客车

《汽车整车产品质量检验评定方法》

QC/T900-1997

《客车结构安全要求》

GB 13094-2007

《汽车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

标志》GB4094-1999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7258-2012

《载客汽车运行燃料消耗量》

GB/T 4353-2007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

的安装规定》GB 4785-2007

不测

QC/T900-1997

表 2 的(第 40

项)轿车正面碰

撞时的燃料泄

漏量、(48 项)

汽车无线电干

扰特性

7 手扶变型运输机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7258-2012

《手扶变型运输机通用技术条件》

JB/T8657-2008

《低速货车可靠性考核评定方法》

JB/T7736-2011

《农林拖拉机及机具涂漆通用技术条

件》JB/T5673-2015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

力机械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总则》

GB10396-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