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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标准化协会（CAS）是组织开展国内、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制定中国标准化协

会标准（以下简称：中国标协标准），满足企业需要，推动企业标准化工作，是中国标准化协会的工作

内容之一。中国境内的团体和个人，均可提出制、修订中国标协标准的建议并参与有关工作。 

中国标协标准按《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管理办法》进行制定和管理。 

中国标协标准草案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得到参加审定会议的 75%以上的专家、成员的投票

赞同，方可作为中国标协标准予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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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标准化协会（CAS）是组织开展国内、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制定中

国标准化协会标准（以下简称：中国标协标准），满足企业需要，推动企业标准化工作，这

也是中国标准化协会的工作内容之一。中国境内的团体和个人，均可提出制、修订中国标协

标准的建议并参与有关工作。 

中国标协标准按《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管理办法》进行管理，按 CAS 1.1《中国标准化

协会标准结构及编写规则》的规定编制。 

中国标协标准草案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得到参加审定会议的 75%以上的专家、成

员的投票赞同，方可作为中国标协标准予以发布。 

考虑到本标准中的某些条款可能涉及专利权，中国标准化协会不负责对任何该类专利权

的鉴别。 

本标准首次制定。 

本标准由中国标准化协会汽车分会提出。 

附录 A和附录 B是资料性附录。 

在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外，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给中国标准

化协会，以便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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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二手车出口有利于加快国内二手车流通，拓展新车销售空间，促进对外贸易发展。截止

2018年底，我国载货汽车保有量达 2570万辆。我国载货汽车以自主品牌为主，二手载货汽

车在海外具有较强竞争优势，但同时由于运输强度和道路基层设施等原因，其质量性能更容

易出现问题。为促进二手车出口规范、有序发展，保障出口二手载货汽车及挂车质量和安全

性能，消除出口车辆交通安全隐患，制定本标准。本标准可以作为开展二手载货汽车及挂车

出口地区车辆检验的重要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我国二手车鉴定评估、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以及国外二手车

检验标准法规的主要思路、方法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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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载货汽车及挂车出口检验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二手载货汽车及挂车出口检验的术语和定义、检验机构条件以及检验流

程、方法和限值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从事二手载货汽车及挂车出口检验的活动。从事其他二手载货汽车及挂车

检验的活动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7258—2017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21861—2014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载货汽车 goods vehicle 

设计和制造上主要用于载运货物或牵引挂车的汽车，也包括： 

a）装置有专用设备或器具但以载运货物为主要目的的汽车； 

b）由非封闭式货车改装的，虽装置有专用设备或器具，但不属于专项作业车的汽车。 

注：封闭式货车是指载货部位的结构为封闭厢体且与驾驶室联成一体，车身结构为一厢式或两厢式的

载货汽车。 

3.2 挂车 trailer 

设计和制造上需由汽车或拖拉机牵引，才能在道路上正常使用的无动力道路车辆，包括

牵引杆挂车、中置轴挂车和半挂车，用于： 

——载运货物； 

——特殊用途。 

3.3 二手载货汽车及挂车 used goods vehicle and trailer 

从办理完毕注册登记手续到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之前进行交易并转移所有权的载货

汽车及挂车。 

3.4 事故车 accident vehicle 

经严重撞击造成车辆结构性损伤以及发生泡水、火烧等事故，即使修复但仍存在安全隐

患的车辆。 



CAS XXX-XXXX 

2 
 

3.5 二手载货汽车及挂车出口检验 inspection for used goods vehicle and trailer 

export 

二手载货汽车及挂车出口前，依据本规范对车辆进行检验，保障车辆质量和行驶安全的

活动。 

3.6 二手载货汽车及挂车出口检验机构 inspection institutions for used goods 

vehicle and trailer export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范要求，经有关部门授权或认可具备二手载货汽车及挂车出口

检验资质的第三方服务机构。 

3.7 二手载货汽车及挂车出口检验员 inspector for used goods vehicle and trailer 

export 

在二手载货汽车及挂车出口检验机构内，具备二手载货汽车及挂车出口检验相应知识和

技能，从事二手载货汽车及挂车出口检验工作的人员。 

4 检验机构条件和要求 

4.1 资质 

4.1.1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4.1.2 依法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 

4.1.3 获得有关部门授权或认可。 

4.2 设施设备 

设施设备应符合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a）具备满足车辆检验规模的检修地沟、检验车间、停车场、办公室等固定场所。 

b）具备底盘间隙仪、车辆故障信息读取设备等。 

c）具备照明工具、漆面厚度检测工具、照相机、内窥镜、长度测量工具、轮胎气压表

等常用操作工具。 

d）具备办公电脑、管理系统、视频拍摄记录系统等办公设施。 

e）具备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环保和消防设施。 

4.3 组织和人员 

4.3.1 为满足二手载货汽车及挂车出口检验的要求，检验机构应具有但不限于以下部门： 

a）机构管理部门：负责检验机构的技术指导、检验审查以及日常管理等工作，由机构

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报告签字授权人等组成； 

b）车辆检验部门：负责二手载货汽车及挂车出口的检验工作，由二手载货汽车及挂车

出口检验员组成； 

c）设备管理部门：负责检验机构内设备的维护、保养及校准等工作，由设备维护人员

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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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检验机构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或能力： 

a）管理人员应熟悉载货汽车及挂车的技术构造、检验技术要求和实施流程，了解与检

验相关的法律法规； 

b）车辆检验人员应具备二手载货汽车及挂车出口检验相应知识和技能，熟练掌握检验

技术标准和检验仪器的操作规程； 

c）设备维护人员应掌握检验仪器设备的性能和使用要求，具备检验仪器设备管理知识，

能对检验仪器设备进行维护、保养、校准。 

4.4 制度 

检验机构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制度：  

a）检验机构人员的岗位职责、培训、考核制度； 

b）检验机构人员的的行为规范制度； 

c）检验仪器设备的采购、验收、使用、保管、报废等制度； 

d）检验作业表、检验报告等资料的修改、保存、销毁等制度； 

e）检验车间管理制度。 

5 出口检验程序 

5.1 检验流程 

二手载货汽车及挂车出口检验机构开展检验活动，按图 1 所示流程作业。 

受理检验申请 提交检验申请，登记车辆信息

核查可出口车辆 核查结果认定为不合格，禁止出口

判别事故车 检验结果认定为不合格，禁止出口

车辆技术检验 检查车辆外观、动力总成、驾驶舱、底盘等

出具检验报告 根据检验结果出具车辆是否合格的检验报告

否

是

否

是

检验报告归档 检验报告电子归档

 

图 1 二手载货汽车及挂车出口检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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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受理检验申请 

5.2.1 申请人提交检验申请，报送车辆基本信息。车辆基本信息包括车辆识别代号、发动

机号、车辆类型、品牌、型号、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初次登记日期、车辆使用性质（营运、

非营运）、表征行驶里程等。 

5.2.2 二手车出口检验机构受理检验申请，通知申请人车辆送检。 

5.3 核查可出口车辆 

核查送检车辆及证件信息，如发现符合下述项目中任意一项，则出具检验不合格报告，

车辆禁止出口。具体项目如下： 

a）达到国家《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的报废标准或距规定要求使用年限1年以内 

（含1年）的载货汽车及挂车； 

b）车辆识别代号（或整车出厂编号）与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登记证书签注的内容不

一致，或出现被打磨、凿改、挖补、垫片等擅自重新打刻现象； 

c）发动机号（或电动机号码）与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登记证书签注的内容不一致； 

d）车辆颜色、外观与机动车行驶证照片和签注的内容不一致，或存在非法拼装及改变

车辆、货厢结构等情形。 

5.4 判别事故车 

检验车辆是否发生过严重撞击、泡水、火烧等事故，如发现驾驶室加强梁、车架横纵梁

或悬架连接点有切割、焊接等修理痕迹，则认定车辆为事故车，出具检验不合格报告，车辆

禁止出口。 

5.5 车辆技术检验 

5.5.1 按照本规范 6 要求对车辆进行检验，参照附录 A填写《二手载货汽车及挂车出口检

验作业表》。 

5.5.2 车辆安全技术检验在有效期内的免于本规范中仪器设备检验，否则应取得有资质的

检验机构出具的符合仪器设备检验要求的检验合格证明。 

5.6 出具检验报告 

5.6.1 检验员逐项确认检验结果，出具《二手载货汽车及挂车出口检验报告》，检验报告

结果分为合格、不合格，所有检验项目均合格的，判定为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对检验

不合格项目应注明。 

5.6.2 报告授权签字人在《二手载货汽车及挂车出口检验报告》上签章并加盖检验机构公

章。 

5.6.3 《二手载货汽车及挂车出口检验报告》有效期为 3个月，到期后自动失效。 

5.7 检验报告归档 

车辆检验报告进行电子归档，检验报告保存期不少于10年。 

6 检验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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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车身外观 

6.1.1 如图 2所示，车辆外观应清洁。 

 

1 前大灯 5 车顶 9 后围 

2 前保险杠及支架 6 导流板 10 门窗玻璃 

3 前面罩及包角 7 后视镜 11 车门 

4 前挡风玻璃 8 侧围 12 上装 

图 2 车身外观示意图 

6.1.2 前部外表面的易见部位上应至少装置一个能永久保持，且与车辆品牌、型号相适应

的商标或厂标。 

6.1.3 车体应周正，车体外缘左右对称部位高度差应小于等于 40mm。 

6.1.4 车身外观零部件联接牢固，无缺损，不应有可能使人致伤的尖角、锐边等凸起物。 

6.1.5 车门开闭顺畅，密封性良好，无漏水痕迹。车锁完好且功能正常。 

6.1.6 左右后视镜、下视镜无破损，并能有效保持其位置。 

6.1.7 雨刮器能正常操作，胶条无断裂。 

6.1.8 玻璃无裂痕和点状破裂，有石击痕迹但无穿透性损伤的除外。 

6.1.9 外观灯具齐全，灯罩无破裂，外观检测无水汽，且不应有后射灯。 

6.1.10 栏板和底板规整，栏板开闭灵活，锁紧可靠。 

6.1.11 厢式货车货厢门闭合处无明显缝隙。 

6.2 动力总成 

6.2.1 动力总成清洁，无明显污垢。 



CAS XXX-XXXX 

6 
 

6.2.2 悬置无开裂，发动机和变速箱连接、固定可靠。 

6.2.3 燃油、润滑油、冷却液、转向助力液等无泄漏，且在标线范围内。 

6.2.4 发动机润滑油无冷却液混入，不存在乳化现象。 

6.2.5 蓄电池无硫化和泄漏。 

6.2.6 皮带、油管、水管等无断裂、破损。 

6.2.7 缓速器连接可靠，电涡流缓速器外表、定子与转子间无油污，液压缓速器不应有漏

油现象。 

6.3 驾驶室 

6.3.1 车内清洁，无夹带物，无明显污垢和异味。 

6.3.2 顶棚、座椅、卧铺等内饰表皮无明显破损、松动以及裂缝。 

6.3.3 车内后视镜、仪表台、方向盘、换挡把手等无破损，机械功能正常，属于表面正常

磨损的除外。 

6.3.4 座椅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固定可靠，座椅调整功能正常。 

6.3.5 驾驶席、前副驾驶席应配有安全带，且安全带可正常使用。 

6.3.6 玻璃升降器工作正常。 

6.3.7 驾驶室翻转机构工作正常，翻转锁止机构锁紧可靠。 

6.4 底盘 

6.4.1 底盘清洁，无明显污垢。 

6.4.2 转向节臂、转向横拉杆、转向直拉杆及球销应连接可靠，无变形、裂纹和损伤，转

向球销无松旷。 

6.4.3 车辆应具有驻车制动装置。 

6.4.4 制动系统无漏气、漏油现象，制动管路不应与其他部件干涉，且不应有明显老化、

开裂、被压扁、鼓包等现象。 

6.4.5 制动系统应无擅自改动，不应从制动系统获取气源作为加装装置的动力源。 

6.4.6 储气筒安装稳固，不应有明显变形、裂纹。 

6.4.7 车架无变形、裂纹，螺栓和铆钉不应缺少或松动。 

6.4.8 轮胎应与车辆匹配，同轴两侧应装用同一型号、规格和花纹的轮胎，且气压正常，

胎冠花纹中无异物。 

6.4.9 转向轮的胎冠花纹深度应大于等于 3.2mm，其余轮胎胎冠花纹深度应大于等于 

1.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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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0 轮胎的胎面、胎壁不应有长度超过 25mm或深度足以暴露出轮胎帘布层的破裂和割

伤及其它影响使用的缺损、异常磨损和鼓包变形。 

6.4.11 轮毂无明显变形，轮毂螺母和半轴螺母应完整齐全，并安装紧固。 

6.4.12 悬架系统各接头和衬套不应松旷或移位，稳定杆应连接可靠，结构件不应有残损或

明显变形。 

6.4.13 后轴钢板弹簧片数应与机动车登记信息一致，且不应有明显“增宽、增厚”情形。 

6.4.14 钢板弹簧无裂纹和断片现象。钢板吊耳及销不应松旷，中心螺栓和 U 形螺栓紧固、

无裂纹且不应拼焊，钢板弹簧卡箍无拼焊或残损。 

6.4.15 空气弹簧无明显老化和漏气现象。 

6.4.16 减震器应稳固有效，无漏油现象。 

6.4.17 传动轴和车桥应无明显变形、裂纹和油液泄漏现象。 

6.4.18 传动轴中间轴承和万向节不应有裂纹、松旷和油液泄漏现象。 

6.4.19 牵引装置可正常使用，无异常磨损，锁紧可靠。 

6.4.20 车辆侧后防护装置安装应牢固、无明显变形。 

6.4.21 半挂车支撑装置应无明显变形，且支撑可靠。 

6.4.22 电器导线应布置整齐、捆扎成束、固定卡紧，并无破损现象。 

6.4.23 燃料箱应固定可靠，不应漏油，燃料管路与其他部件不应有碰擦和明显老化现象。 

6.5 动态检验 

6.5.1 发动机应运转平稳，怠速稳定，无异响。 

6.5.2 仪表板指示灯显示正常，无故障报警。 

6.5.3 空调、喇叭工作正常。 

6.5.4 所有灯具可通过开关或手柄等操作正常开启和关闭，对称设置、功能相同灯具的光

色和亮度不应有明显差异。 

6.5.5 排气系统无漏气，不发出异常噪声。 

6.5.6 方向盘应转动灵活，操纵方便，无卡滞现象，最大自由转动量应小于等于 15°。 

6.5.7 制动时制动踏板动作应正常，响应迅速，方向盘无抖动，无跑偏现象。 

6.5.8 离合器应接合平稳，分离彻底，工作时不应有异响、抖动或不正常打滑等现象。 

6.5.9 换挡时齿轮应啮合灵便，互锁、自锁和倒挡锁装置应有效，不应有乱挡和自行跳挡

现象，运行中应无异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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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0 柴油发动机停机装置有效。在正常工作温度状态下，发动机连续启动/停机 3次，3

次停机均应有效。 

6.6 仪器设备检验 

6.6.1 行车制动 

台试空载检验行车制动性能时，应符合 GB 7258-2017中 7.11.1的相关要求。对于三轴

及三轴以上的多轴货车，按照 GB 21861-2014附录 C.3方法加载，加载轴的轴制动率应大于

等于 50%。对于并装双轴、并装三轴的挂车，组成汽车列车按照 GB 21861-2014 附录 C.3方

法加载后，加载轴的轴制动率应大于等于 45%。 

6.6.2 驻车制动 

台试检验驻车制动性能时，应符合 GB 7258-2017中 7.11.2的相关要求。 

6.6.3 前照灯 

前照灯远光发光强度应符合 GB 7258-2017 中 8.5.2 的相关要求。前照灯远近光光束垂

直偏移应符合 GB 7258-2017 中 8.5.3的相关要求。 

6.6.4 车速表指示误差 

车速表指示误差应符合 GB 7258-2017中 4.11的相关要求。 

6.6.5 横向侧滑量检验 

对前轴采用非独立悬架的汽车（前轴采用双转向轴时除外），转向轮横向侧滑量应符合

GB 7258-2017中 6.10 的相关要求。 

6.7 附件 

车辆应配备钥匙、三角警告牌等随车附件。 

6.8 拍摄照片 

6.8.1 外观照片：分别从车辆左前部与右后部 45 度角拍摄外观图片各 1张。 

6.8.2 车辆识别代号照片：拍摄车辆识别代号照片 1张。 

6.8.3 动力总成照片：拍摄发动机及变速器照片各 1张。 

6.8.4 驾驶室照片：分别拍摄仪表台、前排座椅、后排座椅正面照片各 1张。 

6.8.5 其他：检验员认为需要拍摄的其他部位照片。 

 



CAS XXX-XXXX 

9 

 

附录A： 

（资料性附录） 

二手载货汽车及挂车出口检验作业表（人工检验部分） 

二手载货汽车及挂车出口检验作业表（人工检验部分）见表A.1。 

表A.1  二手载货汽车及挂车出口检验作业表（人工检验部分） 

一、基本信息 

车辆识别代号：                  车辆类型：                品  牌：                型  号：                 

表征行驶里程：         km       出厂日期：       年    月    日        检验日期：      年   月   日 

二、检验结果 

序号 检验项目 判定 序号 检验项目 判定 

1 车辆外观应清洁。  30 

制动系统应无擅自改动，不应从制动

系统获取气源作为加装装置的动力

源。 

 

2 

前部外表面的易见部位上应至少装置

一个能永久保持，且与车辆品牌、型号

相适应的商标或厂标。 

 31 
储气筒安装稳固，不应有明显变形、

裂纹。 
 

3 
车体应周正，车体外缘左右对称部位高

度差应小于等于 40mm。 
 32 

车架无变形、裂纹，螺栓和铆钉不应

缺少或松动。 
 

4 

车身外观零部件联接牢固，无缺损，不

应有可能使人致伤的尖角、锐边等凸起

物。 

 33 

轮胎应与车辆匹配，同轴两侧应装用

同一型号、规格和花纹的轮胎，且气

压正常，胎冠花纹中无异物。 

 

5 
车门开闭顺畅，密封性良好，无漏水痕

迹。车锁完好且功能正常。 
 34 

转向轮的胎冠花纹深度应大于等于 

3.2mm，其余轮胎胎冠花纹深度应大于

等于 1.6mm。 

 

6 
左右后视镜、下视镜无破损，并能有效

保持其位置。 
 35 

轮胎的胎面、胎壁不应有长度超过

25mm 或深度足以暴露出轮胎帘布层

的破裂和割伤及其它影响使用的缺

损、异常磨损和鼓包变形。 

 

7 雨刮器能正常操作，胶条无断裂。  36 
轮毂无明显变形，轮毂螺母和半轴螺

母应完整齐全，并安装紧固。 
 

8 
玻璃无裂痕和点状破裂，有石击痕迹但

无穿透性损伤的除外。 
 37 

悬架系统各接头和衬套不应松旷或移

位，稳定杆应连接可靠，结构件不应

有残损或明显变形。 

 

9 
外观灯具齐全，灯罩无破裂，外观检测

无水汽，且不应有后射灯。 
 38 

后轴钢板弹簧片数应与机动车登记信

息一致，且不应有明显“增宽、增厚”

情形。 

 

10 
栏板和底板规整，栏板开闭灵活，锁紧

可靠。 
 39 

钢板弹簧无裂纹和断片现象。钢板吊

耳及销不应松旷，中心螺栓和 U 形螺

栓紧固、无裂纹且不应拼焊，钢板弹

簧卡箍无拼焊或残损。 

 

11 厢式货车货厢门闭合处无明显缝隙。  40 空气弹簧无明显老化和漏气现象。  

12 动力总成清洁，无明显污垢。  41 减震器应稳固有效，无漏油现象。  

13 
悬置无开裂，发动机和变速箱连接、固

定可靠。 
 42 

传动轴和车桥应无明显变形、裂纹和

油液泄漏现象。 
 

14 
燃油、润滑油、冷却液、转向助力液等

无泄漏，且在标线范围内。 
 43 

传动轴中间轴承和万向节不应有裂

纹、松旷和油液泄漏现象。 
 

15 
发动机润滑油无冷却液混入，不存在乳

化现象。 
 44 

牵引装置可正常使用，无异常磨损，

锁紧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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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二手载货汽车及挂车出口检验作业表（人工检验部分）（续） 

序号 检验项目 判定 序号 检验项目 判定 

16 蓄电池无硫化和泄漏。  45 
车辆侧后防护装置安装应牢固、无明

显变形。 
 

17 皮带、油管、水管等无断裂、破损。  46 
半挂车支撑装置应无明显变形，且支

撑可靠。 
 

18 

缓速器连接可靠，电涡流缓速器外表、

定子与转子间无油污，液压缓速器不应

有漏油现象。 

 47 
电器导线应布置整齐、捆扎成束、固

定卡紧，并无破损现象。 
 

19 
车内清洁，无夹带物，无明显污垢和异

味。 
 48 

燃料箱应固定可靠，不应漏油，燃料

管路与其他部件不应有碰擦和明显老

化现象。 

 

20 
顶棚、座椅、卧铺等内饰表皮无明显破

损、松动以及裂缝。 
 49 

发动机应运转平稳，怠速稳定，无异

响。 
 

21 

车内后视镜、仪表台、方向盘、换挡把

手等无破损，机械功能正常，属于表面

正常磨损的除外。 

 50 仪表板指示灯显示正常，无故障报警。  

22 
座椅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固定可

靠，座椅调整功能正常。 
 51 空调、喇叭工作正常。  

23 
驾驶席、前副驾驶席应配有安全带，且

安全带可正常使用。 
 52 

所有灯具可通过开关或手柄等操作正

常开启和关闭，对称设置、功能相同

灯具的光色和亮度不应有明显差异。 

 

24 玻璃升降器工作正常。  53 排气系统无漏气，不发出异常噪声。  

25 
驾驶室翻转机构工作正常，翻转锁止机

构锁紧可靠。 
 54 

方向盘应转动灵活，操纵方便，无卡

滞现象，最大自由转动量应小于等于

15°。 

 

26 底盘清洁，无明显污垢。  55 
制动时制动踏板动作应正常，响应迅

速，方向盘无抖动，无跑偏现象。 
 

27 

转向节臂、转向横拉杆、转向直拉杆及

球销应连接可靠，无变形、裂纹和损伤，

转向球销无松旷。 

 56 

离合器应接合平稳，分离彻底，工作

时不应有异响、抖动或不正常打滑等

现象。 

 

28 车辆应具有驻车制动装置。  57 

换挡时齿轮应啮合灵便，互锁、自锁

和倒挡锁装置应有效，不应有乱挡和

自行跳挡现象，运行中应无异响。 

 

29 

制动系统无漏气、漏油现象，制动管路

不应与其他部件干涉，且不应有明显老

化、开裂、被压扁、鼓包等现象。 

 58 

柴油发动机停机装置有效。在正常工

作温度状态下，发动机连续启动/停机

3 次，3 次停机均应有效。 

 

注：判定栏中填“○”为合格，“×”为不合格，“—”为不适用于送检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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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资料性附录） 

二手载货汽车及挂车出口检验报告（式样） 

二手载货汽车及挂车出口检验报告（式样）见表B.1。 

表B.1  二手载货汽车及挂车出口检验报告（式样） 

一、基本信息 

检验报告编号  检验机构名称  

委 托 人  号 牌 号 码  生 产 厂 家  

车 辆 类 型  品 牌   型 号  

出 厂 年 月  表征行驶里程  发 动 机 号 码  

车辆识别代号  检 验 日 期  

二、人工检验 

序 号 检   验   项   目 结 果 判 定 具体不符合项目情况说明 备  注 

1 车 身 外 观    

2 动 力 总 成    

3 驾 驶 室    

4 底 盘    

5 动 态 检 验    

人工检验结果  检 验 员  

三、仪器设备检验 

检验合格证明  

四、检验结论 

检 验 结 论  授 权 签 字 人  

单位名称（盖章）：XXXX 二手车出口检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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