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动车检验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

（修订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为规范机动车检验机构资质认定评审

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补充要求。

第二条 【定义】本补充要求所称机动车检验机构包括开展机

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的机构和开展机动车排放检验的机构。

开展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的机构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按照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标

准，对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开展安全技术检验的机构。

开展机动车排放检验的机构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防治法》的规定，按照国家标准和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制定

的规范或者地方的有关规定，对上道路行驶机动车开展排放检验的

机构。

第三条 【适用范围】对机动车检验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应遵守

本要求。

第四条 【公正性要求】机动车检验机构经营范围涉及机动车

维修、保养、销售的，应当确保机动车检验业务与其他相关业务

之间的独立运行，保证检验的公正性。



第二章 技术能力评审要求

第五条【能力要求】机动车检验机构应同时具有《机动车

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GB 38900）中适用机动车类型

中的一类或几类车型的全部安全技术检验能力，同时应具备《汽

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双怠速法及简易工况法）》

（GB 18285），《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自由加

速法及加载减速法）》（GB 3847）中对应车型的排放检验能

力。

第六条【多场所要求】具有多场所的机动车检验机构，每

一个检测场所都应同时具备相同类型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和排

放检验的能力，并具备独立开展车辆检测的完整检测能力及服务能

力。

第三章 人员评审要求

第七条 【检验人员配置要求】机动车检验机构应按照资质

认定要求，配置相应的检测人员。机动车检验机构检测人员

应包括但不限于登录员、外观检验员、底盘部件检验员、引

车员、OBD查验员、排放检验员等。检验人员的专业技术背

景、工作经历、检验能力等应与所开展的车辆检测活动相匹

配。



第八条 【检验人员考核要求】机动车检验机构应当对检验

人员进行培训、考核，考核合格确认其具备技术能力要求后

方可从事相关岗位的检测活动。

第九条 【检验人员数量要求】机动车检验机构检验人员数

量应当与检测线数量以及承检车辆数量相匹配，并满足机动

车检验的要求。

第十条 【技术负责人和授权签字人要求】机动车检验机构技

术负责人、授权签字人应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和机动车检验

业务，熟悉机动车的理论与构造、排放控制系统基础知识和构造、

熟悉各检验工作业务、流程及相关专业知识，熟悉检验检测仪器设

备的结构及性能，熟练掌握检验检测仪器设备的操作规程。

第十一条【技术负责人和授权签字人职称和能力要求】机动车

检验机构技术负责人、授权签字人应当具有中级及以上相关专业技

术职称（资格）并从事机动车相关检验检测工作经历满三年，或者

具备同等能力。承担大型客车和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机动车检验机

构授权签字人必须具有中级及以上相关专业技术职称（资格）。

本条所称相关专业是指：车辆工程、动力工程（内燃机）、汽

车运用工程、汽车维修工程教育、汽车服务工程及机械类、机电制

造类、自动化控制类、环境工程和环境监测类本科毕业，或者汽车

检测与维修技术、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汽车电子技术、汽车营销

与服务技术、汽车新能源技术等大专毕业。

同等能力是指：符合《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规定

的同等能力要求；或者车辆工程、汽车运用工程、汽车服务工程等



本科毕业，机动车设计、制造、检测、维修、鉴定评估、整形及改

装等专业大学专科毕业，从事相关检测工作经历3年及以上；或者

具有机动车检测、维修技师及以上技术等级，从事相关检测工作经

历3年及以上。

从事相关检测工作经历是指：在产品质量检验检测机构从事机

动车整车检验，或者在机动车生产企业从事整车检验，或者在汽车

修理企业从事整车检验，或者从事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动车排

放检验、机动车综合性能检验。

第十二条 【引车员要求】机动车检验过程中引车员应持

有与检验车型相对应的有效机动车驾驶证。

第十三条 【人员管理要求】机动车检验机构应与机动车检

验检测人员签订劳动、聘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检验检测

人员应签订诚信检验承诺书，承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技术

标准等要求开展车辆检测有关工作。

第四章 场所设施评审要求

第十四条 【场所要求】机动车检验机构应当具备有所有权或

者完全使用权的固定的工作场所，其工作环境能够保证检验结果

的准确。

第十五条 【场所区域设置要求】机动车检验机构场地、建

筑物等设施应当满足承检车型检验项目和安全作业的需要，

并设置相应的办公、检验、服务等区域。



办公区域应设置办公室、档案室（分类存放技术档案、

车辆档案）、微机房。

外检区应设置外检棚或外检车间。

检验区域应设置检测预检区、外观检验区、车辆底盘部

件检验区（可与具备其功能的检验区合并）、检测车间（仪

器设备自动控制区）、底盘动态检验区、制动性能路试检验

区（适用时）、坡道驻车性能检验区（适用时）、整备/空车质

量和外廓尺寸检验区（适用时），所有检验区域在车辆检测

时应封闭管理，应当有隔离设施防止无关人员进入，确保检

验安全。

第十六条【内部道路要求】机动车检验机构内部道路应当为

水泥或者沥青路面，并做到视线良好、保持通畅，道路的长

度、宽度、转弯半径应当满足承检车辆的正常行驶要求。

第十七条 【内部路线和标志要求】机动车检验机构应合理规

划场内行车路线。应设置足够的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引导

牌、安全标志等。场内交通标志标线应符合《道路交通标志和

标线》（GB 5768）的要求，标志标线信息简洁、清晰、连续

且指向明确，确保车辆和人员通行安全性和进出顺畅。

第十八条 【地沟要求】车辆底盘部件检验操作空间应当满足

检验要求，有良好的照明、通风、信号等设施，地沟周围有防坠入

措施。进出地沟楼梯通道应设置在地沟侧面，或其他能够保护车辆

底盘部件检验人员的健康和安全的措施，进出口有安全护栏，且不

影响车辆通行。



第十九条 【检测车间要求】检测车间应为固定建筑，不应

为雨棚等临时建筑，检测车间宽敞，通风、照明、排水、防雨、

防火等安全防护满足要求。办公区域的面积、服务设施、档案保存

设施应满足检验工作需要。

检测车间的长度、宽度、内部空间、各工位空间及间隔和检测

车间出入门应当满足相应检验车型和检验项目的需要。检测车间应

当充分考虑空气的流通，必要时安装车辆废气排出装置，降低车间

内的空气污染，应确保排放检验车间通风良好，排放检验区域不得

发生机动车排气累积或聚集。

检测车间应当铺设易清除污物的硬地面（如水泥、水磨石等），

地面强度应当满足被检车辆的承载要求，行车路面纵向和横向坡度

不大于0.1%。制动性能检测工位前后大型车辆检测线6m内、小型

车辆检测线3m内的行车地面附着系数应当不小于0.7（使用平板

制动检验台时除外）。

检测车间出入门应分别设置，不应混用。

检测车间内人行通道（如有）应当设置隔离栏和标志，与检验

通道隔离，宽度不小于1m。

检测车间出入口应当设有引车道和必要的交通标志。

第二十条 【行车制动路试车道要求】机动车检验机构应具

备行车制动路试车道，车道长度和宽度应当满足检验工作的

要求。

路试车道铺设有平坦、硬实、清洁的水泥或者沥青路面，

设置规范的交通标志标线，任意 50米长度内坡度不大于 1%，



路面附着系数不小于 0.7。总质量小于 4500㎏的车辆路试车

道：有效长度不少于 80m，宽度不少于 6m；总质量大于等

于 4500㎏的车辆路试车道：有效长度不少于 100m，宽度不

少于 6m。路试车道应设有安全标识和安全防护措施。

不得在楼顶、地下室和场区外等区域设置路试车道。

采用平板制动检验台检验非营运小型、微型载客汽车行

车制动性能时，可以不要求具备路试车道。

第二十一条【驻车坡道要求】机动车检验机构应具备驻车

坡道或满足《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GB 38900）

要求的驻车制动仪器设备。

未配置驻车试验仪器设备的检验机构应具备满足检车

要求的驻车坡道，坡度 15%或 20%，坡道路面附着系数不小

于 0.7，坡道的长度应当比承检车型的最大轴距长 1m，宽度

应当比承检车型的最大宽度宽 1m。并设有安全标识和安全

防护措施。坡道长度和宽度应满足检验工作的要求。

不得在楼顶、地下室和场区外等区域设置驻车车道，驻

车坡道应有辅助缓冲设施。

采用平板制动检验台检验非营运小型、微型载客汽车驻

车制动性能时，可以不要求具备驻车坡道。

第二十二条 【底盘动态检验区要求】机动车检验机构场区

内应具备底盘动态检验区（摩托车除外），并满足承检车辆

要求。

第二十三条 【停车场要求】机动车检验机构停车场地面积应



当与检验能力相适应。

停车场地应当为水泥、沥青或者其他硬地面，能承受车

辆的碾压。场内应划分停车线和车辆行驶通道，并保持进出

口畅通；应设置照明设备，并满足消防等安全要求，布局合

理，能够保证检验流程通畅，尽量避免产生车辆交叉干扰，

如无法避免时应增设有效管控措施。

第五章 检测设备评审要求

第二十四条【仪器设备和标准物质要求】机动车检验机构

应当依据其申请的检验检测能力范围正确配备开展机动车

检测所需的检验检测仪器设备以及相关标准物质。检验检测

仪器设备及标准物质应当满足国家标准和规范对所承检车

型的要求。

车辆主要检验检测仪器设备，如制动台、称重台、侧滑台、前

照灯发光强度检验台、外扩尺寸检测仪、底盘测功机，应为固定式

设备，自动控制的仪器设备应安装在检测车间内。摩托车和三轮汽

车的主要检验检测仪器设备可以采用移动式设备。

机动车检验机构对使用的检验检测仪器设备应当拥有所有权。

第二十五条【软件要求】机动车检验机构应保证用于检验

检测并对结果有影响的软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要求，

并经过验证及进行维护、变更、升级后的再验证，加以唯一

性标识。



机动车检验机构应确保用于检验检测的软件的唯一性、

完整性，不得擅自修改软件，确需升级的，应记录版本号、

时间和功能修改说明。

第六章 管理体系评审要求

第二十六条 【公正性承诺要求】机动车检验机构应在服务

区域的明显位置，公示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最高管理者签署

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公正性和诚信承诺。

第二十七条 【保密要求】机动车检验机构应制定客户信息

保密制度，保密内容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委托方提交的文件与资料；

（二）检验记录和检验报告所涉及的委托方信息；

（三）检验员在现场检验时获得的信息，包括检验的结

论等；

（四）机动车检验机构从客户以外的渠道（如监管机构、

投诉人）获得的有关客户的信息。

第二十八条【分包要求】机动车检验机构不得对机动车检验

进行分包。

第二十九条 【不合格项告知要求】对于检验不合格的车辆，

机动车检验机构应一次性书面告知送检人不合格内容。

第三十条【数据处理要求】机动车检验的固定式检验仪器，

应具有数据通讯接口，能够进行联网控制和计算机联网。



机动车检验机构不得改变联网检验检测仪器设备的测

试原理、分辨率、测量结果数据的有效位数和检验结果数据，

排放检验结果应按《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规范》（HJ 1237－

2021）要求执行。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中所用的固定式检验检测设备，应

采用数字式数据处理二次仪表。

数字式数据处理二次仪表包括：工控计算机、单片机、

单板机、数字信号处理系统（DSP 数字信号处器）等。

第三十一条【记录安全要求】机动车检验机构应建立程序，

保护和备份以电子形式存储的记录，并防止未经授权的侵入

或修改。

第三十二条 【记录溯源要求】机动车检验记录（含复检记

录、路试记录、电子形式存储的记录）应可通过纸质签名、

电子媒介或者其他途径记录检验员个人身份标识并可追溯

到检验员。

检验员个人身份标识应具有唯一性，并保证安全，防止

盗用和误用。

授权签字人、检验员、受理人员采用电子签字的，应保

留相应的影像或具备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等功能，确保记录

可追溯。

第三十三条 【报告溯源要求】机动车检验报告中所有项目

的检验都应能追溯到检验记录，检验报告和检验记录的编号

应具备唯一性并对应。



第三十四条 【报告修改要求】机动车检验机构不得在已出

具的检验报告上做任何修改。如确需对检验报告进行修改，

应将已出具的报告收回、作废，必要时，应重新进行检验，

并发出新的报告。

第三十五条 【报告和记录电子存储】机动车检验机构在保

证安全性、完整性、可追溯性的前提下，可使用电子形式存

储的记录和报告，代替纸质文本存档。

第三十六条 【报告和记录保存期】车辆检验报告与原始记

录（包括复检记录或路试记录）保存期应不少于六年，车辆排

放检验信息的电子档案保存期应不少于十年。

机动车检验机构应保存每一次检测过程中同一车辆多

次检测的检验报告和原始记录信息。

与公安、生态环境、交通运输部门联接与检测相关的监

控视频、图像和数据信息保存按照相关部门的要求执行。

第二十七条【公示栏要求】机动车检验机构应当在服务大

厅设立公示栏，公示其服务承诺、资质信息、检验项目、检

验标准、收费标准、车辆检验流程图和投诉监督栏等信息和

服务性设施。移动式摩托车、三轮汽车检验可不必设置车辆

检验流程图。

第三十八条【服务要求】机动车检验机构在开展机动车检

验过程中应当提供以下服务要求：

（一）预约检车服务，并保障预约车辆优先检测。



（二）“交钥匙工程”服务，检验工作由检验机构工作人员

一次性负责办结。整合窗口服务流程，实现全流程一窗办理。办事

窗口实行排队叫号管理。

（三）服务大厅设置综合咨询台，提供取号和咨询服务；设置

电子屏幕，实时显示车辆检测全过程和结果情况。

（四）在明显位置公示监督举报电话、设置举报箱，及时妥善

回应群众合理意见。

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场监管部门在以上要求的基础上，可

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订相关服务规范或标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维修和销售企业检验能力评审要求】具备一类、

二类维修资质的汽车品牌销售服务企业试点开展非营运小型、微

型载客汽车检验，申请资质认定评审要求按照《公安部市场监管

总局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关于深化机动车检验

制度改革优化车检服务工作的意见〉的通知》的相关要求实

施。

第四十条 【施行日期】本补充要求自 XXXXX起施行。

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原国家认监委于 2015年 9

月 24日发布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

验机构评审补充要求》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