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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型汽车燃料消耗量标识备案信息”填写说明 

一. 企业信息与备案号 

1 生产企业（中间不能有空格） 

对应车型的生产企业。其中，国产汽车生产企业名称应与《车辆生产企 

业及产品公告》的企业名称一致；进口汽车生产企业名称应与《进口机 

动车辆制造厂名称和车辆品牌中英文对照表（2004 年版）》及有关修 

订的中文签注名称一致。 

2 进口汽车经销商 

经对应车型供应商确认并向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备案的进口汽车（总）经销商；进口汽车须填写。 

3 备案号 

不同车型及同一车型但油耗不同的都必须备案。 

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的《汽车燃料消耗量标识》样本的备案号可空缺； 

汽车产品上粘贴的《汽车燃料消耗量标识》的备案号： 

1）国产汽车：可采用车辆识别代号（VIN）、车辆型号加后缀识别号 

或车辆一致性证书编号（采用组合方式亦可）。 

2）进口汽车：采用车辆一致性证书编号。 

4 启用日期 

从“整车出厂合格证上打印的制造日期、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日期” 

下拉框中选择。 

5 存档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用于内部管理的编号，无须填写。 



二. 车型基本信息 

1 车辆型号（中间不能有空格） 

获得汽车产品准入许可的车辆型号。 

2 通用名称 

该车型在汽车产品销售或宣传推广时采用的名称，如宝来1.8T、别克林

荫大道、奇瑞QQme、斯柯达明锐等。 

3 车辆种类 

从“乘用车（M1）、轻型客车（M2）、轻型货车（N1）”下拉框中选

择，其中，M1、M2、N1 的定义按GB/T 15089-2001《机动车辆及挂车 

分类》。 

4 越野车（G 类） 

如备案车型为符合GB/T 15089-2001《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规定的G类

车辆，请单击选中。 

5 发动机型号（中间不能有空格） 

填写该车型采用的发动机型号。 

6 燃料类型 

从“汽油、柴油、两用燃料、双燃料、混合动力”下拉框中选择。 

7 气缸数 

该车型装备的发动机气缸总数。 

8 排量 

该车型装备的发动机（所有气缸）的总排量，单位为mL，精确至整数

位。 



9 额定功率 

单位为kW，精确至1位小数；在“其他信息”栏注明试验方法。 

10 净功率 

单位为kW，精确至1位小数；在“其他信息”栏注明试验方法。 

11 整车整备质量 

GB/T 3730.2-1996《道路车辆 质量 词汇和代码》规定的整车整备质量，

单位为kg，精确至整数位。 

12 最大设计总质量 

GB/T 3730.2-1996《道路车辆 质量 词汇和代码》规定的最大设计总质

量，单位为kg，精确至整数位。 

13 最高车速 

车辆最高设计车速，单位为km/h，精确至整数位。 

14 额定载客 

包括驾驶员在内的额定载客（座位）数量。 

15 轮胎规格 

采用GB/T 2977-2008《载重汽车轮胎规格、尺寸、气压与负荷》或GB/T 

2978-2008《轿车轮胎规格、尺寸、气压与负荷》规定的表示方法。 

16 轮距 

GB/T 3730.3-1992《汽车和挂车的术语及其定义车辆尺寸》规定的轮距

（前/后），单位为毫米，精确至整数位。 

17 轴距 

GB/T 3730.3-1992《汽车和挂车的术语及其定义车辆尺寸》规定的轴距



单位为毫米，精确至整数位。 

18 驱动型式 

从“前轮驱动、后轮驱动、全时全轮驱动、分时四轮驱动、适时四轮驱

动”下拉框中选择。 

19 变速器型式/档数 

从“MT、AT、AMT、CVT、DCT、其它”下拉框中选择合适的变速器型式。

对下拉框中未列出的变速器型式，请选择其它，并在“其他信息”栏中

说明具体型式。 

20 档数 

该车型变速器对应的档位数。 其中，无级变速器无须填写该项。 

21 汽车节能新技术 

从下拉框中选择有助于改善燃料经济性的新技术。 

对下拉框中未列出的先进节能技术，请选择其它，并在“其他信息”栏

中说明具体新技术。 

22 其他信息 

补充说明备案车型有关信息。 

注：《汽车燃料消耗量标识》上“其他信息”栏内所有信息，都须包括

在“汽车燃料消耗量标识备案信息”中。 

三. 燃料消耗量信息 

分别填写市区工况、市郊工况、综合工况燃料消耗量以及综合工况CO2

排放。其中，燃料消耗量精确到1 位小数，CO2 排放精确到整数位。 

四. 检测试验情况 



1 检测机构名称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或进口汽车准入机构指定并承担该车型燃料消耗量

试验的检测机构名称。 

2 报告编号 

填写由检测机构编写并报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定机构或进口汽车准入机

构的报告编号。 

五. 备案负责人信息 

1 国产汽车生产企业、进口汽车经销商应指定专人负责备案工作。 

2 应确保备案的“汽车燃料消耗量标识备案信息”纸质文档与PDF 版本

电子文档一致，纸质文档需由备案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电子文

档采用车辆型号加后缀识别号命名。 

六. 其他 

1 备案信息如有更改，需重新报备。 

2 为保证信息安全，建议“汽车燃料消耗量标识备案信息”的PDF 版

本电子文档以光盘形式连同纸质文档、《汽车燃料消耗量标识》样本一

起提交。 

3 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27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汽

车处（10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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