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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 

2022 年 4 月 

为满足 100 马力以下轮式拖拉机采信方的有关采信要求，参考 DG/T 

001—2019《农业轮式和履带拖拉机》（第 1 号修改单）规定并结合认证产品的

实际情况对本文件进行了修改，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调整并规范本文件整体格式（正文段落格式、字体格式，表格格式等），

修改其他编辑性错误。 

--条款 2 认证依据中删减 GB 18447.1—2008 的不适用条款。 

--条款 3.2 调整、增加认证委托资料的提交内容（调整第 2）条，增加第 3）、

4）条）。 

--条款 3.3 认证不受理情形删除“2）所配发动机缺少通过环保排放合格证明”。 

--条款 3.4.1 送样原则的选样机型增加“配驾驶室”要求。增加“选定的型式试

验样机存在其他多种配置的，机构指定选取其中一组配置的整机进行试验”。 

--条款 3.4.3 增加型式试验不合格的验证时间延长规定。 

--调整条款 3.4.1 章节顺序为 3.4.5，规范性描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要求，增

加“可靠性检测报告可采信 10 年内有效报告”。 

--条款 3.5.3 明确初始工厂检查时出现 1 项严重不符合项，应采用现场验证

方式。 

--增加“4.4 生产现场抽取样品检查要求”。 

--条款 5.2 删除“同一产品增加销售型号扩证采用文件审查方式”。 

--条款 5.2 明确“同单元扩证 1 个不同产品的采用型式试验+文件审查方式”。 

--增加条款 “6 认证责任”。 

--附件 1 的认证单元划分说明中明确了申请认证的产品名称通用名为“轮式

拖拉机”（删除“拖拉机”）。 

--附件 1 认证单元划分说明 3 中增加“（7）变速箱齿轮副轴孔中心距 ”。 

--附件 2“轮式拖拉机产品及主要安全关键件明细表”删除“产品品目”、“整机生



 
 

 
 

产者”、“整机生产企业”等项目，增加“变速箱齿轮副轴孔中心距”、“最高设计理论

速度”、“发动机与主离合器联接方式”等项目。 

--附件 2 增加注 1）与 2）内容，修改填写说明中 1）~ 3）内容，“认证机构

确认签字”修改为“认证机构确认人签字”。 

--根据附件 2 参数调整情况调整附件 3“技术规格及产品一致性核查方法”与

附件 6“轮式拖拉机产品一致性检查记录及结果”相关内容。 

--附件 4“轮式拖拉机型式试验项目表”删除试验项目“轮圈轮辋”、“最大不透

光排气烟度”与“驾驶室内饰材料阻燃特性”，删除液压系统、油箱与后视镜的部件

报告要求等。 

--附件 7“轮式拖拉机产品及安全关键件变更的验证要求”调整表格整体结构，

增加不允许变更的有关项目，进一步明确相关项目变化幅度要求及验证方法等内

容。 

--删除“安全关键部件差异性试验项目”，删除“部件部分检验项目及要求”中的

“轮圈轮辋”、“液压胶管总成”、“拖拉机燃油箱”、“驾驶室内饰材料的阻燃特性”及

“后视镜”的相关内容。 

--附件 8 标题“轮式拖拉机必备生产、检测设备”修改为“轮式拖拉机生产、检

测设备”。 

 

2022 年 6 月 

--增加条款“4.1 企业分类原则”相关内容。 

--条款“3.2 认证委托资料”增加“3）所配柴油机的自愿性产品认证证书”，修

改 5）、6）有关内容。 

--修改“3.4.5 部件检验报告的采信”中可靠性报告采信相关要求。 

--条款“3.2 认证委托资料”增加“3）所配柴油机的自愿性产品认证证书”，修

改 5）、6）有关内容。 

--修改文件附件 2“轮式拖拉机产品及主要安全关键件明细表”中填写说明 1）

内容，增加说明 4）相关内容。 

--修改文件附件 4“轮式拖拉机型式试验项目表”5、7、16、17 的标准要求中



 
 

 
 

相关内容。 

--修改文件附件 4“轮式拖拉机型式试验项目表”5、7、16、17 标准要求中的

相关内容。 

--修改文件附件 7“轮式拖拉机产品及安全关键件变更的验证要求”最小使用

比质量变化幅度和要求；增加注 3 与注 4 内容。 

--修改附件 8 表格名称，增加“注”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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