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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

用于工业、科学、摄影、农业、园艺和林业的化学品；未加工人造合成树脂；未加工塑料
物质；肥料；灭火用合成物；淬火和焊接用制剂；保存食品用化学品；鞣料；工业用粘合剂。

【注释】
第一类主要包括用于工业、科学和农业的化学制品，包括用于制造属于其他类别的产
品的化学制品。
本类尤其包括：
—
—
—堆肥；
—
—
—非食品防腐盐；
—
—
—某些特定的食品工业用添加剂（查阅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商品分类表）。
本类尤其不包括：
—
—
—未加工的天然树脂（第二类）；
—
—
—医学科学用化学制品（第五类）；
—
—
—杀真菌剂、除莠剂和消灭有害动物制剂（第五类）；
—
—
—文具用或家用粘合剂（第十六类）；
—
—
—食品用防腐盐（第三十类）；
—
—
—褥草（腐殖土的覆盖物）（第三十一类）。
０１０１

工业气体，单质

（一）氨０１００６１ ，无水氨０１００６６ ，氩０１００８２ ，氮０１００９２ ，一氧化氮０１００９３ ，一氧化二氮
０１００９３ ，氯
气０１０１８３ ，氟０１０３０２ ，焊接用保护气体０１０３２６ ，工业用固态气体０１０３２８ ，干冰（二
氧化碳）０１０３３３ ，氦０１０３４４ ，氢０１０３５９ ，氪０１０３７２ ，氖０１０４０１ ，氧０１０４１３ ，氡０１０４５７ ，
氙０１０５５１
体二氧化硫Ｃ０１０００１ ，三氧化硫Ｃ０１０００２ ，液体二氧化碳Ｃ０１０００３
※液
１

（二）碱土金属０１００３９ ，锑０１００７４ ，砷０１００８４ ，砹０１００８６ ，钡０１０１０１ ，铋０１０１２５ ，碳
０１０１４８ ，镥
０１０１５３ ，铈
０１０１６１ ，铯
０１０１６３ ，镝
０１０２５０ ，铒
０１０２７６ ，铕
０１０２８７ ，化
学用硫华
０１０２９９ ，工
业用石墨０１０３０５ ，钆０１０３１８ ，镓０１０３２１ ，钬０１０３４５ ，化学用碘０１０３６５ ，工业用碘
０１０３６８ ，镧
０１０３７５ ，锂
０１０３７９ ，汞
０１０３８７ ，准
金属０１０３９０ ，金属土０１０３９２ ，钕０１０４００ ，磷
０１０４３０ ，钾
０１０４４７ ，镨
０１０４４９ ，铼
０１０４６３ ，铷
０１０４６６ ，钐
０１０４７０ ，钪
０１０４７３ ，硒
０１０４７９ ，硅
０１０４８３ ，钠
０１０４８５ ，硫
磺０１０４９３ ，锶０１０４９８ ，锝０１０５１６ ，碲０１０５１７ ，铽０１０５１９ ，稀土０１０５２６ ，
铊０１０５３２ ，铥０１０５３４ ，镱０１０５５２ ，钇０１０５５３ ，碱金属０１０５６０ ，化学用溴０１０５８５
Ｃ０１０００４ ，工
业硅Ｃ０１０００５ ，结晶硅Ｃ０１０００６ ，海绵钯Ｃ０１０００７
※钙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无水氨与０１０２ 第（二）部分工业用挥发碱（氨水），工业用氨水（挥发性碱）类
２． 氨
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１０２ 第（二）部分工业用挥发碱（氨），工业用氨（挥发
性碱），工业用挥发性碱（氨水）交叉检索；
３． 碱
土金属与０６０１ 镁类似。
０１０２

用于工业、科学、农业、园艺、林业的工业化工原料

注：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每部分内的商品根据功能、用途确定类似商品。

（一）酸０１００１４ ，盐酸溶液０１００５８ ，砷酸０１００８５ ，硝酸０１００９５ ，工业用硼酸０１０１３５ ，碳
酸０１０１５０ ，盐酸０１０１８５ ，铬酸０１０１９１ ，氢氟酸０１０３０４ ，碘酸０１０３６７ ，无机酸０１０３９６ ，过硫酸
酸０１０４３３ ，磺酸０１０５０１ ，亚硫酸０１０５０２ ，硫酸０１０５０３ ，钨酸０１０５４１
０１０４２５ ，磷
电池硫酸Ｃ０１０００８ ，氯磺酸Ｃ０１０００９ ，铬酸酐Ｃ０１００１０ ，钼酸Ｃ０１００１１ ，亚砒
※蓄
酸Ｃ０１００３０
注：本部分为无机酸。

（二）碱０１００３７ ，苛性碱０１００３８ ，氢氧化铝０１００４８ ，碱（化学制剂）０１０１０６ ，工业用苛性
碱０１０４８９ ，工业用苛性钠０１０４９０ ，工业用挥发碱（氨水）０１０５５８ ，工业用氨水（挥发性
碱）０１０５５８
氧化钾Ｃ０１００１２ ，碳酸氢钠Ｃ０１００１３ ，氢氧化锶Ｃ０１００１４ ，氢氧化镁Ｃ０１００１５ ，氢氧
※氢
化铈Ｃ０１００１６ ，氢氧化锂Ｃ０１００１７ ，氢氧化镨Ｃ０１００１８
注：１． 本部分为无机碱；
业用挥发碱（氨水），工业用氨水（挥发性碱）与０１０１ 氨，无水氨类似；与０１０９
２． 工
２

商品类似。

（三）氧化锑０１００７５ ，氧化钡０１０１０２ ，二氧化锰０１０１２４ ，氧化铬０１０１８９ ，氧化锂０１０３７８ ，
氧化汞０１０３８９ ，氧化铅０１０４４１ ，工业用二氧化钛０１０５３６ ，氧化锆０１０５５６ ，工业用氧化
钴０１０５９９
注：１． 本部分为金属氧化物；
业用二氧化钛与０２０２ 二氧化钛（颜料）类似。
２． 工

（四）矾土０１００４６ ，铝矾０１００４７ ，硅酸铝０１００４９ ，氯化铝０１００５０ ，碘化铝０１００５１ ，明矾
０１００５２ ，氯
化铵０１００５７ ，氨盐０１００６０ ，氨明矾０１００６３ ，硫化锑０１００７６ ，砷酸铅０１００８３ ，苏打灰
０１０１００ ，纯
碱０１０１００ ，钡化合物０１０１０４ ，二氯化锡０１０１１８ ，重铬酸钾０１０１１９ ，重铬酸钠
０１０１２０ ，碱
式蒬酸铋０１０１２６ ，硼砂０１０１３４ ，钾盐镁矾０１０１４０ ，碳酸盐０１０１４６ ，碳酸镁０１０１４７ ，
二硫化碳０１０１４９ ，碳化物０１０１５１ ，碳化钙０１０１５２ ，稀土金属盐０１０１６２ ，碳酸钙０１０１７２ ，氯化
钙０１０１７３ ，氯酸盐０１０１８２ ，盐酸盐０１０１８４ ，铬酸盐０１０１８７ ，铬矾０１０１８８ ，铬盐０１０１９０ ，硫酸铜
０１０２２５ ，氰
化物０１０２２８ ，氰亚铁酸盐０１０２２９ ，工业用白云石０１０２４８ ，铁盐０１０２９０ ，莹石化合
物０１０３０３ ，岩盐０１０３３１ ，水合物０１０３５６ ，次氯酸苏打０１０３６０ ，连二亚硫酸盐０１０３６１ ，碘盐
０１０３６６ ，硅
藻土０１０３７１ ，菱镁矿０１０３８２ ，氯化镁０１０３８３ ，锰酸盐０１０３８４ ，汞盐０１０３８８ ，工业用
贵重金属盐０１０３９１ ，工业用盐０１０３９７ ，硝酸铀０１０４０５ ，氯金酸钠０１０４０９ ，氯化钯０１０４１５ ，过
硼酸钠０１０４２１ ，过碳酸盐０１０４２２ ，高氯酸盐０１０４２３ ，过硫酸盐０１０４２４ ，碳酸钾０１０４４６ ，碳酸
钾水０１０４４８ ，硝酸钾０１０４６９ ，盐类（化学制剂）０１０４７５ ，盐（原料）０１０４７６ ，正铬盐０１０４７７ ，硅
酸盐０１０４８１ ，硫化物０１０４８６ ，煅烧苏打０１０４８８ ，钠盐（化学制剂）０１０４９１ ，化学用亚硝酸铋
晶石０１０４９５ ，尖晶石（化学制剂）０１０４９６ ，滑石（镁铝合金硅酸盐）０１０５０６ ，钙盐
０１０４９４ ，重
０１０５１０ ，榍
石０１０５３７ ，硫化剂０１０５４９ ，碳酸钡石０１０５５０ ，氯化物０１０５５４ ，硫酸盐０１０５５５ ，工业
用碱性碘化物０１０５５９ ，碱金属盐０１０５６１ ，铵盐０１０５６７ ，硝酸银０１０５６９ ，硝酸盐０１０５７２ ，硫酸
钡０１０５７４ ，化学用小苏打０１０５７８ ，硅藻土０１０６３２
饭石Ｃ０１００１９ ，碳化铌Ｃ０１００２１ ，碳化钨Ｃ０１００２２ ，合成钡Ｃ０１００２３ ，工业用硝酸铋
※麦
Ｃ０１００２４ ，重
碳酸铵Ｃ０１００２５ ，轻质碳酸钙Ｃ０１００２６ ，镍盐Ｃ０１００２７ ，硅酸钾Ｃ０１００２８ ，硅酸钙
Ｃ０１００２９ ，冰
晶粉Ｃ０１００３１ ，锆酸钴Ｃ０１００３２ ，碳酸铜Ｃ０１００３３ ，碳酸锌Ｃ０１００３４ ，碳酸锂
Ｃ０１００３５ ，钨
酸铵Ｃ０１００３６ ，钨酸钙Ｃ０１００３７ ，钨酸锌Ｃ０１００３８ ，氟硅酸钾Ｃ０１００３９ ，锆氟酸钾
Ｃ０１００４０ ，硫
氢化钙Ｃ０１００４１ ，碳酸锶Ｃ０１００４２ ，氯化钴Ｃ０１００４３ ，氯化镉Ｃ０１００４４ ，硫化
铁Ｃ０１００４５
注：１． 本部分为无机盐及其他金属化合物；
化铵，硝酸钾与０１０９ 商品类似；
２． 氯
３

３．

４．

尖晶石（化学制剂）与０１０４ 第（四）部分搪瓷着色化学品，搪瓷或玻璃着色化学
品，玻璃着色化学品类似；
硫化剂与０１０４ 第（十一）部分，０１０８ 第（二）部分类似。

（五）醋酸酐０１００１０ ，酐０１００６７ ，邻氨基苯甲酸０１００７０ ，苯基酸０１０１１０ ，苯酸０１０１１２ ，焦
木酸０１０１３３ ，木醋（焦木酸）０１０１３３ ，儿茶０１０１３９ ，胆酸０１０１８６ ，工业用柠檬酸０１０１９９ ，冰醋
酸（稀醋酸）０１０２７７ ，甲酸０１０３１０ ，制墨用蒬酸０１０３２０ ，脂肪酸０１０３４０ ，乳酸０１０３７３ ，油酸
０１０４０７ ，草
酸０１０４１２ ，苦味酸０１０４３７ ，焦蒬酸０１０４５３ ，水杨酸０１０４６８ ，癸二酸０１０４７４ ，硬脂酸
０１０４９７ ，单
宁０１０５０８ ，单宁酸０１０５１１ ，酒石酸０１０５１５
醋酸Ｃ０１００４６ ，蚁酸Ｃ０１００４７ ，稀醋酸Ｃ０１００４８ ，丙酸Ｃ０１００４９ ，丁酸Ｃ０１００５０ ，甲基
※冰
丙烯酸Ｃ０１００５１ ，琥珀酸Ｃ０１００５２ ，己二酸Ｃ０１００５３ ，氯乙酸Ｃ０１００５４ ，环烷酸Ｃ０１００５５ ，石油
磺酸Ｃ０１００５６ ，对苯二甲酸Ｃ０１００５７ ，苯醋酸Ｃ０１００５８ ，苯二甲酸酐Ｃ０１００５９ ，顺丁烯二酸酐
（即失水草果酸酐）Ｃ０１００６０ ，二甲酸酐Ｃ０１００７０ ，没食子酸Ｃ０１００７３
注：１． 本部分为有机酸及酸酐类化合物；
茶，单宁，单宁酸与０１１４ 商品类似。
２． 儿

（六）醋酸盐（化学品）０１０００７ ，草酸氢钾０１０１２３ ，醋酸钙０１０１７１ ，化学用酒石酸氢钾
０１０２１９ ，一
水草酸氢钾０１０４１０ ，草酸盐０１０４１１ ，醋酸铅０１０４４０ ，非药用酒石０１０５１４ ，工业用
藻酸盐０１０５６４ ，乙酸铝０１０５６５ ，醋酸铝０１０５６５ ，工业用酒石酸氢钾０１０６６８
妥儿Ｃ０１００６１ ，氯化苄Ｃ０１００６２ ，蚁酸钠Ｃ０１００６３ ，醋酸钾Ｃ０１００６４ ，醋酸锌
※米
Ｃ０１００６５ ，醋
酸钴Ｃ０１００６６ ，醋酸锰Ｃ０１００６７ ，吐酒石（即酒石酸锑钾）Ｃ０１００６８ ，酒石酸锑钠
基醋酸盐Ｃ０１００７２
Ｃ０１００６９ ，戊
注：１． 本部分为有机盐类化合物；
２． 非
药用酒石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１０４ 第（十九）部分非医用酒石乳剂交叉检索；
３． 工
业用藻酸盐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１０４ 第（十九）部分非食用藻酸盐（胶化和
加压剂）交叉检索。

（七）乙炔０１００１２ ，四氯乙烷０１００１３ ，苯衍生物０１０１１１ ，甲基异丙基苯０１０２３０ ，乙烷
０１０２８０ ，甲
烷０１０３９４ ，萘０１０３９９ ，四氯化碳０１０５２８ ，四氯化物０１０５２９ ，甲苯０１０５３８ ，工业用甲
基苯０１０５７６ ，甲基苯０１０５７７ ，工业用樟脑０１０６３８
烯Ｃ０１００７４ ，丁烯Ｃ０１００７５ ，异丁烯Ｃ０１００７６ ，异戊二烯Ｃ０１００７７ ，乙基苯Ｃ０１００７８ ，
※乙
苯乙烯Ｃ０１００７９ ，异丙苯Ｃ０１００８０ ，苯烷Ｃ０１００８１ ，轻苯Ｃ０１００８３ ，氯乙烯Ｃ０１００８４ ，氯丁二烯
氯乙烷Ｃ０１００８６ ，环氧丙烷Ｃ０１００８７ ，一氯甲烷Ｃ０１００８８ ，二氯甲烷Ｃ０１００８９ ，工
Ｃ０１００８５ ，二
业用三氯甲烷Ｃ０１００９０ ，氯乙烷Ｃ０１００９１ ，三氯乙烯Ｃ０１００９２ ，过氯乙烯Ｃ０１００９３ ，偏氯乙烯
４

，对二氯苯Ｃ０１００９５ ，邻二氯苯Ｃ０１００９６ ，二硝基氯化苯Ｃ０１００９７ ，对硝基氯化苯
Ｃ０１００９８ ，邻
硝基氯化苯Ｃ０１００９９ ，联苯Ｃ０１０１００ ，间二氯苯Ｃ０１０１０１ ，环氧乙烷Ｃ０１０１２０
注：１． 本部分为烃类及苯衍生物；
２． 甲
苯，工业用甲基苯，甲基苯，轻苯与０４０１ 混合二甲苯，二甲苯，苯，粗制苯类似。
Ｃ０１００９４

（八）酒精０１００４０ ，乙醇０１００４１ ，戊醇０１００６５ ，木醇０１０１３１ ，工业用甘油０１０２５２ ，乙二
醇０１０３３７ ，酒精０１０５４７
甲醇Ｃ０１０１０２ ，异丙醇Ｃ０１０１０３ ，丁醇Ｃ０１０１０４ ，辛醇Ｃ０１０１０５ ，丙二醇Ｃ０１０１０６ ，氯
※精
乙醇Ｃ０１０１０７ ，丙烯醇Ｃ０１０１０８ ，异丁醇Ｃ０１０１０９ ，叔丁醇Ｃ０１０１１０ ，己醇Ｃ０１０１１１ ，环己醇
Ｃ０１０１１２ ，一
缩二乙二醇Ｃ０１０１１３ ，二缩三乙二醇Ｃ０１０１１４ ，季戊四醇Ｃ０１０１１５ ，糖醇
Ｃ０１０１１６ ，山
梨醇Ｃ０１０１１７ ，单季戊入醇Ｃ０１０１１８
注：本部分为醇类化合物。
（九）醚０１０２８１ ，乙醚０１０２８２ ，乙二醇醚０１０２８３ ，甲醚０１０２８４ ，硫酸醚０１０２８５
苯醚Ｃ０１０１１９ ，异丙醚Ｃ０１０１２１
※联
注：本部分为醚类化合物。

（十）工业用酚０１０４２６
桂油Ｃ０１００７１ ，愈疮木酚Ｃ０１０１２２ ，对硝基苯酚Ｃ０１０１２３ ，对苯二酚Ｃ０１０１２４ ，间苯
※肉
二酚Ｃ０１０１２５ ，对硝基苯酚钠Ｃ０１０１２６ ，对氨基酚Ｃ０１０１２７ ，间氨基酚Ｃ０１０１２８ ，苯酚
Ｃ０１０１２９ ，
２萘
酚Ｃ０１０１３０
注：本部分为酚类化合物。

（十一）联氨０１０３５８ ，对称二苯硫脲０１０５３３ ，生物碱０１０５６２
胺Ｃ０１００８２ ，一乙基苯胺Ｃ０１０１３１ ，二苯胺Ｃ０１０１３２ ，乙酰苯胺Ｃ０１０１３３ ，苯乙酰胺
※苯
Ｃ０１０１３４ ，多
乙烯多胺Ｃ０１０１３５ ，甲萘胺Ｃ０１０１３６ ，盐酸羟基胺Ｃ０１０１３７ ，双氰胺Ｃ０１０１３８ ，三
聚氰胺Ｃ０１０１３９ ，甲酰胺Ｃ０１０１４０ ，一甲胺Ｃ０１０１４１ ，二甲胺Ｃ０１０１４２ ，二乙胺Ｃ０１０１４３ ，乙二
胺Ｃ０１０１４４ ，三乙醇胺Ｃ０１０１４５ ，二乙醇胺Ｃ０１０１４６ ，一乙醇胺Ｃ０１０１４７ ，硫脲Ｃ０１０１４８ ，硝酸
胍Ｃ０１０１４９ ，硫酸肼Ｃ０１０１５０ ，过氧化二苯甲醇Ｃ０１０１５１ ，乙腈Ｃ０１０１５２ ，三氯三聚氰
Ｃ０１０１５３ ，皂
素Ｃ０１０１５４ ，四甲基吡啶Ｃ０１０１５５ ，溴化棕榈酸吡啶Ｃ０１０１５６ ，丙烯腈Ｃ０１０１５７
注：本部分为胺类及其衍生物。
５

（十二）丙酮０１００１１ ，酮０１０１６４
己酮Ｃ０１０１６４ ，对硝基苯乙酮Ｃ０１０１６５ ，双乙酮Ｃ０１０１６６
※环
注：本部分为酮类化合物。

（十三）醛０１００４２ ，氨醛０１００６２ ，巴豆醛０１０２２０ ，化学用甲醛０１０３１１
甲醛Ｃ０１０１５８ ，丁醛Ｃ０１０１５９ ，糠醛Ｃ０１０１６０ ，庚醛Ｃ０１０１６１ ，三聚甲醛Ｃ０１０１６２ ，多
※苯
聚甲醛Ｃ０１０１６３ ，丙烯醛Ｃ０１０１６７
注：本部分为醛类化合物。

（十四）乙酸戊酯０１００６４ ，酯０１０２７９ ，甘油酯０１０３３６
酸二甲酯Ｃ０１０１６８ ，乙酰乙酸乙酯Ｃ０１０１６９ ，甲基丙烯酸甲酯Ｃ０１０１７０ ，磷酸三丁
※硫
酯Ｃ０１０１７１ ，醛酯Ｃ０１０１７２ ，醋乙酯丁酯Ｃ０１０１７３ ，丙烯乙酯Ｃ０１０１７４ ，丁酯Ｃ０１０１７５ ，丙烯酸
乙乙基乙酯Ｃ０１０１７６
注：本部分为酯类化合物。

（十五）琼脂０１００２９ ，动植物白朊（原料）０１００３３ ，碘化蛋白０１００３４ ，麦芽蛋白０１００３５ ，
蛋白纸０１００３６ ，动物蛋白（原料）０１００６９ ，磷脂０１０４２９ ，蛋白质（原料）０１０４５２ ，卵磷脂（原料）
业酪蛋白０１０５９１ ，工业用卵磷脂０１０６６４ ，工业用果胶０１０６６６ ，工业用谷蛋
０１０５８８ ，工
白０１０６７１
注：本部分为蛋白类及其他高分子化合物。

（十六）工业用淀粉０１００５５ ，纤维素０１０１５５ ，糖苷０１０３３５ ，碳水化合物０１０３５７ ，工业用
木薯粉０１０５１２ ，工业用纤维素酯０１０５９０ ，纤维素衍生物（化学品）０１０５９２ ，工业用纤维素醚
业用葡萄糖０１０６１４ ，工业用乳糖０１０６７３ ，乳糖（原料）０１０６７４
０１０５９３ ，工
注：１． 本部分为碳水化合物及其衍生物；
业用淀粉与０１０４ 第（十九）部分工业用面粉，工业用土豆粉类似。
２． 工

（十七）工业淀粉酶０１０２４４ ，工业用酶制剂０１０２７２ ，工业用酶０１０２７３ ，化学用酵

素０１０２９１
注：１． 本部分为工业用酶；
２． 工
业淀粉酶，工业用酶制剂，工业用酶与０１０４ 第（十九）部分催化剂，０１０６ 生物
化学催化剂类似。
６

（十八）表面活性剂０１０５１８
注：本部分为表面活性化学剂。
（十九）过氧化氢０１０４１４ ，二氧化氢０１０４１４
注：本部分为过氧化氢。
（二十）蒸馏水０１０２４７
胶Ｃ０１００２０
※硅
注：１． 本部分为单一商品；
胶与０１０４ 第（十七）部分商品类似。
２． 硅
０１０３

放射性元素及其化学品

锕０１００１８ ，镅０１００５４ ，原子堆燃料０１００８７ ，原子堆用燃料０１００８７ ，锫０１０１１５ ，锎０１０１４２ ，
镄０１０１５９ ，核反应堆减速材料０１０１７９ ，可裂变的化学元素０１０１８０ ，锔０１０２２６ ，重水０１０２５３ ，
核能用可裂变物质０１０２９７ ，钫０１０３１４ ，工业用同位素０１０３６９ ，镎０１０４０２ ，钚０１０４４２ ，钋
０１０４４３ ，钷
０１０４５０ ，镤
０１０４５１ ，科
学用放射性元素０１０４５６ ，科学用镭０１０４５８ ，钍０１０５３５ ，铀
０１０５４２ ，氧
化铀０１０５４３
０１０４

用于工业、科学的化学品、化学制剂，不属于其他类别的产品用的化学制品

注：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一）纺织品上浆和修整制剂０１００７７ ，上浆料（化学制剂）０１００７７ ，纺织品上光化学品
０１００９１ ，长
丝袜用防抽丝物质０１０１０５ ，长袜用防抽丝物质０１０１０５ ，漂白用润湿剂０１０１２７ ，漂
白用浸湿剂０１０１２７ ，蜡制漂白化学品０１０１２８ ，蜡漂白化学品０１０１２８ ，有机漂白化学品
０１０１２９ ，罩
面漆和底漆上浆料０１０２０２ ，织物用防污化学品０１０２８６ ，纺织工业用漂洗剂
０１０３１２ ，漂
洗剂０１０３１３ ，五倍子０１０３１９ ，脂肪漂白化学品０１０３３９ ，纺织品防水化学品
０１０３６２ ，纺
织品浸渍化学品０１０３６３ ，染色用润湿剂０１０３９８ ，染色用浸湿剂０１０３９８ ，纺织工业
用漂白土０１０５２５ ，纺织工业用润湿剂０１０５３０ ，纺织工业用浸湿剂０１０５３０
料助剂Ｃ０１０１７７ ，印染用保险粉Ｃ０１０１７８ ，印染用吊白粉Ｃ０１０１７９ ，固色剂
※染
染用扩散剂Ｃ０１０１８１ ，印染用溶解盐Ｃ０１０１８２ ，印染用太古油Ｃ０１０１８３ ，印染用
Ｃ０１０１８０ ，印
渗透剂Ｃ０１０１８４ ，增白剂Ｃ０１０１８５ ，漂毛粉Ｃ０１０１８６ ，防染盐Ｃ０１０１８７ ，印染用净洗剂
７

，匀染剂Ｃ０１０１８９ ，印染用海藻酸钠Ｃ０１０１９０ ，柔软剂Ｃ０１０１９１ ，防皱剂Ｃ０１０１９２ ，印
染用整理剂Ｃ０１０１９３ ，纤维润滑剂Ｃ０１０１９４
注：１． 上浆料（化学制剂）与０１１４ 上浆剂类似；
２． 五
倍子与０１１４ 商品类似。
Ｃ０１０１８８

（二）混凝土用凝集剂０１００３０ ，混凝土用凝结剂０１００３０ ，混凝土充气用化学品０１０１１６ ，
除油漆和油外的混凝土防腐剂０１０１１７ ，除油漆外的水泥防水制剂０１０１９５ ，除油漆外的水泥
防水化学品０１０１９５ ，除油漆和油外的水泥防腐剂０１０１９６ ，除油漆和油外的石建筑防腐剂
０１０３８０ ，除
油漆和油外的砖建筑防腐剂０１０３８１ ，除油漆和油外的砖瓦防腐剂０１０５４０ ，除油漆
外的砖石建筑防潮剂０１０６１７

（三）易燃制剂（发动机燃料用化学添加剂）０１０００１ ，发动机燃料化学添加剂０１００２０ ，汽
车燃料化学添加剂０１００２０ ，汽油净化添加剂０１００２１ ，喷雾器用气体推进剂０１００２６ ，内燃机
抗爆剂０１００７１ ，防冻剂０１００７２ ，引擎脱碳用化学制剂０１００８９ ，液压循环用传动液０１０１９７ ，油
分离化学品０１０２３３ ，燃料节省剂０１０２５７ ，制动液０１０３１５ ，刹车液０１０３１５ ，石油分散剂
０１０３５１ ，油
脂分散剂０１０３５２ ，油分散剂０１０３５２ ，油脂漂白化学品０１０３５３ ，油漂白化学品
０１０３５３ ，油
净化化学品０１０３５４ ，油脂分离剂０１０６０４ ，吸油用合成材料０１０６２０ ，动力转向液
０１０６４３ ，传
动液０１０６４４ ，引擎冷却剂用抗沸剂０１０６４５ ，运载工具引擎用冷却剂０１０６４７ ，油类
用化学添加剂０１０６５４
漏剂Ｃ０１０１９５ ，填隙剂Ｃ０１０１９６ ，起动液Ｃ０１０１９７ ，阻燃剂Ｃ０１０１９９ ，润闸液
※填
Ｃ０１０２００ ，硅
油乙基Ｃ０１０２１４

（四）除颜料外的制造搪瓷用化学制剂０１０１０７ ，膨润土０１０１０９ ，陶瓷釉０１０１６０ ，陶瓷釉
料０１０１６０ ，搪瓷遮光剂０１０２６２ ，玻璃遮光剂０１０２６３ ，搪瓷或玻璃用遮光剂０１０２６４ ，搪瓷着色
化学品０１０２６５ ，瓷土０１０３７０ ，高岭土０１０３７０ ，玻璃磨砂用化学品０１０３８６ ，制毛玻璃用化学品
瓷或玻璃着色化学品０１０５２０ ，玻璃着色化学品０１０５２１ ，水玻璃（可溶玻璃）
０１０３８６ ，搪
０１０５４４ ，
硅酸钠（溶性玻璃）０１０５４４ ，制技术陶瓷用配料０１０６３１ ，烧结用颗粒状和粉状陶瓷物
质０１０６４６
注：１． 陶瓷釉，陶瓷釉料与０２０５ 瓷釉（漆），瓷漆，釉料（漆、清漆）类似；
瓷着色化学品，搪瓷或玻璃着色化学品，玻璃着色化学品与０１０２ 第（四）部分
２． 搪
尖晶石（化学制剂）类似。
８

（五）蓄电池用防泡沫溶液０１０００６ ，电池用防泡沫溶液０１０００６ ，促进金属合金形成用化
学制剂０１００４５ ，镀银用银盐溶液０１００８１ ，镀锌液０１００９８ ，电镀液０１００９８ ，蓄电池充电用酸性
水０１０２５１ ，电池充电用酸性水０１０２５１ ，原电池盐０１０２６１ ，电镀制剂０１０３２４ ，排除电池硫酸盐
用液体０１０５００ ，蓄电池硫酸盐清除剂０１０５００ ，电池硫酸盐清除剂０１０５００
刷镀溶液Ｃ０１０２０１
※电

（六）气体净化剂０１０２７５ ，过滤材料（化学制剂）０１０６１１ ，过滤材料（矿物质）０１０６１２ ，过
滤材料（植物质）０１０６１３ ，用作过滤介质的颗粒状陶瓷材料０１０６２１
（七）铸造制模用制剂０１０３０７ ，铸造用沙０１０４６７ ，铸造用砂０１０４６７
粉Ｃ０１０２０２
※铸

（八）水软化剂０１００２３ ，澄清剂０１０２５４ ，净化剂（澄清剂）０１０２５４ ，离子交换剂０１０２５５ ，
离子交换剂（化学制剂）０１０２５５ ，絮凝剂０１０５８７ ，水净化化学品０１０６０８ ，水净化用化学品
０１０６０８ ，工
业用软化剂０１０６０９

（九）防水垢剂０１００７３ ，清洁烟筒用化学品０１０１７４ ，生产加工用除脂剂０１０２３１ ，除水垢
剂０１０２４０ ，生产加工用去污剂０１０２４１ ，镜头防污剂０１０３７７ ，工业用肥皂（含金属）０１０４７２ ，玻
璃防污剂０１０５２２ ，窗玻璃防污用化学品０１０５２３ ，非家用除垢剂０１０６３５ ，散热器清洗化学
品０１０６４８
业用洗净剂Ｃ０１０２１１
※工
注：防水垢剂，除水垢剂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１０４ 第（十九）部分防水锈剂，除水锈剂
交叉检索。

（十）制清漆用的羯布罗香油（香膏）０１０３４３ ，制清漆用古芸香胶（香脂）０１０３４３ ，制漆用
化学制剂０１０５７５ ，清漆溶剂０１０６０６
注：清漆溶剂与０２０５ 油漆稀释剂，漆稀释剂，松节油（涂料稀释剂），稀料，松香水，天那
水，信那水，０３０２ 去漆剂类似。

（十一）硫化加速剂０１０００５ ，橡胶防腐剂０１０１４５ ，非家用抗静电剂０１０２６０ ，工业用碳黑
０１０５９７ ，橡
胶用化学增强剂０１０６４０
进剂Ｃ０１０２０３ ，乌洛托平Ｃ０１０２０４ ，抗静电剂Ｃ０１０２１０ ，抗氧剂Ｃ０１０２０６
※促
注：本部分与０１０２ 第（四）部分硫化剂，０１０８ 第（二）部分类似。
９

（十二）钻探泥浆用化学添加剂０１００１９ ，钻探泥浆０１０１３６
（十三）和研磨剂配用的辅助液０１０００４ ，研磨用辅助液０１０００４

（十四）淀粉溶解化学品（脱胶剂）０１００５６ ，液化淀粉制剂（去胶剂）０１００５６ ，使淀粉溶解
的脱胶剂０１００５６ ，分离和脱胶用制剂０１０２３２ ，脱胶制剂（分离）０１０２３２ ，脱胶和分离用制剂
０１０２３２ ，脱
胶制剂（溶胶）０１０２３４ ，胶溶剂０１０２３４ ，墙纸清除剂０１０６５３
注：墙纸清除剂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０２０５ 墙纸清除剂交叉检索。
（十五）动物炭０１００６８ ，动物碳制剂０１０１６５ ，骨炭０１０１６７ ，血炭０１０１６８ ，动物碳０１０５６８
（十六）非食品用防腐盐０１０００３ ，耐酸化学物质０１００１６ ，防霉化学制剂０１０３９５
学防腐剂Ｃ０１０２６０
※化
注：化学防腐剂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２０６ 防腐剂交叉检索。

（十七）活性碳０１００２５ ，过滤用碳０１０１６６ ，吸气剂（化学活性物质）０１０３３２ ，工业用脱色

剂０１０５８０
注：本部分与０１０２ 第（二十）部分硅胶类似。

（十八）工业用亮色化学品０１０５７０ ，制颜料用化学制剂０１０５７５

（十九）未加工醋酸纤维素０１０００８ ，化学冷凝制剂０１００１５ ，钢材精加工制剂０１００１７ ，铝
土矿０１０１０８ ，防冷凝化学制剂０１０１３８ ，催化剂０１０１５４ ，节煤剂０１０１６９ ，工业用化学品
０１０１７６ ，工
业化学品０１０１７６ ，火棉胶 ０１０２０６ ，金属着色用盐０１０２０７ ，医药制剂保存剂
０１０２１０ ，腐
蚀剂０１０２１４ ，脱模制剂０１０２３７ ，去光材料０１０２３８ ，工业脱水制剂０１０２３９ ，唱片修
复制剂０１０２４６ ，金属硬化剂０１０２４９ ，闪光灯用制剂０１０２５６ ，乳化剂０１０２６８ ，工业用面粉
０１０２８９ ，加
工螺纹用合成剂０１０２９５ ，石灰石硬化物０１０３０１ ，工业用灯黑０１０３１６ ，工业用红树
皮０１０３８５ ，毒气中和剂０１０４０３ ，工业用土豆粉０１０４４４ ，工业用白雀树皮０１０４５４ ，制冷剂
业用谷类加工的副产品０１０４６０ ，工业用谷物加工的副产品０１０４６０ ，工业或农业用
０１０４５９ ，工
煤灰０１０４９９ ，工业用蒸煮激发剂０１０５５７ ，木醇蒸馏剂０１０５８２ ，化学用杂酚油０１０６０２ ，制唱片
用合成物０１０６０３ ，金属腐蚀剂０１０６３３ ，工业用海水０１０６３６ ，纸用化学增强剂０１０６３９ ，工业用
磁性液０１０６４２ ，车身填充物０１０６４９
水浆消泡剂Ｃ０１０２０５ ，荧光粉Ｃ０１０２０７ ，油墨抗凝剂Ｃ０１０２０８ ，固香剂Ｃ０１０２０９ ，探
※防
１０

伤气雾剂Ｃ０１０２１２ ，松醇油Ｃ０１０２１３
注：１． 本部分根据商品的功能、用途确定类似商品；
加工醋酸纤维素与０１０８ 第（一）部分类似；
２． 未
化剂与０１０２ 第（十七）部分工业淀粉酶，工业用酶制剂，工业用酶，０１０６ 生物
３． 催
化学催化剂类似；
４． 工
业用化学品，工业化学品与０１０４ 所有商品类似；
业用面粉，工业用土豆粉与０１０２ 第（十六）部分工业用淀粉类似；
５． 工
６． 制
唱片用合成物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１０７ 制唱片用混合剂交叉检索。
（二十）镶玻璃用油灰０１０６５１ ，装玻璃用油灰０１０６５１ ，油石灰（油灰）０１０６５５
注：本部分与０２０５ 商品类似。
０１０５

用于农业、园艺、林业的化学品、化学制剂

除杀真菌剂、除草剂、除莠剂、杀虫剂、杀寄生虫剂外的农业化学品０１００３１ ，花用保鲜剂
０１０２０９ ，脱
叶剂０１０２３６ ，杀虫剂用化学添加剂０１０３０８ ，杀真菌剂用化学添加剂０１０３０９ ，除杀
真菌剂、除莠剂、杀虫剂、杀寄生虫剂外的园艺化学品０１０３４７ ，预防小麦枯萎病（黑穗病）的
化学制剂０１０４０４ ，预防小麦黑穗病的化学制剂０１０４０４ ，保存种籽物质０１０４８０ ，除杀真菌剂、
除莠剂、杀虫剂、杀寄生虫剂外的林业用化学品０１０５０５ ，预防藤蔓病化学品０１０５４６ ，植物保
护用蒽油０１０５８６ ，植物用微量元素制剂０１０６３７
微生物剂Ｃ０１０２１５ ，赤霉素Ｃ０１０２１６ ，增润剂Ｃ０１０２１９
※防
树洞填充物（林业用）０１００８０ ，树木嫁接用蜡０１０１９８ ，加工烟草用加味料０１０４７１
草用防霉剂Ｃ０１０２１７ ，消辣剂Ｃ０１０２１８
※烟

注：１． 第一、二自然段与０５０５ 第一、二自然段类似；
２． 第
一、二自然段与０１０９ 植物生长调节剂，０１１３ 水果催熟用激素类似，与第九版
及以前版本０１１３ 水果催熟激素交叉检索；
３． 植
物用微量元素制剂与０１０９ 商品类似。
０１０６

化学试剂

生物化学催化剂０１０１２２ ，科学用化学制剂（非医用、非兽医用）０１０１７７ ，化学试剂（非医
用、非兽医用）０１０１７８ ，非医用、非兽医用化学试剂０１０１７８ ，非医用、非兽医用的实验室分析
１１

用化学制剂０１０１８１ ，实验室分析用化学制剂（非医用、非兽医用）０１０１８１ ，低温实验制剂
０１０２２１ ，非
医用、非兽医用诊断制剂０１０２４３ ，试纸０１０２５９ ，化学试纸０１０２７８ ，橄榄石（化学制
剂）０１０４０８ ，硝酸盐纸０１０４１６ ，石蕊试纸０１０４１９ ，非医用、非兽医用生物制剂０１０５７９ ，非医
用、非兽医用细菌制剂０１０５９４ ，非医用、非兽医用细菌学研究制剂０１０５９５ ，非医用、非兽医用
微生物培养物０１０５９６ ，非医用、非兽医用微生物制剂０１０５９６ ，非医用、非兽医用电泳凝胶
０１０６５０ ，农
业生产用种子基因０１０６５６ ，非医用、非兽医用干细胞０１０６５７ ，非医用、非兽医用生
物组织培养物０１０６５８
注：生物化学催化剂与０１０２ 第（十七）部分工业淀粉酶，工业用酶制剂，工业用酶，０１０４
第（十九）部分催化剂类似。
０１０７

摄影用化学用品及材料

摄影用还原剂０１００２７ ，自动着色纸（摄影用）０１００９０ ，定影液（摄影用）０１００９７ ，调色定
影液（摄影用）０１００９９ ，氧化钡纸０１０１０３ ，摄影用化学制剂０１０２１１ ，照相感光布０１０２１２ ，感光
板０１０２１３ ，晒蓝图用溶液０１０２２７ ，重氮纸０１０２４５ ，摄影感光乳剂０１０２６７ ，感光乳剂０１０２６７ ，
感光照相板０１０２６９ ，铁板照相板（摄影用）０１０２９２ ，定影溶液（摄影用）０１０２９８ ，相纸０１０３２２ ，
摄影用明胶０１０３２９ ，胶印感光用板０１０４０６ ，胶印用感光印刷板０１０４０６ ，胶印用感光板
０１０４０６ ，光
度测定纸０１０４１７ ，感光纸０１０４１８ ，摄影用果胶０１０４２０ ，蓝图纸０１０４３２ ，蓝图布
０１０４３４ ，
摄影用显影剂０１０４３５ ，摄影用感光剂０１０４３６ ，未曝光的Ｘ 光感光胶片０１０４６４ ，调色
盐（摄影用）０１０５４８ ，未曝光的感光胶片０１０５８１ ，未曝光的感光电影胶片０１０５９８
谱感光板Ｃ０１０２２０ ，传真纸Ｃ０１０２２１ ，晒图纸Ｃ０１０２２２ ，热敏纸Ｃ０１０２２３
※光

注：１． 未曝光的Ｘ 光感光胶片，未曝光的感光胶片，未曝光的感光电影胶片与０９２３ 商
品类似；
２． 传
真纸，热敏纸与１６０２ 复印纸（文具），电传用纸类似。
０１０８

未加工的人造合成树脂，未加工塑料物质（不包括未加工的天然树脂）

（一）未加工环氧树脂０１０２７４ ，未加工塑料０１０４３８ ，未加工合成树脂０１０４５５ ，未加工丙
烯酸树脂０１０４６１ ，未加工人造树脂０１０４６２ ，硅酮０１０４８４ ，硅氧烷０１０４８４ ，过滤材料（未加工
塑料）０１０６１０
丙烯Ｃ０１０２２４ ，各种赛璐珞Ｃ０１０２２５ ，酚醛树脂Ｃ０１０２２６ ，脲醛树脂Ｃ０１０２２７ ，合成
※聚
１２

树脂塑料Ｃ０１０２２８ ，酷素树脂Ｃ０１０２２９ ，聚氯乙烯树脂Ｃ０１０２３０ ，玛脂Ｃ０１０２３１ ，电木粉
Ｃ０１０２３２ ，胶
木粉Ｃ０１０２３３ ，硅塑料Ｃ０１０２３５ ，模塑料Ｃ０１０２３６ ，塑膏Ｃ０１０２３７ ，三甲酚磷酸脂
Ｃ０１０２３８ ，有
机硅树脂Ｃ０１０２３９ ，离子交换树脂Ｃ０１０２４０ ，环氧油辛脂Ｃ０１０２４２ ，尼龙６６
盐Ｃ０１０２４３
（二）增塑剂０１０１４３ ，塑料分散剂０１０６０５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２． 第
（一）部分与０１０４ 第（十九）部分未加工醋酸纤维素类似；
３． 第
（二）部分与０１０２ 第（四）部分硫化剂，０１０４ 第（十一）部分类似。
０１０９

肥料

海藻（肥料）０１００４３ ，土壤调节制剂０１００５３ ，氮肥０１００９４ ，氰氨化钙（肥料）０１０１４１ ，含氮
石灰（肥料）０１０１４１ ，农业肥料０１０２７１ ，肥料０１０２７１ ，农业用肥０１０２７１ ，肥料制剂０１０２９３ ，鸟
粪０１０３４２ ，腐殖土０１０３５５ ，盆栽土０１０３５５ ，磷酸盐（肥料）０１０４２７ ，矿渣（肥料）０１０４２８ ，过磷
酸盐（肥料）０１０４３１ ，园艺用罐装泥炭０１０４４５ ，盐类（肥料）０１０４７８ ，种植土０１０５２４ ，壤土
０１０５２７ ，泥
炭（肥料）０１０５３９ ，无土生长培养基０１０５８９ ，混合肥料０１０６２２ ，植物生长调节剂
殖质表层肥０１０６４１ ，溶液培养的植物用多孔黏土０１０６５２ ，鱼粉肥料０１０６５９
０１０６３４ ，腐
学肥料Ｃ０１０２４４ ，植物肥料Ｃ０１０２４５ ，动物肥料Ｃ０１０２４６
※化

注：１． 本类似群与０１０５ 植物用微量元素制剂类似；
２． 本
类似群与０１０２ 第（二）部分工业用挥发碱（氨水），工业用氨水（挥发性碱）类
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１０２ 第（二）部分工业用挥发碱（氨），工业用氨（挥发
性碱），工业用挥发性碱（氨水）交叉检索；
３． 本
类似群与０１０２ 第（四）部分氯化铵，硝酸钾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卤砂、氯
化铵及硝酸钠交叉检索；
４． 本
类似群与第六版及以前版本３１０３ 腐殖质高效肥交叉检索；
物生长调节剂与０１０５ 第一、二自然段，０１１３ 水果催熟用激素，０５０５ 第一、二自
５． 植
然段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１１３ 水果催熟激素交叉检索。

１３

０１１０

灭火用合成物

灭火合成物０１０２８８ ，防火制剂０１０２９４
防泡沫液Ｃ０１０２４７ ，灭火药粉Ｃ０１０２４８
※消
０１１１

淬火用化学制剂

金属退火剂０１０３９３ ，金属回火剂０１０３９３
火剂Ｃ０１０２４９ ，淬火油Ｃ０１０２５０
※淬
０１１２

焊接用化学制剂

铜焊制剂０１０１３７ ，焊接用化学品０１０４８７ ，铜焊助剂０１０５８３ ，助焊剂０１０５８４
０１１３

食品用化学品（不包括食品用防腐盐）

醋化用细菌制剂０１０００９ ，食物防腐用化学品０１００４４ ，食品保藏用化学品０１００４４ ，酿葡
萄酒用杀菌剂（制葡萄酒用化学制剂）０１００９６ ，葡萄酒发酵用化学品０１００９６ ，糖精（合成）
０１０１１３ ，
糖精０１０１１４ ，啤酒澄清剂和防腐剂０１０１２１ ，（未发酵）葡萄汁澄清剂０１０２００ ，葡萄酒
澄清剂０１０２０５ ，酒澄清用制剂０１０２０５ ，饮料工业用的过滤制剂０１０２９６ ，熏肉用化学制剂
果催熟用激素０１０３４６ ，保存食物用油０１０３４８ ，化学用牛奶发酵剂０１０３７４ ，工业用
０１０３１７ ，水
嫩肉剂０１０５４５ ，防止蔬菜发芽剂０１０５７１ ，人造增甜剂（化学制剂）０１０６０７ ，啤酒防腐剂
品工业用酶制剂０１０６６０ ，食品工业用酶０１０６６１ ，食品工业用葡萄糖０１０６６２ ，食品
０１０６１９ ，食
工业用卵磷脂０１０６６３ ，食品工业用果胶０１０６６５ ，食品工业用酒石酸氢钾０１０６６７ ，食品工业
用藻酸盐０１０６６９ ，食品工业用谷蛋白０１０６７０ ，食品工业用乳糖０１０６７２ ，食品工业用牛奶发
酵剂０１０６７５ ，工业用牛奶发酵剂０１０６７６ ，食品工业用酪蛋白０１０６７７

注：１． 水果催熟用激素与０１０５ 第一、二自然段，０１０９ 植物生长调节剂，０５０５ 第一、二
自然段类似；
造增甜剂（化学制剂）与３００３ 天然增甜剂类似。
２． 人
１４

０１１４

鞣料及皮革用化学品

鞣料木０１０１３０ ，皮革翻新用化学品０１０１７５ ，使皮革软化的脱灰碱液０１０２０８ ，除油外的
皮革处理剂０１０２０８ ，皮革鞣剂０１０２１５ ，鞣皮革制剂０１０２１５ ，生皮鞣剂０１０２１６ ，鞣皮剂
０１０２１６ ，皮
革表面处理用化学制品０１０２２３ ，皮革修整化学品０１０２２３ ，皮革浸渍化学品
０１０２２４ ，上
浆剂０１０２７０ ，鞣酸０１０３２３ ，黑儿茶０１０３２５ ，制革用油０１０３４９ ，鞣革用油０１０３５０ ，皮
革防水化学品０１０３６４ ，鞣革用漆叶０１０５０４ ，鞣料（鞣革剂）０１０５０７ ，鞣革物０１０５０９ ，皮革整理
用油０１０６０１

注：１． 本类似群与０１０２ 第（五）部分儿茶，单宁，单宁酸，０１０４ 第（一）部分五倍子类似，
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１０４ 第（一）部分苦味五倍子交叉检索；
２． 上
浆剂与０１０４ 第（一）部分上浆料（化学制剂）类似；
３． 制
革用油，鞣革用油，皮革整理用油与０４０１ 皮革用油脂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
本制革用脂交叉检索。
０１１５

工业用粘合剂和胶（不包括纸用粘合剂）

工业用粘合剂０１０００２ ，外科绷带用粘合制剂０１００２２ ，生产加工用黄蓍胶０１００２４ ，粘贴
海报用粘合剂０１００２８ ，贴广告用粘胶０１００２８ ，补轮胎内胎用合成物０１００３２ ，工业用阿拉伯
树胶０１００７８ ，树木嫁接用粘性制剂０１００７９ ，粘胶液０１０１５７ ，冶金粘合剂０１０１５８ ，鞋用粘合剂
革粘合剂０１０１９２ ，充气轮胎粘合剂０１０１９３ ，轮胎粘合剂０１０１９３ ，轮胎胶粘剂
０１０１７０ ，皮
０１０１９３ ，修
补破碎物品的粘合剂０１０１９４ ，裱墙纸用粘合剂０１０２０３ ，墙纸用粘合剂０１０２０３ ，皮
革胶０１０２２２ ，上浆糊精０１０２４２ ，铸造用粘合物质０１０３０６ ，工业用明胶０１０３３０ ，粘鸟胶
树木嫁接用胶粘剂０１０３４１ ，增塑溶胶０１０４３９ ，补轮胎用合成物０１０４６５ ，非文具、非
０１０３３４ ，
家用淀粉浆糊０１０５６６ ，墙砖粘合剂０１０５７３ ，工业用胶０１０６００ ，非文具、非家用谷朊胶
０１０６１５ ，非
文具、非家用胶水０１０６１６ ，非文具、非家用、非食用鱼胶０１０６１８
氨酯Ｃ０１０２５１ ，氯丁胶Ｃ０１０２５２ ，聚醋酸乙烯乳液Ｃ０１０２５３ ，固化剂Ｃ０１０２５４
※聚

注：１． 本类似群与１７０１ 液态橡胶，橡胶水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１７０１ 液体橡胶交
叉检索；
２． 本
类似群与１７０２ 补漏用化学合成物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１７０２ 补裂缝用
化学化合物交叉检索。
１５

０１１６

纸浆

０１１７

能源

木浆０１０１３２ ，纸浆０１０１５６
维素浆Ｃ０１０２５５
※纤

注：本类似群第九版时移入０４０７ 。

１６

第二类

颜料，清漆，漆；防锈剂和木材防腐剂；着色剂；媒染剂；未加工的天然树脂；画家、装饰
家、印刷商和艺术家用金属箔及金属粉。
【注释】
第二类主要包括颜料、染料和防腐制品。
本类尤其包括：
—
—
—工业、手工业和艺术用颜料、清漆和漆；
—
—
—服装染料；
—
—
—食品和饮料用着色剂。
本类尤其不包括：
—
—
—未加工的人造树脂（第一类）；
—
—
—洗衣和漂白用上蓝剂（第三类）；
—
—
—美容用染料（第三类）；
—
—
—颜料盒（学校用文具）（第十六类）；
—
—
—绝缘颜料和绝缘漆（第十七类）。
０２０１

染料，媒染剂（不包括食用）

媒染剂 ０２０００２ ，茜素染料０２０００６ ，木材媒染剂０２００２７ ，木材染色剂０２００２８ ，鞋染料
色剂０２００４７ ，苯胺染料０２００５２ ，制革用媒染剂０２００５７ ，皮革染色剂０２００５７ ，染
０２００４１ ，着
料０２００５８ ，姜黄（染料）０２００６０ ，黄桑（染料）０２００７４ ，靛青（染料）０２００８６ ，复活节彩蛋用染
色纸０２００９６ ，藏红染料０２００９９ ，白色（染料或涂料）０２０１０９ ，染料木０２０１１１ ，染料木提取物
（染料）０２０１１２
注：１． 本类似群与０２０２ 着色剂类似；
色剂与０２０２ 商品类似；
２． 着
３． 本
类似群与０２０５ 白色（染料或涂料）类似；
色（染料或涂料）与０２０５ 商品类似。
４． 白
１７

０２０２

颜料（不包括食用、绝缘用），画家、装饰家、印刷商和艺术家用金属箔及金属粉

绘画用铝粉０２０００８ ，画家、艺术家和装饰家用铝粉０２０００８ ，石棉颜料０２０００９ ，水彩固定
剂０２００１１ ，银箔０２００１３ ，银乳剂（颜料）０２００１５ ，银光粉０２００１６ ，金胺０２００１８ ，杀菌颜料
０２００１９ ，黄
土颜料０２００２９ ，土黄色０２００２９ ，青铜粉０２００３２ ，青铜粉（绘画用）０２００３２ ，铅白
０２００３８ ，碳
黑（颜料）０２００３９ ，氧化钴（颜料）０２００４４ ，胭脂红０２００４５ ，胭脂虫红０２００４５ ，着色
剂０２００４７ ，黑色（颜料或油漆）０２００５１ ，颜料０２００５９ ，金箔０２００６３ ，灯黑（颜料）０２００７３ ，绘
画用藤黄０２００７６ ，氧化锌（颜料）０２００８１ ，铅黄０２００８９ ，黄丹０２００８９ ，画家、装饰家、印刷商和
艺术家用金属粉０２００９０ ，画家、装饰家、印刷商和艺术家用金属箔０２００９２ ，铅红０２００９５ ，红
丹０２００９５ ，胭脂树橙（颜料）０２００９８ ，烟灰色（颜料）０２０１０１ ，二氧化钛（颜料）０２０１０６
母粒Ｃ０２０００１ ，立德粉（锌钡白）Ｃ０２００１４
※色

注：１． 二氧化钛（颜料）与０１０２ 第（三）部分工业用二氧化钛类似；
２． 本
类似群与０２０１ 着色剂类似；
３． 着
色剂与０２０１ 商品类似；
４． 本
类似群与０２０５ 黑色（颜料或油漆）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２０５ 蓝色（颜
料或油漆）交叉检索；
５． 黑
色（颜料或油漆）与０２０５ 商品类似。
０２０３

食品着色剂

饮料色素０２０００４ ，食用色素０２０００５ ，食品用着色剂０２０００５ ，黄油色素０２００２３ ，啤酒色素
０２００２４ ，酱
色（食品色素）０２００３４ ，麦芽酱色（食品色素）０２００３５ ，麦芽色素０２００４８ ，利口酒用
色素０２００８８
０２０４

油墨

（一）制革用墨０２００３３ ，制革用油墨０２００３３ ，印刷膏（油墨）０２００４３ ，印刷合成物（油墨）
０２００４３ ，
印刷油墨０２００６６ ，动物打印记用墨０２００６７ ，雕刻油墨０２００８０ ，复印机用墨（调色剂）
０２０１２１ ，复
印机用调色剂（墨）０２０１２１ ，印刷机和复印机用调色剂盒（已填充）０２０１２３
算机、打印机、文字处理机墨盒Ｃ０２０００２ ，激光打印机墨盒Ｃ０２００１５ ，喷墨打印机墨
※计
盒Ｃ０２００１６ ，复印机用碳粉Ｃ０２００１７
１８

（二）皮肤绘画用墨０２００６９ ，皮肤绘画用油墨０２００６９
注：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０２０５

涂料，油漆及附料（不包括绝缘漆）

油漆０２０００１ ，清漆 ０２０００３ ，铝涂料０２０００７ ，银涂料０２００１４ ，银镀粉０２００１６ ，黑亮漆
０２００１７ ，黑
漆０２００１７ ，杀菌漆０２００１９ ，粉刷用石灰浆０２００２０ ，沥青油漆０２００２５ ，木材涂料（油
漆）０２００２６ ，青铜漆０２００３１ ，屋顶毡用涂料（油漆）０２００３６ ，油毛毡用涂料（油漆）０２００３６ ，陶
瓷涂料０２００３７ ，陶瓷品用漆０２００３７ ，运载工具底盘防蚀涂层０２００４０ ，运载工具底盘底漆
０２００４０ ，粉
刷用石灰水０２００４２ ，黑色（颜料或油漆）０２００５１ ，油漆稀释剂０２００５３ ，漆稀释剂
０２００５４ ，油
漆增稠剂０２００５５ ，刷墙粉０２００６２ ，瓷釉（漆）０２００６４ ，瓷漆０２００６５ ，油漆催干剂
０２００６８ ，涂
料（油漆）０２００７０ ，固定剂（清漆）０２００７２ ，釉料（漆、清漆）０２００７５ ，虫胶０２００７７ ，防
火油漆０２００８５ ，防火漆０２００８５ ，油漆凝结剂０２００８７ ，油漆粘合剂０２００８７ ，清漆用苏模鞣料
０２０１０２ ，底
漆０２０１０８ ，白色（染料或涂料）０２０１０９ ，粉刷用白垩灰浆０２０１１０ ，苯乙烯树脂漆
０２０１１４ ，漆
０２０１１５ ，防
臭涂料０２０１２２ ，松节油（涂料稀释剂）０２０１２４ ，油漆补片（可替换
的）０２０１２５
料Ｃ０２０００３ ，松香水Ｃ０２０００４ ，可赛银Ｃ０２０００５ ，防水冷胶料Ｃ０２０００６ ，水溶性内外
※稀
墙有光喷塑料Ｃ０２０００７ ，聚乙烯胶泥Ｃ０２０００８ ，无粘性化学涂料（不粘锅用）Ｃ０２０００９ ，天那
水Ｃ０２００１０ ，信那水Ｃ０２００１１ ，防水粉（涂料）Ｃ０２００１２ ，树脂胶泥Ｃ０２００１３ ，磁漆Ｃ０２００１８

注：１． 瓷釉（漆），瓷漆，釉料（漆、清漆）与０１０４ 第（四）部分陶瓷釉，陶瓷釉料类似；
２． 油
漆稀释剂，漆稀释剂，松节油（涂料稀释剂），稀料，松香水，天那水，信那水与
（十）部分清漆溶剂，０３０２ 去漆剂类似；
０１０４ 第
３． 防
水粉（涂料）与１７０５ 防水隔热粉类似；
４． 本
类似群与１９１２ 商品类似；
５． 本
类似群与０２０１ 白色（染料或涂料）类似；
６． 白
色（染料或涂料）与０２０１ 商品类似；
类似群与０２０２ 黑色（颜料或油漆）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２０２ 蓝色（颜
７． 本
料或油漆）交叉检索；
色（颜料或油漆）与０２０２ 商品类似；
８． 黑
９． 虫
胶与０２０７ 商品类似；
类似群与０１０４ 第（二十）部分类似。
１０． 本
１９

０２０６

防锈剂，木材防腐剂

防腐蚀剂０２００１０ ，防腐蚀带０２００２１ ，木材防腐剂０２００４９ ，木材防腐用杂酚油０２００５６ ，防
锈脂０２００７９ ，防锈油脂０２００７９ ，木材防腐油０２００８２ ，防锈油０２００８３ ，金属防锈制剂０２００９３ ，
金属用保护制剂０２００９４ ，防锈制剂（储藏用）０２０１０７ ，羰基（木头防腐剂）０２０１１３

注：防锈脂，防锈油脂，防锈油，金属防锈制剂，金属用保护制剂，防锈制剂（储藏用）与
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１０４ 第（十九）部分防水锈剂交叉检索。
０２０７

未加工的天然树脂

加拿大香脂０２００２２ ，松香０２００４６ ，天然硬树脂０２００５０ ，天然树脂（原料）０２００６１ ，树胶脂
０２００７８ ，天
然树脂０２００９１ ，山达脂０２０１００
注：本类似群与０２０５ 虫胶近似。

２０

第三类

洗衣用漂白剂及其他物料；清洁、擦亮、去渍及研磨用制剂；肥皂；香料，香精油，化妆
品，洗发水；牙膏。
【注释】
第三类主要包括清洁制剂和化妆品。
本类尤其包括：
—
—
—人用或动物用除臭剂；
—
—
—室内芳香剂；
—
—
—化妆用卫生制剂。
本类尤其不包括：
—
—
—清洁烟囱用化学制品（第一类）；
—
—
—生产过程中用的去渍制剂（第一类）；
—
—
—非人用、非动物用除臭剂（第五类）；
—
—
—磨石和砂轮（手工具）（第八类）。
０３０１

肥皂，香皂及其他人用洗洁物品，洗衣用漂白剂及其他物料

杏仁肥皂０３０００７ ，肥皂０３００１２ ，剃须皂０３００１７ ，洗发液０３００３４ ，消毒皂０３００８０ ，洗涤用
皂树皮０３００９３ ，洁肤乳液０３０１２３ ，药皂０３０１３０ ，洗发剂０３０１３４ ，汗足皂０３０１４３ ，除臭皂
皂０３０１５２ ，肥皂（块）０３０１５２ ，防汗皂０３０１６３ ，非医用沐浴盐０３０１７５ ，个人清洁或
０３０１４９ ，香
祛味用下体注洗液０３０２１８ ，干洗式洗发剂０３０２２３
手膏Ｃ０３０００１ ，洗发粉Ｃ０３０００２ ，香波Ｃ０３０００３ ，洗发软皂Ｃ０３０００４ ，柔发剂
※洗
Ｃ０３０００５ ，护
发素Ｃ０３０００６ ，洗面奶Ｃ０３０００７ ，浴液Ｃ０３０００８ ，浴盐Ｃ０３０００９ ，抑菌洗手
剂Ｃ０３００１０
洗涤上光粉０３０００９ ，洗衣用浆粉０３００１０ ，洗衣用淀粉０３００１０ ，纺织品上光皂０３００１３ ，洗
衣用上蓝剂０３００１４ ，漂白盐０３００２６ ，漂白碱０３００２７ ，洗衣用漂白剂０３００２８ ，洗衣上光剂
０３００２９ ，洗
衣用蜡０３００５１ ，上蓝剂（洗衣用）０３００５９ ，漂白水０３００８９ ，洗衣浸泡剂０３００９８ ，浸
洗衣服制剂０３００９８ ，漂白剂（洗衣）０３０１２４ ，洗涤剂０３０１２４ ，洗衣剂０３０１２４ ，光滑剂（上浆）
０３０１２７ ，
家用亮色化学品（洗衣用）０３０１７４ ，家庭洗衣用亮色化学品０３０１７４ ，洗衣用织物柔软
２１

剂０３０１９３ ，洗衣用织物软化剂０３０１９３ ，干洗剂０３０２０５
领膜Ｃ０３００１２ ，洗衣粉Ｃ０３００６７
※护

注：１． 第一、二自然段与０３０６ 商品类似；
２． 第
一、二自然段与０５０１ 药浴制剂，浴用泥浆，药浴用海水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
版本０５０１ 医用浴剂交叉检索；
医用沐浴盐，浴盐与０５０１ 矿泉水沐浴盐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矿泉水浴
３． 非
盐交叉检索；
人清洁或祛味用下体注洗液与０５０１ 第（一）部分医用下体注洗液，阴道清洗液
４． 个
类似；
三、四自然段与０３０２ 商品类似；
５． 第
６． 第
三、四自然段与０３０３ 皮革漂白制剂，皮革洗涤剂类似；
７． 漂
白盐，漂白碱，洗衣用漂白剂，漂白水，漂白剂（洗衣）与０５０３ 漂白粉（消毒）类
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１０４ 第（一）部分漂白剂交叉检索。
０３０２

清洁、去渍用制剂

刮面石（收敛剂）０３０００５ ，白垩粉０３００２２ ，清洁用火山灰０３００３８ ，清洁用白垩０３００６７ ，去
污剂０３００６８ ，清洗用洗涤碱０３００７２ ，非生产操作用、非医用的去污剂０３００７５ ，擦洗溶液
０３００７６ ，非
生产过程中用的脱脂剂０３００７７ ，家用除垢剂０３００８１ ，家用抗静电剂０３００８３ ，去漆
剂０３００８５ ，去色剂０３００８７ ，次氯酸钾０３００８９ ，清洁制剂０３０１０４ ，清洁用油０３０１１７ ，挡风玻璃
清洗剂０３０１２６ ，墙纸洗涤剂０３０１３８ ，苏打碱液０３０１５３ ，脱脂用松节油０３０１５７ ，除蜡用松节油
０３０１５８ ，氨
水（挥发性碱）（去污剂）０３０１６７ ，挥发碱（氨水）（去污剂）０３０１６７ ，明矾石（收敛
剂）０３０１６８ ，除锈制剂０３０１７０ ，去颜料制剂０３０１７９ ，疏通下水道制剂０３０１９５ ，地蜡清除剂（刷
净剂）０３０２０６ ，用于清洁和除尘的罐装压缩空气０３０２０９ ，浸清洁剂的清洁布０３０２１１ ，洗碗机
用催干剂０３０２１４
清洁剂Ｃ０３００１３ ，厕所清洗剂Ｃ０３００１４ ，玻璃擦净剂Ｃ０３００１５ ，去蜡水Ｃ０３００１６ ，去
※硅
油剂Ｃ０３００１７ ，去渍剂Ｃ０３００１８ ，去油渍油Ｃ０３００１９ ，去雾水Ｃ０３００２０ ，去污粉Ｃ０３００２１ ，地毯
清洗剂Ｃ０３００２２ ，洗洁精Ｃ０３００６８

注：１． 本类似群与０３０１ 第三、四自然段类似；
２． 厕
所清洗剂与０５０３ 化学盥洗室用消毒剂，厕所除臭剂类似；
漆剂与０１０４ 第（十）部分清漆溶剂，０２０５ 油漆稀释剂，漆稀释剂，松节油（涂料
３． 去
２２

４．

稀释剂），稀料，松香水，天那水，信那水类似；
浸清洁剂的清洁布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２１１２ 浸清洁剂的清洁布交叉检索。
０３０３

抛光、擦亮制剂

抛光铁丹０３００１１ ，皮革漂白制剂０３００２５ ，鞋油０３００３９ ，鞋擦亮剂０３００３９ ，擦鞋膏
０３００３９ ，抛
光制剂０３００４５ ，鞋蜡０３００４６ ，家具或地板用抛光剂０３００４７ ，擦亮用剂０３００４８ ，鞋
匠用蜡０３００４９ ，鞋线蜡０３００５０ ，地板蜡０３００５３ ，拼花地板蜡０３００５３ ，上光蜡０３００５４ ，抛光蜡
０３００５４ ，裁
缝用蜡０３００５５ ，皮革防腐剂（抛光剂）０３００６１ ，皮革保护剂（上光）０３００６１ ，抛光乳
膏０３００７０ ，磨剃刀皮带用软膏０３００７３ ，皮革膏０３００７４ ，皮革用蜡０３００７４ ，抛光用纸０３０１３９ ，
抛光用硅藻石０３０１６４ ，地板防滑蜡０３０２０７ ，地板防滑液０３０２０８ ，植物叶子发光剂０３０２１２
光剂Ｃ０３００２３ ，夹克油Ｃ０３００２４ ，鞋粉Ｃ０３００２５ ，帽粉Ｃ０３００２６ ，汽车、自行车上光
※上
蜡Ｃ０３００２７ ，擦铜水Ｃ０３００２８ ，皮革擦亮纸（浸擦亮剂）Ｃ０３００２９ ，皮革洗涤剂Ｃ０３００３０ ，水果
擦亮剂Ｃ０３００６６

注：１． 地板蜡，拼花地板蜡，上光蜡，地板防滑蜡，地板防滑液与０４０４ 地蜡，地蜡（石蜡）
类似；
２． 皮
革保护剂（上光），皮革防腐剂（抛光剂），皮革膏，皮革用蜡与０４０１ 皮革防腐
剂（油和脂），皮革保护剂（油和脂），皮革保护油类似；
３． 皮
革漂白制剂，皮革洗涤剂与０３０１ 第三、四自然段类似。
０３０４

研磨用材料及其制剂

磨光用石头０３０００２ ，研磨制剂０３０００３ ，金属碳化物（研磨料）０３００３５ ，碳化硅（研磨料）
０３００３６ ，磨
光制剂０３００４４ ，金刚砂（研磨用）０３００６２ ，金钢铝（研磨料）０３００８２ ，金刚砂纸
刚砂布０３００８６ ，金刚砂０３００９４ ，玻璃砂纸０３０１４０ ，磨光石０３０１４４ ，浮石０３０１４５ ，磨
０３００８４ ，金
擦用布０３０１６０ ，砂布０３０１６０ ，玻璃砂布０３０１６１ ，研磨材料０３０１６５ ，砂纸０３０１６６
光粉Ｃ０３００３２ ，研磨膏Ｃ０３００３３ ，玻璃砂（研磨用）Ｃ０３００３４ ，研磨用刚玉砂
※磨
刚玉Ｃ０３００３６
Ｃ０３００３５ ，白
０３０５

香料，香精油

杏仁油０３０００６ ，八角茴香香精０３００１５ ，香柠檬油０３００２１ ，杉木香精油０３００３７ ，柠檬香精
２３

油０３００５６ ，含醚香料０３００９９ ，醚香料０３００９９ ，香精油０３０１００ ，花精（香料）０３０１０１ ，花香料原
料０３０１０５ ，熏香制剂（香料）０３０１０６ ，蛋糕调味品（香精油）０３０１０７ ，冬青油０３０１０８ ，香草醇
０３０１１０ ，天
芥菜精０３０１１３ ，茉莉油０３０１１５ ，薰衣草油０３０１１６ ，制香料香水用油０３０１１８ ，玫瑰
油０３０１１９ ，薄荷油（芳香油）０３０１２８ ，香料用薄荷０３０１２９ ，麝香（香料）０３０１３２ ，香料０３０１４１ ，
黄樟油精０３０１５１ ，萜烯烃（香精油）０３０１５９ ，芳香剂（香精油）０３０１７２ ，饮料用调味品（香精
油）０３０１７３
用香精Ｃ０３００３７ ，月桂油Ｃ０３００３８ ，香草油Ｃ０３００３９ ，珠兰油Ｃ０３００４０ ，桉叶油
※烟
Ｃ０３００４１ ，椰
子醛Ｃ０３００４２ ，安息香酸乙酯Ｃ０３００４３ ，香叶醇Ｃ０３００４４ ，人造麝香酮Ｃ０３００４５ ，
工业用香料Ｃ０３００４６ ，化妆品用香料Ｃ０３００４７ ，香皂香精Ｃ０３００４８ ，芳香精油Ｃ０３００６９ ，安神
用香精油Ｃ０３００７０ ，降低食欲用香精油Ｃ０３００７１
０３０６

化妆品（不包括动物用化妆品）

假发粘合剂０３０００１ ，假发粘贴剂０３０００１ ，琥珀（香水）０３０００８ ，洗澡用化妆品０３００１６ ，口
红０３００１８ ，化妆用棉签０３００１９ ，棉签（化妆用具）０３００１９ ，美容面膜０３００２０ ，皮肤增白霜
０３００２３ ，指
甲擦光剂０３００３２ ，指甲油０３００３２ ，化妆剂０３００３３ ，染发剂０３００４０ ，毛发卷曲剂
０３００４１ ，烫
发剂０３００４１ ，假睫毛０３００４２ ，睫毛用化妆制剂０３００４３ ，胡须用蜡０３００５２ ，古龙水
（科隆香水）０３００５８ ，梳妆用颜料０３００６０ ，成套化妆品０３００６４ ，化妆品０３００６５ ，化妆棉
０３００６６ ，化
妆笔０３００６９ ，化妆用雪花膏０３００７１ ，化妆品清洗剂０３００７８ ，除指甲油制剂
０３００８８ ，薰
衣草水０３００９０ ，带香味的水０３００９１ ，花露水０３００９２ ，脱毛剂０３００９６ ，脱毛制剂
０３００９６ ，除
汗毛用蜡０３００９７ ，化妆品０３０１０２ ，化妆用矿脂０３０１０９ ，化妆用油脂０３０１１１ ，化妆
用过氧化氢０３０１１２ ，化妆用油０３０１１４ ，梳妆用油０３０１２０ ，紫罗酮（香水）０３０１２１ ，化妆洗液
０３０１２２ ，梳
妆用品０３０１２５ ，眉毛化妆品０３０１３１ ，烫发中和剂０３０１３３ ，香水０３０１３５ ，假指甲
０３０１３６ ，指
甲护剂０３０１３７ ，护肤用化妆剂０３０１４２ ，化妆用润发脂０３０１４６ ，化妆粉０３０１４７ ，化
妆香粉０３０１４７ ，修面剂０３０１４８ ，画眉铅笔０３０１５４ ，眉笔０３０１５４ ，梳妆用滑石粉０３０１５５ ，化妆
染料０３０１５６ ，防汗剂（化妆品）０３０１６２ ，化妆用杏仁乳０３０１６９ ，晒黑制剂（化妆品）０３０１７１ ，胡
须染料０３０１７６ ，减肥用化妆品０３０１７７ ，假睫毛粘胶０３０１７８ ，个人用除臭剂０３０１８０ ，化妆用装
饰变色剂０３０１８１ ，化妆用收敛剂０３０１９１ ，化妆用漂白剂（脱色剂）０３０１９２ ，浸化妆水的薄纸
０３０１９７ ，化
妆用粘合剂０３０１９９ ，剃须后用液０３０２００ ，喷发胶０３０２０１ ，染睫毛油０３０２０２ ，化妆
用芦荟制剂０３０２１９ ，非医用按摩凝胶０３０２２０ ，唇彩０３０２２１ ，非医用香膏０３０２２２ ，指甲彩绘贴
片０３０２２４ ，防晒剂０３０２２５
皱霜Ｃ０３００４９ ，增白霜Ｃ０３００５０ ，粉刺霜Ｃ０３００５１ ，去斑霜Ｃ０３００５２ ，痱子粉
※防
身粉Ｃ０３００５４ ，去痱水Ｃ０３００５５ ，胭脂Ｃ０３００５６ ，眼影膏Ｃ０３００５７ ，乌发乳
Ｃ０３００５３ ，爽
２４

Ｃ０３００５８

，头油Ｃ０３００５９ ，生发油Ｃ０３００６０ ，摩丝Ｃ０３００６２ ，油制剂Ｃ０３００６３ ，双眼皮

胶Ｃ０３００６４

注：１． 本类似群与０３０１ 第一、二自然段类似；
２． 化
妆用棉签，棉签（化妆用具），化妆棉与２１１０ 商品类似；
３． 浸
化妆水的薄纸与０５０６ 消毒纸巾，１６０３ 卫生纸，纸手帕，卸妆用纸巾，卸妆用薄
纸，纸餐巾，纸巾，纸制洗脸巾类似；
４． 洗
澡用化妆品与０５０１ 药浴制剂，浴用泥浆，药浴用海水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
本０５０１ 医用浴剂交叉检索。
０３０７

牙膏，洗牙用制剂

非医用漱口剂０３００３１ ，牙膏０３００７９ ，清洁假牙用制剂０３０１９４ ，假牙清洗剂０３０１９４ ，假牙
用抛光剂０３０１９８ ，口气清新喷洒剂０３０２０４ ，牙用漂白凝胶０３０２１０ ，牙用擦白凝胶０３０２１０ ，口
气清新片０３０２１６
香水Ｃ０３００６５
※口
０３０８

熏料

香木０３００３０ ，香０３００９５ ，使亚麻布发香用香粉０３０１５０ ，麻布熏香束０３０１５０ ，干花瓣与香
料混合物（香料）０３０２０３ ，祭神用香０３０２１３
０３０９

动物用化妆品

动物用化妆品０３００６３ ，动物用除臭剂０３０１８０ ，宠物用香波０３０１９６ ，宠物用除臭剂０３０２１７
注：宠物用香波与０５０４ 狗用洗涤液，狗用洗涤剂类似。
０３１０

室内芳香剂

空气芳香剂０３０２１５
注：本类似群与０５０３ 商品类似。
２５

第四类

工业用油和油脂；润滑剂；吸收、润湿和粘结灰尘用合成物；燃料（包括马达用燃料）和
照明材料；照明用蜡烛和灯芯。
【注释】
第四类主要包括工业用油和油脂，燃料和照明材料。
本类尤其不包括：
—
—
—某些特殊的工业用油和油脂（查阅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商品分类表）。
０４０１

工业用油及油脂，润滑油，润滑剂（不包括燃料用油）

传动带防滑剂０４０００９ ，靴用油脂０４００２６ ，鞋用油脂０４００２６ ，皮革用油脂０４００３４ ，工业用
油脂０４００３５ ，脱模油（建筑）０４００３６ ，动物脂０４００３７ ，石油醚０４００４４ ，工业用矿脂０４００４７ ，煤
焦油０４００５３ ，煤石脑油０４００５４ ，砖石建筑保护用油０４００５５ ，非食用鱼油０４００５７ ，炊具防粘用
豆油制剂０４００５８ ，重油０４００６４ ，工业用菜油０４００６５ ，石脑油０４００６６ ，工业用骨油０４００６７ ，油
精０４００６８ ，石油（原油或精炼油）０４００７１ ，硬脂（精）０４００７３ ，羊毛脂０４００７４ ，工业用葵花籽油
０４００７５ ，混
合二甲苯０４００７７ ，二甲苯０４００７８ ，纺织用油０４００８０ ，苯０４００８２ ，粗制苯０４００８３ ，皮
革防腐剂（油和脂）０４００８６ ，皮革保护剂（油和脂）０４００８６ ，工业用油０４００８７ ，工业用蓖麻油
０４００８９ ，皮
革保护油０４００９０ ，切割液０４０１０１ ，切削液０４０１０１ ，油漆用油０４０１０２ ，发动机
油０４０１０４
油Ｃ０４０００１ ，木油Ｃ０４０００２ ，梓油（即青油）Ｃ０４０００３ ，樟木油Ｃ０４０００４ ，椰子油（工
※桐
业用）Ｃ０４０００５ ，核桃油（工业用）Ｃ０４０００６ ，橄榄油（工业用）Ｃ０４０００７ ，乳化油Ｃ０４０００８ ，钟
表油Ｃ０４０００９ ，缝纫机油Ｃ０４０００６ ，擦枪油Ｃ０４００１１ ，唱机唱片两用油Ｃ０４００１２ ，显微镜油
（即香柏油）Ｃ０４００１３ ，白油Ｃ０４００１４ ，硬化油Ｃ０４００１５ ，溶剂油Ｃ０４００１６ ，精密仪器油
Ｃ０４００１７ ，切
割油Ｃ０４００１８ ，皮带油Ｃ０４００１９ ，车轮防滑膏Ｃ０４００２４
武器用润滑油０４００１１ ，传动带用润滑油０４００３３ ，传动带用油脂０４００３３ ，润滑油０４００４２ ，
润滑石墨０４００５２ ，润湿油０４００５６ ，润滑脂０４００６０ ，润滑剂０４００６３
油Ｃ０４００２１ ，加脂油Ｃ０４００２２ ，导热油Ｃ０４００２３ ，齿轮油Ｃ０４００２５
※轻

注：１． 石油（原油或精炼油）与０４０２ 燃料，挥发性混合燃料，挥发性燃料混合物，照明用
２６

油脂，轻石油，柴油，粗柴油，汽油，煤油，汽车燃料，燃料油，石油气类似；
２． 皮
革防腐剂（油和脂），皮革保护剂（油和脂），皮革保护油与０３０３ 皮革保护剂
（上光），皮革防腐剂（抛光剂），皮革膏，皮革用蜡类似；
３． 皮
革用油脂与０１１４ 制革用油，鞣革用油，皮革整理用油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
本０１１４ 皮革加脂用油交叉检索；
４． 混
合二甲苯，二甲苯，苯，粗制苯与０１０２ 第（七）部分甲苯，工业用甲基苯，甲基
苯，轻苯类似。
０４０２

液体、气体燃料和照明燃料

燃料０４００２５ ，甲基化酒精０４０００２ ，酒精（燃料）０４０００３ ，以酒精为主的燃料０４０００４ ，挥发
性混合燃料０４００２０ ，挥发性燃料混合物０４００２０ ，照明用油脂０４００３９ ，照明燃料０４００４１ ，汽油
０４００４３ ，轻
石油０４００４５ ，柴油０４００４８ ，粗柴油０４００４８ ，汽油０４００５１ ，煤油０４００５９ ，碳氢燃料
０４００８１ ，汽
车燃料０４００８１ ，燃料油０４００８４ ，发动机燃料非化学添加剂０４００８５ ，汽车燃料非化
学添加剂０４００８５ ，乙醇（燃料）０４０１０７
照明用气体０４００４０ ，气体燃料０４００４９ ，石油气０４００５０ ，固态气体（燃料）０４００８８ ，发生炉
煤气０４０１０３
注：１． 燃料与０４０３ 商品类似；
２． 燃
料，挥发性混合燃料，挥发性燃料混合物，照明用油脂，轻石油，柴油，粗柴油，
汽油，煤油，汽车燃料，燃料油，石油气与０４０１ 石油（原油或精炼油）类似。
０４０３

固体燃料

点火用木片０４０００６ ，引火物０４０００７ ，无烟煤０４０００８ ，木柴０４００１３ ，木炭（燃料）０４００１４ ，
煤球０４００１６ ，泥炭块（燃料）０４００１７ ，泥煤球（燃料）０４００１７ ，木质煤０４００１８ ，易燃煤球
０４００１９ ，煤
０４００２３ ，泥
炭（燃料）０４００２４ ，焦炭０４００３１ ，矿物燃料０４００３２ ，褐煤０４００６２ ，煤屑
（燃料）０４００７２
注：本类似群与０４０２ 燃料类似。
０４０４

工业用蜡

蜂蜡０４０００１ ，棕榈蜡０４００２１ ，地蜡０４００２２ ，蜡（原料）０４００２７ ，传动带用蜡０４００２８ ，工业
２７

用蜡０４００３０ ，地蜡（石蜡）０４００６９ ，石蜡０４００７０

注：地蜡，地蜡（石蜡）与０３０３ 地板蜡，拼花地板蜡，上光蜡，地板防滑蜡，地板防滑液
类似。
０４０５

照明用蜡烛和灯芯

点火用纸捻０４０００５ ，圣诞树用蜡烛０４００１０ ，蜡烛０４００１５ ，小蜡烛０４００１５ ，照明用蜡
０４００２９ ，蜡
烛芯０４００４６ ，灯芯０４００６１ ，夜间照明物（蜡烛）０４００７６ ，香味蜡烛０４０１０５ ，火
绒０４０１０８
蜡烛Ｃ０４００２６
※香
０４０６

吸收、润湿和粘结灰尘用合成物

扫尘粘合料０４００１２ ，除尘粘合剂０４００１２ ，除尘制剂０４００３８ ，吸尘合成制剂０４００７９
０４０７

能源

电能０４０１０６
聚变产生的能源Ｃ０４００２７ ，电Ｃ０４００２８
※核
注：本类似群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０１１７ 交叉检索。

２８

第五类

药用和兽医用制剂；医用卫生制剂；医用或兽医用营养食物和物质，婴儿食品；人用和
动物用膳食补充剂；膏药，绷敷材料；填塞牙孔用料，牙科用蜡；消毒剂；消灭有害动物制剂；
杀真菌剂，除莠剂。

【注释】
第五类主要包括药品和其他医用或兽医用制剂。
本类尤其包括：
—
—
—化妆品除外的个人保健用卫生制剂；
—
—
—非人用、非动物用除臭剂；
—
—
—膳食补充剂，为正常饮食提供补充或为健康目的；
—
—
—医用或兽医用代餐物、营养食物和饮料；
—
—
—不含烟草的医用卷烟。
本类尤其不包括：
—
—
—化妆用卫生制剂（第三类）；
—
—
—人用或动物用除臭剂（第三类）；
—
—
—矫形用绷带（第十类）；
—
—
—非医用、非兽医用的代餐物、营养食物和饮料（第二十九类、第三十类、第三十一类
或第三十二类）。
０５０１

药品，消毒剂，中药药材，药酒

（一）维生素制剂０５００９０ ，鱼肝油０５０１５０ ，补药０５０２６２ ，医用卵磷脂０５０３１３ ，药用蜂王
浆０５０３１６ ，人用药０５０３２８ ，药物饮料０５０３３２ ，医用饮料０５０３３２ ，膳食纤维０５０３６７ ，医用珍珠
粉０５０４１０ ，药用蜂胶０５０４２６
氨酸冲剂Ｃ０５００１０ ，赖氨酸盐酸盐Ｃ０５００１１ ，珍珠层粉Ｃ０５００１３ ，洋参冲剂
※赖
Ｃ０５００２６ ，蜂
王精Ｃ０５００２７ ，人参Ｃ０５００４６ ，枸杞Ｃ０５００４７
乌头碱０５０００２ ，饮食疗法用或药用淀粉０５００１３ ，麻醉剂０５００１７ ，医用安果斯都拉树皮
喘茶０５００２２ ，治痔剂０５００２５ ，防寄生虫制剂０５００２９ ，防尿制剂０５００３２ ，医用及兽
０５００２０ ，气
医用细菌学研究制剂０５００３７ ，细菌抑制剂０５００３８ ，医用和兽医用细菌制剂０５００３９ ，医用止
２９

痛制剂０５００４６ ，药用铋制剂０５００５３ ，古拉尔氏水（稀次醋酸铅溶液）０５００５４ ，铅水０５００５４ ，药
用木炭０５００５６ ，治疗烧伤制剂０５００６１ ，除口臭药片０５００６２ ，胼胝治疗剂０５００６３ ，斑蝥粉
０５００６５ ，药
用糖浆０５００６７ ，医药用胶囊０５００６８ ，医药制剂０５００６９ ，化学药物制剂０５００７７ ，药
用水合氯醛０５００７９ ，氯仿（医用）０５００８０ ，医用无烟草香烟０５００８１ ，可卡因０５００８６ ，缓和便秘
的药物０５００９３ ，医用南美牛奶菜的干皮０５００９２ ，化学避孕剂０５００９５ ，巴豆茎皮０５０１０５ ，马钱
子０５０１０６ ，疫苗０５０１０７ ，煎好的药０５０１０９ ，药用助消化剂０５０１２２ ，洋地黄苷０５０１２３ ，止痛药
０５０１２４ ，医
用药物０５０１２５ ，轻便药箱（已装药的）０５０１２６ ，药用氧化镁０５０１２７ ，药用蜂花水
０５０１２８ ，药
用树皮０５０１３２ ，酏剂（药物制剂）０５０１３３ ，医用盐０５０１３７ ，药用酯０５０１３８ ，药用乙
醚０５０１３９ ，药用桉树脑０５０１４１ ，药用桉树０５０１４２ ，泻药０５０１４３ ，药用面粉０５０１４４ ，药用谷粉
０５０１４４ ，解
热剂０５０１４６ ，医用茴香０５０１４７ ，药茶０５０１４９ ，杀真菌剂０５０１５１ ，神经镇定剂
０５０１５２ ，药
用邻甲氧基苯酚０５０１５３ ，驱肠虫药０５０１５４ ，轻泻剂０５０１５６ ，医用明胶０５０１５７ ，药
用龙胆０５０１５８ ，杀菌剂０５０１５９ ，甘油磷酸盐０５０１６０ ，药用亚麻籽０５０１６２ ，乳脂０５０１６５ ，血红
蛋白元０５０１６８ ，血红蛋白０５０１６９ ，药草０５０１７０ ，医用激素０５０１７１ ，白毛茛碱０５０１７４ ，白毛茛
分碱０５０１７５ ，药用蛋白胨０５０１８０ ，三碘甲烷０５０１８１ ，医用角叉菜０５０１８２ ，球根牵牛制泻药
０５０１８３ ，药
浸枣０５０１８４ ，药用甘草０５０１８５ ，药用牛奶发酵剂０５０１８７ ，药用亚麻籽粉０５０１９０ ，
药用酵母０５０１９４ ，药用蛇麻腺０５０１９７ ，药用红树皮０５０１９９ ，药用薄荷０５０２０１ ，药用麦芽
０５０２０３ ，血
清０５０２０９ ，薄荷醇０５０２１０ ，医用或兽医用微生物制剂０５０２１３ ，药用锭剂０５０２１４ ，
药用芥末０５０２１９ ，药用樱桃李树皮０５０２２１ ，麻醉药０５０２２３ ，嗅盐０５０２２４ ，医用药膏０５０２２５ ，
鸦片制剂０５０２２６ ，鸦片０５０２２７ ，器官疗法制剂０５０２２９ ，药用果胶０５０２３１ ，药用苯酚０５０２３６ ，
杀寄生虫药０５０２３８ ，药用草药茶０５０２４０ ，药用胃蛋白酶０５０２４２ ，药用胶囊０５０２４３ ，急救箱
（备好药的）０５０２４４ ，药用磷酸盐０５０２４５ ，汗足药０５０２４７ ，血浆０５０２４８ ，毒药０５０２４９ ，医用钾
盐０５０２５１ ，医用破斧木０５０２５３ ，医用苦木药０５０２５４ ，医用金鸡纳树皮０５０２５５ ，医用奎宁
０５０２５６ ，医
用喹啉０５０２５７ ，药用植物根０５０２６０ ，药用大黄根０５０２６１ ，药用硝酸氧铋０５０２６３ ，
医用菝葜０５０２６４ ，医用血０５０２６５ ，医用水蛭０５０２６６ ，镇静药０５０２６８ ，镇静剂０５０２６８ ，药用麦
角０５０２６９ ，血清疗法药剂０５０２７０ ，安眠药０５０２７３ ，医用钠盐０５０２７４ ，马钱子碱０５０２７６ ，止血
剂０５０２７７ ，医用糖０５０２７８ ，磺胺（药）０５０２７９ ，药用酒石０５０２８１ ，药用松脂０５０２８２ ，医药用松
节油０５０２８３ ，药用麝香草酚０５０２８４ ，祛汗药０５０２８５ ，发疱剂０５０２９０ ，药用醋酸盐０５０２９１ ，药
用酸０５０２９２ ，医用生物碱０５０２９６ ，药用醋酸铝０５０２９９ ，药用甘草茎０５０３０３ ，药用小苏打
０５０３０４ ，医
用生物制剂０５０３０５ ，药用溴０５０３０６ ，医用樟脑油０５０３０８ ，医用樟脑０５０３０９ ，减肥
用药剂０５０３１７ ，药用纤维素酯０５０３１８ ，药用苛性碱０５０３１９ ，药用纤维素醚０５０３２０ ，饮食疗法
用或医用谷类加工副产品０５０３２１ ，药用化学制剂０５０３２３ ，药用酒石酸氢钾０５０３２５ ，药用杂
酚油０５０３２６ ，牙科用药０５０３２７ ，药用酵素０５０３３３ ，药用硫华０５０３３４ ，医用发烟药草０５０３３６ ，
医用烟熏草药０５０３３６ ，药用蒬酸０５０３３８ ，医用葡萄糖０５０３４０ ，医用藤黄０５０３４１ ，医用蓖麻油
３０

，药用碘０５０３４６ ，药用碘化物０５０３４７ ，药用碱性碘化物０５０３４８ ，医用化学制剂
０５０３６２ ，医
用淀粉酶０５０３６６ ，医用酶０５０３６８ ，医用酶制剂０５０３７０ ，医用催干剂０５０３７３ ，人和
动物用微量元素制剂０５０３７５ ，医用氨基酸０５０３７６ ，药用鱼粉０５０３８１ ，医用漱口剂０５０３８３ ，外
科和矫形用骨结合剂０５０３８５ ，抗生素０５０３８８ ，医用食欲抑制剂０５０３８９ ，支气管扩张制剂
０５０３９０ ，阴
道清洗液０５０３９３ ，医用头发增长剂０５０３９４ ，类固醇０５０３９５ ，医用佐药０５０３９６ ，外
科移植物（活组织）０５０３９７ ，医用下体注洗液０５０４０２ ，医用干细胞０５０４０３ ，医用生物组织培
养物０５０４０５ ，医用冷却喷雾０５０４０７ ，个人用性交润滑剂０５０４０８ ，药用芦荟制剂０５０４０９ ，性欲
抑制剂０５０４１１ ，洗眼剂０５０４１４ ，食欲抑制剂０５０４１５ ，减肥药０５０４１６ ，晒黑用药０５０４１７ ，抗氧
化药０５０４１８ ，药用藻酸盐０５０４３３
剂Ｃ０５０００１ ，片剂Ｃ０５０００２ ，酊剂Ｃ０５０００３ ，水剂Ｃ０５０００４ ，膏剂Ｃ０５０００５ ，口服补盐
※针
液Ｃ０５００１２ ，原料药Ｃ０５００１４ ，中药成药Ｃ０５００１５ ，生化药品Ｃ０５００２２ ，血液制品Ｃ０５００２３ ，胶
丸Ｃ０５００２４ ，药酒Ｃ０５００２５ ，减肥茶Ｃ０５００５０
医用酒精０５０００８ ，药用酒精０５０００８ ，药用乙醛０５０００９ ，药用莳萝油０５００１８ ，冻伤药膏
０５００２３ ，抗
菌剂０５００３０ ，治疣药笔０５００３３ ，医用香膏０５００５０ ，甘汞０５００６４ ，药用石灰制剂
０５００７４ ，熏
蒸香锭０５００８５ ，熏蒸棒０５００８５ ，眼药水０５００８８ ，除鸡眼药物０５００９８ ，药用治晒伤
剂０５０１００ ，冻疮制剂０５０１０３ ，医用去污剂０５０１０８ ，清除橡皮膏溶剂０５０１３４ ，医用浸液
０５０１４８ ，浸
制药液０５０１４８ ，医用油脂０５０１６３ ，药油０５０１６７ ，医用油０５０１６７ ，医用芥子油
０５０１７２ ，碘
酒０５０１７９ ，药用洗液０５０１９１ ，搽剂０５０１９６ ，硫磺棒（消毒用）０５０２０５ ，医用润发脂
０５０２０７ ，医
用酊剂０５０２０８ ，汞软膏０５０２１１ ，肥皂樟脑搽剂０５０２２８ ，芥子膏药纸０５０２３７ ，芥子
敷剂纸０５０２３７ ，护肤药剂０５０２３９ ，去头皮屑的药物制剂０５０２４１ ，治头皮屑药剂０５０２４１ ，芥子
膏药０５０２７１ ，芥子泥敷剂０５０２７１ ，栓剂０５０２８０ ，治晒伤软膏０５０３０１ ，医用甘油０５０３３１ ，药用
甲醛０５０３３５ ，医用熏蒸制剂０５０３３７ ，医用矿脂０５０３３９ ，医用陀螺状羯布罗香油（香膏）
０５０３４２ ，药
用蛇麻子浸膏０５０３４３ ，医用过氧化氢０５０３４５
剂Ｃ０５０００６ ，止痒水Ｃ０５０００７ ，去灰指甲油Ｃ０５０００８ ，艾卷Ｃ０５００２０ ，贴剂Ｃ０５００２１ ，
※油
风湿油Ｃ０５００４３ ，伤风油Ｃ０５００４４ ，清凉油Ｃ０５００４５
药浴制剂０５００４１ ，矿泉水沐浴盐０５００４２ ，药浴用海水０５００４４ ，浴用治疗剂０５００４５ ，医用
泥浆０５００５８ ，医用沉淀泥０５００５８ ，浴用泥浆０５００５９ ，泥敷剂０５００７０ ，医用矿泉水０５０１２９ ，矿
泉水盐０５０１３０ ，温泉水０５０１３１ ，医用沐浴盐０５０３０２
医用Ｘ 光造影剂０５００９６ ，怀孕诊断用化学制剂０５０１６６ ，医用诊断制剂０５０３３０ ，医用或
兽医用化学试剂０５０３６４
０５０３４４

（二）医用镭０５０２５９ ，医用放射性物质０５０２５８ ，医用同位素０５０３４９
射性药品Ｃ０５０００９
※放
３１

（三）浴用氧气０５００４３ ，医用气体０５０３１４ ，医用氧０５０３９９
（四）心电图描记器电极用化学导体０５００９１
（五）人工授精用精液０５０１７７
（六）卫生消毒剂０５０１１８ ，消毒剂０５０２７５
（七）隐形眼镜用溶液０５００９４ ，隐形眼镜清洁剂０５０３６５ ，隐形眼镜清洗液０５０３６５

（八）培养细菌用介质０５００３６ ，培养细菌用肉汤０５００３６ ，细菌培养基０５００３６ ，微生物用
营养物质０５０２１２ ，医用或兽医用微生物培养物０５０２１３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但消毒剂，卫生消毒剂，杀菌剂，杀真菌剂互为
类似商品；
（一）部分第一、二自然段与０５０２ 第一自然段药制糖果，医用树胶，医用糖果及
２． 第
第二自然段商品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５０２ 医用胶，医用食物营养制剂，医
用营养添加剂交叉检索；
（一）部分第一、二自然段（人用药除外）与３００５ 商品类似；
３． 第
４． 药
茶，药用草药茶，减肥茶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３００２ 茶叶代用品交叉检索；
５． 消
毒剂，卫生消毒剂，杀菌剂，杀真菌剂与０５０３ 化学盥洗室用消毒剂，０５０５ 土壤
消毒制剂，灭微生物剂，灭干朽真菌制剂，农业用杀菌剂类似，与第八版及以前版
本０５０３ 污物消毒剂，污物消毒制剂交叉检索，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５０５ 土壤消
毒剂交叉检索；
科用药与第六版及以前版本０５０７ 牙科用药交叉检索；
６． 牙
７． 轻
便药箱（已装药的），急救箱（备好药的）与１００１ 外科医生和医生用器械箱，医
疗器械箱，外科医生和医生用箱类似；
８． 防
寄生虫制剂，驱肠虫药，医用及兽医用细菌学研究制剂，医用和兽医用细菌制
剂，医用或兽医用微生物培养物，医用或兽医用微生物制剂，杀寄生虫药，医用或
兽医用化学试剂，人和动物用微量元素制剂与０５０４ 商品类似；
浴制剂，浴用泥浆，药浴用海水与０３０１ 第一、二自然段，０３０６ 洗澡用化妆品
９． 药
类似；
道清洗液、医用下体注洗液与０３０１ 个人清洁或祛味用下体注洗液类似；
１０． 阴
３２

１１．
１２．
１３．

矿泉水沐浴盐与０３０１ 非医用沐浴盐，浴盐类似；
杀寄生虫药与０５０５ 杀寄生虫剂类似；
除口臭药片与０５０２ 医用口香糖类似。
０５０２

医用营养品，人用膳食补充剂，婴儿食品

医用白朊食品０５０００６ ，医用白朊制剂０５０００７ ，药制糖果０５００５７ ，糖尿病人食用的面包
０５０１２１ ，医
用树胶０５０１６１ ，医用麦乳精饮料０５０１８８ ，药用乳糖０５０１９２ ，医用口香糖０５０１９８ ，
药用杏仁乳０５０３００ ，医用糖果０５０３１０
医用营养食物０５０２９７ ，医用营养饮料０５０３０７ ，医用营养品０５０３５０ ，矿物质食品补充剂
０５０３８２ ，营
养补充剂０５０３８４ ，白朊膳食补充剂０５０４２０ ，亚麻籽膳食补充剂０５０４２１ ，亚麻籽油
膳食补充剂０５０４２２ ，小麦胚芽膳食补充剂０５０４２３ ，酵母膳食补充剂０５０４２４ ，蜂王浆膳食补
充剂０５０４２５ ，蜂胶膳食补充剂０５０４２７ ，花粉膳食补充剂０５０４２８ ，酶膳食补充剂０５０４２９ ，葡萄
糖膳食补充剂０５０４３０ ，卵磷脂膳食补充剂０５０４３１ ，藻酸盐膳食补充剂０５０４３２ ，酪蛋白膳食
补充剂０５０４３４ ，蛋白质膳食补充剂０５０４３５
婴儿含乳面粉０５０１４５ ，婴儿食品０５０２９８
儿奶粉Ｃ０５００２８
※婴

注：１． 药制糖果，医用树胶，医用糖果与０５０１ 第（一）部分第一、二自然段类似；
二自然段与０５０１ 第（一）部分第一、二自然段，３００５ 商品类似；
２． 第
儿含乳面粉，婴儿食品，婴儿奶粉与２９０７ 牛奶，牛奶饮料（以牛奶为主），牛奶
３． 婴
制品，奶粉，白朊牛奶，蛋白质牛奶类似；
４． 医
用口香糖与０５０１ 除口臭药片类似。
０５０３

净化制剂

空气净化制剂０５０００５ ，净化剂０５０１１７ ，非人用、非动物用除臭剂０５０１１９ ，除霉化学制剂
０５０２０２ ，化
学盥洗室用消毒剂０５０３８０ ，衣服和纺织品用除臭剂０５０４００ ，空气除臭剂０５０４０１
箱除臭剂（去味剂）Ｃ０５００２９ ，厕所除臭剂Ｃ０５００３０ ，漂白粉（消毒）Ｃ０５００３１
※冰
注：１． 化学盥洗室用消毒剂，厕所除臭剂与０３０２ 厕所清洗剂类似；
２． 漂
白粉（消毒）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１０４ 第（一）部分漂白剂交叉检索，与０３０１
漂白盐，漂白碱，洗衣用漂白剂，漂白水，漂白剂（洗衣）类似；
３３

３．

４．

化学盥洗室用消毒剂与０５０１ 消毒剂，卫生消毒剂，杀菌剂，杀真菌剂，０５０５ 土壤
消毒制剂，灭微生物剂，灭干朽真菌制剂，农业用杀菌剂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
本０５０５ 土壤消毒剂交叉检索；
本类似群与０３１０ 商品类似。
０５０４

兽药，动物用膳食补充剂

牲畜用洗涤剂０５００５１ ，狗用洗涤液０５００７５ ，狗用驱虫剂０５００７６ ，动物蹄用胶合剂
０５００８３ ，动
物蹄用胶粘剂０５００８３ ，动物用防寄生虫颈圈０５００８７ ，兽医用油脂０５０１６４ ，动物用
洗涤剂０５０１８９ ，兽医用洗液０５０２２０ ，兽医用制剂０５０２８７ ，狗用洗涤剂０５０３２２ ，兽医用药
０５０３２９ ，兽
医用生物制剂０５０３６１ ，兽医用化学制剂０５０３６３ ，兽医用酶０５０３６９ ，兽医用酶制剂
０５０３７１ ，兽
医用氨基酸０５０３７７ ，兽医用干细胞０５０４０４ ，兽医用生物组织培养物０５０４０６ ，动物
用膳食补充剂０５０４１９ ，动物用蛋白质补充剂０５０４３６

注：１． 狗用洗涤液，狗用洗涤剂与０３０９ 宠物用香波类似；
２． 本
类似群与０５０１ 防寄生虫制剂，驱肠虫药，医用及兽医用细菌学研究制剂，医用
和兽医用细菌制剂，医用或兽医用微生物培养物，医用或兽医用微生物制剂，杀
寄生虫药，医用或兽医用化学试剂，人和动物用微量元素制剂类似，与第九版及
以前版本０５０１ 防寄生虫制剂（人或兽用），打虫药（人或兽用），驱虫剂（人或兽
用），医用或兽医用微生物培养基，医用或兽医用微生物培养体，杀寄生虫药（人
或兽用），人用和兽用微量元素制剂交叉检索。
０５０５

杀虫剂，除莠剂，农药

消灭有害动物制剂０５００２１ ，杀虫剂０５００２１ ，灭干朽真菌制剂０５００２６ ，灭微生物剂
昆虫剂０５００５５ ，灭鼠剂０５０１２０ ，抗隐花植物制剂０５０１３５ ，驱昆虫剂０５０１７８ ，驱昆
０５００５２ ，杀
虫药０５０１７８ ，烟精（杀虫剂）０５０１８６ ，灭幼虫剂０５０１９３ ，除蛞蝓剂０５０１９５ ，除莠剂０５０２０４ ，消
灭有害植物制剂０５０２０４ ，除草剂０５０２０４ ，鼠药０５０２１６ ，治小麦枯萎病（黑穗病）的化学制剂
０５０２２２ ，小
麦黑穗病化学处理剂０５０２２２ ，治葡蚜用化学制剂０５０２４６ ，除虫菊粉０５０２５２ ，土壤
消毒制剂０５０２７２ ，治藤蔓病化学药剂０５０２８８ ，杀寄生虫剂０５０２８９ ，蒽油（杀寄生虫用）
０５０３１１ ，除
藻剂０５０３１２ ，驱虫用香０５０３８６ ，杀螨剂０５０３８７
业用杀菌剂Ｃ０５００４８
※农
防蛀剂０５００２８ ，粘蝇纸０５００３５ ，捕苍蝇用粘胶０５０２１７ ，捕蝇粘胶剂０５０２１７ ，粘蝇胶
３４

，灭蝇剂０５０２１８ ，防蛀纸０５０２８６ ，用于驱虫的杉木０５０３７９
香Ｃ０５００３２ ，熏蚁纸Ｃ０５００３３ ，粘蝇带Ｃ０５００３４ ，卫生球Ｃ０５００３５
※蚊

０５０２１７

注：１． 第一、二自然段与０１０５ 第一、二自然段，０１０９ 植物生长调节剂，０１１３ 水果催熟用
激素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１１３ 水果催熟激素交叉检索；
２． 土
壤消毒制剂，灭微生物剂，灭干朽真菌制剂，农业用杀菌剂与０５０１ 消毒剂，卫
生消毒剂，杀菌剂，杀真菌剂，０５０３ 化学盥洗室用消毒剂类似，与第八版及以前
版本０５０３ 污物消毒剂，污物消毒制剂交叉检索；
寄生虫剂与０５０１ 杀寄生虫药类似。
３． 杀
０５０６

卫生用品，绷敷材料，医用保健袋

（一）卫生巾带０５００７１ ，月经内裤０５０２００ ，卫生内裤０５０２００ ，卫生棉条０５０２３２ ，月经带
０５０２３３ ，卫
生垫０５０２３３ ，卫生巾０５０２３４ ，内裤衬里（卫生用）０５０３１５ ，失禁用尿布０５０３５１ ，失
禁用吸收裤０５０３７２ ，浸药液的薄纸０５０３７４ ，婴儿尿布０５０４１２ ，婴儿尿裤０５０４１３
毒纸巾Ｃ０５００３６ ，失禁用衣Ｃ０５００４９
※消

（二）防风湿手环０５００１５ ，防风湿指环０５００１６ ，橡皮膏０５００１９ ，防腐棉０５００３１ ，治头痛
用品０５００２７ ，消毒棉０５００３４ ，脚戴除鸡眼环０５００４０ ，卫生绷带０５００４７ ，包扎绷带０５００４９ ，医
用手镯０５００６０ ，医用填料０５００７２ ，医用棉绒０５００７３ ，外科用纱布０５００７８ ，敷布０５００８９ ，医用
橡皮膏０５００９７ ，医用棉０５００９９ ，治头痛药笔０５０１０１ ，腐蚀性药笔０５０１０２ ，止血药笔０５０１０４ ，
医用敷料０５０１１４ ，外伤药用棉０５０１３６ ，外科敷料０５０１４０ ，外科包扎物０５０１４０ ，敷料纱布
０５０１５５ ，脱
脂棉０５０１７６ ，能吸附的填塞物０５０１７６ ，外科用肩绷带０５０２６７ ，医用胶带０５０２９４ ，
医用胶布０５０２９４ ，药用火棉胶０５０３２４ ，哺乳用垫０５０３７８ ，拇囊炎衬垫０５０３９１ ，医用包足绷带
布０５０３９２ ，医用眼罩０５０３９８
急包Ｃ０５００３７ ，止血栓Ｃ０５００３８ ，中药袋Ｃ０５００３９ ，药枕Ｃ０５００４０ ，产包Ｃ０５００４１ ，医
※救
用保健袋Ｃ０５００４２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生棉条，卫生垫，卫生巾，浸药液的薄纸，消毒纸巾与１６０３ 卫生纸，纸手帕，卸
２． 卫
妆用纸巾，卸妆用薄纸，纸餐巾，纸巾，纸制洗脸巾，纸制抹布类似，与第九版及以
前版本１６０３ 纸或纤维素制婴儿餐巾（一次性），纸制或纤维制婴儿餐巾（一次
性）交叉检索；
３５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卫生内裤，月经内裤与２５０１ 内裤，内裤（服装）类似；
失禁用尿布，失禁用吸收裤，婴儿尿布，婴儿尿裤与１００４ 失禁用垫类似，与第九
版及以前版本１６０３ 纸或纤维素制婴儿尿布（一次性），纸制和纤维制婴儿尿布
（一次性），纸或纤维素制婴儿尿布裤（一次性），纸制和纤维制婴儿尿裤（一次
性），纸制或纤维制婴儿尿布（一次性）交叉检索；
婴儿尿布，婴儿尿裤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２５０２ 婴儿纺织品尿布交叉检索；
卫生绷带，包扎绷带，外科用肩绷带与１００８ 矫形用关节绷带，支撑绷带，弹性绷
带，悬吊式绷带，矫形用膝绷带，矫形用石膏绷带（模压品），吊带（支撑绷带）类
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１００８ 吊绷带等绷带类商品交叉检索；
消毒纸巾与０３０６ 浸化妆水的薄纸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３０６ 浸化妆品的
卫生纸，浸化妆品的薄纸交叉检索；
治头痛用品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５０１ 治头痛药品交叉检索。
０５０７

填塞牙孔用料，牙科用蜡

牙用研磨粉０５０００１ ，牙科用研磨剂０５０００１ ，假牙粘合剂０５０００３ ，假牙粘胶剂０５０００３ ，牙
科用贵重金属合金０５００１０ ，牙科用汞合金０５００１２ ，牙科用橡胶０５００６６ ，牙科用粘固粉
０５００８２ ，牙
医用造型蜡０５００８４ ，牙医制模用蜡０５００８４ ，牙填料０５０１１０ ，牙科用印模材料
用光洁剂０５０１１２ ，牙科光洁剂０５０１１２ ，牙用粘胶剂０５０１１３ ，假牙用瓷料０５０１１５ ，
０５０１１１ ，牙
出牙剂０５０１１６ ，牙科用金汞合金０５０２３０

３６

第六类

普通金属及其合金；金属建筑材料；可移动金属建筑物；铁轨用金属材料；普通金属制
非电气用缆线；五金具，金属小五金具；金属管；保险箱；不属别类的普通金属制品；矿石。
【注释】
第六类主要包括未加工的和半加工的普通金属，以及这些金属的简单制品。
本类尤其不包括：
—
—
—铝土（第一类）；
—
—
—汞，锑，碱金属和碱土金属（第一类）；
—
—
—画家、装饰家、印刷商和艺术家用金属箔及金属粉（第二类）。
０６０１

普通金属及其合金、板、各种型材（不包括焊接及铁路用金属材料）

未锻造或半锻造的钢０６０００１ ，钢合金０６０００２ ，铸钢０６０００５ ，镍银０６００１６ ，铝０６００１７ ，青
铜０６００１８ ，耐磨金属０６００２７ ，锌白铜０６００３１ ，镀银锡合金０６００３２ ，铍０６００４３ ，白合金０６００４６ ，
镉０６００６１ ，铪０６００６７ ，铬０６００７９ ，铬铁０６００８０ ，钴（未加工的）０６００８８ ，未加工或半加工铜
０６０１０９ ，生
铁或半锻造铁０６０１１５ ，未加工或半加工的铸铁０６０１３３ ，钼铁０６０１３６ ，硅铁
０６０１３７ ，钛
铁０６０１３８ ，钨铁０６０１３９ ，铅封０６０１４６ ，锗０６０１４７ ，铟０６０１５４ ，未加工或半加工黄铜
０６０１５７ ，金
属锉屑０６０１６１ ，普通金属锭０６０１６４ ，大钢坯（冶金）０６０１６８ ，镁０６０１６９ ，锰０６０１７４ ，
未加工或半加工普通金属０６０１８２ ，可自燃金属０６０１８５ ，钼０６０１８９ ，镍０６０１９３ ，铌０６０１９４ ，未
加工或半加工的铅０６０２１４ ，锌０６０２２３ ，钽（金属）０６０２４６ ，钛０６０２５１ ，顿巴黄铜０６０２５３ ，钨
０６０２５７ ，钒
０６０２５９ ，锆
０６０２６４ ，普
通金属合金０６０２６９ ，铝箔 ０６０２７０ ，锡０６０３７３ ，马口铁
０６０３７４ ，锡
箔０６０３７５ ，包装和打包用金属箔０６０４１６ ，粉末状金属０６０４３４
砂Ｃ０６０００１ ，铁砂Ｃ０６０００２ ，白铁皮Ｃ０６０００３ ，电解铜Ｃ０６０００４ ，电解铅Ｃ０６０００５ ，粉
※钢
末冶金Ｃ０６０００６ ，铝锭Ｃ０６０００７ ，钨粉Ｃ０６０００８ ，锰粉Ｃ０６０００９ ，锌粉Ｃ０６００１０ ，电解镍
Ｃ０６００１１ ，钢
纤维Ｃ０６００４３
钢条０６０００３ ，钢桅杆０６０００６ ，钢板０６００１０ ，锚定板０６００２０ ，垫板０６００２０ ，金属桅杆
０６００２３ ，金
属杆０６００２４ ，装甲金属板０６００４７ ，铁板０６００５２ ，装甲板０６０１０７ ，铁条０６０１３１ ，金属
板条０６０１６０ ，金属桩０６０１８８ ，金属板桩０６０１８８ ，金属柱０６０２０５ ，角铁０６０３４５ ，金属支架
０６０３７２ ，金
属片和金属板０６０３７６ ，金属陶瓷０６０４０１
３７

注：１． 第三自然段商品与０６０３ 建筑用金属盖板，建筑用金属衬板，金属隔板，建筑用金
属板，建筑用金属嵌板，钢模板等金属制板材类似；
定板与０６０４ 铁路金属材料类似；
２． 锚
属支架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的０６０３ 装货物用金属支架交叉检索；
３． 金
４． 镁
与０１０１ 碱土金属类似。
０６０２

普通金属管及其配件

钢管０６００１１ ，金属喷头０６００１４ ，金属喷嘴０６００２１ ，绳索用金属套管０６００５８ ，中央供暖装
置用金属管道０６００７６ ，中央供热装置用金属管道０６００７６ ，金属水管０６００９１ ，金属套筒（金属
制品）０６００９２ ，管道用金属弯头０６００９９ ，金属套管柱０６０１１１ ，金属排水管０６０１１４ ，金属管
０６０１２７ ，滑
油嘴０６０１５１ ，金属制管套筒０６０１７３ ，管道用金属接头０６０２２９ ，金属阀门（非机器
零件）０６０２４３ ，金属管道０６０２５８ ，压缩空气管用金属配件０６０２６７ ，管道用金属加固材料
０６０２７５ ，紧
固管道用金属环０６０３１２ ，管道用金属夹０６０３１２ ，管道用金属墙钩０６０３１２ ，金属排
水阱（阀）０６０３３５ ，油井用金属套管０６０３３７ ，金属雨水管０６０３５６ ，金属水管阀０６０３５９ ，金属分
岔管０６０３６６ ，通风和空调设备用金属管０６０４１５ ，管道用金属歧管０６０４２０ ，金属压力水
管０６０４２１

注：１． 本类似群商品与１１０８ 第（一）部分商品类似；
２． 金
属阀门（非机器零件），金属排水阱（阀），金属水管阀与０７４９ 第（二）部分商品
类似；
道用金属墙钩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的０６０８ 管道用金属墙钩交叉检索。
３． 管
０６０３

金属建筑材料，可移动金属建筑物（不包括建筑小五金）

熔炉隔屏０６０１１７ ，金属楼梯０６０１２４ ，金属格栅０６０１５２ ，金属火箭发射台０６０１５９ ，可移动
金属建筑物０６０１７０ ，金属围篱０６０１９８ ，溜冰场（金属结构）０６０２０３ ，电信用金属杆０６０２２２ ，可
移动的金属温室０６０２３６ ，金属地下仓库０６０２３９ ，金属棚架０６０２５６ ，鸟舍（金属结构）０６０２６３ ，
不发光金属信号台０６０２８２ ，游泳池（金属结构）０６０２９０ ，金属制自行车停放设备０６０２９３ ，金
属制简易小屋０６０３０８ ，喷漆用金属间０６０３１０ ，金属烟囱罩０６０３１８ ，金属烟囱管帽０６０３３１ ，金
属建筑物０６０３３９ ，金属梯０６０３６１ ，乘客登乘用可移动金属梯０６０３６２ ，电线用金属杆０６０３６５ ，
金属栅栏０６０３６８ ，熔炉炉栏０６０３９０ ，公路防撞用金属护栏０６０３９７ ，金属广告栏０６０４１１ ，金属
烟囱０６０４１３ ，金属烟囱柱０６０４１４ ，金属电话间０６０４２２ ，金属电话亭０６０４２２ ，金属鸡房
３８

，（壁炉的）柴架０６０４３１ ，凉亭（金属结构）０６０４３６
锌铁塔Ｃ０６００１２ ，桥梁支承Ｃ０６００１３ ，金属果皮箱Ｃ０６００１４ ，电缆桥架Ｃ０６００１５ ，金
※镀
属护栏Ｃ０６００３４ ，金属井盖Ｃ０６００３５ ，预应力锚具Ｃ０６００３６ ，金属锚具Ｃ０６００３７
钢制百叶卷帘０６０００９ ，混凝土用金属加固材料０６００３３ ，金属地板砖０６００４０ ，金属栅栏
用杆０６００４２ ，建筑用金属架０６００７４ ，建筑用金属柱０６００９０ ，金属制屋顶防雨板０６００９８ ，金属
门０６０１００ ，窗用铁制品０６０１０６ ，建筑用金属托架０６０１２３ ，建筑用金属附件０６０１４０ ，金属固
定百叶窗０６０１５６ ，室外金属百叶窗０６０１５８ ，金属楼梯基（楼梯部件）０６０１６２ ，金属楣０６０１６５ ，
金属闩０６０１６７ ，金属台阶（梯子）０６０１７７ ，金属门廊（建筑）０６０１７９ ，墙用金属包层（建筑）
０６０１９２ ，建
筑用金属盖板０６０１９５ ，金属百叶窗０６０１９７ ，墙用金属衬料（建筑）０６０２０１ ，金属制
帐篷桩０６０２０８ ，金属天花板０６０２０９ ，金属地板０６０２１０ ，建筑用金属包层０６０２１１ ，建筑用金属
衬板０６０２１１ ，金属砖瓦０６０２１３ ，金属跳水板０６０２１５ ，金属大门０６０２１８ ，金属门板０６０２１９ ，金
属梁０６０２２４ ，金属搁栅０６０２２５ ，预制金属台０６０２２６ ，金属槛０６０２３３ ，金属屋顶０６０２５２ ，旋转
栅门０６０２５５ ，金属竖铰链窗０６０２６０ ，钢结构建筑０６０２６６ ，金属护壁板０６０２７４ ，建筑用金属加
固材料０６０２７６ ，金属建筑材料０６０２９１ ，混凝土用金属模板０６０２９２ ，金属铺路块料０６０２９４ ，金
属窗框０６０３１５ ，温室用金属架０６０３１６ ，金属垫路板０６０３１７ ，建筑用金属砖瓦０６０３２１ ，金属地
砖０６０３２２ ，建筑用金属框架０６０３２８ ，金属门框０６０３２９ ，金属门框架０６０３２９ ，金属排水槽
０６０３３２ ，金
属隔板０６０３３６ ，金属檐口０６０３４３ ，檐板金属嵌条０６０３４４ ，金属窗０６０３４６ ，门用铁
制品０６０３４７ ，金属检修孔盖０６０３４９ ，金属制屋顶覆盖物０６０３５０ ，金属楼梯踏板０６０３５５ ，金属
脚手架０６０３６０ ，建筑用金属板０６０３８１ ，建筑用金属嵌板０６０３８１ ，金属制防昆虫纱窗０６０４２８ ，
金属耐火建筑材料０６０４３５
模板Ｃ０６００１６ ，金属脚手架扣件Ｃ０６００３８ ，铝塑板Ｃ０６００４２
※钢
０６０４２５

注：１． 建筑用金属盖板，建筑用金属衬板，金属隔板，建筑用金属板，建筑用金属嵌板，
钢模板等金属制板材与０６０１ 第三自然段商品类似；
２． 金
属闩与０６０８ 金属门闩类似；
３． 铝
塑板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１９０９ 铝塑板（以塑料为主）交叉检索；
４． 金
属门，金属固定百叶窗，室外金属百叶窗，金属百叶窗，金属大门，金属竖铰链
窗，金属窗等金属制门窗与１９０９ 塑钢门窗类似；
类似群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６１５ 金属鸟舍（建筑物）交叉检索；
５． 本
应力锚具与０７３３ 预应力锚具张拉设备类似；
６． 预
属脚手架扣件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０６０７ 金属脚手架扣件交叉检索；
７． 金
８． 旋
转栅门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９１４ 自动旋转栅门交叉检索。
３９

０６０４

铁路用金属材料

铁路转辙器０６００１３ ，铁路道岔０６００１３ ，铁路金属材料０６００８９ ，铁路金属护轨０６００９５ ，鱼
尾形接轨夹（铁路）０６０１１６ ，金属轨道０６０１２９ ，转车盘（铁道）０６０２１２ ，铁路用金属枕木
０６０２４５ ，铁
路货车用金属载量规杆０６０３２６ ，缆索铁道永久导轨用金属材料０６０３３０
轮器Ｃ０６００１７ ，铁道防爬器Ｃ０６００１８ ，铁路液压养路机具Ｃ０６００１９
※止
注：铁路金属材料与０６０１ 锚定板类似。
０６０５

非电气用缆索和金属线、网、带

钢箍０６０００３ ，钢带０６０００３ ，钢丝０６０００４ ，铝丝０６００１９ ，装卸用金属吊带０６００２６ ，带刺金
属丝０６００４１ ，高架缆车的缆绳０６００５７ ，普通金属线０６０１０８ ，铁箍０６０１３１ ，铁带０６０１３１ ，铁丝
０６０１３２ ，金
属丝网０６０１８４ ，普通金属合金丝（除保险丝外）０６０２６８ ，捆扎用金属带０６０２８５ ，包
装或捆扎用金属带０６０２８５ ，捆扎用金属线０６０２８６ ，装卸用金属带０６０３０５ ，装卸用金属吊索
０６０３０６ ，金
属制非电气缆绳０６０３１１ ，农业用金属捆扎线０６０３１９ ，金属绳索０６０３４１ ，非绝缘铜
线０６０３５３ ，金属捆扎物０６０３６３ ，金属捆扎线０６０３９６ ，金属绳０６０４２７
焊网Ｃ０６００２０
※电
０６０６

缆绳用非电气金属附件

非电气缆绳用金属接头０６００５９ ，缆绳和管道用金属夹０６０３１３ ，缆绳用金属接线螺

钉０６０３１４
接板Ｃ０６００２１ ，马蹄形钩环（脚扣、铁鞋）Ｃ０６００２２ ，紧线夹头Ｃ０６００２３ ，铝合金滑
※铁
车Ｃ０６００２４
０６０７

钉及标准紧固件

金属垫圈０６００３７ ，金属环０６００３８ ，金属止动环０６００３８ ，盒用金属紧固扣件０６００４８ ，
金属螺栓０６００４９ ，垫片（填隙片）０６００６３ ，金属栓０６００７８ ，金属开尾销０６００８２ ，钉子０６００８５ ，
角钉０６００８６ ，平头钉０６００８６ ，金属膨胀螺栓０６００８７ ，金属钩（扣钉）０６０１０２ ，金属扣钉（钩）
属螺丝０６０１１８ ，销（五金件）０６０１４１ ，有眼螺栓０６０１４３ ，吊环螺钉０６０１４３ ，尖铁钉
０６０１０２ ，金
４０

（装在登峰靴上助爬用）０６０１４９ ，冰爪（鞋底钉）０６０１４９ ，金属铆钉０６０２１７ ，金属塞０６０２９６ ，普
通金属扣（五金器具）０６０２９８ ，金属螺母０６０３６４
销Ｃ０６００２５ ，车辆紧固用螺丝Ｃ０６００３９
※键
０６０８

家具及门窗的金属附件

建筑或家具用镍银附件０６００１５ ，金属门闩０６００２２ ，金属制窗锁０６００３５ ，金属制窗挡
０６００３５ ，门
用金属阻尼器０６００３６ ，金属铰链０６００６８ ，金属安全链０６００７１ ，金属铰链连接器
０６００７３ ，吊
窗滑轮０６００７５ ，窗用小滑轮０６００７５ ，窗扉栓０６０１０４ ，铜环０６０１１０ ，金属窗栓
０６０１２５ ，窗
用金属附件０６０１３０ ，关门器（非电动）０６０１３５ ，门弹簧（非电动）０６０１３５ ，床用金属
脚轮０６０１６６ ，门环０６０１８０ ，家具用金属脚轮０６０１８７ ，金属衣服挂钩０６０２０２ ，金属门把手
０６０２１６ ，金
属门插销０６０２２０ ，金属挡块０６０２３８ ，扁插销０６０２４７ ，球形金属把手０６０３０１ ，非电
动开门器０６０３２０ ，金属合页０６０３２７ ，滑动门用金属小滑轮０６０３４８ ，挂衣杆用金属钩０６０３５２ ，
金属制固定式毛巾分配器０６０３５８ ，家具用金属附件０６０３８０ ，床用金属附件０６０３９３ ，门用金
属附件０６０３９４
碰块Ｃ０６００２６ ，家用金属滑轨Ｃ０６００４０
※磁

注：１． 金属门闩与０６０３ 金属闩类似；
属门把手，球形金属把手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的０６０９ 金属把手包头，２１０３ 球
２． 金
形瓷把手，瓷制门把手交叉检索。
０６０９

日用五金器具

手杖用金属包头０６００６４ ，门前刮鞋垫０６０１１３ ，门铃（非电动）０６０１２１ ，金属工具柄
０６０１７１ ，手
柄用金属包头０６０１７２ ，普通金属制钥匙圈０６０２２１ ，小五金器具０６０２２７ ，五金器
具０６０２２７ ，铃０６０２４１ ，金属包头０６０２６２ ，金属扫帚柄０６０２８１ ，金属密封盖０６０２９７ ，金属瓶
盖０６０２９９ ，金属瓶帽０６０２９９ ，瓶用金属密封盖０６０２９９ ，金属瓶塞０６０３００ ，瓶用金属紧固塞
０６０３００ ，金
属刀柄０６０３４２ ，金属镰刀柄０６０３７８
属钥匙链Ｃ０６００２７ ，帐圈Ｃ０６００２８
※金
０６１０

非电子锁

挂锁０６００６２ ，钥匙０６００８３ ，金属锁（非电）０６０１４４ ，弹簧锁０６０１５３ ，锁簧０６０２０４ ，运载工
４１

具用金属锁０６０２３７ ，包用金属锁０６０３７９ ，汽车车轮锁０６０４２６
注：本类似群商品（除钥匙外）与０９２０ 电锁类似。
０６１１

保险箱柜，金属柜

金属现金盒０６００２９ ，保险柜０６００３４ ，现金保险箱０６００６６ ，现金保险柜０６００６６ ，金属食品
柜０６０３９２ ，金属藏肉柜０６０３９２
０６１２

金属器具，金属硬件（非机器零件）

机器传动带用金属扣０６００１２ ，金属带式铰链０６００３９ ，鸟嘴砧０６００４５ ，丁字砧０６００４５ ，金
属法兰盘０６００５４ ，铁砧０６００９７ ，金属制皮带张紧器０６０１０１ ，金属挂锅钩０６０１０３ ，铁构（金属
器具）０６０１０５ ，搬运用金属货盘０６０１７５ ，运输用金属货盘０６０１７６ ，金属虎钳爪０６０１９１ ，弹簧
（金属制品）０６０２０６ ，金属滑轮（非机器用）０６０２０７ ，金属线拉伸器（张力环）０６０２３０ ，铁砧（便
携式）０６０２４８ ，胀力链０６０２４９ ，钢滚珠０６０２６５ ，机器传动带用金属加固材料０６０２７７ ，金属制
钳工台０６０２８３ ，铁带拉伸器（张力环）０６０２８４ ，装卸用金属货盘０６０３２５ ，石板用钩（金属器
具）０６０３５１ ，软管用非机械金属绕轴０６０３５７ ，软管用非机械金属卷轴０６０３６９ ，金属带拉伸器
０６０３８３ ，金
属制冰用钢锥（登山设备）０６０４３０
注：钢滚珠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的０７５０ 滚珠，轴承滚珠交叉检索。
０６１３

金属容器

压缩气体或液态空气瓶（金属容器）０６００５０ ，贮酸金属容器０６００６５ ，锡罐０６００９３ ，金属
储藏盒０６００９３ ，存储和运输用金属容器０６００９４ ，冷铸模（铸造）０６００９６ ，压缩气体和液态空
气用金属容器０６０１１２ ，马口铁制包装物０６０１１９ ，金属信箱０６０１２０ ，金属制冰块模０６０１５０ ，金
属筐０６０１９９ ，金属包装容器０６０２３１ ，（贮液或贮气用）金属容器０６０２３２ ，搅拌灰浆用金属槽
０６０２７９ ，金
属琵琶桶０６０２８７ ，金属桶箍０６０２８８ ，金属桶０６０２８９ ，普通金属盒０６０２９５ ，桶用金
属塞０６０２９６ ，液态燃料用金属容器０６０３３８ ，金属浮动容器０６０３４０ ，金属大桶０６０３５４ ，金属铸
模０６０３８４ ，金属桶架０６０３９１ ，容器用金属盖０６０３９５ ，金属箱０６０３９８ ，桶用金属活嘴０６０４０２ ，
金属卸料斗（非机械）０６０４１８ ，金属工具箱（空）０６０４２３ ，金属工具盒（空）０６０４２４
装箱Ｃ０６００３０ ，压缩气体钢瓶和液压气减压阀Ｃ０６００３１ ，啤酒罐Ｃ０６００３２
※集
４２

注：１． 冷铸模（铸造）与０７３６ 铸模（机器部件），压铸模，０７３５ 冷冲模类似；
２． 金
属信箱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６０３ 金属信箱交叉检索。
０６１４

金属标牌

运载工具用金属徽标０６０１５５ ，不发光金属门牌０６０１９６ ，不发光、非机械的金属信号板
０６０２００ ，不
发光、非机械的金属路牌０６０２２８ ，不发光、非机械的金属标志０６０２３５ ，金属标志牌
０６０３７０ ，金
属纪念标牌０６０３８９ ，金属身份牌０６０３９９ ，金属车牌０６０４００ ，普通金属制字母和数
字（铅字除外）０６０４１９
０６１５

动物用金属制品

拴牲畜的链子０６００４４ ，马掌钉０６００７７ ，靴刺０６０１２２ ，动物挂铃０６０２４０ ，鸟食台（金属结
构）０６０２８０ ，金属制兽笼０６０４３３
焊接用金属材料（不包括塑料焊丝）

０６１６

银焊料０６００３０ ，铜焊合金０６００５３ ，金属焊丝０６０２４２ ，铜焊金属焊条０６０３０２ ，铜焊及焊接
用金属棒０６０３０３ ，金属焊条０６０３０４ ，金焊料０６０４１７
香焊锡丝Ｃ０６００３３
※松
０６１７

锚，停船用金属浮动船坞，金属下锚桩

金属下锚柱０６０２７１ ，船只停泊用金属浮动船坞０６０２７２ ，锚 ０６０２７３ ，金属系船浮

标０６０４１２

注：锚与０７３４ 船用自动锚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７３４ 航海自动小锚，１２１０ 船锚，
小船用锚，锚链交叉检索。
０６１８

手铐，医院用金属制身份鉴别手环

医院用金属制身份鉴别手环０６００５１ ，手铐０６０１８１
４３

注：医院用金属制身份鉴别手环与２０１０ 医院用非金属身份鉴别手环类似，与第九版及
以前版本的２０１０ 医院用非金属身份证明手镯交叉检索。
０６１９

（测气象或风力的）金属风标

金属风向标０６０１４８ ，金属风力驱鸟器０６０４３２
０６２０

金属植物保护器

树木金属保护器０６００２８
０６２１

捕野兽陷阱

捕野兽陷阱０６００２５
０６２２

普通金属艺术品，青铜（艺术品）

青铜制艺术品０６００５６ ，普通金属塑像０６０２４４ ，普通金属艺术品０６０２７８ ，普通金属制半
身塑像０６０３０７ ，普通金属小雕像０６０３８２ ，普通金属小塑像０６０３８２
０６２３

矿石，矿砂

铬矿石０６００８１ ，铁矿石０６０１３４ ，方铅矿（矿石）０６０１４５ ，褐铁矿０６０１６３ ，金属矿石０６０１８３
０６２４

金属棺（埋葬用），金属棺材扣件，棺材用金属器材

墓碑用青铜制品０６００５５ ，墓碑用青铜制纪念物０６００５５ ，金属纪念碑０６０１９０ ，金属墓
０６０２５４ ，金
属墓穴０６０３２３ ，棺材用金属附件０６０３２４ ，墓穴用金属围栏０６０３６７ ，金属墓碑
０６０３８５ ，金
属墓石０６０３８５ ，墓碑用金属制纪念物０６０３８６ ，金属墓碑标牌０６０３８７ ，金属墓碑柱
０６０３８８

４４

第七类

机器和机床；马达和引擎（陆地车辆用的除外）；机器联结器和传动机件（陆地车辆用的
除外）；非手动农业器具；孵化器；自动售货机。
【注释】
第七类主要包括机器、机床、马达和引擎。
本类尤其包括：
—
—
—各类马达和引擎的部件；
—
—
—电动清洁机器和装置。
本类尤其不包括：
—
—
—某些特殊的机器和机床（查阅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商品分类表）；
—
—
—手动的手工具和器具（第八类）；
—
—
—陆地车辆用马达和引擎（第十二类）。
０７０１

农业用机械及部件（不包括小农具）

农业机械０７０００８ ，农业起卸机０７０００９ ，犁０７００２８ ，打谷机０７００４３ ，收割机械０７００５１ ，割
草机和收割机０７００５１ ，捆干草装置０７００５８ ，捆干草机０７００５８ ，玉米脱壳机０７００８９ ，谷物除壳
机０７００８９ ，谷物去壳机０７００８９ ，犁铧０７０１００ ，中耕机０７０１３８ ，铲草皮犁０７０１４８ ，排水机
植物茎、柄、叶分离器（机器）０７０１６８ ，谷物脱粒机０７０１６９ ，摊晒机０７０１８６ ，割草机用
０７０１５８ ，
刀０７０１８８ ，割草机０７０２０１ ，切草机０７０２１０ ，稻草切割机０７０２１０ ，耙土机０７０２１３ ，喷雾器（机
器）０７０２１４ ，喷雾机（机器）０７０２１４ ，喷雾机０７０２１４ ，切草机刀片０７０２２３ ，收割机０７０２６８ ，收割
捆扎机０７０２６９ ，收割脱粒机０７０２７０ ，耙机用耙０７０３２３ ，耙机０７０３２４ ，除草机０７０３４４ ，播种机
（机器）０７０３４８ ，扬谷机０７０３７９ ，非手动的农业器具０７０３８８ ，机动中耕机０７０５１３
秧机Ｃ０７０００１ ，植树机Ｃ０７０００２ ，种子发芽器Ｃ０７０００３ ，沼气出料机Ｃ０７０００４ ，种子
※插
清洗设备Ｃ０７０００５ ，采茶机Ｃ０７０３６６

注：１． 喷雾器（机器），喷雾机（机器），喷雾机与０８０３ 杀虫剂用喷雾器（手工具），杀虫
剂用喷洒器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８０３ 杀虫喷雾器（手工具），杀虫剂喷雾
器（手工具），杀虫用喷雾器交叉检索；
４５

２．
３．

排水机与１１０８ 组农业用排灌机类似；
本类似群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的０７０８ 采茶机交叉检索。
０７０２

渔牧业用机械及器具

（一）水族池通气泵０７０００５ ，收网机（捕鱼具）０７０４７８ ，拖网机（渔业）０７０４７８

（二）粉碎机０７０１５３ ，轧饲料机０７０１９５ ，工业用切碎机（机器）０７０４１９ ，机械化牲畜喂食

器０７０５１７
料粉碎机Ｃ０７０００６ ，青饲料切割机Ｃ０７０００７ ，块根切碎机Ｃ０７０００８ ，饲料蒸煮
※饲
器Ｃ０７０００９
（三）挤奶机０７０３６７ ，挤奶机用奶头杯０７０３６８ ，挤奶机用吸杯０７０３６８ ，孵卵器０７０４４２
蜂巢础机Ｃ０７００１０ ，蛋鸡笼养设备Ｃ０７００１１ ，摇蜜机Ｃ０７００１２
※蜜
（四）动物剪毛机０７０４３１
（五）※ 盐池压平机Ｃ０７０４４１ ，起盐机Ｃ０７０４４２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２． 跨
类似群保护商品：粉碎机（０７０２ ，０７２５ ，０７３３ ，０７５２ ）；工业用切碎机（机器）
（０７０２ ，０７０９ ，０７５２ ）；
３． 本
类似群第（二）部分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的０７５３ 粉碎机，粉碎机（机器），工业
用切碎机（机器）交叉检索。
０７０３

伐木、锯木、木材加工及火柴生产用机械及器具

锯台（机器部件）０７００３５ ，木材加工机０７００５５ ，凿榫机０７００７１ ，刨花机０７００７１ ，锯条（机
器部件）０７０２２６ ，锯条夹（机器部件）０７０２２７ ，刨削机０７０３２１ ，机锯（机器）０７０３４１
盘机Ｃ０７００１３ ，编筏机Ｃ０７００１４ ，原木传送机Ｃ０７００１５ ，制木屑的机器Ｃ０７００１６ ，拼
※铰
板机Ｃ０７００１７ ，火柴生产工业用机器Ｃ０７００１８

注：机锯（机器），锯条（机器零件）与０７４２ 链锯，带锯，圆锯片（机器零件），龙锯，截锯
４６

（机器零件），往复锯类似。
０７０４

造纸及加工纸制品工业用机械及器具

（一）造纸机０７０２９１ ，造纸机（纸业机器）０７０２９３ ，砑光辊０７０２４０ ，砑光机０７０２９２
浆机Ｃ０７００１９ ，卷浆机Ｃ０７００２０ ，造纸用打浆机Ｃ０７００２１ ，脱水机（造纸工业用）
※洗
Ｃ０７００２２ ，筛
浆机Ｃ０７００２３ ，轧光机Ｃ０７００２４ ，卷筒机Ｃ０７００２５ ，平网抄纸机Ｃ０７００２６ ，纸板机
Ｃ０７００２７ ，圆
筛、蒸煮锅Ｃ０７００２８ ，纸浆泵Ｃ０７００２９
（二）※ 卫生巾生产设备Ｃ０７０３６７ ，纸尿裤生产设备Ｃ０７０３６８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２． 跨
类似群保护商品：砑光辊（０７０４ ，０７０６ ，０７１２ ）；砑光机（０７０４ ，０７０６ ，０７１２ ）；轧光
机（０７０４ ，０７０６ ）；
类似群第（一）部分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的０７１２ 砑光机交叉检索。
３． 本
０７０５

印刷工业用机械及器具

排字机（印刷）０７００７６ ，字模盒（印刷用）０７００８１ ，排字机（照相排版）０７０１１２ ，铸字机
０７０１２０ ，印
刷滚筒０７０１４０ ，印刷机上墨装置０７０１７５ ，压印机０７０１８０ ，在金属薄板上使用的印
刷机器０７０２１６ ，印刷版０７０２１７ ，印刷机器０７０２１８ ，印刷机０７０２１９ ，印刷机用油墨辊０７０２２０ ，
进纸机（印刷）０７０２４６ ，凸版印刷机０７０３０３ ，工业用书籍装订装置和机器０７０３２７ ，轮转印刷
机０７０３３４ ，上光机０７０３４５ ，铅板印刷机０７０３５５ ，压纸格（印刷机部件）０７０３７７ ，凸版印刷机械
刷用字模０７０４３６
０７０３７８ ，印
铅条机Ｃ０７００３０ ，铅字刨床Ｃ０７００３１ ，胶印机Ｃ０７００３２ ，三色板机Ｃ０７００３３ ，自动配
※浇
页机Ｃ０７００３４ ，折页机Ｃ０７００３５ ，整理机Ｃ０７００３６ ，打眼机Ｃ０７００３７ ，铸铅板机Ｃ０７００３８ ，出纸
型机Ｃ０７００３９ ，制版机Ｃ０７００４０ ，晒版机Ｃ０７００４１ ，打样机Ｃ０７００４２ ，裁纸机Ｃ０７００４３ ，烫金机
Ｃ０７００４４ ，划
线机Ｃ０７００４５ ，涂刷机Ｃ０７００４６ ，透明胶蜡网线版Ｃ０７００４７ ，印刷胶版Ｃ０７００４８ ，
印刷胶辊Ｃ０７００４９ ，胶印锌版Ｃ０７００５０ ，外文模板Ｃ０７００５１ ，铜网Ｃ０７００５２ ，照相制版用腐蚀
机Ｃ０７００５３ ，高速烂版机Ｃ０７００５４ ，塑料套管印字切割机Ｃ０７００５５ ，塑料导线印字机
Ｃ０７００５６ ，印
刷用金属镍网Ｃ０７０３６９
４７

注：１． 印刷版与１６１８ 凸印版，胶版，电铸版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１６１８ 印版，胶印
版，电版交叉检索；
２． 塑
料导线印字机与０７４２ 电线印号机类似。
０７０６

纤维加工及纺织、针织工业用机械及部件

织布机卷线轴０７００５４ ，织袜机０７００５７ ，针布（梳棉机部件）０７００７９ ，旋转式脱水机（非加
热）０７００８４ ，针织机滑动架０７００９７ ，针织机滑板０７００９７ ，制花边机０７０１５１ ，喷射器０７０１７０ ，纺
织机０７０１９０ ，纺车０７０１９１ ，织布机传动齿轮０７０２１２ ，织机轴０７０２２４ ，砑光辊０７０２４０ ，织布机
０７０２５９ ，精
纺机０７０２６０ ，梭（织机零件）０７０２８０ ，砑光机０７０２９２ ，起绒毛机０７０３２５ ，织补机
０７０３２９ ，梳
棉机０７０３６４ ，织带机０７０３７２ ，编织机０７０３７４ ，纺织工业用机器０７０４９６
光机Ｃ０７００２４ ，轧花机Ｃ０７００５７ ，清花机Ｃ０７００５８ ，棉籽脱绒机Ｃ０７００５９ ，棉花烘干
※轧
机Ｃ０７００６０ ，弹花机Ｃ０７００６１ ，风力清籽机Ｃ０７００６２ ，弹花齿条Ｃ０７００６３ ，剥麻机Ｃ０７００６４ ，揉
搓机Ｃ０７００６５ ，弹麻机Ｃ０７００６６ ，野生纤维整经机Ｃ０７００６７ ，羽绒加工设备Ｃ０７００６８ ，缫丝机
械Ｃ０７００６９ ，绢纺机械Ｃ０７００７０ ，纸质纱管（纺织机配件）Ｃ０７００７１ ，人造丝机械Ｃ０７００７４ ，维
尼龙抽丝设备Ｃ０７００７５ ，合成纤维设备Ｃ０７００７６ ，制地毯机械Ｃ０７００７７ ，地毯植绒机
Ｃ０７００７８ ，电
动织毯机Ｃ０７００７９ ，平毯机Ｃ０７００８０
注：１． 纺织工业用机器与０７０７ 商品类似；
２． 旋
转式脱水机（非加热）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的０７０４ 脱水机交叉检索；
３． 跨
类似群保护商品：旋转式脱水机（非加热）（０７０６ ，０７２４ ）；砑光辊（０７０４ ，０７０６ ，
光机（０７０４ ，０７０６ ，０７１２ ）；轧光机（０７０４ ，０７０６ ）；
０７１２ ）；砑
４． 本
类似群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的０７１２ 砑光机交叉检索。
０７０７

印染工业用机械

上浆机０７００１３ ，染色机０７０３６２
光机Ｃ０７００８１ ，烧毛机Ｃ０７００８２ ，平洗机Ｃ０７００８３ ，蒸化机Ｃ０７００８４ ，热风干燥拉幅
※丝
机Ｃ０７００８５ ，印染胶辊Ｃ０７００８６ ，印花花筒雕刻设备Ｃ０７００８７ ，印花机煮炼锅Ｃ０７００８８
注：１． 印花花筒雕刻设备与０７１２ 压花机类似；
２． 本
类似群与０７０６ 纺织工业用机器类似。
４８

０７０８

制茶工业用机械

制茶机械Ｃ０７００８９ ，揉捻机Ｃ０７００９０ ，萎凋机Ｃ０７００９１ ，杀青机Ｃ０７００９２ ，烘干机（制
茶工业用）Ｃ０７００９３ ，斜锅机Ｃ０７００９４ ，解块机Ｃ０７００９５ ，压茶砖机Ｃ０７００９６
※

０７０９

食品业用机械及部件

搅动机０７０００７ ，搅拌机０７００２６ ，搅乳器０７００３８ ，磨粉机（机器）０７００４２ ，奶油机０７００４６ ，
渣滓收集机（机器）０７００５９ ，瓶子冲洗机０７００６５ ，乳脂分离器０７００８３ ，离心碾磨机０７００８７ ，绞
肉机（机械）０７０２１１ ，碎肉机（机械）０７０２１１ ，制酪机０７０２２２ ，石磨０７０２６２ ，碾碎机０７０２６３ ，磨
面机０７０２６６ ，混合机（机器）０７０２６７ ，切面包机０７０２８８ ，和面机０７０２９５ ，制食用面团机
０７０２９６ ，香
肠机０７０３４６ ，制糖机０７０３５６ ，工业用切碎机（机器）０７０４１９ ，制食品用电动机械
０７０４２３ ，削
皮机０７０４５４ ，蔬菜轧碎机０７０４５５ ，篮式压榨机０７０５３３
谷机Ｃ０７００９７ ，碾米机Ｃ０７００９８ ，压面机Ｃ０７０１００ ，切面机Ｃ０７０１０１ ，饼干印形机
※砻
Ｃ０７０１０２ ，粉
条机Ｃ０７０１０３ ，馒头机Ｃ０７０１０５ ，包饺子机Ｃ０７０１０６ ，榨油机Ｃ０７０１０７ ，甘蔗压榨
机Ｃ０７０１０８ ，罐头工业用机器设备Ｃ０７０１０９ ，洗罐机Ｃ０７０１１０ ，豆芽机Ｃ０７０１１１ ，水果剥皮机
Ｃ０７０１１２ ，胶
体磨（食品工业用）Ｃ０７０１１３ ，食品包装机Ｃ０７０１１４ ，屠宰机Ｃ０７０１１６ ，食品工业
用磨浆机Ｃ０７０３７０

注：１． 食品包装机与０７２１ 包装机类似；
类似群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的０７５３ 混合机（机器），搅拌机，搅拌机（机器），
２． 本
工业用切碎机（机器）交叉检索；
类似群保护商品：搅动机（０７０９ ，０７２３ ，０７３３ ）；搅拌机（０７０９ ，０７２３ ，０７３３ ）；混合
３． 跨
机（机器）（０７０９ ，０７２３ ，０７３３ ）；工业用切碎机（机器）（０７０２ ，０７０９ ，０７５２ ）；磨粉机
（机器）（０７０９ ，０７２５ ）；瓶子冲冼机（０７０９ ，０７１０ ）；离心碾磨机（０７０９ ，０７２３ ，０７２５ ）。
０７１０

酿造、饮料工业用机械

抽啤酒用压力装置０７００１２ ，汽水饮料制造机０７００５６ ，瓶子冲洗机０７００６５ ，酿造机器
０７００６６ ，酿
葡萄酒用压榨机０７０１０２ ，汽水制造设备０７０１６３ ，制矿泉水机械０７０１６４ ，电动制饮
料机０７０３１５
４９

注：１． 本类似群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的０７０９ 瓶子冲冼机交叉检索；
２． 跨
类似群保护商品：瓶子冲冼机（０７０９ ，０７１０ ）。
０７１１

烟草工业用机械

工业用卷烟机０７０１０３ ，烟草加工机０７０２５５
０７１２

皮革工业用机械

制革机０７０１３６ ，剥皮革机０７０１５７ ，去肉机（皮革工业用）０７０１６６ ，砑光辊０７０２４０ ，砑光

机０７０２９２
制机Ｃ０７０１１８ ，磨革机Ｃ０７０１１９ ，喷光机Ｃ０７０１２０ ，压花机Ｃ０７０１２１ ，烫平机
※柔
Ｃ０７０１２２ ，喷
色机Ｃ０７０１２３ ，皮革喷浆机Ｃ０７０１２４ ，皮革修整机Ｃ０７０１２５
注：１． 压花机与０７０７ 印花花筒雕刻设备类似；
２． 跨
类似群保护商品：砑光辊（０７０４ ，０７０６ ，０７１２ ）；砑光机（０７０４ ，０７０６ ，０７１２ ）。
０７１３

缝纫、制鞋工业用机械

刺绣机绷圈０７００６７ ，缝纫机传动踏板０７０１１１ ，缝纫机踏板传动装置０７０１１１ ，缝合机
０７０１２８ ，卷
边机０７０２８３ ，熨衣机０７０３２８ ，鞋楦头（机器部件）０７０３５２ ，制鞋跟机０７０３６１ ，绕线
轴（机器部件）０７０４０８ ，缝纫机０７０４４０ ，便携式旋转蒸汽熨压机０７０４８０ ，手提旋转式纺织品
蒸汽压熨机０７０４８０
缝机Ｃ０７０１２６ ，锁扣机Ｃ０７０１２７ ，撬边机Ｃ０７０１２８ ，鞋底压切机Ｃ０７０１２９ ，补鞋机
※包
Ｃ０７０１３０ ，裁
布机Ｃ０７０１３１ ，下料机Ｃ０７０１３２ ，工业缝纫机台板Ｃ０７０１３３
０７１４

自行车工业用设备

自行车组装机械０７０５１２
行车工业用机器设备Ｃ０７０１３４ ，车链机Ｃ０７０１３５ ，车圈机Ｃ０７０１３６ ，滚挡泥板
※自

机Ｃ０７０１３７
５０

陶瓷、砖、瓦制造机械

０７１５

陶匠用旋轮０７０４２０
瓷工业用机器设备（包括建筑用陶瓷机械）Ｃ０７０１３８ ，制砖机Ｃ０７０３７１ ，制瓦
※陶

机Ｃ０７０３７２

０７１６

雕刻机

雕刻机０７０２０７
脑刻绘机Ｃ０７０３７３ ，电脑刻字机Ｃ０７０３７４ ，电脑割字机Ｃ０７０３７５ ，工业打标
※电

机Ｃ０７０４４０

０７１７

制电池机械

电池机械Ｃ０７０１３９ ，轧线机Ｃ０７０１４０ ，电芯机Ｃ０７０１４１ ，上底机Ｃ０７０１４２ ，蓄电池工业
专用设备Ｃ０７０１４３
※

０７１８

日用杂品加工机械

制绳机０７０１１９
特产杂品加工机械Ｃ０７０１４４ ，蚕种脱水机Ｃ０７０１４５ ，制筷机Ｃ０７０１５０ ，脱皮开壳两
※土
用机Ｃ０７０１５１ ，制笔机械Ｃ０７０１５２ ，制蜡烛机Ｃ０７０１５３
织苇席机Ｃ０７０１４６ ，草垫机Ｃ０７０１４７ ，织草席机Ｃ０７０１４８ ，草帽机Ｃ０７０１４９
注：１． 本类似群根据商品功能、用途确定类似商品；
２． 本
类似群第三自然段商品之间类似。
０７１９

※

制搪瓷机械

制搪瓷机械Ｃ０７０１５４
５１

０７２０

※

制灯泡机械

制灯泡机械Ｃ０７０１５５
０７２１

包装机械（不包括成套设备专用包装机械）

胶带分配器（机器）０７０００４ ，捆扎机０７００５２ ，装瓶机０７００６４ ，包装机０７０１７７ ，打包机
０７０２９４ ，工
业用封口机０７０３４７ ，装填机０７０３５３ ，瓶子盖塞机０７０４１０ ，瓶子压盖机０７０４１１ ，瓶
子封口机０７０４１２ ，包装机（打包机）０７０４９９ ，封塑料用电动装置（包装用）０７０５４１
号机Ｃ０７０１５６ ，钞票捆扎机Ｃ０７０１５７ ，气动捆扎机Ｃ０７０３７７
※烫

注：１． 包装机与０７０９ 食品包装机类似；
类似群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０７４３ 气动捆扎机交叉检索；
２． 本
３． 封
塑料用电动装置（包装用）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９０３ 封塑料用电动器械（包
装用）交叉检索。
０７２２

※

民用煤加工机械

蜂窝煤机Ｃ０７０１５８ ，煤球机Ｃ０７０１５９
０７２３

厨房家用器具（不包括烹调、电气加热设备及厨房手工具）

搅动机０７０００７ ，搅拌机０７００２６ ，离心碾磨机０７００８７ ，洗碗机０７０２３１ ，家用电动碾磨机
用电动轧碎机０７０２５６ ，混合机（机器）０７０２６７ ，家用非手动研磨机０７０２７７ ，电动开
０７０２５６ ，家
罐器０７０２８７ ，非手动胡椒研磨机０７０３０７ ，电搅拌器０７０４０３ ，非手动磨咖啡机０７０４１５ ，家用电
动搅拌机０７０４４４ ，厨房用电动机器 ０７０４４５ ，家用电动打蛋器０７０４５９ ，家用电动榨水果机
０７０４６０ ，食
品加工机（电动）０７０４７５
用切菜机Ｃ０７０１６０ ，家用切肉机Ｃ０７０１６１ ，家用豆浆机Ｃ０７０３７８
※家

注：１． 本类似群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０７５３ 混合机（机器），搅拌机，搅拌机（机器）交叉
检索；
类似群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０７０９ 离心碾磨机交叉检索；
２． 本
５２

３．

跨类似群保护商品：搅动机（０７０９ ，０７２３ ，０７３３ ）；搅拌机（０７０９ ，０７２３ ，０７３３ ）；混合
机（机器）（０７０９ ，０７２３ ，０７３３ ）；离心碾磨机（０７０９ ，０７２３ ，０７２５ ）。
０７２４

洗衣机

旋转式脱水机（非加热）０７００８４ ，洗衣机０７０２３２ ，洗衣店用洗衣机０７０２３４ ，投币式洗衣
机０７０２３６ ，投币启动的洗衣机０７０２３６ ，洗衣用甩干机０７０２３９
洗机Ｃ０７０３７９
※干

注：１． 本类似群与１１０６ 电动干衣机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的１１０６ 家用干衣机（电
烘干）交叉检索；
２． 本
类似群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的０７０４ 脱水机交叉检索；
３． 本
类似群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的０７０６ 旋转式脱水机，干燥机（脱水式）交叉
检索；
４． 跨
类似群保护商品：旋转式脱水机（非加热）（０７０６ ，０７２４ ）。
０７２５

制药工业用机械及部件

磨粉机（机器）０７００４２ ，离心碾磨机０７００８７ ，粉碎机０７０１５３
药加工工业机器Ｃ０７０１６２ ，制丸机Ｃ０７０１６３ ，糖衣机Ｃ０７０１６４ ，压片机Ｃ０７０１６５ ，药
※制
物粉碎机Ｃ０７０１６６ ，制药剂专用离心机（不包括化工通用的离心机）Ｃ０７０１６７ ，制药剂专用板
框压滤机（不包括化工通用的板框压滤机）Ｃ０７０１６８
注：１． 本类似群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的０７５３ 粉碎机，粉碎机（机器）交叉检索；
２． 本
类似群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的０７０９ 磨粉机（机器），离心碾磨机交叉检索；
３． 跨
类似群保护商品：磨粉机（机器）（０７０９ ，０７２５ ）；离心碾磨机（０７０９ ，０７２３ ，
０７２５ ）；粉
碎机（０７０２ ，０７２５ ，０７３３ ，０７５２ ）。
０７２６

橡胶、塑料工业机械

模压加工机器０７０２０６ ，过热机０７０３５７ ，硫化器０７０３８４
胶工业用机器：切胶机Ｃ０７０１６９ ，碾胶机Ｃ０７０１７０ ，炼胶机Ｃ０７０１７１ ，洗胶机
※橡
胶机Ｃ０７０１７３ ，粘胶机Ｃ０７０１７４ ，滤胶机Ｃ０７０１７５ ，轮胎成型机Ｃ０７０１７６
Ｃ０７０１７２ ，擦
５３

塑料工业用机器：塑料切粒机Ｃ０７０１７７ ，干塑模压瓦机Ｃ０７０１７８ ，注塑机Ｃ０７０１７９ ，电
子冲塑机（塑料印刷表面处理）Ｃ０７０１８０ ，加工塑料用模具Ｃ０７０１８１ ，塑料绕丝机Ｃ０７０１８２ ，
制塑料桶（罐）设备Ｃ０７０３８０ ，生产球拍线机械Ｃ０７０４３６
※

注：生产球拍线机械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７５３ 生产球拍线机械交叉检索。
０７２７

玻璃工业用机械

玻璃加工机０７０３８２
璃工业用机器设备（包括日用玻璃机械）Ｃ０７０１８３ ，自动吹制机Ｃ０７０１８４ ，制瓶机
※玻
Ｃ０７０１８５ ，脱
管机Ｃ０７０１８６ ，卷管机Ｃ０７０１８７ ，管件磨口机Ｃ０７０１８８ ，磨光玻璃抛光机
Ｃ０７０１８９ ，玻
璃切割机Ｃ０７０１９０
０７２８

化肥设备

化肥设备Ｃ０７０１９１ ，合成塔Ｃ０７０１９２ ，冷凝塔Ｃ０７０１９３ ，铜洗塔Ｃ０７０１９４ ，碱洗塔
Ｃ０７０１９５ ，氨
分离塔Ｃ０７０１９６ ，滤油塔Ｃ０７０１９７ ，尿素合成塔Ｃ０７０１９８ ，水洗塔Ｃ０７０１９９
※

０７２９

其他化学工业用机械

化学工业用电动机械０７０４９０
酸设备Ｃ０７０２００ ，纯碱设备Ｃ０７０２０１ ，合成酒精设备Ｃ０７０２０２ ，电解水制氢氧设备
※硫
甘油酚类用机械设备Ｃ０７０２０４ ，焦化设备Ｃ０７０２０５
Ｃ０７０２０３ ，制
虫胶、骨胶用设备（槽搅合机）Ｃ０７０２０６ ，清胶机Ｃ０７０２０７ ，碎骨机Ｃ０７０２０８ ，研胶
※制
机Ｃ０７０２０９
产化学设备Ｃ０７０２１０ ，松香设备Ｃ０７０２１１ ，木材干馏设备Ｃ０７０２１２ ，木材水解设
※林
备Ｃ０７０２１３
漆加工用机器Ｃ０７０２１４
※油
药及火工制品用机械设备Ｃ０７０２１５
※炸
牙膏设备Ｃ０７０２１６ ，化妆品生产设备Ｃ０７０２１７
※制
０７３０

地质勘探、采矿、选矿用机械

冲洗机０７００６３ ，炉渣筛（机器）０７００８２ ，截煤机０７００９４ ，采掘机０７０１８５ ，拖运设备（矿井
５４

用）０７０１８５ ，矿井用钻孔机０７０２６４ ，采矿钻机０７０２６４ ，矿砂处理机械０７０２６５ ，钻机０７０２９９ ，矿
井作业机械０７０３４２
质勘探、采矿选矿用机器设备Ｃ０７０２１８ ，浮选机Ｃ０７０２１９ ，磁选机Ｃ０７０２２０ ，洗矿机
※地
Ｃ０７０２２１ ，采
矿用电笛Ｃ０７０２２２ ，矿杂质沉淀机Ｃ０７０２２３ ，矿山杂物排除机Ｃ０７０２２４ ，矿井卷
扬机Ｃ０７０２２５ ，矿井排水泵Ｃ０７０２２６ ，矿用声控自动喷雾装置（矿井降尘）Ｃ０７０２２７
０７３１

冶炼工业用设备

炼钢厂转炉０７０００３ ，切断机（机器）０７０１２３ ，轧钢机滚筒０７０１４１ ，轧钢机０７０２２８ ，搅炼机
０７０３１９ ，催
化转化器０７０４８２
炼工业用机器设备：铸铁机Ｃ０７０２２８ ，混铁炉Ｃ０７０２２９ ，盛钢水桶Ｃ０７０２３０ ，补炉机
※冶
Ｃ０７０２３１ ，炼
焦机Ｃ０７０２３２ ，回转窑Ｃ０７０２３３ ，焙烧炉Ｃ０７０２３４ ，铸造（锭）机Ｃ０７０２３５
０７３２

石油开采、精炼工业用设备

钻探装置（浮动或非浮动）０７０４６２ ，油精炼机器０７０４９８
油开采、石油精炼工业用机器设备Ｃ０７０２３６ ，石油化工设备Ｃ０７０２３７ ，石油钻机
※石
Ｃ０７０２３８ ，石
油专用泥浆泵Ｃ０７０２３９ ，洗井机Ｃ０７０２４０ ，通井机Ｃ０７０２４１ ，石油专用抽油泵
滩作业车Ｃ０７０２４３
Ｃ０７０２４２ ，海
０７３３

建筑、铁道、土木工程用机械

搅动机０７０００７ ，压路机０７００１４ ，蒸汽压路机０７００１４ ，搅拌机０７００２６ ，粉刷机０７００３０ ，打
浆机０７００４４ ，混凝土搅拌机（机器）０７００４５ ，沥青制造机０７００５０ ，推土机０７００６９ ，机器铲
０７００７０ ，粉
碎机０７０１５３ ，挖掘机０７０１８４ ，涂焦油机０７０２０２ ，撞锤（机器）０７０２６３ ，混合机（机
器）０７０２６７ ，石材加工机０７０３０１ ，铺轨机０７０３２２ ，筑路机０７０３４０ ，铁路建筑机器０７０３８３ ，挖掘
机（机器）０７０３９７ ，夯锤（机器）０７０４０４ ，铲土机０７０４１７ ，开沟犁０７０４５８
土机Ｃ０７０２４４ ，挖沟机Ｃ０７０２４５ ，松土机Ｃ０７０２４６ ，铲运机Ｃ０７０２４７ ，打桩机
※掘
Ｃ０７０２４８ ，刮
泥机Ｃ０７０２４９ ，多用养路机Ｃ０７０２５０ ，灌浆机Ｃ０７０２５１ ，钢筋拨机Ｃ０７０２５２ ，联合
抹灰机Ｃ０７０２５３ ，起道机Ｃ０７０２５４ ，混凝土振动器Ｃ０７０２５５ ，石材切割机Ｃ０７０３８１ ，装载机
Ｃ０７０３８２ ，水
下清淤机Ｃ０７０３８３ ，钢筋切断机Ｃ０７０３８４ ，预应力锚具张拉设备Ｃ０７０３８５ ，夯实
机Ｃ０７０３８６
５５

注：１． 预应力锚具张拉设备与０６０３ 预应力锚具类似；
２． 本
类似群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０７３４ 装载机交叉检索；
类似群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０７３０ 石材切割机交叉检索；
３． 本
类似群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０７５３ 混合机（机器），搅拌机，粉碎机，粉碎机（机
４． 本
器）交叉检索；
５． 跨
类似群保护商品：搅动机（０７０９ ，０７２３ ，０７３３ ）；搅拌机（０７０９ ，０７２３ ，０７３３ ）；粉碎
机（０７０２ ，０７２５ ，０７３３ ，０７５２ ）；混合机（机器）（０７０９ ，０７２３ ，０７３３ ）。
０７３４

起重运输机械

升降机（运送滑雪者上坡的装置除外）０７００２３ ，电梯（升降机）０７００２４ ，带式输送机
０７００３７ ，绞
盘０７００７２ ，船用自动锚０７００７３ ，起重机０７００９５ ，装卸斜面台０７００９６ ，升降机传动
带０７０１２７ ，搬运用气垫装置０７０１２９ ，齿条齿轮千斤顶０７０１３２ ，千斤顶（机器）０７０１３５ ，卸料斗
（机械卸斗）０７０１４５ ，升降设备０７０１７２ ，自动扶梯０７０１７８ ，升降装置０７０２３７ ，装卸设备
０７０２４５ ，悬
臂起重机０７０２５１ ，卡车用千斤顶０７０２７１ ，货车用千斤顶０７０２７１ ，天车０７０３１３ ，运
输机（机器）０７０３７１ ，卷扬机０７０３７３ ，起重机（提升装置）０７０４５３ ，自动人行道０７０５１８ ，电梯操
作装置０７０５４０ ，升降机操作装置０７０５４０
重葫芦Ｃ０７０２５６ ，起重电磁铁Ｃ０７０２５７ ，输送机Ｃ０７０３８７ ，提升机Ｃ０７０３８８ ，带升降
※起
设备的立体车库Ｃ０７０３８９

注：１． 齿条齿轮千斤顶，千斤顶（机器），卡车用千斤顶，货车用千斤顶与０８０８ 手动千斤
顶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８０８ 手操作千斤顶交叉检索；
２． 船
用自动锚与０６１７ 锚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１２１０ 船锚，小船用锚，锚链交
叉检索；
３． 电
梯操作装置，升降机操作装置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９１４ 升降机操作设备，升
降机操作装置交叉检索。
０７３５

锻压设备

整修机（机械加工装置）０７０１５９ ，旋转锻造机０７０１７３ ，印模冲压机０７０１８１ ，锤（机器部
件）０７０２４７ ，动力锤０７０２４８ ，气锤０７０２４９ ，杵锤０７０２５０ ，金属加工机械０７０２５８ ，穿孔机冲头
孔机０７０３０６ ，冲床（工业用机器）０７０３１６ ，整形机０７０３２６ ，电锤０７０４８９
０７０３０５ ，穿
压机Ｃ０７０２５８ ，液压机Ｃ０７０２５９ ，自动镦锻机Ｃ０７０２６０ ，冷冲模Ｃ０７０２６９
※水
５６

注：１． 本类似群与０７４３ 手动液压机类似；
２． 本
类似群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０７４２ 穿孔机冲头，穿孔机，冲床（工业用机器），金
属加工机械，机械加工装置交叉检索；
模冲压机，冷冲模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７３６ 印模冲压机，冷冲模交叉检索；
３． 印
４． 冷
冲模与０６１３ 冷铸模（铸造）类似；
５． 跨
类似群保护商品：整修机（机械加工装置）（０７３５ ，０７４２ ）；金属加工机械（０７３５ ，
形机（０７３５ ，０７４２ ）。
０７３６ ，
０７４２ ）；整
０７３６

铸造机械

铸造机械０７０１９６ ，金属加工机械０７０２５８ ，铸模（机器部件）０７０２７６ ，铸模机０７０２７８
管机Ｃ０７０２６１ ，铸铁丸设备Ｃ０７０２６２ ，冷室压铸机Ｃ０７０２６３ ，热室压铸机Ｃ０７０２６４ ，
※铸
铸球机Ｃ０７０２６５ ，铸片机Ｃ０７０２６６ ，炭化钨模子Ｃ０７０２６７ ，压铸模Ｃ０７０２６８ ，震动翻砂机
Ｃ０７０２７０ ，全
自动振动应力消除装置Ｃ０７０３９０ ，铸件设备Ｃ０７０３９１
注：１． 铸模（机器部件），压铸模与０６１３ 冷铸模（铸造）类似；
２． 本
类似群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０７４２ 金属加工机械交叉检索；
３． 跨
类似群保护商品：金属加工机械（０７３５ ，０７３６ ，０７４２ ）。
０７３７

蒸汽动力设备

引擎锅炉用设备０７０１０１ ，机器锅炉水垢收集器０７０１１０ ，机械锅炉水垢收集器０７０１１０ ，
冷凝器（蒸汽）（机器部件）０７０１１５ ，给水调节器０７０１６１ ，蒸汽机０７０２４２ ，引擎锅炉管道
０７０４１６ ，蒸
汽机锅炉０７０４２９ ，引擎锅炉给水装置０７０４３０ ，锅炉管道（机器部件）０７０４７１
轮机Ｃ０７０２７１ ，电站用锅炉及其辅助设备Ｃ０７０２７２
※汽
注：蒸汽机锅炉与１１０７ 蒸汽锅炉（非机器部件）类似。
０７３８

内燃动力设备

汽化器供油装置０７００１５ ，内燃机点火装置０７００１６ ，柴油机热线火花塞０７００６１ ，汽化器
燃机火花塞０７０３９４ ，内燃机燃料转换设备０７０４６３ ，内燃机燃料转换装置０７０４６３
０７００７８ ，内
燃机（不包括汽车、拖拉机、谷物联合收割机、摩托车、油锯、蒸汽机车的发动机）
※内
５７

，柴油机（陆地车辆用的除外）Ｃ０７０２７４ ，煤气机Ｃ０７０２７５ ，汽油机（陆地车辆用的除
外）Ｃ０７０２７６ ，火花节能器Ｃ０７０２７８ ，节油器Ｃ０７０２７９ ，化油器Ｃ０７０２８０ ，汽车发动机火花塞
Ｃ０７０３９２ ，汽
车发动机点火线圈Ｃ０７０３９３
Ｃ０７０２７３

注：１． 火花节能器，节油器与１１０７ 节油器类似；
２． 本
类似群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１２０２ 汽车零部件，汽车配件，１２０３ 摩托车配件及
其他现属于０７３８ 、０７４８ 的发动机零部件等商品交叉检索；
类似群与０７４８ 第（二）部分类似；
３． 本
４． 本
类似群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的０７５０ 汽化器，活塞（机器或发动机部件），活塞
（机器或发动机零件），活塞环，马达引擎用消声器，发动机和引擎用排气装置交
叉检索。
０７３９

风力、水力动力设备

水轮机０７０２１５ ，非陆地车辆用涡轮机０７０３７５ ，风力涡轮机０７０５２３
力动力设备Ｃ０７０２８１ ，风力机和其配件Ｃ０７０２８２ ，风力发电设备Ｃ０７０２８３ ，水力动
※风
力设备Ｃ０７０２８４ ；水力发电设备Ｃ０７０４３７
０７４０

※

回形针机Ｃ０７０２８５ ，制针机Ｃ０７０２８６ ，图钉机Ｃ０７０２８７ ，大头针机Ｃ０７０２８８
０７４１

※

办公用制针钉机械

制纽扣拉链机械

制纽扣机Ｃ０７０２８９ ，拉链机Ｃ０７０２９０
０７４２

金属切削机床，切削工具和其他金属加工机械

（一）罩套（机器部件）０７００４０ ，机械台架０７００４１ ，攻丝机０７００６２ ，外壳（机器部件）
０７００７５ ，防
护装置（机器部件）０７００７５ ，机罩（机器部件）０７００７５ ，刀（机器部件）０７００８０ ，铣床
０７００９０ ，吊
架（机器部件）０７００９２ ，车床０７００９８ ，弯曲机０７０１０４ ，剪削刀（机器）０７０１２２ ，钻头
（机器部件）０７０１２５ ，切割机０７０１４６ ，整修机（机械加工装置）０７０１５９ ，冲切攻丝机０７０１６７ ，螺
母攻丝机０７０１６７ ，进料器（机器部件）０７０１７６ ，金属拉丝机０７０１８３ ，刀片（机器部件）０７０１８９ ，
５８

精加工机器０７０１９３ ，夹盘（机器部件）０７０１９４ ，填料箱（机器部件）０７０１９８ ，开槽机（机床）
０７０２０８ ，磨
刀机０７０２２５ ，机床０７０２４３ ，金属加工机械０７０２５８ ，磨床０７０２６３ ，刀具（机器零件）
０７０２８５ ，机
床用夹持装置０７０２８６ ，支撑机械的器械０７０２８６ ，抛光机器和设备（电动的）
０７０３０８ ，整
形机０７０３２６ ，机器台０７０３５９ ，机器防护挡板（机器部件）０７０３６０ ，机床防护板
０７０３６０ ，磨
利机０７０３８７ ，砂轮（机器部件）０７０３８９ ，磨刀轮（机器部件）０７０３８９ ，自动操作机
（机械手）０７０４２１ ，机器人（机械）０７０４２２ ，钻头夹盘（机器部件）０７０４２８ ，刻度机０７０４４８ ，钻头
（机器部件）０７０４４９ ，链锯０７０４８４ ，气动切削吹管０７０４８６ ，划玻璃刀（机器部件）０７０４９４
钢丝绳机Ｃ０７０２９６ ，织铜网机Ｃ０７０２９７ ，金属丝织机Ｃ０７０２９８ ，钻床Ｃ０７０２９９ ，汽门
※制
与汽门座研磨机Ｃ０７０３００ ，滚齿机Ｃ０７０３０１ ，开齿机Ｃ０７０３０２ ，螺帽攻丝机Ｃ０７０３０３ ，螺栓套
丝机Ｃ０７０３０４ ，镗床Ｃ０７０３０５ ，刨床Ｃ０７０３０６ ，制钉机Ｃ０７０３０７
削工具（包括机械刀片）Ｃ０７０３０８ ，车刀Ｃ０７０３０９ ，孔加工刀具Ｃ０７０３１０ ，铣刀
※切
Ｃ０７０３１１ ，螺
纹加工刀具Ｃ０７０３１２ ，齿轮加工刀具Ｃ０７０３１３ ，拉削刀具Ｃ０７０３１４ ，带锯
Ｃ０７０３１５ ，圆
锯片（机器零件）Ｃ０７０３１６ ，龙锯Ｃ０７０３１７ ，截锯（机器零件）Ｃ０７０３１８ ，往复锯
Ｃ０７０３１９ ，气
铣Ｃ０７０３９４ ，刀座（机器部件）Ｃ０７０４３８

（二）※ 制造电线、电缆用机械Ｃ０７０２９１ ，拉线机Ｃ０７０２９２ ，绕线机（加工电线、电缆用机
械）Ｃ０７０２９３ ，装铠机Ｃ０７０２９４ ，电线印号机Ｃ０７０２９５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２． 链
锯，带锯，圆锯片（机器零件），龙锯，截锯（机器零件），往复锯与０７０３ 机锯（机
器），锯条（机器零件）类似；
轮（机器部件）与０８０１ 各种砂轮类似；
３． 砂
４． 电
线印号机与０７０５ 塑料导线印字机类似；
类似群第（一）部分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的０７３５ 整修机交叉检索；
５． 本
类似群保护商品：整形机（０７３５ ，０７４２ ）；整修机（机械加工装置）（０７３５ ，０７４２ ）；
６． 跨
金属加工机械（０７３５ ，０７３６ ，０７４２ ）。
０７４３

非手工操作的手工具

电动大剪刀０７０１０５ ，电动剪刀０７０１０６ ，电动刀０７０１３１ ，非手动的手持工具０７０２８４ ，电动
手操作钻孔器０７０３００ ，铆接机０７０３３２ ，电动喷胶枪０７０４７６ ，电动胶水喷枪０７０４７６ ，枪（使用
火药的工具）０７０４７７
电钻（不包括电煤钻）Ｃ０７０３２０ ，电动螺丝刀Ｃ０７０３２１ ，电动扳手Ｃ０７０３２ ，电砂轮机
※手
５９

，液压手工具Ｃ０７０３２４ ，手动液压机Ｃ０７０３２５ ，风动手工具Ｃ０７０３２６ ，除锈机（电动）
Ｃ０７０３２７ ，气
动打钉枪Ｃ０７０３２８ ，角向磨光机Ｃ０７０３９５
Ｃ０７０３２３

注：１． 手动液压机与０７３５ 商品类似；
２． 本
类似群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的０７０１ 电动刀交叉检索；
３． 本
类似群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的０７４２ 角向磨光机交叉检索。
０７４４

静电、电子工业用设备

静电工业设备Ｃ０７０３２９ ，电子工业设备Ｃ０７０３３０ ，静电消除器Ｃ０７０３３１ ，印刷电路板
处理机Ｃ０７０３９６
※

０７４５

※

光学工业用设备

光学冷加工设备Ｃ０７０３３２ ，眼镜片加工设备Ｃ０７０３３３
０７４６

气体分离设备

气体分离设备Ｃ０７０３３４ ，制氧、制氮设备Ｃ０７０３３５ ，稀有气体提取设备Ｃ０７０３３６ ，气体
液化设备（氮液化设备、氢液化设备、氦液化设备）Ｃ０７０３３７ ，生产二氧化碳设备Ｃ０７０３３８
※

０７４７

喷漆机具

涂漆机０７０２９７ ，喷漆枪０７０２９８ ，油漆喷枪０７０２９８ ，喷颜色用喷枪０７０５１４
漆机Ｃ０７０３３９ ，喷漆喷枪Ｃ０７０３４０
※喷
０７４８

发电机、非陆地车辆用马达和引擎及其零部件

（一）交流发电机０７００１８ ，发电机刷０７００３３ ，自行车用发电机０７００４７ ，电刷（机器部件）
０７００６８ ，炭
刷（电动）０７００９３ ，电流发生器０７０１２４ ，发电机传动带０７０１２６ ，马达和引擎启动器
０７０１５０ ，发
电机０７０１６０ ，发电机组０７０１７１ ，点火式磁发电机０７０２４４ ，定子（机器零件）
０７０３５４ ，电
操作刷０７０４１３ ，紧急发电机０７０４９２ ，摩托车用脚踏启动器０７０５１６
６０

（二）净化冷却空气用过滤器（引擎用）０７００１０ ，飞机引擎０７００２９ ，活塞环０７００３２ ，引擎
喷油嘴０７００７７ ，接头（引擎部件）０７０１１８ ，密封接头（引擎部件）０７０１１８ ，引擎汽缸盖０７０１３７ ，
机器汽缸０７０１３９ ，汽缸活塞０７０１９７ ，非陆地车辆用传动马达０７０２４１ ，非陆地车辆用喷气发
动机０７０２７２ ，马达和引擎用防污染装置０７０２７３ ，引擎活塞０７０２７４ ，活塞（机器或发动机部
件）０７０３０２ ，马达和引擎用传动带０７０３４３ ，气垫船用引擎０７０３８０ ，马达和引擎用风扇
０７０３８１ ，航
空引擎０７０３８６ ，气动引擎０７０３９１ ，马达和引擎用节油器０７０４００ ，船用引擎
０７０４０１ ，船
用马达０７０４０２ ，非陆地车辆用引擎０７０４３３ ，非陆地车辆用马达０７０４３３ ，机器、引
擎或马达用控制缆０７０４３４ ，机器、引擎或马达用控制装置０７０４３５ ，马达和引擎用风扇皮带
０７０４４１ ，马
达和引擎用汽缸０７０４４６ ，马达和引擎用排气装置０７０４５１ ，非陆地车辆用电动机
０７０４５２ ，液
压引擎和马达０７０４６１ ，马达和引擎冷却器０７０４６４ ，引擎用排气歧管０７０４９７ ，马达
和引擎用消声器０７０５１９
车发动机冷却用散热器Ｃ０７０３９７ ，汽车发动机冷却用水箱Ｃ０７０３９８ ，汽车发动机冷
※汽
却用散热器水管Ｃ０７０３９９ ，汽车发动机冷却用散热器盖Ｃ０７０４００ ，汽车发动机冷却用风扇
Ｃ０７０４０１ ，汽
车发动机冷却用风扇护风罩Ｃ０７０４０２ ，汽车发动机冷却用风扇离合器
Ｃ０７０４０３ ，汽
车发动机排气净化装置（催化反应器）Ｃ０７０４０４ ，汽车发动机废气再循环系统
Ｃ０７０４０５ ，汽
车发动机消声器Ｃ０７０４０６ ，汽车发动机消声器进排气管Ｃ０７０４０７ ，汽车发动机
排气系共振器Ｃ０７０４０８ ，汽车发动机活塞Ｃ０７０４０９ ，发动机汽缸Ｃ０７０４１０ ，机油滤清器
Ｃ０７０４１２ ，空
气滤清器Ｃ０７０４１３ ，柴油滤清器Ｃ０７０４１４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２． 本
类似群第（二）部分与０７３８ 商品类似；
达和引擎用节油器与１１０７ 节油器类似；
３． 马
４． 本
类似群第（二）部分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１２０２ 汽车零部件，汽车配件，１２０３ 摩
托车配件及其他现属于０７３８ 、０７４８ 的发动机零部件等商品交叉检索；
类似群第（二）部分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的０７５０ 汽化器，活塞（机器或发动机
５． 本
部件），活塞（机器或发动机零件），活塞环，马达引擎用消声器，发动机和引擎用
排气装置交叉检索；
６． 净
化冷却空气用过滤器（引擎用），机油滤清器，空气滤清器，柴油滤清器与０７５０
过滤器（机器或引擎部件）类似。
０７４９

泵，阀，气体压缩机，风机，液压元件，气动元件

（一）离心机０７００８６ ，离心机（机器）０７００８６ ，离心泵０７００８８ ，泵（机器、引擎或马达部
６１

件）０７０１７９ ，润滑油泵０７０２０５ ，泵膜片０７０２５７ ，泵（机器）０７０３０９ ，气泵（车库设备）０７０３１０ ，供
暖装置用泵０７０３１１ ，真空泵（机器）０７０３１２ ，啤酒抽吸泵０７０３９０ ，空气压缩泵０７０３９３ ，加油站
发油泵０７０５４２ ，自动调节燃料泵０７０５４３
压泵Ｃ０７０３４４ ，汽车油泵Ｃ０７０４１５ ，汽车水泵Ｃ０７０４１６ ，汽车发动机用机油泵
※液
Ｃ０７０４１７ ，汽
车发动机用汽油泵Ｃ０７０４１８ ，抽气泵Ｃ０７０４３３ ，电脑计量加油机Ｃ０７０４３９

（二）阀（机器零件）０７００１９ ，瓣阀（机器部件）０７０１０８ ，压力阀（机器部件）０７０３１８ ，疏水
器（阻气回水阀）０７０３２０ ，阀门（机器、引擎或马达部件）０７０３３３ ，机器、马达和引擎的液压控
制器０７０４７２ ，机器、马达和引擎的气压控制器０７０４７３
压阀Ｃ０７０３４５ ，调压阀Ｃ０７０３４６ ，电磁阀Ｃ０７０４３０
※液

（三）空气冷凝器０７０００６ ，空气凝结器０７００１１ ，压缩机（机器）０７０１１３ ，涡轮压缩机
０７０１１４ ，冷
凝装置０７０１１６ ，压缩、排放和输送气体用鼓风机０７０１９９ ，压缩、抽吸和运送谷物用
风扇０７０２０３ ，压缩、抽吸和运送谷物用鼓风机或风扇０７０２０３ ，压缩、抽吸和运送谷物用鼓风
机０７０２０３ ，工业用抽烟机０７０２８２ ，气动传送装置０７０３０４ ，风箱（机器）０７０３５０ ，送风机
０７０３５０ ，锻
炉风箱０７０３５１ ，增压机０７０３５８ ，气动管道传送器０７０３７０ ，空气压缩机０７０３９２ ，抽
气机０７０３９８ ，充气器０７０４３２ ，冰箱压缩机０７０４３７ ，挤压胶粘剂用压缩气枪０７０４５６ ，鼓风
机０７０５３４

（四）※ 液压元件（不包括车辆液压系统）Ｃ０７０３４７ ，液压耦合器Ｃ０７０３４８ ，液压滤油器
动元件Ｃ０７０３５０
Ｃ０７０３４９ ，气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类似群第（一）部分的汽车油泵，汽车水泵，汽车发动机用机油泵，汽车发动机
２． 本
用汽油泵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１２０２ 的汽车零部件，汽车配件及其他属于本类似
群的商品交叉检索；
３． 本
类似群第（一）部分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的０９０２ 第（五）部分交叉检索；
类似群第（二）部分与０６０２ 金属阀门（非机器零件），金属排水阱（阀），金属水
４． 本
管阀类似；
５． 本
类似群第（三）部分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的０７２６ 增压机交叉检索；
类似群第（三）部分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的０７５３ 冷凝装置交叉检索；
６． 本
类似群第（四）部分液压滤油器与０７５０ 过滤器（机器或引擎部件）类似。
７． 本
６２

０７５０

机器传动用联轴节，传动带及其他机器零部件

（一）联轴器（机器）０７０００１ ，机器轴０７００２０ ，曲轴０７００２１ ，非陆地车辆用传动轴
０７００２２ ，油
脂环（机器部件）０７００３１ ，润滑脂环（机器部件）０７００３１ ，机器、马达和引擎用连杆
０７００４８ ，注
油器（机器部件）０７００８５ ，滑轮 ０７００９９ ，机器用凿子０７０１０７ ，滑轮（机器部件）
０７０１１７ ，分
离器０７０１４２ ，给水除气设备０７０１４７ ，去油脂装置（机器）０７０１４９ ，蒸汽或油分离器
０７０１５２ ，减
压器（机器部件）０７０１５４ ，机械绕轴装置０７０１５５ ，水加热器（机器部件）０７０１６５ ，非
陆地车辆用离合器０７０１７４ ，筛（机器或机器部件）０７０１８７ ，润滑油箱（机器部件）０７０２０４ ，机
器导轨０７０２０９ ，曲柄（机器部件）０７０２３０ ，非陆地车辆用动力装置０７０２５２ ，非陆地车辆用联
动机件０７０２５３ ，调节器（机器部件）０７０２５４ ，机器、马达和引擎调速器０７０２７５ ，非陆地车辆用
飞轮０７０２７９ ，轴颈箱（机器部件）０７０２８９ ，压力调节器（机器部件）０７０３１７ ，弹簧（机器零件）
０７０３３０ ，机
器用齿轮装置０７０３３５ ，机轮０７０３３６ ，机器轮０７０３３６ ，机器飞轮０７０３３７ ，滑动台架
（机器部件）０７０３６５ ，轴颈（机器部件）０７０３６６ ，机器联动装置０７０３６９ ，软管用机械绕轴
０７０３７６ ，非
陆地车辆用联轴节０７０３８５ ，缓冲活塞（机器部件）０７０３９５ ，减震器栓塞０７０３９５ ，减
震器活塞（机器部件）０７０３９５ ，机器用耐摩擦垫０７０３９６ ，非运载工具用刹车垫０７０４０５ ，非运
载工具用制动蹄０７０４０６ ，非运载工具用刹车扇形片０７０４０７ ，非陆地车辆用变速箱０７０４０９ ，
过滤机滤筒０７０４２４ ，非陆地车辆用驱动链０７０４２５ ，非陆地车辆用转矩变换器０７０４２６ ，非陆
地车辆用传动链０７０４２７ ，气化装置０７０４３２ ，水分离器０７０４３９ ，非陆地车辆用齿轮传动装置
０７０４４３ ，非
陆地车辆用减速齿轮０７０４４７ ，热交换器（机器部件）０７０４５０ ，过滤器（机器或引擎
部件）０７０４５７ ，机器、马达和引擎用曲柄轴箱０７０４７４ ，万向节０７０４７９ ，升降机铰链（机器部
件）０７０４９１ ，膨胀水箱（机器部件）０７０４９３ ，工业用振荡器（机器）０７０５０９ ，液压开关门器（机
器部件）０７０５１５ ，气动开关门器（机器部件）０７０５２０ ，非运载工具用刹车片０７０５２４ ，电动关门
器０７０５３８ ，电动开门器０７０５３９
震器Ｃ０７０３５２ ，牛油杯Ｃ０７０３５３ ，机器拉带Ｃ０７０３５４ ，节流装置及节流件Ｃ０７０３５５ ，
※减
汽车发动机飞轮Ｃ０７０４１９ ，汽车发动机曲轴Ｃ０７０４２０ ，汽车发动机凸轮轴Ｃ０７０４２１ ，活门（机
器零件）Ｃ０７０４２８
滑设备Ｃ０７０３５６ ，机用皮件（包括皮辊、皮圈、皮垫、皮碗）Ｃ０７０３５７ ，机械密封
※润
件Ｃ０７０３５８
（二）自动加油轴承０７００２７ ，滚珠轴承０７００４９ ，机器轴承托架０７００９１ ，轴承（机器零件）
动轴轴承０７０２９０ ，滚柱轴承０７０３３８ ，轴承滚珠环０７０３３９ ，机器用耐磨轴承０７０３９６
０７０１３０ ，传
瓦Ｃ０７０４３１ ，车辆轴承Ｃ０７０４３２
※轴
６３

（三）输送机传输带０７００３６ ，机器传动带０７００７４ ，滑轮胶带０７０３１４
行胶带（包括运输带，传送带，不包括陆地车辆引擎传动带）Ｃ０７０３５９ ，三角胶带
※平
Ｃ０７０３６０ ，风
扇胶带（不包括陆地车辆引擎风扇传动带）Ｃ０７０３６１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辆轴承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１２０２ 车辆轴承交叉检索；
２． 车
３． 汽
车发动机飞轮，汽车发动机曲轴，汽车发动机凸轮轴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
１２０２ 汽
车零部件，汽车配件及其他属于本类似群的商品交叉检索；
４． 过
滤器（机器或引擎部件）与０７４８ 净化冷却空气用过滤器（引擎用），机油滤清
器，空气滤清器，柴油滤清器，０７４９ 液压滤油器类似；
５． 电
动关门器，电动开门器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９２４ 电动关门器，电动开门器交
叉检索。
０７５１

焊接机械

乙炔清洗装置０７０００２ ，乙炔清洗设备０７０００２ ，热喷枪（机器）０７０２２９ ，电焊机０７０３４９ ，气
动焊接设备０７０５０３ ，气动焊接吹管０７０５０４ ，气动焊接烙铁０７０５０５ ，气动喷灯０７０５２２ ，焊接机
用电极０７０５２５ ，电焊设备０７０５２６ ，电焊接设备０７０５２８ ，电焊烙铁０７０５２９ ，电弧焊接设备
０７０５３０ ，电
弧切割设备０７０５３１ ，喷焊灯０７０５３２
焊枪Ｃ０７０４３４ ，喷灯Ｃ０７０４３５
※热
注：１． 本类似群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９１７ 交叉检索；
２． 本
类似群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１１０２ 喷焊灯，热焊枪，喷灯交叉检索。
０７５２

清洁、废物处理机械

扫路机（自动牵引式）０７００３４ ，扫路机（自动推进）０７００３４ ，粉碎机０７０１５３ ，污物粉碎机
洗设备０７０２３３ ，运载工具用清洗装置０７０２３５ ，电动清洁机械和设备０７０２８１ ，垃圾
０７０１６２ ，清
（废物）处理装置０７０４１４ ，垃圾处理机０７０４１４ ，废物处理装置０７０４１４ ，废物处理机０７０４１４ ，垃
圾压实机０７０４１８ ，废料压实机０７０４１８ ，工业用切碎机（机器）０７０４１９ ，扫雪机０７０５０２
清洗地毯的机器和装置（电动）０７０４８１ ，中心真空吸尘装置０７０４８３ ，蒸汽清洁器械
洁用吸尘装置０７０４８７ ，清洁用除尘装置０７０４８８ ，高压洗涤机０７０４９５ ，拼花地板电
０７０４８５ ，清
子打蜡机０７０５００ ，真空吸尘器用喷洒香水和消毒液的附件０７０５０６ ，真空吸尘器管０７０５０７ ，
真空吸尘器０７０５０８ ，电动打蜡机器和设备０７０５１０ ，真空吸尘器袋０７０５２１
６４

（管道）疏通挖泥车Ｃ０７０３６２ ，电动管道疏通器（大便管道疏通器）Ｃ０７０３６３ ，废弃食
物处理机Ｃ０７０４２２
※

注：１． 真空吸尘器与第六版及以前版本０９２４ 吸尘器，真空吸尘器交叉检索；
２． 真
空吸尘器袋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１６０９ 真空吸尘器的替换纸袋交叉检索；
类似群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０７５３ 粉碎机，粉碎机（机器），工业用切碎机（机
３． 本
器）交叉检索；
４． 跨
类似群保护商品：粉碎机（０７０２ ，０７２５ ，０７３３ ，０７５２ ）；工业用切碎机（机器）
（０７０２ ，０７０９ ，０７５２ ）。
０７５３

单一商品

（一）压滤机０７０１０９ ，筛选机０７０１３３ ，筛分机０７０１３４ ，工业用拣选机０７０１４３ ，过滤机
０７０１９２ ，滤
筛机０７０４５４
（二）电控拉窗帘装置０７０３３１
动卷门机Ｃ０７０４２４
※电

（三）滚筒（机器部件）０７００３９ ，贴标签机（机器）０７０１８２ ，电动擦鞋机０７０５０１ ，球拍穿线
机０７０５１１ ，自动售货机０７０５３７
空加油车接头Ｃ０７０４２３ ，贮液器（机器部件）Ｃ０７０４２６ ，自闭式加油枪Ｃ０７０４２７
※航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之间商品不类似；
２． 本
类似群第（三）部分根据商品的功能、用途确定类似商品；
动卷门机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０７５０ 电动卷门机交叉检索；
３． 电
标签机（机器）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０７０９ 贴标机，０７０５ 贴标签机（机器）交叉检索；
４． 贴
５． 自
动售货机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９０２ 第（四）部分自动售货机交叉检索。
０７５４

电镀设备

电镀机０７０５３５ ，镀锌机０７０５３６
空喷镀机械Ｃ０７０４４３ ，电镀参数测试仪Ｃ０７０４４４
※真
注：本类似群与０９１５ 商品类似。
６５

第八类
手工具和器具（手动的）；刀、叉和勺餐具；随身武器；剃刀。
【注释】
第八类主要包括各种行业的作为工具使用的手动器具。
本类尤其包括：
—
—
—贵重金属制刀、叉和勺餐具；
—
—
—电动剃刀和修剪刀（手工器具）。
本类尤其不包括：
—
—
—某些特殊器具（查阅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商品分类表）；
—
—
—马达带动的机床和器具（第七类）；
—
—
—外科手术刀（第十类）；
—
—
—作为火器的随身武器（第十三类）；
—
—
—切纸刀（第十六类）；
—
—
—击剑用兵器（第二十八类）。
０８０１

手动研磨器具

磨具（手工具）０８０００２ ，磨刀石０８０００３ ，磨剃刀的皮带０８０００６ ，磨刀钢０８００３７ ，磨刀石架
剃刀皮带０８００８２ ，磨刀器０８００９１ ，磨利器具０８００９２ ，磨刀器具０８００９３ ，磨镰刀石
０８００６８ ，磨
轮（手工具）０８０２０１ ，磨刀轮（手工具）０８０２０１ ，金刚砂磨轮０８０２２６
０８０１１５ ，砂
注：本类似群各种砂轮与０７４２ 砂轮（机器部件）类似。
０８０２

小农具（不包括农业、园艺用刀剪）

锤镐０８００３６ ，鹤嘴镐０８００４４ ，耙（手工具）０８０１０９ ，铲（手工具）０８０１１０ ，锹（手工具）
０８０１１１ ，长
柄大镰刀０８０１１３ 镰刀环０８０１１４ ，鹤嘴锄０８０１４２ ，镐（手工具）０８０１７１ ，长柄镰刀
草叉（手工具）０８０１８４ ，锄头（手工具）０８０１８５ ，梳麻机（手工具）０８０１８７ ，钩刀
０８０１８３ ，除
０８０１８８ ，镰
刀０８０１８９ ，农业器具（手动的）０８０２００ ，叉０８０２２０ ，障碍沙坑用耙子０８０２５４
６６

※

犁（手工具）Ｃ０８０００１
０８０３

林业、园艺用手工具

水果采摘用具（手工具）０８００７９ ，泥铲（园艺用）０８００８６ ，杀灭植物寄生虫用装置
０８００８８ ，树
木嫁接工具（手工具）０８０１３４ ，杀虫剂用喷雾器（手工具）０８０１４４ ，园艺工具（手动
的）０８０１４５ ，杀虫剂用喷洒器０８０２０２

注：杀虫剂用喷雾器（手工具），杀虫剂用喷洒器与０７０１ 喷雾器（机器），喷雾机（机
器），喷雾机类似。
０８０４

畜牧业用手工具

屠宰动物用器具和器械０８０００１ ，屠宰动物的剥皮器具和器械０８００１８ ，动物剥皮用器具
和工具０８００１９ ，牲畜打记号用工具０８００３１ ，击昏牲畜的用具０８００３２
０８０５

渔业用手工具

鱼叉０８０１４０ ，剥牡蛎器０８０１４３ ，捕鱼鱼叉０８０１７０
０８０６

理发工具，修指甲刀

剃须刀０８００２６ ，烫发钳０８００５８ ，去死皮钳０８０１０１ ，理发用小钳子０８０１０２ ，修脚指甲成套
器具０８０１０６ ，剃刀盒０８０１０７ ，烫发用铁夹０８０１２１ ，卷发用手工具０８０１２６ ，刮胡刀片０８０１４８ ，
剃须盒０８０１６６ ，指甲锉０８０１６８ ，电动或非电动刮胡刀０８０１７９ ，电动指甲锉０８０２１３ ，指甲抛光
器具（电或非电）０８０２１４ ，个人用理发推子（电动和非电动）０８０２１９ ，指甲刀（电动或非电动
的）０８０２２１ ，修指甲成套工具０８０２３１ ，穿耳孔器０８０２４１ ，电力和非电力脱毛器０８０２４２ ，电动
修指甲成套工具０８０２４３ ，卷睫毛夹０８０２５２ ，文身器０８０２５６

注：１． 卷发用手工具，烫发用铁夹，烫发钳与２６０２ 卷发器（非手工具）类似，与第九版及
以前版本０９２４ 电热卷发器交叉检索；
２． 文
身器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１００１ 文身机，纹身机，纹身器材，纹眉机交叉检索；
睫毛夹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２１１０ 卷睫毛工具交叉检索。
３． 卷
６７

０８０７

非动力手工具（不包括刀、剪）

针锉０８０００５ ，锥子０８０００８ ，镗孔棒０８０００９ ，铰刀０８００１０ ，铰刀座０８００１１ ，螺丝攻曲柄的
延伸管件０８００１２ ，钻头（手工具部件）０８００１６ ，丁字尺（手工具）０８００１７ ，环形搓丝板０８００２０ ，
弓锯０８００２１ ，拔钉器０８００２３ ，切割截条０８００２７ ，手钻（手工具）０８００２８ ，凿榫凿０８００２９ ，凿孔
斧０８００３０ ，凿榫斧０８００３０ ，拔钉器（手工具）０８００３４ ，凿石锤０８００３６ ，铆锤（手工具）０８００３８ ，
石锤０８００４７ ，钢丝锯０８００４８ ，套锤（手工具）０８００５１ ，手锯架０８００５４ ，锯（手工具）０８００５５ ，丝
锥扳手０８００６３ ，扳手（手工具）０８００６４ ，板牙（手工具）０８００６６ ，丝锥扳牙（手工具）０８００６６ ，扳
牙套丝器（手工具）０８００６６ ，斧０８００６９ ，刨０８００７１ ，手工操作的手工具０８００７２ ，拔钉钳
０８００７４ ，夯
土锤（手工具）０８００８３ ，铣刀（手工具）０８００８５ ，木工用钻子０８０１０４ ，凿孔用钻头
（手工具部件）０８０１０８ ，刨用刀片０８０１１９ ，钻子（手工具）０８０１２４ ，凿（手工具）０８０１２９ ，槽刨
０８０１３５ ，小
斧０８０１３７ ，横口斧（工具）０８０１４１ ，夹钳（木工或制桶工业用）０８０１４７ ，锯条（手工
具零件）０８０１５１ ，撬杠０８０１５３ ，木槌（手工具）０８０１５５ ，锤（手工具）０８０１５６ ，大锤０８０１５７ ，砸石
锤０８０１５８ ，凿子０８０１５９ ，撞杵０８０１７２ ，撞锤（手工具）０８０１７２ ，中心穿孔器（手工具）０８０１７５ ，
刨刀０８０１７７ ，粗锉（手工具）０８０１７８ ，锯柄０８０１８６ ，利器（手工具）０８０１９２ ，螺丝攻（手工具）
０８０１９３ ，钻
（手工具）０８０１９４ ，螺丝刀０８０１９５ ，钻头（手工具）０８０１９７ ，胸压式手摇钻０８０１９９ ，
钳子０８０２０６ ，小钳子０８０２０７ ，钳０８０２０７ ，夹钳０８０２０７ ，夯锤（手工具）０８０２１１ ，剪票器具
０８０２１２ ，胡
桃钳０８０２１５ ，钻柄（手工具）０８０２１８ ，剪切器（手动器具）０８０２２３ ，锉刀０８０２２７ ，穿
孔钳（手工具）０８０２２８ ，打孔器（手工具）０８０２２９ ，切割工具（手工具）０８０２３０ ，切削工具（手工
具）０８０２３７ ，台钳０８０２４４ ，（携带工具用）工具带０８０２４７ ，撬棍０８０２５０ ，辅锯箱（手工具）
０８０２５３ ，金
刚砂锉０８０２５７ ，剥线钳（手工具）０８０２５９
Ｃ０８０００２ ，钎
具Ｃ０８０００３
※锛
注：胡桃钳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１４０２ 贵重金属轧胡桃钳交叉检索。
０８０８

非动力手工器具

缝针穿线器０８０００４ ，穿线器０８０００４ ，指节铜套０８００１５ ，手动千斤顶０８００２４ ，勾缝铁器
０８００４５ ，冲
钉器０８００５０ ，漂洗工具（手工具）０８００５２ ，穿孔工具（手工具）０８００６２ ，棘轮（手工
具）０８００６５ ，穿孔器０８００６７ ，截管器（手工具）０８００７５ ，捣碎工具（手工具）０８００８４ ，杵（手工
具）０８００８４ ，扩管器（手工具）０８００９０ ，钻孔器０８００９４ ，除蓟器（手工具）０８００９６ ，穿索针
花机（手工具）０８０１０５ ，烙铁（非电手工具）０８０１１６ ，烫皱褶用熨斗０８０１１７ ，上光铁
０８０１０３ ，压
６８

器０８０１１８ ，抛光铁器（抛光工具）０８０１１８ ，翻砂用铁器０８０１２０ ，制模用铁器０８０１２０ ，打印用烙
铁０８０１２２ ，大头短棒０８０１３０ ，切箍器（手工具）０８０１３９ ，金属带拉伸器（手工具）０８０１６０ ，金属
线和金属带拉伸器（手工具）０８０１６０ ，金属线拉伸器（手工具）０８０１６０ ，打辫机（手工具）
０８０１６１ ，钱
收集器０８０１６２ ，捣碎用研钵０８０１６３ ，数字穿孔机０８０１６７ ，枪状手工具０８０１７４ ，浇
包（手工具）０８０１７６ ，针铳０８０１８０ ，火炉用具０８０１８１ ，铆钉枪（手工具）０８０１８２ ，倾注液体用器
具（手工具）０８０１９１ ，截管器具０８０１９８ ，挖掘器（手工具）０８０２０４ ，熨斗０８０２２４ ，手动胶粘剂挤
压枪０８０２３２ ，挖沟器（手工具）０８０２３４ ，绞肉机（手工具）０８０２３６ ，手动打气筒０８０２４５ ，壁炉
手拉风箱（手工具）０８０２５５ ，电线牵引器（手工具）０８０２５８
动压机Ｃ０８０００４ ，手工打包机Ｃ０８０００５ ，三爪拉轴承器Ｃ０８０００６ ，针钩穿线
※手
器Ｃ０８０００７

注：１． 手动打气筒与１２０４ 的第（二）部分商品类似；
２． 手
动千斤顶与０７３４ 货车用千斤顶，卡车用千斤顶，齿条齿轮千斤顶，千斤顶（机
器）类似；
３． 烫
皱褶用熨斗，熨斗与１１０６ 织物蒸汽挂烫机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９２４ 电
熨斗，蒸汽挂烫机交叉检索。
０８０９

专业用手工具

抹刀（手工具）０８００１４ ，镊子０８００４２ ，雕刻工具（手工具）０８００４３ ，制图用刮刀０８００４９ ，楦
（鞋匠手工具）０８００５６ ，泥刀０８００８７ ，划玻璃刀（手工具部件）０８００８９ ，雕刻针０８０１３１ ，涂底漆
用铁器（手工具）０８０１９６
字笔Ｃ０８０００８ ，钉碗钻Ｃ０８０００９ ，元镜机Ｃ０８００１０ ，雕刻钻Ｃ０８００１１ ，制钟表工具
※刻
Ｃ０８００１２ ，三
排冲墩Ｃ０８００１３ ，开表器Ｃ０８００１４ ，修理天平专用工具Ｃ０８００１５ ，加工猪鬃用工
具Ｃ０８００１６
０８１０

刀剪（不包括机械刀片，文具刀）

调色刀０８００１３ ，牲畜修剪刀０８００３３ ，削蹄刀０８００３９ ，剪刀０８００４０ ，折叠刀０８００４６ ，猎
刀０８００５３ ，大剪刀０８００６０ ，大剪刀刀片０８００６１ ，切菜刀０８００７３ ，蔬菜切丝器０８００７３ ，蔬菜切
片器０８００７３ ，切刀０８００７６ ，切肉刀０８００７７ ，刮鳞刀０８００９５ ，修枝剪０８００９７ ，修枝用大剪刀
芽刀０８００９９ ，树枝修剪刀０８０１００ ，切边大剪刀０８０１１２ ，刈草坪刀（手工器具）
０８００９８ ，接
医用刀０８０１３２ ，削皮刀０８０１３３ ，剁菜刀０８０１３６ ，砍刀（刀具）０８０１３８ ，修枝刀
０８０１２７ ，兽
６９

，刀片（手工具）０８０１４９ ，大砍刀０８０１５４ ，灯芯剪（剪刀）０８０１６４ ，非电动开罐器
０８０１６９ ，刀
物剪毛器（手工具）０８０２２２ ，刮削刀（手工具）０８０２３５ ，剔肉刀（手工
０８０２０５ ，动
具）０８０２３６ ，切碎刀（手工具）０８０２３６ ，奶酪切片机（非电）０８０２４８ ，切比萨饼用刀（非电）
０８０２４９ ，鸡
蛋切片器（非电）０８０２５１
０８０１４６

注：１． 非电动开罐器与２１０１ 开瓶刀，开塞钻类似；
２． 兽
医用刀与１００１ 兽医用器械和工具类似。
０８１１

除火器外的随身武器

除火器外的随身武器０８００２２ ，（枪上的）刺刀０８００２５ ，剑鞘０８０１２５ ，警棍０８０１３０ ，剑（武
器）０８０１５０ ，剑０８０２０８ ，佩刀０８０２０９ ，匕首０８０２４６
０８１２

餐具刀、叉、匙

餐具（刀、叉和匙）０８００５９ ，餐叉０８００７０ ，刀叉餐具０８００７８ ，匙０８００８０ ，长柄勺（手工
具）０８００８１ ，碎冰锥０８０１２８ ，方糖钳０８０１７３ ，银餐具（刀、叉、匙）０８０２０３ ，葡萄酒用长柄
勺０８０２６０
注：本类似群商品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２１０１ 勺子（餐具），非贵重金属餐具交叉检索。

７０

第九类

科学、航海、测量、摄影、电影、光学、衡具、量具、信号、检验（监督）、救护（营救）和教学
用装置及仪器；处理、开关、传送、积累、调节或控制电的装置和仪器；录制、通讯、重放声音
或影像的装置；磁性数据载体，录音盘；光盘，ＤＶＤ 盘和其他数字存储媒介；投币启动装置
的机械结构；收银机，计算机器，数据处理装置，计算机；计算机软件；灭火器械。
【注释】

尤其包括：
—
—
—实验室科研用仪器及器械；
—
—
—领航用电气仪器及器械，如测量和传令仪器及器械；
—
—
—量角器；
—
—
—穿孔卡式办公机械；
—
—
—不论录制媒体或传播途径的所有的计算机程序和软件，即包括录制在磁性媒体上
的软件或从远程计算机网络上下载的软件。
尤其不包括：
—
—
—下列电动仪器及器械：
（１ ）炊事用电气用具（食品碾磨和搅拌器、榨果汁器、电动磨咖啡器等）和第七类
中使用电动机的其他设备及器具；
（２ ）抽取或分发燃料的器具（第七类）；
（３ ）电动剃刀和理发推子（手工具）（第八类）；
（４ ）电动牙刷和梳子（第二十一类）；
（５ ）房间加热或液体加热、烹调、通风等电器设备（第十一类）；
—
—
—钟表和其他计时器（第十四类）；
—
—
—时间控制钟（第十四类）；
—
—
—与外接显示屏或监视器连用的娱乐和游戏装置（第二十八类）。
０９０１

电子计算机及其外部设备

加法器０９００１９ ，计算磁盘０９０１０１ ，计算机器０９０１０３ ，会计计算机器０９０１３５ ，数据处理设
备０９０３０６ ，计算机存储装置０９０３４２ ，计算机０９０３７２ ，已录制的计算机程序（程序）０９０３７３ ，磁
７１

性身份识别卡０９０５２９ ，磁盘０９０５３３ ，软盘０９０５３４ ，计算机键盘０９０５３７ ，文字处理机０９０５４１ ，
条形码读出器０９０５８１ ，ＣＤ 盘（只读存储器）０９０５８８ ，已录制的计算机操作程序０９０５８９ ，计算
机外围设备０９０５９０ ，计算机软件（已录制）０９０５９１ ，电脑软件（录制好的）０９０５９１ ，连接器（数
据处理设备）０９０５９４ ，电子笔（荧屏显示系统用）０９０５９８ ，电子笔（视觉演示装置）０９０５９８ ，已
编码磁卡０９０５９９ ，计算机用接口０９０６０３ ，磁性数据介质０９０６０７ ，磁性编码器０９０６０８ ，计算机
用磁带装置０９０６０９ ，磁带装置（计算机用）０９０６０９ ，微处理机０９０６１０ ，监视器（计算机硬件）
０９０６１２ ，监
视程序（计算机程序）０９０６１３ ，鼠标（数据处理设备）０９０６１４ ，光学字符识别器
０９０６１５ ，光
学数据介质０９０６１６ ，光盘０９０６１７ ，与计算机连用的打印机０９０６１８ ，中央处理器
（ＣＰＵ）０９０６１９ ，读出器（数据处理设备）０９０６２０ ，扫描仪（数据处理设备）０９０６２２ ，计算机用
光盘驱动器０９０６３４ ，计算机用磁盘驱动器０９０６３４ ，电子字典０９０６３６ ，集成电路卡０９０６４０ ，智
能卡（集成电路卡）０９０６４０ ，笔记本电脑０９０６４２ ，计算器０９０６４４ ，视频游戏卡０９０６５１ ，电子出
版物（可下载）０９０６５７ ，计算机程序（可下载软件）０９０６５８ ，鼠标垫０９０６６２ ，与计算机配套使
用的腕垫０９０６６４ ，计算机游戏软件０９０６７０ ，磁性编码身份鉴别手环０９０６９２ ，可下载的手机
铃音０９０６９４ ，可下载的音乐文件０９０６９５ ，可下载的影像文件０９０６９６ ，ＵＳＢ 闪存盘０９０７００ ，便
携式计算机０９０７０７
算器袋（套）Ｃ０９０００１ ，鼠标器套Ｃ０９０００２ ，键盘罩Ｃ０９０００３ ，软盘盒Ｃ０９０００４ ，电话
※计
铃音（可下载）Ｃ０９０１２７

注：１． 光盘，ＣＤ 盘（只读存储器），光学数据介质与０９０８ＣＤ 盘（音像），光盘（音像）类
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９０８ 密纹盘（音像），密纹声像盘交叉检索；
子出版物（可下载），可下载的手机铃音，可下载的音乐文件，可下载的影像文
２． 电
件与０９０８ 唱片，录音带，录像带，ＣＤ 盘（音像），盒式录像带，光盘（音像）类似；
３． 本
类似群商品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０９１１ 光学字符读出器，光学字符阅读机，光
学数据介质，光学数据媒介交叉检索。
０９０２

记录、记数检测器

（一）计算尺０９０１０２ ，计步器０９０１３７ ，计数器０９０１３８ ，数量显示器０９０３０１ ，停车计时器
０９０３８３ ，时
间记录装置０９０４７８ ，记时器（时间记录装置）０９０５８６ ，算盘０９０６２７ ，电子记事器
０９０６２８ ，考
勤钟（时间记录装置）０９０６４９ ，煮蛋计时器（沙漏）０９０６８３ ，沙漏０９０６８３
子计分器Ｃ０９０００９
※电
（二）邮戳检查装置０９０１４９ ，邮戳检验器０９０１４９
７２

（三）钱点数和分检机０９００５３ ，假币检测器０９０１７３ ，验钞机０９０１７３ ，开发票机０９０２５２ ，
收银机０９０５２５ ，自动取款机（ＡＴＭ ）０９０６８６
票记录机Ｃ０９０００６ ，支票证明机Ｃ０９０００７ ，验手纹机Ｃ０９００１０
※支

（四）投币启动设备用机械装置０９００６３ ，投币计数启动设备用机械装置０９００６４ ，自动售
票机０９００８６
币启动的停车场门Ｃ０９０１３４
※投

（五）口述听写机０９０１８８ ，衣裙下摆贴边标示器０９０３１３ ，投票机０９０４９９ ，商品电子标

签０９０６３７
奖机Ｃ０９０００５
※摇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五）部分内的商品互相之间不判为类似商品；
２． 第
蛋计时器（沙漏）、沙漏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２１０６ 计时沙漏交叉检索。
３． 煮
０９０３

其他办公用机械（不包括打字机、誊写机、油印机）

办公室用打卡机０９００９７ ，晒蓝图设备０９０１０６ ，复印机（照相、静电、热）０９０１５４ ，电传真
设备０９０３９４ ，电传打字机０９０４６４ ，绘图机０９０５９６ ，传真机０９０６００
勤机Ｃ０９００１１
※考
注：电传真设备，传真机与０９０７ 电话机类似。
０９０４

衡器

秤０９００７４ ，衡器０９００８０ ，台秤０９００８１ ，信件磅秤０９０３２５ ，衡量器具０９０３８８ ，砝码０９０４０３ ，
天平（杆秤）０９０４３３ ，杆秤０９０４３３ ，精密天平０９０４８９
动计量器Ｃ０９００１３
※自
０９０５

量具

校准口径圈０９００４０ ，测量用链０９００５６ ，双角规０９００６６ ，滑动双脚规０９０１０４ ，规尺（量具）
７３

，裁缝用尺０９０１６９ ，皮革厚度量具０９０１７１ ，圆规（测量仪器）０９０２００ ，量具０９０２０１ ，尺
（量器）０９０２８４ ，木工尺０９０３４３ ，刻度尺０９０３４９ ，测微规０９０３７９ ，千分尺０９０３７９ ，测量皮厚度
的仪器０９０３８６ ，螺丝攻规０９０４６６ ，划线规（木工）０９０４９０ ，游标卡尺０９０４９４
规Ｃ０９００１４ ，千分尺Ｃ０９００１６ ，千分表Ｃ０９００１７ ，角度测量工具Ｃ０９００１８ ，齿轮测量
※量
工具Ｃ０９００１９ ，刀具测量工具Ｃ０９００２０ ，分样筛Ｃ０９００２１ ，标准筛Ｃ０９００２２ ，吊线坠Ｃ０９００２３

０９０１０５

注：规尺（量具），圆规（测量仪器），量具，尺（量器），刻度尺与１６１６ 商品类似。
０９０６

信号器具

防交通事故用穿戴式反射盘０９０００３ ，闪光灯标（信号灯）０９０１２６ ，闪光信号灯０９０１２６ ，
信号铃０９０１２７ ，机械式标志０９０２３４ ，信号灯０９０３２２ ，发光标志０９０３２９ ，霓虹灯广告牌
０９０３３０ ，航
行用信号装置０９０３５７ ，发光或机械信号板０９０３８０ ，夜明或机械信号标志０９０４３４ ，
信号哨子０９０４４５ ，车辆故障警告三角牌０９０４４６ ，发光信号灯塔０９０５１３ ，发光或机械路牌
０９０５１６ ，信
号浮标０９０５１８ ，非爆炸性烟雾信号０９０５２４ ，标记浮标０９０５８３ ，浮标０９０５８３ ，电子
公告牌０９０６４３ ，电子布告板０９０６４３ ，发光式电子指示器０９０６７９ ，交通信号灯（信号装
置）０９０６８７
虹灯Ｃ０９００２４ ，灯箱Ｃ０９００２５
※霓
０９０７

通讯导航设备

通话筒０９００１７ ，天线０９００４５ ，防无线电干扰设备（电子）０９００４８ ，分线盒（电）０９００９４ ，交
换机０９０１４６ ，声纳装置０９０１７９ ，电话听筒０９０２０７ ，电子信号发射器０９０２２７ ，发射机（电信）
０９０２２８ ，无
线电设备０９０２７０ ，内部通讯装置０９０３０８ ，导航仪器０９０３５８ ，成套无线电话机
０９０４０７ ，成
套无线电报机０９０４０８ ，雷达设备０９０４１６ ，运载工具用无线电设备０９０４１７ ，电话机
控信号用电动装置０９０４４７ ，声波定位仪器０９０４５５ ，电报机（装置）０９０４６７ ，无线电
０９０４２３ ，遥
天线杆０９０４７１ ，电话话筒０９０４７３ ，电传中断器０９０４７４ ，发射器（电信）０９０４８８ ，调制解调器
０９０６１１ ，电
话答录机０９０６２９ ，可视电话０９０６５３ ，运载工具用导航仪器（随载计算机）０９０６５９ ，
手提电话０９０６６１ ，无线电寻呼机０９０６７３ ，卫星导航仪器０９０６７４ ，步话机０９０６７７ ，电话用成套
免提工具０９０６８８ ，信号转发器０９０６９３ ，全球定位系统（ＧＰＳ）设备０９０７０１ ，手机带０９０７０３
波设备Ｃ０９００２６ ，驱动斩波器Ｃ０９００２７ ，光通讯设备Ｃ０９００２８ ，寻呼机套Ｃ０９００２９ ，
※载
电话机套Ｃ０９００３０ ，程控电话交换设备Ｃ０９００３１ ，半导体捕鱼器Ｃ０９００３２ ，网络通讯设
备Ｃ０９０１２５
７４

注：１． 电话机与０９０３ 电传真设备，传真机类似；
２． 手
机带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２６０１ 手机带交叉检索。
０９０８

音像设备

声导管０９００１５ ，唱片０９００１６ ，自动电唱机（音乐）０９００６２ ，投币启动的音乐装置（自动电
唱机）０９００６２ ，磁带消磁装置０９００７６ ，录音机０９００７７ ，磁带０９００７８ ，扬声器音箱０９００８７ ，唱机
的拾音器支臂０９００９５ ，录音载体０９０１１１ ，电子监控装置０９０１５１ ，振动膜（音响）０９０１８２ ，扬声
器０９０１９０ ，电唱机０９０１９２ ，唱片清洁装置０９０２３０ ，录音带０９０２３１ ，音频视频接收器０９０２８９ ，
电视机用投币启动机械装置０９０３４０ ，扩音器０９０３４１ ，麦克风０９０３５１ ，声音传送装置０９０４５０ ，
录音装置０９０４５１ ，声音复制装置０９０４５２ ，唱机针０９０４６２ ，唱机用唱针０９０４６２ ，电视机
０９０４６８ ，讲
词提示器０９０４７２ ，电唱机速度调节器０９０４８６ ，录像带０９０４９５ ，电唱机磁针更换器
０９０５０３ ，磁
头清洗带０９０５３５ ，录像机０９０５３６ ，扬声器喇叭０９０５７５ ，ＣＤ 盘（音像）０９０５８７ ，声耦
合器０９０５９３ ，音响连接器０９０５９３ ，（计算机用）自动电唱机０９０６０４ ，摄像机０９０６３０ ，盒式磁带
收录机０９０６３１ ，ＣＤ 播放机０９０６３２ ，盒式录像带０９０６５０ ，便携式收录机０９０６６３ ，头戴式耳机
０９０６７１ ，ＤＶＤ 播
放机０９０６８５ ，便携式媒体播放器０９０７０２
视摄像机Ｃ０９００３３ ，自动广告机Ｃ０９００３４ ，延时混响器Ｃ０９００３５ ，电声组合件
※电
Ｃ０９００３６ ，
耳塞机Ｃ０９００３７ ，拾音器Ｃ０９００３８ ，光盘（音像）Ｃ０９００３９ ，半导体收音机Ｃ０９０１２４ ，
学习机Ｃ０９０１２８ ，电子教学学习机Ｃ０９０１２９ ，带有图书的电子发声装置Ｃ０９０１３０
注：１．
２．

３．

盘（音像），光盘（音像）与０９０１ 光盘，ＣＤ 盘（只读存储器），光学数据介质类
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９０１ 密纹光盘（可读存储器），光学数据媒介交叉
检索；
唱片，录音带，录像带，ＣＤ 盘（音像），盒式录像带，光盘（音像）与０９０１ 电子出版
物（可下载），可下载的手机铃音，可下载的音乐文件，可下载的影像文件类似；
学习机，电子教学学习机，带有图书的电子发声装置与１６０６ 带有电子发声装置
的儿童图书类似。
ＣＤ

０９０９

摄影、电影用具及仪器

放大设备（摄影）０９００２１ ，幻灯片框０９００９９ ，电影摄影机０９０１０７ ，暗室（摄影）０９０１１７ ，干
燥架（摄影）０９０１２２ ，电影胶片编辑用设备０９０１２４ ，电影片剪辑设备０９０１２４ ，电影片剪辑装
置０９０１２４ ，照相机快门线（摄影）０９０１７４ ，快门（照相）０９０１８１ ，用于摄影透明度的定中心装
７５

置０９０１８３ ，幻灯片用中枢设备０９０１８３ ，照相机（摄影）０９０１８４ ，幻灯放映机０９０１８６ ，幻灯片放
映设备０９０１８６ ，闪光灯泡（摄影）０９０２０６ ，投影银幕０９０２０９ ，摄影用屏０９０２１１ ，摄影用滤干器
０９０２１２ ，摄
影用沥水架０９０２１２ ，胶卷卷轴（照相）０９０２３３ ，实物幻灯机０９０２３５ ，特制摄影设备
和器具箱０９０２４６ ，曝光表（照度计）０９０２５１ ，胶片切割装置０９０２６２ ，滤光镜（摄影）０９０２６４ ，照
片晒印用干燥装置０９０２８２ ，照片晒印用上光装置０９０２８３ ，照相制版用屏０９０２８６ ，照相制版
装置０９０２９０ ，全息图０９０２９１ ，暗板托架（摄影）０９０３０９ ，感光板盒（照相）０９０３０９ ，暗室灯（摄
影）０９０３１８ ，幻灯０９０３２１ ，测速仪（照相）０９０３４５ ，冲洗盘（摄影）０９０３９０ ，照相器材架０９０３９１ ，
照相取景器０９０３９２ ，放映设备０９０４１１ ，光圈（摄影）０９０５６２ ，摄影用紫外线滤光镜０９０５７４ ，照
相机用三角架０９０５７７ ，安装聚光灯用电轨０９０６３５ ，闪光灯（摄影）０９０６３９
片机Ｃ０９００４０ ，教学投影灯Ｃ０９００４１ ，摄影器具包Ｃ０９００４２
※套
０９１０

测量仪器仪表，实验室用器具，电测量仪器，科学仪器

测绘仪器０９００５５ ，计量仪表０９０１３８ ，探测器０９０１８０ ，测量装置０９０２０２ ，计量仪器
０９０２４２ ，测
量器械和仪器０９０２８０ ，精密测量仪器０９０３４６ ，测量仪器０９０３４７

（一）气量计０９００２０ ，空气分析仪器０９００２５ ，高度计０９００３３ ，风速计０９００３９ ，气象气球
０９００７５ ，气
压表０９００７９ ，酒精水平仪０９００９６ ，航海罗盘０９０１３３ ，测距设备０９０１８７ ，距离记录
仪０９０１９４ ，测距仪０９０１９５ ，水位仪０９０２０４ ，铅锤０９０２５７ ，铅垂线０９０２５８ ，气量计（计量仪器）
０９０２７９ ，水
准标尺（测量仪器）０９０２８１ ，测杆（勘测仪器）０９０２８１ ，湿度表０９０２９２ ，测角器
０９０２９９ ，坡
度指示器０９０２９９ ，倾角计０９０２９９ ，斜度指示器０９０２９９ ，测程仪（测量仪器）
０９０３２６ ，测
深绳０９０３２７ ，测量水平仪０９０３３３ ，水银水平仪０９０３４４ ，气象仪器０９０３４８ ，航海器
械和仪器０９０３５６ ，水平仪（测水平线仪器）０９０３６２ ，水准仪０９０３６３ ，观测仪器０９０３６６ ，八分仪
０９０３６７ ，波
长计０９０３６９ ，平板仪（测量仪器）０９０３９９ ，测面仪０９０４００ ，偏振计０９０４０４ ，六分仪
深度装置和机器０９０４５３ ，测深锤０９０４５４ ，经纬仪０９０４７９ ，方位仪０９０５１２ ，定向罗
０９０４４４ ，测
盘０９０５２３ ，海水深度探测器０９０６６８ ，风向袋（用于标明风向）０９０６７８
光导向仪Ｃ０９００４３ ，地震仪Ｃ０９００４４ ，地质勘察分析仪器Ｃ０９００４５ ，土壤取样
※激
仪Ｃ０９００４６

（二）运载工具轮胎低压自动指示器０９００６９ ，运载工具用测速仪０９０１５２ ，运载工具用里
程表０９０２３２ ，出租车计价器０９０３００ ，运载工具用自动转向装置０９０３９６ ，运载工具用恒温器
载工具用电压调节器０９０４９８
０９０４８１ ，运
燃机仪表Ｃ０９００４７
※内
７６

（三）电池用测酸计０９００１０ ，比重计０９００１１ ，日光辐射计０９００１８ ，酒精比重计０９００２７ ，
照准仪０９００２８ ，食物分析仪器０９００２９ ，比较仪０９００６７ ，探水棒０９００７２ ，阀门压力指示栓
０９００９０ ，锅
炉控制仪器０９０１２０ ，节拍器０９０１３９ ，密度计０９０１７５ ，平衡仪器０９０２３７ ，恒温器
０９０２３８ ，测
力计０９０２３９ ，材料检验仪器和机器０９０２４０ ，油量表０９０２４３ ，汽油压力计０９０２４３ ，
非医用测试仪０９０２４９ ，气体检测仪０９０２７８ ，真空计０９０３０２ ，速度计０９０３０３ ，速度指示器
０９０３０３ ，乳
汁浓度计０９０３１６ ，乳汁比重计０９０３１７ ，压力计０９０３３６ ，臭氧发生器０９０３７８ ，酸性
液体比重计０９０３８７ ，盐液比重计０９０３８９ ，测压仪器０９０４０９ ，压力显示器０９０４１０ ，高温计
０９０４１５ ，分
度仪（测量仪器）０９０４１９ ，非医用温度计０９０４２９ ，糖量计０９０４３５ ，亚硫酸盐测计
０９０４６３ ，转
速计０９０４６５ ，温度指示计０９０４７７ ，转数表０９０４８５ ，尿比重计０９０４９２ ，粘度计
０９０４９６ ，光
密度计０９０５３２ ，药剂分配器０９０５６５ ，剂量计０９０５６５ ，减压室０９０５９５ ，非医用诊断
设备０９０６３３ ，计量勺０９０６４１
压表Ｃ０９００４８ ，水表Ｃ０９００４９ ，油表Ｃ０９００５０ ，煤气表Ｃ０９００５１ ，风速表Ｃ０９００５２ ，仪
※风
表元件和仪表专用材料Ｃ０９００５３

（四）视听教学仪器０９００６１ ，毛细管０９０１０９ ，织物密度分析镜０９０１３６ ，曲颈瓶０９０１５７ ，
曲颈瓶座０９０１５８ ，坩锅（实验室用）０９０１７０ ，烤钵（实验室用）０９０１７０ ，实验室料盘０９０１７７ ，试
管０９０２３６ ，发酵装置（实验室装置）０９０２５３ ，分度玻璃器皿０９０２８５ ，计量用玻璃器皿０９０２８５ ，
实验室用特制家具０９０３１５ ，数学仪器０９０３３９ ，显微镜用薄片切片机０９０３５２ ，物理学设备和
仪器０９０３９５ ，吸量管０９０３９８ ，教学仪器０９０４４０ ，球径计０９０４５８ ，实验室用蒸馏器０９０５０４ ，化
学仪器和器具０９０５４９ ，细菌培养器０９０５５６ ，科学用蒸馏装置０９０５６４ ，实验室用炉０９０５６８ ，实
验室用烘箱０９０５６８ ，实验室用层析设备０９０５８５ ，急救训练用人体模型（教学器具）０９０６８０ ，
基因芯片（ＤＮＡ 芯片）０９０６８４ ，实验室用离心机０９０６９８
化试验和成分分析用仪器和量器Ｃ０９００５４ ，滴定管Ｃ０９００５５ ，酒精灯Ｃ０９００５６
※理

（五）安培计０９００３６ ，电流计０９００９２ ，功率计０９０２０３ ，电损耗指示器０９０２１３ ，电测量仪
器０９０２１４ ，高频仪器０９０２６７ ，频率计０９０２６８ ，感应器（电）０９０３０４ ，欧姆计０９０３６８ ，示波器
０９０３７４ ，伏
特计０９０５００
度表Ｃ０９００５７ ，试电笔Ｃ０９００５８ ，成套电气校验装置Ｃ０９００５９ ，电气测量用稳压
※电
器Ｃ０９００６０

（六）粒子加速器０９０００２ ，电子回旋加速器０９００８５ ，宇宙学仪器０９０１６１ ，回旋加速器
业或军用金属探测器０９０１７８ ，非医用激光器０９０３２３ ，科学用探测器０９０４３６ ，科学
０９０１７２ ，工
卫星０９０４３７ ，科学装置用隔膜０９０４３９ ，运载工具驾驶和控制模拟器０９０４４８ ，撞击试验用假
７７

人０９０６９７
原子发电站控制系统Ｃ０９００６１ ，原子射线仪器Ｃ０９００６２ ，核子仪器Ｃ０９００６３ ，导弹
※核
控制盒Ｃ０９００６４

注：１． 本类似群第一自然段商品与各部分商品均类似；
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２． 本
类似群第（六）部分内的商品互相之间将根据商品的功能、用途确定类似
３． 本
商品。
０９１１

光学仪器

复径计（光学）０９００５０ ，天体照相机镜头０９００５９ ，透镜盖０９００８８ ，显微镜载物片盒
０９０１２８ ，显
微镜载物玻璃片容器０９０１２８ ，目镜０９０１３４ ，物镜（光学）０９０１６０ ，衍射设备（显微
镜）０９０１８９ ，显微镜０９０１９３ ，折射计０９０２５０ ，检验用镜０９０３０７ ，光学灯０９０３１９ ，光学镜头
０９０３２４ ，放
大镜（光学）０９０３２８ ，配有目镜的仪器０９０３３２ ，光学品０９０３３５ ，潜望镜０９０３３７ ，光
学仪器用螺旋千分尺０９０３５０ ，镜（光学）０９０３５４ ，三棱镜（光学）０９０３６５ ，光学器械和仪器
０９０３７０ ，光
学玻璃０９０３７１ ，天文学仪器及装置０９０３８４ ，光度计０９０３９３ ，折射望远镜０９０４２４ ，
分光镜０９０４２６ ，摄谱仪０９０４５７ ，立体视镜０９０４６０ ，立体视器械０９０４６１ ，双筒望远镜０９０４７５ ，
望远镜０９０４７６ ，火器用瞄准望远镜０９０５０９ ，装有解剖器械的箱（显微镜学）０９０５６３ ，聚光器
０９０５９２ ，光
学聚光器０９０５９２
０９１２

光电传输材料

电缆包皮层０９００９８ ，电缆０９０２１５ ，电线０９０２５５ ，磁线０９０２５６ ，电线识别线０９０２９３ ，电线
识别包层０９０２９４ ，电报线０９０４６９ ，电线圈架０９０５１４ ，电源材料（电线、电缆）０９０５５３ ，绝缘铜
线０９０５５８ ，电话线０９０５７２ ，电缆连接套筒０９０６２６ ，电缆接头套０９０６２６ ，马达启动缆０９０６４７ ，
同轴电缆０９０６６５ ，纤维光缆０９０６６６

注：纤维光缆与０９１３ 第（七）部分商品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９０７ 纤维光缆交叉
检索。
０９１３

电器用晶体及碳素材料，电子、电气通用元件

（一）方铅晶体（检波器）０９０２７１ ，半导体０９０５３９ ，晶片（硅片）０９０５８４
７８

单晶硅Ｃ０９００６５ ，硅外延片Ｃ０９００６６ ，石英晶体Ｃ０９００６７ ，多晶硅Ｃ０９００６８ ，硒堆和硒
片Ｃ０９００６９ ，电阻材料Ｃ０９００７０ ，碳素材料Ｃ０９００７１ ，碳电极Ｃ０９００７２ ，石墨电极Ｃ０９００７３ ，碳
精块Ｃ０９００７４ ，石墨碳精块Ｃ０９００７５ ，碳精片Ｃ０９００７６ ，碳精粒Ｃ０９００７７ ，碳精棒Ｃ０９００７８ ，碳
精粉Ｃ０９００７９ ，碳管Ｃ０９００８０ ，碳电刷Ｃ０９００８１ ，石墨电刷Ｃ０９００８２ ，无源极板Ｃ０９００８３ ，水银
整流器阴极Ｃ０９００８４ ，电子管阳极Ｃ０９００８５ ，阳极糊Ｃ０９００８６
※

（二）印刷电路０９０１２５ ，集成电路０９０５３８ ，芯片（集成电路）０９０５４０ ，印刷电路板０９０６９９
子芯片Ｃ０９０１３１
※电

（三）电线圈０９０００１ ，磁铁０９００２３ ，电磁线圈０９００２４ ，放大器０９００３７ ，放大管０９００３８ ，热
离子管０９００６０ ，电容器０９０１４０ ，电导体０９０１４１ ，限幅器（电）０９０１６５ ，表面覆有带电导体的玻
璃０９０２２４ ，熔丝０９０２６９ ，电阻器０９０４２７ ，变阻器０９０４３２ ，扼流圈（阻抗）０９０４４１ ，扼流线圈（阻
抗）０９０４４１ ，真空电子管（无线电）０９０４９１ ，可变电感器０９０４９３ ，保险丝０９０５０５ ，合金线（保险
丝）０９０５０５ ，电感应圈支架０９０５１４ ，非照明用放电管０９０５５９ ，晶体管（电子）０９０６２４ ，发光二
极管（ＬＥＤ）０９０７０４ ，三极管０９０７０５
射管Ｃ０９００８７ ，超高频管Ｃ０９００８８ ，电子束管Ｃ０９００８９ ，电位器Ｃ０９００９０ ，示波管
※发
Ｃ０９００９１ ，电
子管Ｃ０９００９２ ，半导体器件Ｃ０９００９３ ，磁性材料和器件Ｃ０９００９４ ，陶滤波器
Ｃ０９００９５ ，雾
化片Ｃ０９０１３２

（四）变压器（电）０９００４９ ，配电箱（电）０９００５４ ，接线柱（电）０９００８９ ，集电器０９０１２９ ，闸
盒（电）０９０１３１ ，电流换向器０９０１３２ ，电导线管０９０１４２ ，闭路器０９０１４３ ，电器联接器０９０１４４ ，
接线盒（电）０９０１４５ ，电触点０９０１４８ ，电动调节装置０９０１５０ ，变压器０９０１５３ ，电开关０９０１６４ ，
插头、插座和其他接触器（电连接）０９０１６６ ，整流器０９０１６７ ，电池开关（电）０９０１６８ ，减压器
（电）０９０１６８ ，断路器０９０１９１ ，配电盘（电）０９０１９７ ，配电控制台（电）０９０１９８ ，导管（电）
０９０２１６ ，控
制板（电）０９０２１７ ，电线连接物０９０２１９ ，电器接插件０９０２２０ ，电耦合器０９０２２０ ，继
电器（电）０９０２２２ ，电枢（电）０９０３０５ ，逆变器（电）０９０３１０ ，自动定时开关０９０３５３ ，电线接线器
（电）０９０４４２ ，调光器（电）０９０６０６ ，灯光调节器（电）０９０６０６ ，电源插座罩０９０６６７ ，照明设备用
镇流器０９０６７２ ，螺线管阀（电磁开关）０９０６７５ ，电涌保护器０９０６７６ ，舞台灯光调节器０９０６８２ ，
升压变压器０９０７０６
感器Ｃ０９００９６ ，传感器Ｃ０９００９７ ，消磁器Ｃ０９００９８ ，调压器Ｃ０９００９９ ，稳压电源
※互
Ｃ０９０１００ ，启
辉器Ｃ０９０１０２ ，低压电源Ｃ０９０１０３ ，高低压开关板Ｃ０９０１０４ ，起动器Ｃ０９０１０５ ，熔
断器Ｃ０９０１０６ ，母线槽Ｃ０９０１０７ ，电热保护套Ｃ０９０１２６
７９

（五）荧光屏０９０２０８ ，视频显示屏０９０６５２
（六）遥控装置０９０４７０
用遥控器Ｃ０９０１０１
※家
（七）光导纤维（光学纤维）０９０５７１ ，光学纤维（光导纤维）０９０５７１

注：１． 本类似群第（二）、（三）部分互为类似商品，第（三）、（四）部分互为类似商品，其
他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２． 第
（七）部分商品与０９１２ 纤维光缆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９０７ 纤维光缆交
叉检索；
３． 舞
台灯光调节器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１１０１ 舞台灯光调节器交叉检索；
４． 半
导体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０９０８ 半导体交叉检索。
０９１４

电器成套设备及控制装置

（一）遥控铁路道岔用电动装置０９００２２ ，远距离点火用电子点火装置０９００３０ ，热调节装
置０９０１１６ ，工业遥控操作用电气设备０９０１３０ ，整流用电力装置０９０１６３
压防爆配电装置Ｃ０９０１０８ ，电站自动化装置Ｃ０９０１０９
※高
（二）避雷针０９０３８１ ，避雷器０９０３８１
注：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０９１５

电解装置

电解装置０９０２２６ ，非空气、非水处理用电离设备０９０３１１
解槽Ｃ０９０１１１
※电
注：本类似群与０７５４ 商品类似。
０９１６

灭火器具

灭火器０９００４１ ，灭火设备０９００４１ ，火灾扑打器０９００８２ ，消防水龙带喷嘴０９０２９６ ，机动消
８０

防车０９０２９７ ，消防车０９０２９８ ，消防船０９０６０１ ，灭火用自动洒水装置０９０６４６ ，消防水龙
带０９０７０８
索。

注：消防水龙带与１７０４ 帆布水龙带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１７０４ 消防水龙带交叉检
０９１７

电弧切割、焊接设备及器具

注：本类似群第十版时移入０７５１ 类似群。
０９１８

工业用Ｘ 光机械设备

工业用放射设备０９０４１８ ，非医用Ｘ 光产生装置和设备０９０４２０ ，非医用Ｘ 光管０９０４２１ ，
非医用Ｘ 光装置０９０４２５ ，工业用放射屏幕０９０５２６
０９１９

安全救护器具

个人用防事故装置０９０００４ ，防事故、防辐射和防火服装０９０００５ ，防事故用石棉手套
０９００３４ ，防
火石棉衣０９００３５ ，防眩光眼镜０９００４６ ，遮光挡板０９００４７ ，防眩罩０９００４７ ，飞行员
防护服０９００７０ ，飞行员安全服０９００７０ ，救生筏０９００７３ ，防护帽０９０１１２ ，安全头盔０９０１１２ ，非
人工呼吸用呼吸器０９０１１３ ，非人工呼吸用呼吸面具０９０１１３ ，焊接用头盔０９０１１４ ，潜水服
０９０１６２ ，太
平梯０９０２０５ ，工人用防护面罩０９０２１０ ，火星防护罩０９０２４５ ，铁路交通用安全设备
０９０２５４ ，防
事故用网０９０２５９ ，救生网０９０２６０ ，安全网０９０２６０ ，救护用防水油布０９０２６１ ，呼吸
面具过滤器０９０２６３ ，防事故用手套０９０２７４ ，潜水员手套０９０２７５ ，工业用防Ｘ 光手套０９０２７６ ，
防火服装０９０２８８ ，防火衣０９０２８８ ，救生器械和设备０９０２９５ ，防护面罩０９０３３８ ，安全面罩
水呼吸器０９０３５５ ，氧气转储装置０９０３７７ ，潜水用耳塞０９０４０１ ，防火服０９０４１３ ，牙
０９０３３８ ，潜
齿保护器０９０４１４ ，非医用Ｘ 光防护装置０９０４２２ ，滤气呼吸器０９０４３０ ，除人工呼吸外的呼吸
装置０９０４３１ ，救生圈０９０５１７ ，救生衣０９０５４６ ，救生带０９０５４７ ，防弹背心０９０５８２ ，潜水面罩
０９０５９７ ，
工人用护膝垫０９０６０５ ，安全带（非运载工具座椅和体育设备用）０９０６２１ ，非运载工具
座椅、非体育设备用安全带０９０６２１ ，消防毯０９０６３８ ，防事故、防辐射、防火用鞋０９０６４５ ，体育
用护目镜０９０６５４ ，潜水和游泳用鼻夹０９０６５５ ，体育用保护头盔０９０６５６ ，消防队员用石棉掩
护物０９０６８９ ，消防人员用石棉挡板０９０６８９ ，骑马用头盔０９０６９０ ，实验室用特制服装０９０６９１
酸手套Ｃ０９０１１３ ，耐酸衣、裙Ｃ０９０１１４ ，护目镜Ｃ０９０１１５ ，防水衣Ｃ０９０１１６ ，耐酸胶
※耐
８１

鞋Ｃ０９０１１７ ，防火靴（鞋）Ｃ０９０１１８

注：１． 防水衣与２５０４ 防水服类似；
２． 潜
水用耳塞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１００４ 耳塞交叉检索；
３． 体
育用护目镜，护目镜，防眩光眼镜与０９２１ 商品类似；
４． 消
防队员用石棉掩护物，消防人员用石棉挡板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１７０５ 消防队
员用石棉掩护物，消防人员用石棉挡板交叉检索；
生圈，救生衣与２８０９ 洗澡或游泳用浮囊，翼型浮袋，游泳圈，游泳浮力背心
５． 救
类似；
平梯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９１６ 太平梯交叉检索。
６． 太
０９２０

警报装置，电铃

汽笛报警器０９００１３ ，声音警报器０９００１４ ，报警器 ０９００２６ ，报警电铃０９００７１ ，电警铃
０９００７１ ，铃
（报警装置）０９０４０２ ，警笛０９０４４９ ，电子防盗装置０９０４９７ ，防盗报警器０９０５１１
火警报警器０９００６８ ，电铃按钮０９００９３ ，门窥视孔（广扩镜）０９０３１２ ，电锁０９０４４３ ，蜂鸣器
０９０５２２ ，电
门铃０９０５６６ ，烟雾报警器０９０６２３ ，烟雾探测器０９０６２３

注：１． 本类似群第一自然段商品与１２０２ 车辆倒退警报器，１２１１ 运载工具防盗报警器、
运载工具防盗设备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１２０２ 车辆防盗警铃、车辆防盗设
备交叉检索；
２． 电
锁与０６１０ 商品（除钥匙外）类似。
０９２１

眼镜及附件

眼镜链０９０１１５ ，夹鼻眼镜链０９０１１５ ，眼镜挂绳０９０１５６ ，夹鼻眼镜挂绳０９０１５６ ，矫正透镜
（光学）０９０１５９ ，眼镜套０９０２４８ ，夹鼻眼镜盒０９０２４８ ，眼镜（光学）０９０３３１ ，眼镜片０９０３３４ ，眼
镜框０９０３５９ ，眼镜架０９０３６４ ，夹鼻眼镜架０９０３６４ ，眼镜０９０３９７ ，夹鼻眼镜０９０３９７ ，隐形眼镜
０９０５５４ ，隐
形眼镜盒０９０５５５ ，眼镜盒０９０５６７ ，太阳镜０９０６４８
眼镜布Ｃ０９０１３５
※擦

注：本类似群商品与０９１９ 体育用护目镜，护目镜，防眩光眼镜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
本０９１９ 体育用风镜交叉检索。
８２

０９２２

电池，充电器

运载工具用蓄电池０９０００７ ，运载工具用电池０９０００７ ，蓄电瓶０９０００８ ，电瓶０９０００８ ，蓄电
池箱０９０００９ ，电池箱０９０００９ ，电池极板０９００１２ ，点火用电池０９００３１ ，阳极０９００４３ ，阳极电池
０９００４４ ，高
压电池０９００４４ ，电池充电器０９００８３ ，原电池０９０２１８ ，电池充电器０９０２６６ ，原电池
组０９０２７２ ，电池铅板０９０２８７ ，电池０９０３６０ ，蓄电池０９０３６１ ，阴极反腐蚀装置０９０４１２ ，对阴极
０９０５０７ ，光
伏电池０９０５３１ ，阴极０９０５４３ ，太阳能电池０９０５５７
０９２３

电影片，已曝光材料

动画片０９０１７６ ，幻灯片（照相）０９０１８５ ，透明软片（照相）０９０１８５ ，曝光胶卷０９０５１５ ，电影
胶片（已曝光）０９０５５０ ，已曝光的电影胶片０９０５５０ ，已曝光的Ｘ 光胶片０９０５７３ ，非医用Ｘ 光
照片０９０６２５

注：本类似群商品与０１０７ 未曝光的感光胶片，未曝光的Ｘ 光感光胶片，未曝光的感光
电影胶片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１０７ 感光但未曝光的Ｘ 光胶片，未曝光感光胶卷交叉
检索。
０９２４

其他

（一）照蛋器０９０２４１ ，叫狗哨子０９０５０８ ，装饰磁铁０９０６６０ ，电栅栏０９０６６９
携式遥控阻车器Ｃ０９０１３３
※便
（二）电热袜０９０１２１
暖衣服Ｃ０９０１１９ ，电马甲Ｃ０９０１２０ ，电手套Ｃ０９０１２１ ，电靴Ｃ０９０１２３
※电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类似群第（一）部分内的商品互相之间将根据商品的功能、用途确定类似商
２． 本
品。

８３

第十类
外科、医疗、牙科和兽医用仪器及器械，假肢，假眼和假牙；整形用品；缝合用材料。
【注释】
第十类主要包括医疗仪器、器械及用品。
本类尤其包括：
—
—
—医用特种家具；
—
—
—橡胶卫生用品（查阅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商品分类表）；
—
—
—矫形用绷带。
１００１

外科、医疗和兽医用仪器、器械、设备，不包括电子、核子、电疗、
医疗用Ｘ 光设备、器械及仪器

外科用剪１００００７ ，医用针１００００８ ，缝合针１００００９ ，热气医疗装置１０００１１ ，医用热气颤振
器１０００１２ ，医用导管１０００１５ ，护理器械１０００１６ ，牲畜助产器１０００２７ ，外科手术刀１０００２９ ，外
科用小手术刀１０００３０ ，探条（外科用）１０００３３ ，医用插管１０００４２ ，冲洗体腔装置１０００４４ ，阉割
钳１０００４９ ，外科仪器和器械１０００５４ ，外科医生和医生用器械箱１０００５５ ，麻醉仪器１０００５７ ，外
科手术剪１０００５８ ，压迫机（外科用）１０００６０ ，医用滴管１０００６１ ，割鸡眼刀１０００６２ ，健美按摩设
备１０００６３ ，刀（外科用）１０００６５ ，医用培养器１０００６７ ，刮舌器１０００７０ ，放血针１０００７７ ，柳叶刀
（外科用）１０００７７ ，注射针管１０００８０ ，医用引流管１０００８１ ，医用探针１０００８５ ，医用泵１０００８６ ，
验血仪器１０００８７ ，医用滴瓶１０００８９ ，医用钳１０００９０ ，胃镜１０００９３ ，血球计１０００９５ ，皮下注射
器１０００９７ ，吸入器１０００９９ ，医用注射针筒１００１００ ，泌尿科器械及器具１００１０２ ，吹入器
１００１０３ ，医
用灌肠器１００１０４ ，医用灯１００１０８ ，医用喷雾器１００１０９ ，麻醉面罩１００１１２ ，按摩器
械１００１１３ ，医疗器械和仪器１００１１４ ，敷药用器具１００１１５ ，医疗器械箱１００１１６ ，外科医生用镜
１００１１８ ，助
产器械１００１２０ ，检眼计１００１２２ ，检眼镜１００１２３ ，兽医用喂丸器１００１２７ ，血压计
１００１２９ ，医
用石英灯１００１３０ ，复苏器１００１３５ ，人工呼吸器１００１３８ ，人工呼吸设备１００１３９ ，外
科手术用锯１００１４０ ，子宫注射器１００１４２ ，阴道冲洗器１００１４３ ，听诊器１００１４４ ，耳聋治疗设备
１００１４７ ，手
术台１００１５０ ，套（管）针１００１５１ ，外科医生和医生用箱１００１５２ ，尿道探针１００１５３ ，
尿道注射器１００１５４ ，火罐１００１５５ ，兽医用器械和工具１００１５６ ，振动按摩器１００１５８ ，医用气雾
器１００１６０ ，医用注射器１００１６４ ，医用体育活动器械１００１７６ ，早产婴儿保育箱１００１７７ ，刷体腔
用毛刷１００１７８ ，医疗分析仪器１００１８０ ，医用测试仪１００１８０ ，医用蒸薰设备１００１８２ ，肺活量计
８４

（医疗器械）１００１９７ ，医用体温计１００１９８ ，针灸针１００１９９ ，医用诊断设备１００２０１ ，心脏起搏器
１００２０３ ，医
用电击去心脏纤颤器１００２１１ ，透析器１００２１２ ，医用导丝１００２１３ ，医用牵引仪器
１００２１５ ，下
体冲洗袋１００２１８ ，显微皮肤磨削仪１００２２０ ，医用身体康复仪１００２２１ ，脉搏计
１００２２２ ，医
用支架１００２２３
血缝合器械Ｃ１００００１ ，耳鼻喉科器械Ｃ１００００２ ，眼科器械Ｃ１００００３ ，杀菌消毒器械
※止
Ｃ１００００４ ，输
精器Ｃ１００００５ ，输血器Ｃ１００００６

注：１． 医疗器械和仪器与１００２ ，１００３ 商品类似；
２． 医
用蒸薰设备与１１０９ 非医用熏蒸设备，蒸脸器具（蒸汽浴）类似；
３． 外
科医生和医生用器械箱，医疗器械箱，外科医生和医生用箱与０５０１ 轻便药箱
（已装药的），急救箱（备好药的）类似；
医用器械和工具与０８１０ 兽医用刀类似；
４． 兽
５． 医
用诊断设备与１００３ 商品类似。
１００２

牙科设备及器具

牙科医生用扶手椅１０００４８ ，假牙１０００５２ ，牙钩１０００７２ ，牙科设备１０００７３ ，假牙套
１０００７４ ，全
口假牙１０００７６ ，牙科用镜１０００７８ ，医用或牙科用扶手椅１０００８８ ，电动牙科设备
齿校整仪器１００２１４
１００１７９ ，畸
注：本类似群与１００１ 医疗器械和仪器类似。
１００３

医疗用电子、核子、电疗和Ｘ 光设备

医用镭管１０００１７ ，医用电刺激带１０００２３ ，医用Ｘ 光装置１０００２４ ，医用电热垫１０００５０ ，电
热敷布（外科）１０００５９ ，医用放射屏幕１０００８３ ，心电图描记器１０００８４ ，电疗器械１０００９１ ，医用
紫外线灯１００１０５ ，医用激光器１００１０６ ，医用Ｘ 光产生装置和设备１００１３１ ，医用Ｘ 光照片
１００１３２ ，医
用放射设备１００１３３ ，放射医疗设备１００１３４ ，医用Ｘ 光管１００１３６ ，医用Ｘ 光防护装
置１００１３７ ，医用电极１００１７４ ，医用带（电）１００１７５ ，医用紫外线过滤器１００１８１ ，医用电毯
１００１９１ ，理
疗设备１００１９６ ，电子针灸仪１００２０２ ，急救用热敷布（袋）１００２０９
疗用超声器械Ｃ１００００７ ，诊断和治疗期同位素设备和器械Ｃ１００００８ ，医用紫外线杀
※医
菌灯Ｃ１０００１１
８５

注：１． 医用电热垫，医用电毯与１１１１ 非医用电加热垫，非医用电热毯类似，与第九版及
以前版本非医用电毯，非医用电加热垫（衬垫），电热毯交叉检索；
２． 医
用紫外线灯、医用紫外线杀菌灯与１１０１ 第（三）部分商品类似；
３． 本
类似群与１００１ 医疗器械和仪器类似；
４． 本
类似群与１００１ 医用诊断设备类似。
１００４

医疗用辅助器具、设备和用品

分娩褥垫１００００４ ，助听器１００００５ ，喇叭状助听器１００００６ ，病床用吸水床单１０００１３ ，失禁
用垫１０００１４ ，卧床病人用便盆１０００２５ ，医用盆１０００２６ ，医用靴１０００３１ ，医用痰盂１０００３４ ，带
轮担架１０００３６ ，救护车担架１０００３７ ，疝气带１０００３９ ，医用手套１０００４３ ，医用带１０００４５ ，孕妇
托腹带１０００４６ ，外科用海绵１０００５３ ，医用垫１０００６４ ，吃药用勺１０００６９ ，挖耳勺１０００７１ ，医用
指套１０００７９ ，医用水袋１０００８２ ，按摩用手套１０００９２ ，医用冰袋１０００９４ ，医用水床１０００９６ ，腹
部护垫１０００９８ ，失眠用催眠枕头１００１０１ ，卧床病人用尿壶１００１１０ ，医用特制家具１００１１９ ，脐
状带１００１２１ ，听力保护器１００１２４ ，床用摆动器１００１５７ ，医用气枕１００１６１ ，医用气垫１００１６２ ，
医用气褥垫１００１６３ ，无菌罩布（外科用）１００１７２ ，医用床１００１７３ ，病人身上伤痛处防压垫
（袋）１００１９５ ，手术衣１００２００ ，升举病人用器具１００２０４ ，医务人员用面罩１００２０５ ，手术用布帘
１００２０７ ，大
便座椅１００２１０ ，医疗垃圾专用容器１００２１６ ，耳塞（听力保护装置）１００２２４
气袋Ｃ１００００９ ，口罩Ｃ１０００１０
※氧

注：１． 卧床病人用便盆，卧床病人用尿壶与２１０６ 便壶，痰盂类似；
用痰盂与２１０６ 痰盂类似；
２． 医
３． 失
禁用垫与０５０６ 失禁用尿布，失禁用吸收裤，婴儿尿裤，婴儿尿布类似，与第九
版及以前版本０５０６ 吸收式失禁用尿布裤，失禁吸收衬裤，１６０３ 纸或纤维素制婴
儿尿布（一次性），纸制和纤维制婴儿尿布裤（一次性），纸制和纤维制婴儿尿布
（一次性），纸或纤维素制婴儿尿布裤（一次性），纸制或纤维制婴儿尿布（一次
性）类交叉检索；
４． 医
用床与２００１ 医院用病床，按摩用床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医院用床交叉
检索；
菌罩布（外科用）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５０６ 外科手术用布（织物）交叉检索；
５． 无
塞（听力保护装置）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９１９ 耳塞交叉检索。
６． 耳
８６

１００５

奶嘴，奶瓶

出牙咬环１０００１８ ，奶瓶１０００２８ ，吸奶器１００１０７ ，婴儿用安抚奶嘴１００１４５ ，奶瓶阀
１００１６９ ，奶
瓶用奶嘴１００１７０
１００６

性用品

子宫帽１０００１０ ，避孕套１００１２８ ，非化学避孕用具１００１８４ ，性爱娃娃１００２１９
注：性爱娃娃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２００６ 充气娃娃（非医用性助器）交叉检索。
１００７

假肢，假发和假器官

人造颚１００１１１ ，假肢１００１１７ ，外科用人造皮肤１００１２５ ，人造乳房１００１４１ ，人造眼睛
１００１５９ ，医
用修复毛发１００１９２ ，植发用毛发１００１９２ ，外科移植用假眼球１００１９４ ，外科植入物
（人造材料）１００２０８
１００８

矫形用品

腹带１００００１ ，下腹托带１００００２ ，紧身腹围１００００３ ，矫形用关节绷带１０００２０ ，支撑绷带
膏夹板（外科）１０００２１ ，弹性绷带１０００２２ ，矫形用物品１０００３８ ，鞋用弓型支垫
１０００２０ ，石
１０００４０ ，拘
束衣１０００４１ ，矫形带１０００４７ ，矫形鞋１０００５１ ，伤残人用拐杖头１００１２６ ，平足支撑
物１００１４６ ，悬吊式绷带１００１４８ ，外科用弹力袜１００１６５ ，静脉曲张用长袜１００１６６ ，伤残人用拐
杖１００１６８ ，矫形鞋底１００１７１ ，医用紧身胸衣１００１８３ ，矫形用膝绷带１００１９３ ，矫形用石膏绷带
（模压品）１００２０６ ，吊带（支撑绷带）１００２１７

注：矫形用关节绷带，支撑绷带，弹性绷带，悬吊式绷带，矫形用膝绷带，矫形用石膏绷
带（模压品），吊带（支撑绷带）与０５０６ 卫生绷带，包扎绷带，外科用肩绷带类似，与第八版及
以前版本０５０６ 绷带交叉检索。
１００９

缝合用材料

羊肠线１０００３５ ，线（外科用）１０００５６ ，缝合材料１００１４９
８７

第十一类
照明、加热、蒸汽发生、烹饪、冷藏、干燥、通风、供水以及卫生用装置。
【注释】

本类尤其包括：
—
—
—空气调节装置；
—
—
—电或非电的暖床器，暖水袋，长柄暖床炉；
—
—
—非医用电热垫和电热毯：
—
—
—电水壶；
—
—
—电烹调用具。
本类尤其不包括：
—
—
—制造蒸汽的装置（机器部件）（第七类）；
—
—
—电暖衣服（第九类）。
１１０１

照明用设备、器具（不包括汽灯、油灯）

（一）灯泡１１００２１ ，电灯泡１１００２２ ，弧光灯１１００２３ ，电灯１１００２４ ，灯１１００４０ ，灯罩
１１００４２ ，白
炽灯１１００４３ ，手持探照灯１１００５１ ，袖珍手电筒１１００５１ ，弧光灯碳棒１１００７２ ，玻璃
灯罩１１００９１ ，照明用放电管１１０１１１ ，灯光漫射器１１０１１８ ，漫射灯１１０１１８ ，电灯灯头１１０１２２ ，
照明器械及装置１１０１３０ ，放映用灯１１０１３２ ，枝形吊灯１１０１３３ ，顶灯１１０１３６ ，电灯丝１１０１４５ ，
照明灯（曳光管）１１０１４８ ，圆灯罩１１０１６９ ，球形灯罩１１０１６９ ，实验室灯１１０１７６ ，安全灯
１１０１８２ ，灯
光反射镜１１０１８３ ，灯笼１１０１８５ ，节日装饰彩色小灯１１０１８５ ，照明用发光管
１１０１８９ ，照
明用镁丝１１０１９０ ，矿灯１１０１９２ ，圣诞树用电灯１１０１９５ ，发光门牌１１０１９６ ，手电筒
１１０２０２ ，探
照灯１１０２０２ ，灯光遮罩１１０２３７ ，灯罩座１１０２３８ ，路灯１１０２６３ ，水族池照明灯
１１０３０９ ，潜
水灯１１０３２２ ，发光二极管（ＬＥＤ）照明器具１１０３３３
台灯具Ｃ１１０００１ ，照相用回光灯Ｃ１１０００２ ，日光灯管Ｃ１１０００３
※舞

（二）空中运载工具用照明设备１１０００７ ，飞行器用照明设备１１０００７ ，运载工具用灯
车防眩光装置（灯配件）１１００３０ ，汽车前灯１１００３１ ，自行车车灯１１００４５ ，运载工具
１１００２７ ，汽
转向信号装置用灯泡１１００７１ ，脚踏车车灯１１０１１０ ，运载工具前灯１１０２００ ，运载工具用反光
８８

镜１１０２１２ ，运载工具用照明装置１１０２２９ ，运载工具用防眩光装置（灯配件）１１０２４９ ，汽车转
向指示器用灯１１０２５５ ，汽车灯１１０２５６
（三）空气净化用杀菌灯１１０１６６ ，非医用紫外线灯１１０１８０
（四）烫发用灯１１０１５８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２． 本
类似群第（一）部分的灯，照明器械及装置与第（二）部分商品以及１１０３ 商品
类似；
类似群第（二）部分商品与第（一）部分的灯、照明器械及装置，１２１１ 运载工具
３． 本
转向信号装置、运载工具防眩光装置、运载工具遮光装置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
版本１２０２ 车辆转向信号灯，车辆转向信号装置、车辆防眩光装置、车辆遮光装置
交叉检索；
类似群第（三）部分商品与１００３ 医用紫外线灯，医用紫外线杀菌灯类似。
４． 本
１１０２

喷焊灯

注：本类似群第十版时移入０７５１ 类似群。
１１０３

汽灯，油灯

乙炔灯１１０００５ ，照明用提灯１１００４１ ，油灯灯头１１００４４ ，煤油灯罩１１００９２ ，煤气灯
１１０１６３ ，油
灯１１０１７９
注：本类似群商品与１１０１ 第（一）部分的灯，照明器械及装置类似。
１１０４

烹调及民用电气加热设备（不包括厨房用手工用具，食品加工机器）

（一）炉用金属框架１１００２５ ，炉用构架１１００２５ ，电平底高压锅１１００２９ ，面包炉１１００５３ ，
烤肉铁叉转动器１１００５６ ，烤肉铁叉１１００５７ ，咖啡豆烘烤器１１００６２ ，咖啡豆烘烤机１１００６６ ，暖
碟器１１００８９ ，电炊具１１０１０７ ，烹调器１１０１０８ ，烹调用装置和设备１１０１０９ ，炉子１１０１４０ ，水果
烘烤器１１０１５９ ，燃气炉１１０１６１ ，电炉１１０１７０ ，电炉灶１１０１７０ ，烤面包器１１０１７１ ，烤盘（烹饪设
８９

备）１１０１７２ ，烤架（烹饪设备）１１０１７２ ，烘烤器具１１０１７２ ，麦芽烘焙器１１０１９１ ，厨房炉灶（烘
箱）１１０２０４ ，灶环１１０２１０ ，电热翻转烤肉器１１０２２０ ，烤炉１１０２３０ ，酒精炉１１０２４７ ，汽油炉
１１０２４８ ，燃
气炉托架１１０２５１ ，高压锅（电加压炊具）１１０２５４ ，电压力锅（高压锅）１１０２５４ ，电气
奶瓶加热器１１０２５７ ，奶瓶用电加热器１１０２５７ ，烘蛋奶饼的电铁模１１０２５８ ，电咖啡过滤器
１１０２６０ ，电
气咖啡过滤器１１０２６０ ，电咖啡渗滤壶１１０２６１ ，电力煮咖啡机１１０２６２ ，便携式烤肉
架１１０２６５ ，电油炸锅１１０２６６ ，电热壶１１０３０３ ，电动制酸奶器１１０３１２ ，微波炉（厨房用具）
１１０３１７ ，烤
面包机１１０３２９ ，制面包机１１０３３２
饼炉Ｃ１１０００６ ，沼气灶Ｃ１１０００７ ，煤油炉Ｃ１１０００８ ，煤气热水器Ｃ１１０００９ ，电热水器
※烤
Ｃ１１００１０ ，电
铁锅Ｃ１１００１１ ，太阳灶Ｃ１１００５４ ，电热水瓶Ｃ１１００５５
（二）野餐烧烤用火山岩石１１０３２６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２． 太
阳灶与１１０９ 太阳能集热器，太阳能收集器类似；
热壶，电热水瓶与１１１０ 饮水机类似；
３． 电
４． 煤
气热水器，电热水器与１１０９ 太阳能热水器，淋浴热水器，蒸汽浴装置，沐浴器，
沐浴用设备，桑拿浴设备，蒸脸器具（蒸汽浴）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１１０９
浴用加热器，热汽沐浴设备，淋浴器交叉检索；
５． 电
热水瓶与２１１１ 暖水瓶类似；
６． 电
动制酸奶器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７０９ 酸奶机交叉检索；
７． 制
面包机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７０９ 面包机交叉检索。
１１０５

制冷、冷藏设备（不包括冷藏车）

冷藏柜１１００２６ ，冰柜１１０１０６ ，饮料冷却装置１１０１１９ ，水冷却装置１１０１２５ ，冷冻设备和机
器１１０１５５ ，冷藏室（库）１１０１５６ ，步入式冰箱１１０１５６ ，冷藏集装箱１１０１５７ ，制冰机和设备
１１０１６７ ，冰
盒１１０１６８ ，冷藏箱１１０１６８ ，牛奶冷却装置１１０１７７ ，液体冷却装置１１０１８８ ，冷却装
置和机器１１０２０９ ，冷冻设备和装置１１０２１３ ，冷却设备和装置１１０２１４ ，烟草冷却装置１１０２２７ ，
冰箱１１０２７４ ，冷藏展示柜１１０３３０
冰淇淋机Ｃ１１００１２ ，冰箱自动化霜器Ｃ１１００１３ ，冰箱除味器Ｃ１１００１４ ，制冰棒机
※制
Ｃ１１００１５ ，冰
镇球Ｃ１１００１６ ，玻璃钢冷却塔Ｃ１１００４６
９０

１１０６

干燥、通风、空调设备（包括冷暖房设备）

（一）通风罩１１０００６ ，空气除臭装置１１０００９ ，空气冷却装置１１００１０ ，空调用过滤器
１１００１１ ，空
气再热器１１００１２ ，空气干燥器１１００１３ ，空气调节设备１１００１４ ，空气过滤设备
１１００１５ ，风
扇（空气调节）１１００６５ ，运载工具用空调器１１００７９ ，运载工具用供暖装置１１００８１ ，
烟筒用烟道１１００９３ ，烟道１１００９３ ，烟筒风箱１１００９４ ，干燥器１１００９７ ，空气调节装置１１００９９ ，
运载工具用除霜器１１０１１２ ，干燥设备１１０１１７ ，气体净化装置１１０１３８ ，饲料和草料干燥设备
１１０１４１ ，草
料干燥装置１１０１４１ ，空气或水处理用电离设备１１０１７４ ，空气净化装置和机器
１１０２０７ ，
干燥装置和设备１１０２２２ ，风扇（空调部件）１１０２２５ ，烤烟机１１０２２８ ，通风设备和装置
（空气调节）１１０２３３ ，运载工具用通风装置（空气调节）１１０２３４ ，实验室用通风罩１１０２４４ ，空
气消毒器１１０２４５ ，运载工具窗户除霜加热器１１０２５０ ，气体冷凝器（非机器部件）１１０２９４ ，厨
房用抽油烟机１１０３１４ ，厨房用排烟罩１１０３１４ ，个人用电风扇１１０３１５ ，电动干衣机１１０３１６ ，食
物有机物脱水装置１１０３２１ ，织物蒸汽挂烫机１１０３３１
气风扇Ｃ１１００１７ ，玻璃钢轴流风机Ｃ１１００１８ ，润湿空气装置Ｃ１１００１９ ，煤气净化器
※排
Ｃ１１００４７ ，汽
车发动机预热器Ｃ１１００４８
（二）头发用吹风机１１００９５
吹风Ｃ１１００２０
※电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类似群第（一）部分的食物有机物脱水装置仅与干燥设备，干燥器，干燥装置
２． 本
和设备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吹干设备和装置交叉检索；
动干衣机与０７２４ 商品类似；
３． 电
４． 织
物蒸汽挂烫机与０８０８ 烫皱褶用熨斗，熨斗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９２４ 电
熨斗，蒸汽挂烫机交叉检索；
５． 跨
类似群保护商品：空气或水处理用电离设备（１１０６ ，１１１０ ）。
１１０７

加温、蒸汽设备（包括工业用炉、锅炉，不包括机车锅炉、锅驼机锅炉、蒸汽机锅炉）

（一）热储存器１１０００２ ，蓄热器１１０００２ ，乙炔燃烧器１１０００３ ，乙炔发生器１１０００４ ，热风
烘箱１１０００８ 热气装置１１００１６ ，熔炉冷却器１１００３２ ，熔炉冷却装置１１００３２ ，熔炉冷却槽
炉（非机器部件）１１００４７ ，窑１１００４８ ，散热器盖１１００５０ ，水加热器１１００５２ ，实验室
１１００３２ ，锅
９１

燃烧器１１００５８ ，石油工业用火炬塔１１００５９ ，炼油厂用火炬塔１１００５９ ，燃烧器１１００６０ ，杀菌燃
烧器１１００６１ ，洗衣房用煮衣锅１１００６３ ，洗衣用铜锅１１００６３ ，加热装置１１００６７ ，回热器
１１００６９ ，交
流换热器１１００６９ ，耐火陶土制炉灶配件１１００７０ ，熔炉进料装置１１００７４ ，加热用锅
炉１１００７７ ，供暖装置用锅炉管道（管）１１００７８ ，固体、液体、气体燃料加热器１１００８０ ，电加热
装置１１００８２ ，加热元件１１００８５ ，熨斗加热器１１００８６ ，浸入式加热器１１００９０ ，胶加热器
１１０１００ ，蒸
馏塔１１０１０１ ，燃料节省器１１０１０２ ，节油器１１０１０２ ，蒸馏装置１１０１２０ ，热交换器
（非机器部件）１１０１２９ ，蒸发器１１０１４２ ，轻便锻炉１１０１４９ ，非实验室用炉１１０１５０ ，非实验室用
烘箱１１０１５０ ，炉用成型配件１１０１５１ ，炉条１１０１５２ ，火炉栅１１０１５２ ，炉篦１１０１５２ ，壁炉１１０１５３ ，
炉灰盒１１０１５４ ，炉灰坑１１０１５４ ，炉灰箱１１０１５４ ，涤气器（气体装置部件）１１０１６０ ，燃气锅炉
１１０１６２ ，蒸
汽锅炉（非机器部件）１１０１６５ ，焚化炉１１０１７３ ，油罐液面控制阀１１０１９４ ，氢氧燃烧
器１１０１９７ ，油炉１１０１９９ ，加热板１１０２０１ ，蒸汽供暖装置用气阀１１０２０５ ，精炼蒸馏塔１１０２０８ ，
水加热器（装置）１１０２１１ ，热汽流调节器１１０２１５ ，自来水或煤气设备和管道的调节附件
１１０２１６ ，
供水或供煤气的设备和管道的调节附件１１０２１６ ，自来水或煤气设备和管道的保险
附件１１０２１７ ，供水或煤气的设备和管道的保险附件１１０２１７ ，旋管（蒸馏、加热或冷却装置的
部件）１１０２２４ ，炉膛灰渣自动输送装置１１０２３１ ，蒸汽发生设备１１０２３２ ，煤气管道的调节和安
全附件１１０２４０ ，蒸汽储存器１１０２４２ ，蒸馏器１１０２４６ ，供水设备１１０２５２ ，燃气具用调节和安
全附件１１０２５９ ，煤气设备的调节和安全附件１１０２５９ ，加热锅炉用管道１１０２６４ ，壁炉（家用）
１１０２６７ ，热
泵１１０２６８ ，太阳炉１１０２７０ ，暖气锅炉给水设备１１０２７３ ，窑具（支架）１１０２７９ ，工业
用层析设备１１０２９２ ，电加热丝１１０２９３ ，加热用电热丝１１０２９３ ，水族池加热器１１０３０８ ，牙科用
烘箱１１０３１１ ，恒温阀（供暖装置部件）１１０３１９ ，工业用微波炉１１０３２８
炉报警器Ｃ１１００２１ ，石墨坩埚Ｃ１１００２２
※锅
（二）※ 舞台烟雾机Ｃ１１００４９ ，演出用肥皂泡和泡沫发生器Ｃ１１００５０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２． 蒸
汽锅炉（非机器部件）与０７３７ 蒸汽机锅炉类似；
３． 自
来水或煤气设备和管道的调节附件，供水或供煤气的设备和管道的调节附件，
自来水或煤气设备和管道的保险附件，供水或供煤气的设备和管道的保险附件
与１１０８ 自来水设备的调节和安全附件类似；
具（支架）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１９０７ 陶瓷窑具交叉检索；
４． 窑
油器与０７３８ 火花节能器，节油器以及０７４８ 引擎和马达用节油器类似；
５． 节
６． 舞
台烟雾机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０７１８ 舞台烟雾机交叉检索；
炔发生器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１１０２ 乙炔发生器交叉检索；
７． 乙
９２

８．

太阳炉与１１０９ 太阳能集热器，太阳能收集器类似。
１１０８

水暖管件

（一）消防栓１１００４９ ，防喷溅水管嘴１１００５５ ，龙头防溅喷嘴１１００５５ ，水管龙头１１００６８ ，
管道旋塞（塞子）１１００６８ ，管道龙头（栓）１１００６８ ，供暖装置１１００７３ ，水供暖装置１１００７６ ，中央
供暖装置用散热器１１００８３ ，中央供暖散热器用增湿器１１００８４ ，水分配设备１１００９６ ，管道（卫
生设备部件）１１０１０３ ，卫生设备用水管１１０１０３ ，引水管道设备１１０１０４ ，喷水器１１０１２６ ，压力
水箱１１０１２７ ，散热器（供暖）１１０１９８ ，龙头１１０２１８ ，自来水龙头垫圈１１０２１９ ，水管用混水龙
头１１０２３９ ，自来水设备的调节和安全附件１１０２４１ ，进水装置１１０２７６ ，中央供暖装置用膨胀
水箱１１０３１３
塔Ｃ１１００２３ ，暖气片Ｃ１１００２４ ，地漏Ｃ１１００２５ ，水暖装置用管子零件Ｃ１１００２６ ，水暖
※水
装置用管子汽门Ｃ１１００３８ ，水暖装置用管子水门Ｃ１１００３９ ，水暖装置用管子水嘴Ｃ１１００４０ ，
水暖装置用管子三通Ｃ１１００４１ ，水暖装置用管子四通Ｃ１１００４２ ，水暖装置用管子接头
Ｃ１１００４３ ，水
暖装置用管子箍Ｃ１１００４４ ，水暖装置用管子补心Ｃ１１００４５

（二）自动浇水装置１１０００１ ，装饰用喷泉装置１１０１７５ ，装饰喷泉１１０１７５ ，滴灌喷射器
（灌溉设备配件）１１０３２３ ，农业用排灌机１１０３２７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类似群第（一）部分商品与０６０２ 的商品类似；
２． 本
来水设备的调节和安全附件与１１０７ 自来水或煤气设备和管道的调节附件，供
３． 自
水或供煤气的设备和管道的调节附件，自来水或煤气设备和管道的保险附件，供
水或供煤气的设备和管道的保险附件类似；
道（卫生设备部件），卫生设备用水管，引水管道设备与１１０９ 浴室用管子装置
４． 管
类似；
５． 农
业用排灌机与０７０１ 排水机类似，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０７０１ 农业用排灌机交
叉检索。
１１０９

卫生设备（不包括盥洗室用具）

蒸气浴装置１１００１７ ，澡盆１１００３３ ，浴室衬板１１００３４ ，坐浴澡盆１１００３５ ，坐浴浴盆
携式土耳其浴室１１００３６ ，浴室装置１１００３７ ，淋浴热水器１１００３８ ，沐浴用设备
１１００３５ ，便
９３

，浴室用管子装置１１００３９ ，（洗下身用的）坐浴盆１１００４６ ，可移动盥洗室１１００６４ ，冲水
槽１１００７５ ，盥洗室（抽水马桶）１１０１０５ ，便桶１１０１０５ ，沐浴器１１０１２１ ，盥洗池（卫生设备部件）
１１０１８６ ，盥
洗盆（卫生设备部件）１１０１８６ ，水箱液面控制阀１１０１９４ ，卫生器械和设备１１０２２１ ，
卫生间用干手器１１０２２３ ，抽水马桶１１０２３５ ，坐便器１１０２３６ ，马桶座圈１１０２３６ ，太阳能集热器
１１０２６９ ，晒
皮肤器械（日光浴床）１１０２７１ ，冲水装置１１０２７２ ，水冲洗设备１１０２７２ ，非医用熏蒸
设备１１０２７８ ，矿泉浴盆（容器）１１０２９１ ，桑拿浴设备１１０２９７ ，淋浴间１１０２９８ ，淋浴隔间
１１０２９８ ，洗
涤槽１１０２９９ ，蒸脸器具（蒸汽浴）１１０３００ ，小便池（卫生设施）１１０３０１ ，喷射旋涡设
备１１０３２０ ，清洁室（卫生装置）１１０３２５ ，水按摩洗浴设备１１０３３４
阳能热水器Ｃ１１００２７ ，冷热湿巾机Ｃ１１００３６ ，冷热柔巾机Ｃ１１００３７ ，太阳能收集器
※太
Ｃ１１００５１ ，浴
霸Ｃ１１００５３
１１００３９

注：１． 非医用熏蒸设备，蒸脸器具（蒸汽浴）与１００１ 医用蒸熏设备类似，与第九版及以
前版本１００１ 医用熏蒸设备交叉检索；
２． 太
阳能集热器，太阳能收集器与１１０４ 太阳灶以及１１０７ 太阳炉类似；
３． 太
阳能热水器，淋浴热水器，蒸汽浴装置，沐浴器，沐浴用设备，桑拿浴设备，蒸脸
器具（蒸汽浴）与１１０４ 煤气热水器、电热水器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１１０４ 热
水器交叉检索；
室用管子装置与１１０８ 管道（卫生设备部件），卫生设备用水管，引水管道设备
４． 浴
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１１０８ 排水管道设备交叉检索。
１１１０

消毒和净化设备

（一）卫生间用消毒剂分配器１１０１１４ ，消毒设备１１０１１５ ，海水淡化装置１１０１１６ ，水净化
装置１１０１２３ ，水过滤器１１０１２４ ，水消毒器１１０１２８ ，污物净化装置１１０１３５ ，污水净化设备
过滤器（家用或工业装置上的部件）１１０１４６ ，饮用水过滤器１１０１４７ ，空气或水处理用
１１０１３５ ，
电离设备１１０１７４ ，巴氏灭菌器１１０１７８ ，水净化设备和机器１１０２０６ ，消毒器１１０２２６ ，水软化器
１１０２４３ ，水
软化设备和装置１１０２４３ ，非个人用除臭装置１１０２７５ ，油净化器１１０２７７ ，水族池过
滤设备１１０３０７ ，游泳池用氯化装置１１０３１８
泉壶Ｃ１１００２８ ，磁水器Ｃ１１００２９ ，污水处理设备Ｃ１１００３０ ，消毒碗柜Ｃ１１００３１ ，饮水
※矿
机Ｃ１１００３２ ，化粪池Ｃ１１００５２
（二）便携式一次性消毒小袋１１０３２４
９４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２． 饮
水机与１１０４ 电热壶，电热水瓶类似；
３． 跨
类似群保护商品：空气或水处理用电离设备（１１０６ ，１１１０ ）。
１１１１

小型取暖器

暖足器（电或非电的）１１００８７ ，电暖脚套１１００８８ ，电暖器１１０１３７ ，炉子（取暖器具）
１１０１４３ ，便
携式取暖器１１０２８０ ，非医用电加热垫１１０２９６ ，热水袋１１０３０２ ，暖床器１１０３０４ ，非
医用电热毯１１０３０５ ，长柄暖床炉１１０３０６ ，电热地毯１１０３１０
炉Ｃ１１００３３ ，电热窗帘Ｃ１１００３４
※怀
注：１． 非医用电加热垫，非医用电热毯与１００３ 医用电热垫，医用电毯类似；
２． 炉
子（取暖器具）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１１０４ 炉子（取暖器具）交叉检索。
１１１２

不属别类的打火器具

点煤气用摩擦点火器１１００１８ ，气体引燃器１１００１９ ，打火机１１００２０
１１１３

核能反应设备

核燃料和核减速剂处理装置１１０１９３ ，燃料和核慢化剂处理装置１１０１９３ ，聚合反应设备
子堆１１０２５３ ，核反应堆１１０２５３
１１０２０３ ，原

９５

第十二类
运载工具；陆、空、海用运载装置。
【注释】

本类尤其包括：
—
—
—陆地车辆用马达和引擎；
—
—
—陆地车辆用联结器和传动机件；
—
—
—气垫船。
本类尤其不包括：
—
—
—车辆的某些部件（查阅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商品分类表）；
—
—
—铁路用金属材料（第六类）；
—
—
—非陆地车辆用马达、引擎、联结器和传动机件（第七类）；
—
—
—所有马达和引擎的部件（第七类）。
１２０１

火车及其零部件

火车车厢挂钩１２０００２ ，火车车厢连接器１２０００２ ，火车车轮轮缘１２００３３ ，铁路车辆轮缘
１２００３３ ，铁
路车辆转向架１２００４７ ，缆索铁道车辆１２００７１ ，铁路车辆１２００７２ ，铁路车辆缓冲器
１２００７８ ，电
动运载工具１２０１１０ ，冷藏货车（铁路车辆）１２０１２９ ，卧铺车厢１２０１３６ ，牵引机
车１２０１３８ ，车厢（铁路）１２０１４０ ，铁路餐车１２０１７２ ，陆、空、水或铁路用机动运载工
１２０１３７ ，机
具１２０１９３ ，厢式餐车１２０２２０ ，餐饮车（厢式）１２０２２０ ，火车头烟囱１２０２２９ ，遥控运载工具（非
玩具）１２０２５７
车车轮Ｃ１２０００９ ，火车车轮毂Ｃ１２００１０
※火

注：１． 跨类似群保护商品：厢式餐车（１２０１ ，１２０２ ）；餐饮车（厢式）（１２０１ ，１２０２ ）；卧铺车
厢（１２０１ ，１２０２ ）；电动运载工具（１２０１ ，１２０２ ，１２０４ ，１２０５ ，１２１０ ）；陆、空、水或铁路
用机动运载工具（１２０１ ，１２０２ ，１２０４ ，１２０９ ，１２１０ ）；遥控运载工具（非玩具）（１２０１ ，
１２０２ ，
１２０５ ，
１２０９ ，
１２１０ ）；
类似群与１２１１ 商品类似。
２． 本
９６

１２０２

汽车、电车、摩托车及其零部件（不包括轮胎）

叉车１２０００１ ，起重车１２０００１ ，洒水车１２００１６ ，公共汽车１２００１８ ，大客车１２００１９ ，卡车
１２００２２ ，炮
兵弹药车（车辆）１２００５２ ，有篷的车辆１２００５６ ，拖车（车辆）１２００５７ ，消防水管车
１２００６６ ，高
尔夫球车１２００６８ ，拖拉机１２００７５ ，运货车１２００７６ ，小型机动车１２００９９ ，电动运载
工具１２０１１０ ，厢式汽车１２０１２５ ，冷藏车１２０１２８ ，运输用军车１２０１４４ ，军用运输车１２０１４４ ，摩
托车１２０１４７ ，挎斗式摩托车１２０１７６ ，跑车１２０１７８ ，翻斗车１２０１８３ ，有轨电车１２０１８７ ，陆、空、
水或铁路用机动运载工具１２０１９３ ，小汽车１２０１９９ ，汽车１２０１９９ ，汽车１２０２０５ ，混凝土搅拌车
１２０２１３ ，厢
式餐车１２０２２０ ，餐饮车（厢式）１２０２２０ ，救护车１２０２３３ ，野营车１２０２４９ ，住房汽车
１２０２４９ ，履
带式雪上汽车１２０２５６ ，遥控运载工具（非玩具）１２０２５７
槽车Ｃ１２０００１ ，蓄电池搬运车Ｃ１２０００２
※油
陆地车辆连接器１２０００３ ，防滑链１２００１４ ，车辆用拖车连接装置１２００１７ ，汽车车篷
１２００２３ ，汽
车链１２００２４ ，汽车底盘１２００２５ ，车辆倒退警报器１２００２６ ，货车翻斗１２００４２ ，车辆
引擎罩１２００５４ ，车篷１２００５５ ，陆地车辆曲柄轴箱（非引擎用）１２００５８ ，陆地车辆传动齿轮
１２０１０３ ，陆
地车辆用电动机１２０１０９ ，陆地车辆用离合器１２０１１１ ，车轴１２０１１９ ，车轴颈
１２０１２０ ，毂
罩１２０１２４ ，轮毂箍１２０１２７ ，陆地车辆引擎１２０１３０ ，陆地车辆马达１２０１３０ ，卧铺车
厢１２０１３６ ，陆地车辆传动马达１２０１３９ ，汽车两侧脚踏板１２０１４１ ，陆地车辆联动机件１２０１４２ ，
陆地车辆动力装置１２０１４３ ，陆地车辆用喷气发动机１２０１４５ ，陆地车辆用飞轮１２０１４８ ，汽车
上的滑雪板架１２０１６１ ，车轮轮辐夹钳１２０１６９ ，轮辐夹钳１２０１６９ ，轮辐钳１２０１６９ ，后视镜
１２０１７３ ，陆
地车辆涡轮机１２０１９２ ，倾卸装置（卡车和货车的部件）１２０２０１ ，汽车车身１２０２０７ ，
汽车保险杠１２０２０９ ，汽车减震器１２０２１０ ，陆地车辆变速箱１２０２１７ ，车身１２０２２２ ，陆地车辆用
驱动链１２０２２５ ，陆地车辆用传动链１２０２２６ ，陆地车辆用扭矩变换器１２０２２７ ，陆地车辆转矩
变换器１２０２２７ ，陆地车辆减速齿轮１２０２３５ ，陆地车辆用连杆（非马达和引擎部件）１２０２４２ ，
可升降后挡板（陆地车辆部件）１２０２４３ ，可升降尾板（陆地车辆部件）１２０２４３ ，车辆遮阳装置
车用遮阳帘１２０２４５ ，陆地车辆传动轴１２０２４６ ，气囊（机动车安全装置）１２０２４７ ，汽
１２０２４５ ，汽
车刹车片１２０２６３ ，备胎罩１２０２６４ ，汽车用点烟器１２０２６６
车车轮Ｃ１２００１１ ，汽车车轮毂Ｃ１２００１２ ，摩托车车轮Ｃ１２００１４ ，摩托车车轮毂
※汽
Ｃ１２００１５ ，高
压阻尼线（车辆专用）Ｃ１２００１３

注：１． 本类似群与１２１１ 商品类似；
２． 摩
托车与１２０４ 机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机动三轮车，电动三轮车，助力车，踏板
车（机动车辆）类似；
９７

车辆倒退警报器与０９２０ 第一自然段商品类似；
４． 本
类似群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１２０３ 交叉检索；
类似群保护商品：小型机动车（１２０２ ，１２０４ ）；厢式餐车（１２０１ ，１２０２ ）；餐饮车
５． 跨
（厢式）（１２０１ ，１２０２ ）；卧铺车厢（１２０１ ，１２０２ ）；电动运载工具（１２０１ ，１２０２ ，１２０４ ，
１２０５ ，
１２１０ ）；陆
、空、水或铁路用机动运载工具（１２０１ ，１２０２ ，１２０４ ，１２０９ ，１２１０ ）；
遥控运载工具（非玩具）（１２０１ ，１２０２ ，１２０５ ，１２０９ ，１２１０ ）；
车用点烟器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９２４ 汽车用雪茄烟点火器交叉检索。
６． 汽
３．

１２０３

摩托车及其零部件（不包括轮胎）

注：本类似群第十版时移入１２０２ 类似群。
１２０４

自行车、三轮车及其零部件（不包括轮胎）

（一）自行车１２００４４ ，脚踏车１２００４４ ，自行车用方向指示器１２００４５ ，自行车支架
１２００４６ ，自
行车、脚踏车支架（自行车、脚踏车部件）１２００４６ ，挡泥板１２００４９ ，自行车链条
１２００６１ ，脚
踏车链条１２００６１ ，自行车、脚踏车用链条１２００６１ ，自行车车把１２００８０ ，脚踏车车
把１２００８０ ，自行车、脚踏车车把１２００８０ ，脚踏车传动齿轮１２００８５ ，自行车车闸１２００８６ ，自行
车、脚踏车车闸１２００８６ ，脚踏车车闸１２００８６ ，脚踏车挡泥板１２００８７ ，自行车轮圈１２００８８ ，脚
踏车轮圈１２００８８ ，自行车、脚踏车轮圈１２００８８ ，自行车曲柄１２００８９ ，脚踏车马达１２００９０ ，脚
踏车车毂１２００９１ ，脚踏车踏板１２００９２ ，自行车辐条１２００９４ ，脚踏车辐条１２００９４ ，自行车、脚
踏车辐条１２００９４ ，自行车、脚踏车车轮１２００９５ ，自行车车座１２００９６ ，脚踏车车座１２００９６ ，脚
踏车支架１２００９７ ，自行车、脚踏车车铃１２００９８ ，自行车车铃１２００９８ ，脚踏车车铃１２００９８ ，脚
踏车用语音提醒装置１２００９８ ，小型机动车１２００９９ ，电动运载工具１２０１１０ ，自行车、脚踏车用
护衣装置１２０１２２ ，运输用三轮脚踏车１２０１６２ ，送货三轮车１２０１６２ ，三轮运货车１２０１６２ ，自行
车、脚踏车或摩托车车座１２０１７５ ，三轮脚踏车１２０１９１ ，陆、空、水或铁路用机动运载工具
１２０１９３ ，机
动自行车１２０１９６ ，自行车车架１２０２２１ ，脚踏车车架１２０２２１ ，自行车、脚踏车车架
１２０２２１ ，自
行车或摩托车座套１２０２３２ ，三轮车用筐１２０２４８ ，脚踏车辆用驮篮１２０２５４ ，踏板车
（机动车辆）１２０２５８
行车车筐Ｃ１２０００３ ，电动自行车Ｃ１２００１６ ，机动三轮车Ｃ１２００１７ ，电动三轮车
※自
Ｃ１２００１８ ，助
力车Ｃ１２００１９
（二）自行车打气筒１２００９３ ，脚踏车打气筒１２００９３ ，自行车、脚踏车用打气筒１２００９３
９８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２． 本
类似群第（一）部分与１２１１ 商品类似；
类似群第（二）部分与０８０８ 手动打气筒类似；
３． 本
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机动三轮车，电动三轮车，助力车，踏板车（机动车辆）
４． 机
与１２０２ 摩托车类似，与第九版及其以前版本１２０３ 摩托车交叉检索；
５． 脚
踏车马达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０７４８ 自行车电机交叉检索；
类似群保护商品：小型机动车（１２０２ ，１２０４ ）；电动运载工具（１２０１ ，１２０２ ，１２０４ ，
６． 跨
１２０５ ，
１２１０ ）；陆
、空、水或铁路用机动运载工具（１２０１ ，１２０２ ，１２０４ ，１２０９ ，１２１０ ）。
１２０５

缆车，架空运输设备

架空运输设备１２０００４ ，缆绳运输车辆１２００５１ ，浇铸用车１２００６７ ，铁水包用车１２００６７ ，电
动运载工具１２０１１０ ，运送滑雪者上山的滑雪缆车１２０１７０ ，吊椅缆车１２０１８０ ，绳缆运输装置
和设备１２０１８８ ，轨道缆车１２０１８９ ，缆车１２０１９０ ，高架缆车１２０１９０ ，遥控运载工具（非玩
具）１２０２５７

注：１． 本类似群与１２１１ 商品类似；
２． 跨
类似群保护商品：电动运载工具（１２０１ ，１２０２ ，１２０４ ，１２０５ ，１２１０ ）；遥控运载工具
（非玩具）（１２０１ ，１２０２ ，１２０５ ，１２０９ ，１２１０ ）。
１２０６

轮椅，手推车，儿童推车

采矿用手推车车轮１２００４３ ，运行李推车１２００５０ ，窄底手推车１２００５０ ，两轮手推车
１２００５０ ，
轮椅１２００６２ ，搬运手推车１２００６５ ，手摇车１２０１０６ ，手推车１２０１０６ ，婴儿车１２０１６３ ，
折叠式婴儿车１２０１６３ ，轻便婴儿车１２０１６３ ，婴儿车盖篷１２０１６４ ，折叠式婴儿车盖篷１２０１６４ ，
轻便婴儿车盖篷１２０１６４ ，婴儿车车篷１２０１６５ ，折叠式婴儿车车篷１２０１６５ ，独轮手推小车
１２０２１８ ，
推车（运载工具）用小脚轮１２０２５０ ，清洁用手推车１２０２５１ ，购物用手推车１２０２５５ ，倾
卸式斗车１２０２６５
叠行李车Ｃ１２０００４
※折

注：１． 手推车与２００１ 手推车（家具）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２００１ 送茶手推车交叉
检索；
儿车，折叠式婴儿车，轻便婴儿车与２００１ 婴儿学步车类似；
２． 婴
９９

３．

本类似群与１２１１ 商品类似。
１２０７

畜力车辆

公共马车１２０１５２ ，雪橇（运载工具）１２０１８６ ，马车１２０２１９ ，反冲式雪橇１２０２５３
注：本类似群与１２１１ 商品类似。
１２０８

轮胎及轮胎修理工具

（一）充气轮胎的内胎１２０００７ ，运载工具用轮胎１２００３１ ，自行车车胎１２００８４ ，脚踏车车
胎１２００８４ ，自行车、脚踏车车胎１２００８４ ，充气外胎（轮胎）１２０１１４ ，轮胎防滑钉１２０１５５ ，翻新
轮胎用胎面１２０１５６ ，充气轮胎１２０１５７ ，运载工具用实心轮胎１２０１５７ ，轮胎（运载工具用）
１２０１５８ ，补
内胎用胶粘补片１２０１９４ ，补内胎用粘胶补片１２０１９４ ，汽车轮胎１２０２０６ ，自行车、
脚踏车内胎１２０２１４ ，自行车、脚踏车用无内胎轮胎１２０２３４
机轮胎Ｃ１２０００５
※飞
（二）补内胎用全套工具１２０００８
注：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１２０９

空用运载工具（不包括飞机轮胎）

空中运载工具１２０００５ ，气球１２０００６ ，空气气球１２０００６ ，水陆两用飞机１２００１２ ，飞机
１２００２７ ，飞
船１２００３０ ，飞艇１２００３０ ，降落伞１２０１１３ ，宇宙飞行器１２０１１７ ，宇宙飞船１２０１１７ ，水
上飞机１２０１３４ ，水上滑行艇１２０１３５ ，航空器１２０１８４ ，陆、空、水或铁路用机动运载工具
１２０１９３ ，航
空装置、机器和设备１２０２０３ ，弹射座椅（飞机的）１２０２２３ ，遥控运载工具（非玩
具）１２０２５７
机用引桥Ｃ１２０００６
※登
注：１． 降落伞与２８０７ 滑翔伞类似；
２． 跨
类似群保护商品：陆、空、水或铁路用机动运载工具（１２０１ ，１２０２ ，１２０４ ，１２０９ ，
控运载工具（非玩具）（１２０１ ，１２０２ ，１２０５ ，１２０９ ，１２１０ ）；
１２１０ ）；遥
１００

３．

本类似群与１２１１ 商品类似。
１２１０

水用运载工具

船１２００２１ ，渡船１２００２８ ，船壳１２００３５ ，船体１２００３５ ，船拖钩１２００３６ ，船钩头篙１２００３６ ，船
舶操舵装置１２００３７ ，船舶转向装置１２００３７ ，船只分离装置１２００３８ ，船舶下水台１２００３９ ，船用
螺旋桨１２００４０ ，桨１２００４１ ，船只吊杆１２００４８ ，驳船１２００６３ ，汽艇１２００６４ ，舵１２００７０ ，船舶烟囱
１２００７３ ，船
的木龙骨１２００８２ ，船舶木架１２００８２ ，挖泥船１２０１０５ ，电动运载工具１２０１１０ ，船桅
１２０１１８ ，双
桨艇用桨１２０１３１ ，船尾橹１２０１３１ ，水上运载工具１２０１４９ ，轮船１２０１５０ ，轮船用螺
旋桨（推进器）１２０１５１ ，独木舟桨１２０１５３ ，趸船１２０１５９ ，螺旋桨１２０１６６ ，系索耳（航海）
１２０１７９ ，桨
架１２０１８２ ，陆、空、水或铁路用机动运载工具１２０１９３ ，游艇１２０２０２ ，气垫船
１２０２３７ ，船
舶护舷垫１２０２５２ ，船用桅杆１２０２５９ ，舷窗１２０１３３ ，遥控运载工具（非玩具）１２０２５７
桥（橡胶制）Ｃ１２０００８
※浮

注：１． 跨类似群保护商品：电动运载工具（１２０１ ，１２０２ ，１２０４ ，１２０５ ，１２１０ ）；陆、空、水或铁
路用机动运载工具（１２０１ ，１２０２ ，１２０４ ，１２０９ ，１２１０ ）；遥控运载工具（非玩具）
（１２０１ ，１２０２ ，１２０５ ，１２０９ ，１２１０ ）；
２． 本
类似群与１２１１ 商品类似。
１２１１

运载工具零部件

气泵（运载工具附件）１２０００９ ，运载工具用悬置减震器１２００１０ ，运载工具用减震弹簧
１２００１１ ，运
载工具轮胎用防滑装置１２００１３ ，运载工具座椅头靠１２００１５ ，运载工具用行李架
１２００２９ ，运
载工具轮胎气门嘴１２００３２ ，运载工具用扭矩杆１２００３４ ，运载工具用轮子１２００５３ ，
运载工具座椅用安全带１２００５９ ，运载工具用轮毂１２００６０ ，运载工具底盘１２００６９ ，运载工具
用履带（滚动带）１２００７４ ，运载工具用履带（拖拉机型）１２００７４ ，运载工具缓冲器１２００７７ ，运
载工具用液压回路１２００７９ ，运载工具用卧铺１２００８１ ，儿童安全座（运载工具用）１２０１１２ ，运
载工具轮平衡器１２０１１６ ，风挡刮水器１２０１２１ ，挡风玻璃刮水器１２０１２１ ，运载工具用行李网
１２０１２３ ，运
载工具用刹车１２０１２６ ，运载工具座椅套１２０１３２ ，挡风玻璃１２０１５４ ，风挡１２０１５４ ，
运载工具用门１２０１６０ ，运载工具用轮辐１２０１６８ ，运载工具用悬挂弹簧１２０１７１ ，运载工具用
轮圈１２０１７４ ，运载工具用座椅１２０１７７ ，运载工具底架１２０１８５ ，运载工具内装饰品１２０１９５ ，运
载工具用窗户１２０１９８ ，运载工具防盗设备１２０２００ ，运载工具防眩光装置１２０２０４ ，运载工具
遮光装置１２０２０４ ，运载工具防盗报警器１２０２１１ ，运载工具用喇叭１２０２１２ ，运载工具用刹车
１０１

垫１２０２１５ ，运载工具用制动蹄１２０２１６ ，运载工具用盖罩（成形）１２０２２４ ，运载工具转向信号
装置１２０２２８ ，运载工具用方向盘１２０２３０ ，运载工具用刹车扇形片１２０２３６ ，运载工具用油箱
盖１２０２４１ ，运载工具座椅用安全束带１２０２４４ ，运载工具方向盘罩１２０２６０ ，运载工具用扰流
板１２０２６１ ，前灯刮水器１２０２６２

注：１． 本类似群与１２０１ ，１２０２ ，１２０３ ，１２０４ 第（一）部分，１２０５ ，１２０６ ，１２０７ ，１２０９ ，１２１０ 商
品类似；
２． 运
载工具防盗设备，运载工具防盗报警器与０９２０ 第一自然段商品类似；
３． 运
载工具防眩光装置，运载工具遮光装置，运载工具转向信号装置与１１０１ 第
（二）部分商品类似。

１０２

第十三类
火器；军火及弹药；爆炸物；烟火。
【注释】
第十三类主要包括火器和花炮产品。
本类尤其不包括
—
—
—火柴（第三十四类）。
１３０１

火器，军火及子弹

炮架（火炮）１３０００２ ，机动武器１３０００７ ，催泪武器１３０００８ ，火器１３０００９ ，火器清洁刷
１３００１０ ，火
器清擦器１３００１０ ，火器瞄准器１３００１１ ，大炮（加农炮）１３００１４ ，火炮（加农炮）
１３００１４ ，弹
道导弹１３００１５ ，弹道武器１３００１５ ，装子弹带装置１３００１６ ，弹壳１３００１９ ，大炮
１３００２０ ，枪
管１３００２１ ，步枪枪管１３００２１ ，卡宾枪１３００２２ ，步枪１３００２２ ，子弹１３００２３ ，装弹装置
１３００２４ ，子
弹袋１３００２５ ，猎器１３００２６ ，弹药１３００２７ ，枪撞针１３００２８ ，步枪撞针１３００２８ ，装火药
角１３００２９ ，角状火药容器１３００２９ ，火器后膛１３００３１ ，枪盒１３００３３ ，步枪盒１３００３３ ，信号火箭
１３００３５ ，枪
（武器）１３００３６ ，枪托１３００３７ ，枪瞄准镜１３００３８ ，枪和步枪用瞄准镜１３００３８ ，步枪
瞄准镜１３００３８ ，步枪扳机保险１３００４０ ，枪和步枪用扳机保险１３００４０ ，打猎用铅丸１３００４１ ，打
猎铅弹１３００４１ ，火器弹药１３００４２ ，火箭发射装置１３００４３ ，机枪１３００４６ ，迫击炮（火器）
弹壳１３００４８ ，手枪（武器）１３００４９ ，导弹（武器）１３００５２ ，左轮手枪１３００５５ ，重武器
１３００４７ ，子
炮耳１３００５６ ，发射平台１３００５７ ，枪准星１３００５８ ，气枪（武器）１３００５９ ，武器肩带１３００６３ ，炮准
星１３００６５ ，火箭（自动推进武器）１３００６８ ，捕鲸炮（武器）１３００６９ ，枪支用消声器１３００７０ ，枪消
声器１３００７０ ，坦克车（武器）１３００７１ ，弹药带１３００７４ ，自动武器用弹药带１３００７５ ，鱼雷
１３００７６ ，随
身武器（火器）１３００７７ ，手榴弹１３００７８
衣Ｃ１３０００１ ，防暴捕网器Ｃ１３０００７ ，捕捉网发射器Ｃ１３０００８
※炮
１３０２

爆炸物

乙酰硝化棉１３０００１ ，爆炸弹药筒１３０００３ ，亚硝酸氨炸药１３０００５ ，硝化氨炸药１３０００５ ，引
爆雷管１３０００６ ，起爆栓１３００１８ ，引爆塞１３００１８ ，火药棉１３００３０ ，甘油炸药１３００３２ ，炸药
１０３

，地雷用炸药导火线１３００４４ ，地雷（爆炸物）１３００４５ ，火药１３００５０ ，爆炸火药１３００５１ ，
炸药粉１３００５１ ，自燃性引火物１３００５３ ，炸药导火线１３００６０ ，起爆药（导火线）１３００６１ ，炸药用
引爆信管１３００６２ ，炸药点火拉绳１３００６２ ，非玩具用火帽１３００６６
炸药用木粉Ｃ１３０００２ ，射钉弹Ｃ１３０００３ ，发令纸Ｃ１３０００４
※做

１３００３４

１３０３

烟火，爆竹

焰火１３００１３ ，信号烟火１３００１７ ，烟火产品１３００５４ ，爆炸性烟雾信号１３００６４ ，鞭炮１３００７２
竹Ｃ１３０００５ ，烟花Ｃ１３０００６
※爆
１３０４

个人防护用喷雾１３００７３

１０４

个人防护用喷雾

第十四类

贵重金属及其合金，不属别类的贵重金属制品或镀有贵重金属的物品；珠宝首饰，宝
石；钟表和计时仪器。

【注释】
第十四类主要包括贵重金属，不属别类的贵重金属制品，并通常包括珠宝、首饰和
钟表。
本类尤其包括：
—
—
—首饰（即仿真首饰、贵重金属制首饰和宝石）；
—
—
—衬衫袖口的链扣，领带饰针。
本类尤其不包括：
—
—
—按功能或用途进行分类的贵重金属制品，如：画家、装饰家、印刷商和艺术家用金
属箔及金属粉（第二类），牙科用金汞合金（第五类），刀、叉和勺餐具（第八类），电
触点（第九类），金笔尖（第十六类），茶壶（第二十一类），金银线制刺绣品（第二十
六类），雪茄烟盒（第三十四类）；
—
—
—非贵重金属制艺术品（按其原料分类）。
１４０１

贵重金属及其合金

贵重金属锭１４０００３ ，铱１４００４５ ，未加工或半加工贵重金属１４００５５ ，未加工的金或金箔
（金属）１４００７５ ，铑１４００８３ ，钌１４００８５ ，贵重金属合金
１４００６３ ，锇
１４００６６ ，钯
１４００６７ ，铂
１４０１０４ ，未
加工、未打造的银１４０１６３
１４０２

贵重金属盒

贵重金属盒１４０１１３ ，首饰盒１４０１６６
注：首饰盒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２００６ 非贵重金属首饰盒交叉检索。
１０５

１４０３

珠宝，首饰，宝石及贵重金属制纪念品

玛瑙１４０００１ ，黄琥珀色宝石１４０００４ ，人造琥珀制珍珠（压制的琥珀）１４０００５ ，护身符（首
饰）１４０００６ ，细银丝（银线）１４０００８ ，银线１４０００９ ，手镯（首饰）１４００１５ ，小饰物（首饰）１４００１８ ，
胸针（首饰）１４００１９ ，链（首饰）１４００２４ ，项链（首饰）１４００３１ ，领带夹１４００３３ ，硬币１４００３４ ，金
刚石１４００３５ ，贵重金属丝线（珠宝）１４００４０ ，象牙（首饰）１４００４６ ，黑色大理石饰品１４００４７ ，未
加工或半加工墨玉１４００４８ ，铜纪念币１４００４９ ，珠宝首饰１４００５０ ，纪念章（宝石）１４００５１ ，奖章
１４００５２ ，橄
榄石（宝石）１４００６２ ，金线（珠宝）１４００６４ ，装饰品（珠宝）１４００６８ ，贵重金属饰针
１４００６９ ，珍
珠（珠宝）１４００７０ ，次宝石１４００７３ ，宝石１４００７４ ，尖晶石（宝石）１４００９５ ，贵重金属
塑像１４００９６ ，人造珠宝１４００９７ ，戒指（首饰）１４０１０７ ，贵重金属艺术品１４０１０９ ，帽饰品（贵重
金属）１４０１１７ ，帽子装饰品（贵重金属）１４０１１７ ，耳环１４０１１８ ，鞋饰品（贵重金属）１４０１１９ ，衬
衫袖口链扣１４０１２２ ，贵重金属半身雕像１４０１２３ ，贵重金属小雕像１４０１４６ ，贵重金属小塑像
１４０１４６ ，别
针（首饰）１４０１５０ ，领带别针１４０１５１ ，贵重金属徽章１４０１５２ ，钥匙圈（小饰物或短
链饰物）１４０１６２ ，景泰蓝首饰１４０１６５ ，制珠宝用珠子１４０１６７
红石（宝石）Ｃ１４０００１ ，人造金刚石Ｃ１４０００２ ，翡翠Ｃ１４０００３ ，玉雕Ｃ１４０００４ ，激光宝
※金
石Ｃ１４０００５
制工艺品Ｃ１４０００６ ，玉雕首饰Ｃ１４０００７ ，角、骨、牙、介首饰及艺术品Ｃ１４０００８ ，磁疗
※银
首饰Ｃ１４０００９ ，景泰蓝工艺品Ｃ１４００１０
注：本类似群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１４０２ 仿金制品，镀金物品交叉检索。
１４０４

钟，表，计时器及其零部件

钟表指针（钟表制造）１４０００２ ，钟１４００１１ ，摆（钟表制造）１４００１３ ，发条匣（钟表制造）
表１４００１６ ，手表带１４００１７ ，表带１４００１７ ，钟表盘（钟表制造）１４００２１ ，日晷１４００２２ ，
１４００１４ ，手
钟表构件１４００２３ ，表链１４００２５ ，记时器（手表）１４００２７ ，精密记时器１４００２８ ，瞬时计１４００２９ ，
测时仪器１４００３０ ，电子钟表１４００３２ ，钟表盒１４００３９ ，原子钟１４００４２ ，主时钟１４００４３ ，钟盒
１４００４４ ，表
１４００５７ ，表
发条１４００５８ ，表蒙１４００５９ ，表玻璃１４００５９ ，钟表机件１４００６０ ，闹钟
１４００８２ ，簧
片（钟表制造）１４０１０６ ，表壳１４０１４４ ，表盒（礼品）１４０１４５ ，秒表１４０１６４
言报时钟Ｃ１４００１１ ，电子万年台历Ｃ１４００１２ ，表袋（套）Ｃ１４００１３
※语
１０６

第十五类
乐器。
【注释】

本类尤其包括：
—
—
—机械钢琴及其附件；
—
—
—八音盒；
—
—
—电动和电子乐器。
本类尤其不包括：
—
—
—录音、播音、扩音和放音装置（第九类）。
１５０１

乐器

手风琴１５０００１ ，簧（管）乐器１５０００３ ，钢琴１５０００８ ，小六角手风琴１５００１１ ，手摇风琴
１５００１２ ，低
音提琴（乐器）１５００１３ ，口琴１５００１４ ，大号（号）１５００１６ ，钟琴（乐器）１５００１７ ，响板
１５００１８ ，小
铃帽（乐器）１５００１９ ，齐特拉琴１５００２２ ，单簧管１５００２３ ，乐器１５００２５ ，六角手风琴
１５００２６ ，低
音提琴１５００２７ ，弦乐器１５００２９ ，号（乐器）１５００３０ ，短号（乐器）１５００３１ ，铙钹
１５００３２ ，笛
１５００３６ ，锣
１５００３７ ，单
簧口琴（乐器）１５００３８ ，吉他１５００３９ ，簧风琴１５００４０ ，竖琴
１５００４１ ，双
簧管１５００４３ ，电子乐器１５００４４ ，七弦琴１５００４６ ，曼陀林１５００４９ ，风笛１５００５１ ，三角
铁（乐器）１５００５５ ，奥卡利那笛１５００５６ ，风琴１５００５７ ，管风琴１５００５８ ，鼓（乐器）１５００６６ ，铃鼓
度手鼓１５００６８ ，定音鼓１５００６９ ，长号１５００７０ ，号角１５００７１ ，喇叭１５００７２ ，中提琴
１５００６７ ，印
１５００７４ ，小
提琴１５００７５ ，木琴１５００７６ ，胡琴１５００８１ ，竹笛１５００８２ ，琵琶１５００８３ ，笙１５００８４ ，唢
呐１５００８５ ，手摇铃（乐器）１５００８６ ，音乐合成器１５００８７ ，萨克斯管１５００８９
子琴Ｃ１５０００１ ，弹拨乐器Ｃ１５０００２ ，打击乐器Ｃ１５０００３ ，筝Ｃ１５０００５ ，箫Ｃ１５０００９ ，木
※电
鱼Ｃ１５００１１
１５０２

乐器辅助用品及配件

校音扳头１５０００２ ，乐器琴弓１５０００４ ，乐器琴弓螺帽１５０００５ ，弦乐器用弓柄１５０００６ ，弓用
马毛（乐器用）１５０００７ ，指挥棒１５０００９ ，鼓槌１５００１０ ，乐器用肠线１５００１５ ，定音鼓架１５００２０ ，
１０７

乐器弦轴１５００２１ ，乐器键盘１５００２４ ，乐器弦１５００２８ ，音叉１５００３３ ，吹奏乐器的管口１５００３４ ，
乐器盒１５００３５ ，竖琴弦１５００４２ ，机械钢琴用音量调节器１５００４５ ，拨弦片１５００４８ ，小提琴腮托
１５００５０ ，音
乐盒１５００５２ ，活页乐谱翻页器１５００５３ ，琴码１５００５４ ，鼓面１５００５９ ，鼓皮１５００５９ ，乐
器用踏板１５００６０ ，钢琴键盘１５００６１ ，钢琴弦１５００６２ ，钢琴键１５００６３ ，乐器风管１５００６４ ，乐器
用弱音器１５００６５ ，乐器栓塞１５００７３ ，乐器音键１５００７７ ，乐器卷条（钢琴）１５００７８ ，穿孔乐谱纸
卷１５００７９ ，乐谱架１５００８０ ，乐器架１５００８８
音器（定音器）Ｃ１５００１２ ，笛膜Ｃ１５００１３
※校

１０８

第十六类

纸和纸板，不属别类的纸和纸板制品；印刷品；装订用品；照片；文具；文具或家庭用粘
合剂；美术用品；画笔；打字机和办公用品（家具除外）；教育或教学用品（仪器除外）；包装
用塑料物品（不属别类的）；印刷铅字；印版。
【注释】
第十六类主要包括纸、纸制品和办公用品。
本类尤其包括：
—
—
—切纸刀；
—
—
—油印机；
—
—
—包装用塑料纸、塑料提兜和塑料袋。
本类尤其不包括：
—
—
—某些纸制品和纸板制品（查阅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商品分类表）；
—
—
—颜料（第二类）；
—
—
—艺术家用手工具（如修平刀、雕塑凿刀）（第八类）。
１６０１

工业用纸

纸１６０００６ ，型纸１６０１９１ ，羊皮纸１６０２１０ ，纸带１６０２４４ ，木浆纸１６０２７９
管纸Ｃ１６０００１ ，塑料贴面底层纸Ｃ１６０００２ ，纸粕辊纸（包括羊毛纸、石棉纸、棉料
※砂
纸）Ｃ１６０００３ ，印刷纸（包括胶版纸、新闻纸、书刊用纸、证券纸、凹版纸、凸版纸）Ｃ１６０００４ ，精
布轮纸Ｃ１６０００５ ，膏药纸Ｃ１６０００６ ，制版纸Ｃ１６０００７ ，铜版纸Ｃ１６０００８ ，钢纸原纸Ｃ１６０００９ ，油
毡原纸Ｃ１６００１０ ，植绒纸Ｃ１６００１１
注：纸与１６０２ ，１６０３ ，１６０４ ，１６０５ ，１６０９ 第一、二自然段类似。
１６０２

技术用纸（不包括绝缘纸）

描图纸１６００６２ ，描图布１６００６３ ，复写纸１６００６６ ，记录机用纸１６００６７ ，心电图纸１６０１４０ ，
心电图描写器用纸１６０１４０ ，滤纸１６０１５６ ，过滤材料（纸）１６０１５７ ，蜡纸（文具）１６０１６１ ，发光纸
１０９

，速印机油墨纸１６０１９９ ，速印机用墨纸１６０１９９ ，录制计算机程序用纸带和卡片
１６０２３１ ，计
算机程序记录用纸带和卡片１６０２３１ ，无线电报纸１６０２３３ ，文件复印机用墨纸
１６０２４１ ，复
印纸（文具）１６０３３２ ，蜡纸１６０３３９ ，宣纸（用于中国绘画和书法）１６０３４７
片芯纸Ｃ１６００１２ ，扬声器纸Ｃ１６００１３ ，石蜡纸Ｃ１６００１４ ，黑照相卡纸Ｃ１６００１５ ，蜡光
※唱
纸Ｃ１６００１６ ，胶卷感光防护纸Ｃ１６００１７ ，不透光纸Ｃ１６００１８ ，电传用纸Ｃ１６００１９ ，红外线光谱
分析纸Ｃ１６００２０ ，地图纸Ｃ１６００２１ ，海图纸Ｃ１６００２２ ，镜头纸Ｃ１６００２３ ，防腐纸Ｃ１６００２４ ，制图
纸Ｃ１６００２５ ，裱纸Ｃ１６００２６ ，有光纸Ｃ１６００２７ ，绘画用纸Ｃ１６００２８ ，打字蜡纸Ｃ１６００３０ ，防锈纸
１６０１９０

Ｃ１６００３１

注：１． 本类似群与１６０１ 纸类似；
印纸（文具），电传用纸与０１０７ 传真纸，热敏纸类似；
２． 复
３． 复
印纸（文具），复写纸与１６０５ 纸张（文具），写字纸类似；
４． 宣
纸（用于中国绘画和书法）与绘画用纸，裱纸类似，与其他技术用纸不类似。
１６０３

生活用纸

啤酒杯垫１６００３７ ，卫生纸１６００９４ ，纸制餐桌用布１６０１８６ ，纸手帕１６０１９８ ，纸桌布
１６０２００ ，纸
制花盆套１６０２２９ ，纸制杯盘垫１６０２５４ ，纸围涎１６０２７６ ，纸制杯垫１６０２８３ ，卸妆用
纸巾１６０２９４ ，卸妆用薄纸１６０２９４ ，纸餐巾１６０２９５ ，纸制餐具垫１６０２９６ ，纸巾１６０３０６ ，纸制洗
脸巾１６０３０７ ，抽屉用衬纸（有或没有香味）１６０３４４ ，纸蝴蝶结１６０３５１
色皱纹纸Ｃ１６００３２ ，木纹纸Ｃ１６００３３ ，纸制抹布Ｃ１６００３４
※彩

注：１． 本类似群与１６０１ 纸类似；
生纸，纸手帕，卸妆用纸巾，卸妆用薄纸，纸餐巾，纸巾，纸制洗脸巾，纸制抹布
２． 卫
与０５０６ 卫生棉条，卫生垫，卫生巾，浸药液的薄纸，消毒纸巾类似，与第九版及以
前版本０５０６ 月经垫，浸药液的卫生纸交叉检索。卫生纸，纸手帕，卸妆用纸巾，
卸妆用薄纸，纸餐巾，纸巾，纸制洗脸巾也与０３０６ 浸化妆水的薄纸类似，与第九
版及以前版本０３０６ 浸化妆品的卫生纸交叉检索；
酒杯垫，纸制杯盘垫，纸制杯垫与２１０１ 纸盘，家用纸托盘类似。
３． 啤
１６０４

纸板

纸或纸板制广告牌１６０００８ ，卡纸板 １６００７５ ，卡纸板制品１６００７９ ，制女服（童装）型板
１１０

，制衣型板１６０２１３ ，纸或纸板制告示牌１６０３０５ ，纸或纸板制标志牌１６０３２７
纸板Ｃ１６００３５ ，箱纸板Ｃ１６００３６ ，牛皮纸板Ｃ１６００３７ ，提花纸板Ｃ１６００３８ ，过滤纸板
※白
Ｃ１６００３９ ，滤
芯纸板Ｃ１６００４０ ，防水纸板Ｃ１６００４１ ，雷达纸板Ｃ１６００４２ ，瓦楞原纸（纸板）
Ｃ１６００４３ ，盲
人书籍纸Ｃ１６００４４

１６０２１２

注：本类似群与１６０１ 纸类似。
１６０５

办公、日用纸制品

（一）影集１６００１３ ，剪贴集１６００１３ ，活页封面１６００３５ ，票１６００３８ ，绘画便笺簿１６００４１ ，小
册子１６００４６ ，绣花图样（纸样）１６００４７ ，笔记本或绘图本１６００５８ ，描图图样１６００６１ ，笔记本
１６００６８ ，卡
片１６００７０ ，图表１６００７０ ，索引卡片（文具）１６００７２ ，纸张（文具）１６００７４ ，提花机穿
孔卡１６００７７ ，目录册１６００８０ ，索引卡标签条１６００８１ ，函件格１６０１０１ ，纸夹子１６０１１６ ，印刷图
表１６０１２１ ，图表１６０１２６ ，信封（文具）１６０１２７ ，纹章牌（纸封签）１６０１３７ ，分类账本１６０１５３ ，索
引卡片１６０１５４ ，表格（印刷好的）１６０１５８ ，复制图１６０１６７ ，明信片１６０１７４ ，印刷品１６０１７５ ，手
册１６０１８０ ，写字纸１６０１８２ ，小册子（手册）１６０１８９ ，复写本（文具）１６０１９２ ，封条１６０２０６ ，蓝图
１６０２２３ ，平
面图１６０２２３ ，书签１６０２４９ ，贺卡１６０２５０ ，便笺簿１６０２５５ ，日历（年历）１６０２６９ ，日历
１６０２７０ ，通
知卡片（文具）１６０２８４ ，旗（纸制）１６０２８６ ，临摹用字帖１６０３０３ ，非纺织品标签
乐贺卡１６０３３６ ，非游戏用集换式卡片１６０３５４ ，传单１６０３６０
１６０３０８ ，音
纸Ｃ１６００４５ ，口取纸Ｃ１６００４６ ，名片Ｃ１６００４８ ，请贴Ｃ１６００４９ ，证书Ｃ１６００５０ ，练习本
※稿
Ｃ１６００５１

（二）雪茄烟用套环１６００１６ ，硬纸管１６００７８ ，纸制小雕像１６０１５５
制声管Ｃ１６００４７ ，皮制行李标签Ｃ１６００５２
※纸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但皮制行李标签与非纺织品标签类似；
类似群除皮制行李标签外，其他商品与１６０１ 纸类似；
２． 本
３． 本
类似群第（一）部分与１６１１ 家具除外的办公必需品，文具，学校用品（文具），
写材料类似；
１６１４ 书
４． 日
历，日历（年历）与１６０６ 印刷出版物类似；
张（文具），写字纸与１６０２ 复印纸（文具），复写纸类似；
５． 纸
刷品与１６０６ ，１６０７ 第一、二自然段类似。
６． 印
１１１

１６０６

印刷出版物

（一）海报１６０００７ ，地图册１６００３４ ，歌曲集１６００８２ ，书籍１６００９５ ，地图１６０１６４ ，印刷时刻
表１６０１７２ ，印刷出版物１６０１７９ ，说明书１６０２３２ ，连环漫画书１６０３３１
有电子发声装置的儿童图书Ｃ１６００１１
※带
（二）报纸１６００３２ ，期刊１６００３３ ，杂志（期刊）１６０２４３ ，新闻刊物１６０３３７

注：１． 本类似群第（二）部分商品与第（一）部分印刷出版物类似，与其他商品不类似；
２． 本
类似群与１６０５ 印刷品类似；
刷出版物与１６０５ 日历，日历（年历），１６０７ 第一、二自然段类似，与第九版及以
３． 印
前版本１６０５ 撕页日历交叉检索；
４． 带
有电子发声装置的儿童图书与０９０８ 学习机，电子教学学习机，带有图书的电
子发声装置类似。
１６０７

照片，图片，图画

图画１６００１４ ，水彩画１６００２０ ，雕刻印刷品１６００２８ ，平版印刷工艺品１６００２９ ，镶框或未镶
框的绘画（图画）１６００３０ ，彩色石印画片１６００９０ ，印花用图画１６０１１９ ，蚀刻版画１６０１２９ ，书画
刻印作品１６０１６８ ，石印品１６０１８７ ，石印油画１６０２０４ ，肖像１６０２２８
画Ｃ１６００５３ ，宣传画Ｃ１６００５４ ，油画Ｃ１６００５５ ，剪纸Ｃ１６００５６
※年
邮票１６０２６０
照片（印制的）１６０１４７ ，照片固定装置１６０２１９ ，镶嵌照片用装置１６０２１９ ，照相架１６０２２０ ，
照相板１６０２２１
相角Ｃ１６００５７
※照
注：本类似群第一、二自然段与１６０５ 印刷品，１６０６ 印刷出版物类似。
１６０８

纸牌，扑克牌

注：本类似群第八版时移入２８０３ 类似群。
１１２

１６０９

纸及不属别类的塑料包装物品

锡纸１６００２５ ，纸板制帽盒１６００７６ ，锥形纸袋１６０１０２ ，纸制奶油容器１６０１１５ ，包装纸
１６０１３０ ，模
绘板盒１６０２１４ ，书籍封皮１６０２３７ ，书籍皮用布１６０２３８ ，书封皮用布１６０２３８ ，包装
用纸袋或塑料袋（信封、小袋）１６０２４６ ，纸板盒或纸盒１６０２８０ ，纸板或纸制瓶封套１６０２８２ ，包
装用再生纤维纸１６０２８８ ，纸制或塑料制垃圾袋１６０２９２ ，瓶用纸板或纸制包装物１６０３０４ ，包
装用粘胶纤维纸１６０３１０ ，微波烹饪袋１６０３２３ ，咖啡过滤纸１６０３２４ ，淀粉制包装材料１６０３３８ ，
纸制或塑料制食品包装用吸收纸１６０３５５ ，纸制或塑料制食品包装用湿度调节纸１６０３５６
羊皮纸（防油纸）Ｃ１６００５９ ，糖果包装纸Ｃ１６００６０ ，牛皮纸Ｃ１６００６１ ，水泥袋
※仿
Ｃ１６００６２ ，纸
箱Ｃ１６００６３
包装用塑料膜１６０２１８ ，包装用塑料气泡膜１６０２８５ ，垫货盘用可伸展塑料膜１６０３２５ ，货
盘装运用可延伸塑料粘膜１６０３２５
鲜膜Ｃ１６００６４
※保
注：本类似群第一、二自然段与１６０１ 纸类似。
１６１０

办公装订、切削用具

订书钉１６００１０ ，手压订书机（办公用品）１６００１２ ，削铅笔机（电或非电）１６００１７ ，办公室
用封口机１６００５６ ，办公室用打孔器１６００９３ ，办公室用信封封口机１６０１４６ ，书籍装订用织物
１６０１５０ ，装
订带（装订书用）１６０２０５ ，书籍装订材料１６０２３６ ，书籍装订细绳１６０２３９ ，装订线
１６０２３９ ，办
公用碎纸机１６０２８７ ，切纸机（办公用品）１６０２９１ ，切纸刀（办公用品）１６０２９１ ，裁纸
刀（办公用品）１６０２９１ ，削铅笔器（电或非电）１６０２９３ ，书籍装订器１６０３３０ ，办公用文件层压
机１６０３４６
书机Ｃ１６００６５ ，订书针Ｃ１６００６６ ，卷笔刀Ｃ１６００６７ ，铅笔刀Ｃ１６００６８ ，办公用打孔、
※订
切纸两用机Ｃ１６００７０ ，开信封机Ｃ１６００７１ ，起钉器（办公用品）Ｃ１６０１１１
注：本类似群与１６１１ 家具除外的办公必需品，文具，学校用品（文具）类似。
１６１１

办公文具（不包括笔，墨，印，胶水）

办公用夹１６００１０ ，书挡１６００１８ ，文件夹（文具）１６００２２ ，书写用石板１６００２３ ，固定书写工
１１３

具用腕带１６００４５ ，图钉１６００４８ ，润湿器（办公用品）１６００４９ ，封蜡１６００５５ ，分钱、数钱用托盘
１６００５９ ，护
指套（办公用品）１６００６４ ，文件夹１６００８５ ，公文套１６００８５ ，文件夹（办公用品）
１６００９２ ，印
记清除器１６００９８ ，涂改液（办公用品）１６０１０３ ，修改墨（日光胶版术）１６０１０４ ，封面
（文具）１６０１０８ ，文件套（文具）１６０１０８ ，纸夹子１６０１１６ ，擦涂用品１６０１３５ ，擦涂挡板１６０１３８ ，
擦字用隔字板１６０１３８ ，橡皮擦１６０１３９ ，钢笔擦净器１６０１４８ ，家具除外的办公必需品１６０１５９ ，
办公室用刮子（擦除器）１６０１６９ ，胶面增湿器（办公用品）１６０１７３ ，压纸器１６０１８３ ，夹纸曲别
针１６０２０２ ，文具１６０２０９ ，夹子（文具）１６０２２４ ，学校用品（文具）１６０２４８ ，书写垫１６０２５５ ，邮票
夹１６０２５８ ，透明软片（文具）１６０２６２ ，办公用橡皮筋１６０２７５ ，木浆板（文具）１６０２７８ ，笔架
１６０２８１ ，文
具柜（办公用品）１６０２８９ ，文具盒（文具）１６０３００ ，文具盒（全套）１６０３０２ ，粘贴物
（文具）１６０３２８ ，支票簿夹１６０３３３ ，支票夹１６０３３３ ，护照夹１６０３４０ ，书写板用涂擦器１６０３４８ ，
带夹纸装置的书写板１６０３４９ ，非电的地图指示器１６０３５０ ，夹钱用夹子１６０３５３ ，修正带（办公
用品）１６０３５７ ，文件托架（文具）１６０３６１
盘笔挂Ｃ１６００７２ ，大头针（文具）Ｃ１６００７３ ，回形针Ｃ１６００７４ ，昆虫针Ｃ１６００７５ ，学生
※转
读书矫正仪Ｃ１６００７６ ，护视力阅览架Ｃ１６００７７ ，木制参观卡片Ｃ１６００７８

注：１． 家具除外的办公必需品，文具，学校用品（文具）与１６０５ 第（一）部分，１６１０ ，
１６１２ ，
１６１３ ，
１６１４ ，
１６１５ ，
１６１６ 商
品类似，家具除外的办公必需品也与１６１８ 商品类
似；
２． 文
件夹，文件夹（文具），文件夹（办公用品）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１８０２ 文件夹
（皮革制）交叉检索；
票簿夹，支票夹，护照夹与１８０２ 支票夹（皮革制），护照夹（皮革制）类似；
３． 支
４． 粘
贴物（文具）与１６１５ 商品类似；
５． 夹
钱用夹子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０６１１ 普通金属制钱夹类似；
具盒（文具），文具盒（全套）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１６１４ 笔盒交叉检索。
６． 文
１６１２

墨，砚

吸墨用具１６００５１ ，墨汁１６００８９ ，墨水 １６０１４２ ，墨水池１６０１４４ ，墨水台１６０３０１ ，块墨
１６０３３４ ，砚
（墨水池）１６０３３５
锭Ｃ１６００７９
※墨
注：１． 本类似群与１６１４ 书写材料类似；
类似群与１６１１ 家具除外的办公必需品，文具，学校用品（文具）类似。
２． 本
１１４

１６１３

印章，印油

地址印章１６０００４ ，地址印戳１６０００４ ，印台（文具）１６００４２ ，印章（印）１６００５２ ，封口印章
１６００５３ ，印
台（油墨印台）１６００５４ ，打印器（办公用品）１６０１４１ ，封印（印章）１６０１４９ ，手印器具
１６０１７６ ，编
号机１６０２０３ ，印台１６０２４７ ，图章（印）盒１６０２５９ ，印章架１６０２６１
油（打印油）Ｃ１６００８１ ，朱印油Ｃ１６００８２ ，印台水Ｃ１６００８３ ，印泥Ｃ１６００８４ ，号码
※印
机Ｃ１６００８５
注：本类似群与１６１１ 家具除外的办公必需品，文具，学校用品（文具）类似。
１６１４

笔

钢笔１６０００２ ，钢笔尖１６００１１ ，铅笔１６００３１ ，画家用刷（画笔）１６００５０ ，铅笔芯１６０１０５ ，铅
笔套１６０１１３ ，自动铅笔１６０１１４ ，笔尖１６０１３１ ，钢笔盒１６０１３３ ，金制笔尖１６０１３４ ，书写材料
１６０１３６ ，炭
笔１６０１６０ ，绘画笔１６０１８５ ，自来水笔１６０２２５ ，钢笔（办公用品）１６０２４２ ，圆珠笔滚
珠１６０２５３ ，画笔１６０２７３ ，钢笔杆１６０２９９ ，毛笔１６０３４２ ，书写工具１６０３４３ ，记号笔（文
具）１６０３５９
动铅笔Ｃ１６００８６ ，蜡笔Ｃ１６００８７ ，蘸水钢笔Ｃ１６００８８ ，圆珠笔油墨Ｃ１６００８９ ，排笔
※活
（文具）Ｃ１６００９０ ，曲线笔Ｃ１６００９１ ，笔套Ｃ１６００９２ ，笔杆Ｃ１６００９３ ，油画棒Ｃ１６００９４ ，素描木炭
条Ｃ１６００９５ ，白板笔Ｃ１６００９６
注：１． 本类似群与１６１１ 家具除外的办公必需品，文具，学校用品（文具）类似；
写材料与１６０５ 第（一）部分、１６１２ 商品类似；
２． 书
３． 排
笔（文具）与２１０７ 排笔刷类似。
１６１５

办公或家庭用胶带或粘合剂

胶带分配器（办公用品）１６０００３ ，文具用胶带１６００３６ ，文具用密封化合物１６００５７ ，文具
或家用谷朊胶１６０２６４ ，文具或家用粘合剂（胶水）１６０２６５ ，文具或家用胶条１６０２６６ ，文具或
家用胶带１６０２６７ ，办公或家用淀粉浆糊（胶粘剂）１６０２７１ ，文具或家用自粘胶带１６０２７４ ，文
具或家用胶１６０２９０ ，文具或家用浆糊１６０２９０ ，文具或家用胶水１６０３１１ ，文具胶布１６０３１２ ，文
具或家用鱼胶１６０３１３
１１５

※

不干胶纸Ｃ１６００９７

注：本类似群与１６１１ 家具除外的办公必需品，文具，学校用品（文具），粘贴物（文具）
类似。
１６１６

办公室用绘图仪器，绘画仪器

直角尺１６００６９ ，绘画用圆规１６００９６ ，曲线板１６０１０７ ，绘画仪器１６０１２５ ，画图用描图针
１６０１８４ ，比
例绘图仪（绘图器械）１６０２０８ ，制图尺１６０２３４ ，绘画直角尺１６０２９７ ，画图用直角尺
１６０２９７ ，绘
画丁字尺１６０２９８ ，绘图丁字尺１６０２９８
例尺Ｃ１６００９８
※比
注：１． 本类似群与１６１１ 家具除外的办公必需品，文具，学校用品（文具）类似；
２． 本
类似群与０９０５ 规尺（量具），圆规（测量仪器），量具，尺（量器），刻度尺类似。
１６１７

绘画用具（不包括绘图仪器，笔）

画家用靠手架１６００１９ ，画家用画架１６００８７ ，绘木纹用梳具１６０１２２ ，绘画板１６０１２３ ，绘画
材料１６０１２４ ，绘画支架１６０１５１ ，艺术家用水彩颜料碟１６０１６６ ，画家用调色板１６０２０７ ，房屋油
漆用辊子１６０２１５ ，油画布１６０２１６ ，颜料盒（学校用品）１６０２１７ ，画蔓叶花饰器具１６０２６３ ，蚀刻
针１６０３０９ ，颜料盘１６０３５８
箱Ｃ１６００９９ ，绘画膜Ｃ１６０１００
※画
１６１８

打字机、誊写机、油印机及其附件（包括印刷铅字、印版）

姓名地址印写机１６０００５ ，办公用邮资盖印机１６０００９ ，办公用邮资计费器１６０００９ ，速印
机１６０１２８ ，电动或非电动打字机１６０１３２ ，色带１６０１４３ ，便携式印刷成套工具（办公用品）
１６０１７８ ，油
印器械及机器１６０２３０ ，打字机键１６０２５７ ，电脑打印机用墨带１６０３２６ ，非电的信用
卡盖印机１６０３４５
钢字１６０００１ ，印模（雕板）１６００１５ ，凸印版１６００４０ ，色带卷轴１６００４３ ，印刷铅字１６００６５ ，
排字架（印刷）１６００８４ ，数字（打字用铅字）１６００８８ ，铅字（打字）１６００９７ ，铅字（数字和字母）
字盘１６００９８ ，石板印刷用白垩１６０１１０ ，打字机辊１６０１１８ ，长方形的活字盘（印刷
１６００９７ ，排
用）１６０１６２ ，电铸版１６０１６３ ，雕刻板１６０１７０ ，胶版１６０１７１ ，非纺织品制印刷机垫１６０１７７ ，石印
１１６

石１６０１８８ ，镂花模板１６０２２６ ，蜡纸模板１６０２２７ ，铅字排版嵌条１６０２３５ ，打字机带１６０２４５ ，姓
名地址印写机用印版１６０２６８
滚卡盘及零件Ｃ１６０１０１ ，家用油墨辊Ｃ１６０１１２
※胶

注：１． 本类似群与１６１１ 家具除外的办公必需品类似；
２． 凸
印版，胶版，电铸版与０７０５ 印刷版类似；
３． 办
公用邮资盖印机，办公用邮资计费器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９０２ 邮件打戳器交
叉检索。
１６１９

教学用具（不包括教学实验用仪器）

石笔１６００２４ ，算术表１６００２７ ，计算表１６００２７ ，显微镜用生物样本（教学材料）１６００３９ ，教
学材料（仪器除外）１６００７１ ，教学用组织剖面图１６０１０６ ，粉笔１６０１０９ ，裁缝用粉块１６０１１１ ，粉
笔盒１６０１１２ ，地球仪１６０１６５ ，做标记用粉笔１６０１９３ ，黑板１６０２０１ ，彩色粉笔（蜡笔）１６０２１１ ，
裁缝用划线块１６０２５１
板擦Ｃ１６０１０４ ，教学用模型标本Ｃ１６０１０５ ，数学教具Ｃ１６０１０６ ，磁性写字板
※黑
Ｃ１６０１０７ ，教
学挂图Ｃ１６０１０８ ，电动吸尘擦Ｃ１６０１０９ ，教学教鞭Ｃ１６０１１０

注：裁缝用粉块，（裁缝用）划线块与粉笔，做标记用粉笔，彩色粉笔（蜡笔）类似，与第
八版及以前版本印记用粉笔交叉检索，与其他商品不类似。
１６２０

室内模型物（不包括教学用模型标本）

建筑模型１６００２１ ，模型用陶土１６００２６ ，非牙科用模型蜡１６００９１ ，制模型用塑料１６０１９５ ，
模型材料１６０１９６ ，模型用湿黏土１６０１９７ ，雕塑黏土用模具（艺术家用原材料）１６０３５２
１６２１

单一商品

念珠１６００８３

１１７

第十七类

橡胶、古塔胶、树胶、石棉、云母，以及不属别类的这些原材料的制品；生产用成型塑料
制品；包装、填充和绝缘用材料；非金属软管。
【注释】
第十七类主要包括电绝缘，隔热或隔音材料，以及生产用塑料纸、板或杆。
本类尤其包括：
—
—
—修复轮胎用橡胶材料；
—
—
—橡胶或塑料制衬垫及填充料；
—
—
—抗污染的浮动屏障。
１７０１

不属别类的橡胶，古塔胶，树胶

巴拉塔树胶１７００１０ ，未加工或半加工树胶１７００１７ ，生橡胶或半成品橡胶１７００１７ ，合成
橡胶１７００２０ ，古塔胶１７００５０ ，乳胶（天然胶）１７００６４ ，液态橡胶１７０１１３ ，橡胶水１７０１１４
生胶Ｃ１７０００１ ，固体古马隆Ｃ１７０００２
※再
注：１． 液态橡胶，橡胶水与０１１５ 商品类似；
２． 生
橡胶或半成品橡胶与１７０３ 第（一）部分商品类似。
１７０２

非金属密封减震制品

橡皮圈１７０００４ ，密封环１７０００９ ，防水圈１７０００９ ，拧瓶盖用橡胶带１７００１２ ，挡风条
１７００１３ ，挡
风雨条１７００１３ ，挡风雨条材料１７００１５ ，橡皮塞子１７００１８ ，橡胶制瓣阀１７００１９ ，橡
胶制减震缓冲器１７００２１ ，管道垫圈１７００３０ ，管道接头垫圈１７００３０ ，离合器垫１７００３９ ，填缝材
料１７００４０ ，补漏用化学合成物１７００４２ ，垫片（密封垫）１７００４３ ，填充垫圈１７００４３ ，密封物
１７００４３ ，部
分加工的刹车衬垫材料１７００４８ ，封泥１７００６６ ，非金属制管套筒１７００６７ ，非金属制
管套１７００６７ ，保护机器零件用橡胶套１７００６８ ，接头用密封物１７００６９ ，橡胶或硬纤维垫圈
文具用、非医用、非家用胶带１７００８５ ，压缩空气管道用非金属附件１７００８６ ，管道用
１７００７６ ，非
非金属加固材料１７００８９ ，非文具、非医用、非家用自粘胶带１７００９２ ，橡皮挡块１７００９３
１１８

※

高压锅圈Ｃ１７０００４ ，胶衬Ｃ１７０００５ ，胶套Ｃ１７０００６ ，胶壳Ｃ１７０００７ ，石棉油盘

根Ｃ１７０００８

注：补漏用化学合成物与０１１５ 商品类似。
１７０３

橡胶，树脂，纤维制品

（一）半加工醋酸纤维素１７０００１ ，丙烯酸树脂（半成品）１７０００２ ，生橡胶或半成品橡胶
１７００１７ ，橡
胶绳１７００３１ ，硬橡胶１７００３６ ，非纺织用弹性线１７００３８ ，非纺织用弹性纱１７００３８ ，
硫化纤维１７００４６ ，塑料焊丝１７００４７ ，焊接用塑料线１７００４７ ，非包装用再生纤维箔１７００５３ ，非
包装用再生纤维片１７００５３ ，人造树脂（半成品）１７００７５ ，合成树脂（半成品）１７００７５ ，橡胶或
硫化纤维制阀１７００８２ ，非包装用粘胶纤维纸１７００８３ ，非纺织用橡胶线１７００９５ ，非纺织用碳
纤维１７００９６ ，半加工塑料物质１７００９７ ，硬橡胶铸模１７０１００ ，非纺织用塑料纤维１７０１０２ ，非纺
织用塑料线１７０１０５ ，过滤材料（未加工泡沫或塑料膜）１７０１０６ ，翻新轮胎用橡胶材料
１７０１０９ ，插
花用泡沫支撑物（半成品）１７０１１２
成品海绵Ｃ１７００１４ ，有机玻璃Ｃ１７００１５
※半
（二）汽缸接头１７００３３ ，管道用非金属接头１７００７３
料管Ｃ１７０００９ ，塑料板Ｃ１７００２４ ，塑料杆Ｃ１７００２５ ，塑料条Ｃ１７００２６
※塑

（三）非包装用塑料膜１７００７２ ，农业用塑料膜１７０１１１ ，窗户用防强光薄膜（染色

膜）１７０１１５
用地膜Ｃ１７００１３ ，电控透光塑料薄膜Ｃ１７００１６
※农

（四）※ 橡胶榔头Ｃ１７００１０ ，贮气囊Ｃ１７００１１ ，渔业用浮球Ｃ１７００１２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第（四）部分各商品之间互不类似；
橡胶或半成品橡胶与１７０１ 商品类似；
２． 生
料管，管道用非金属接头与１７０４ 浇水软管，非金属软管，纺织材料制软管，运
３． 塑
载工具散热器用连接软管；与１９０９ 第（一）部分第一、二自然段类似；
料管，塑料板，塑料杆，塑料条与１９０９ 建筑用塑料管，建筑用塑料板，建筑用塑
４． 塑
料杆，建筑用塑料条类似。
１１９

１７０４

软管

浇水软管１７０００６ ，非金属软管１７００２２ ，纺织材料制软管１７００２５ ，帆布水龙带１７００６５ ，运
载工具散热器用连接软管１７００７４

注：１． 浇水软管，非金属软管，纺织材料制软管，运载工具散热器用连接软管与１７０３ 塑
料管，管道用非金属接头；与１９０９ 第（一）部分第一、二自然段类似；
布水龙带与０９１６ 消防水龙带类似。
２． 帆
１７０５

保温、隔热、隔音材料

（一）石棉防火幕１７０００３ ，石棉石板１７０００５ ，保温用非导热材料１７００１６ ，防热辐射合成
物１７００２４ ，锅炉隔热材料１７００２６ ，石棉鞋底１７００２７ ，石棉板１７００３５ ，石棉毡１７００４４ ，建筑防
潮材料１７００５８ ，石棉纸１７００７１ ，石棉遮盖物１７００７８ ，石棉织物１７００７９ ，石棉布１７００８０ ，石棉
包装材料１７００８１ ，石棉厚纸板１７００８７ ，石棉纤维１７００８８ ，石棉１７００９１
隔音材料１７０００８ ，隔音用树皮板１７００３７
棉绳、线、带、橡胶石棉Ｃ１７００１７ ，石棉粉Ｃ１７００１８ ，玻璃纤维保温板和管Ｃ１７００１９ ，
※石
防水隔热粉Ｃ１７００２０
（二）防污染的浮动障碍物１７０１０８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水隔热粉与０２０５ 防水粉（涂料）类似；
２． 防
棉包装材料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１７０７ 石棉包装材料交叉检索。
３． 石
１７０６

绝缘用材料及其制品

绝缘材料１７００２３ ，电容器纸１７００２９ ，电介质（绝缘体）１７００３４ ，绝缘毡１７００４５ ，绝缘手套
１７００４９ ，变
压器用绝缘油１７００５１ ，绝缘油１７００５２ ，绝缘纸１７００５５ ，绝缘织物１７００５６ ，绝缘清
漆１７００５７ ，绝缘用金属箔１７００５９ ，绝缘漆１７００６０ ，矿渣棉（绝缘体）１７００６１ ，矿棉（绝缘体）
缘用玻璃棉１７００６３ ，未加工或部分加工云母１７００７０ ，铁路轨道绝缘物１７００８４ ，电
１７００６２ ，绝
缆绝缘体１７００９４ ，电网用绝缘体１７００９８ ，绝缘体１７００９９ ，绝缘用玻璃纤维１７０１０３ ，绝缘用玻
１２０

璃纤维织物１７０１０４ ，绝缘胶布和绝缘带１７０１０７ ，绝缘胶带１７０１０７ ，绝缘灰浆１７０１１０ ，绝缘耐
火材料１７０１１６
缘电瓷Ｃ１７００２１ ，绝缘涂料Ｃ１７００２２
※绝
注：绝缘耐火材料与１９０７ 商品类似。
１７０７

包装、填充用材料（包括橡胶、塑料制品）

防水包装物１７００１１ ，橡胶或塑料制填充材料１７００１４ ，橡胶或塑料填料１７００１４ ，包装用
棉绒（堵缝）１７００３２ ，膨胀接合填料１７００４１ ，包装用橡胶袋（信封、小袋）１７００７７ ，橡胶或塑料
制（填充或衬垫用）包装材料１７０１０１
１７０８

※

单一商品

封拉线（卷烟）Ｃ１７００２３

１２１

第十八类
皮革和人造皮革，不属别类的皮革和人造皮革制品；毛皮；箱子和旅行袋；雨伞和阳伞；
手杖；鞭和马具。
【注释】
第十八类主要包括皮革、人造皮革、不属别类的旅行用品和马具。
本类尤其不包括：
—
—
—服装、鞋、帽（查阅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商品分类表）。
１８０１

皮革和人造皮革，裘皮

动物皮１８０００２ ，金箔加工用肠膜１８０００８ ，皮板１８００２２ ，鞣制过的皮１８００３２ ，背皮（兽皮
的一部分）１８００３８ ，半加工或未加工皮革１８００３９ ，仿皮革１８００４２ ，家畜皮１８００８８ ，非清洁用
麂皮１８００９４
生毛皮１８０００２ ，小山羊皮１８００２７ ，软毛皮（仿皮制品）１８００６３ ，裘皮１８００６７ ，毛皮１８００６７
注：本类似群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１８０３ 商品交叉检索。
１８０２

不属别类的皮革、人造皮革制品，箱子及旅行袋，日用革制品

（一）（女式）钱包１８００１０ ，乐谱盒１８００１３ ，猎物袋（打猎用具）１８００１９ ，书包１８００２０ ，卡
片盒（皮夹子）１８００２１ ，皮制帽盒１８００２３ ，旅行箱１８００２９ ，抱婴儿用吊袋１８００４４ ，皮革工具袋
（空的）１８００４７ ，弹簧用皮套１８００５２ ，背包１８００５８ ，手提包骨架１８００６５ ，钱包（钱夹）１８００６９ ，
带轮购物袋１８００７０ ，购物袋１８００７１ ，公文箱１８００７３ ，爬山用手提袋１８００７４ ，野营手提袋
１８００７５ ，海
滨浴场用手提袋１８００７６ ，手提包１８００７７ ，旅行包１８００７８ ，包装用皮袋（信封、小
袋）１８００７９ ，包装用皮革封套１８００７９ ，包装用皮袋１８００７９ ，公文包１８００８３ ，旅行用具（皮件）
１８００８４ ，手
提旅行包（箱）１８００８５ ，手提箱提手１８００８６ ，皮革或皮革板制盒１８００８９ ，链式网眼
钱包１８００９０ ，皮箱或皮纸板箱１８００９１ ，行李箱１８００９２ ，用于装化妆用品的包（空的）１８００９３ ，
硫化纤维盒１８００９８ ，帆布背包１８０１００ ，旅行用衣袋１８０１１１ ，钥匙包１８０１１３ ，购物网袋
１８０１１４ ，手
提箱１８０１１５ ，运动包１８０１１８ ，抱婴儿用吊带１８０１２２ ，婴儿背袋１８０１２３
１２２

※

人造革箱Ｃ１８０００１ ，帆布箱Ｃ１８０００２ ，支票夹（皮革制）Ｃ１８０００８ ，护照夹（皮革

制）Ｃ１８０００９

（二）毛皮制覆盖物１８００３７ ，家具用皮装饰１８００４１ ，家具用皮缘饰１８００４１ ，皮制家具套
１８０１１６ ，皮
制家具罩１８０１１６
褥子Ｃ１８０００３ ，皮床单Ｃ１８０００４ ，皮凉席Ｃ１８０００５ ，皮垫Ｃ１８０００６
※皮

（三）士兵装备用皮带１８００１２ ，皮制系带１８００３１ ，冰鞋系带１８００３５ ，溜冰鞋系带
１８００３５ ，捆
扎用皮带１８００３６ ，皮制带子１８００３６ ，皮线１８００４０ ，皮绳１８００４０ ，皮制下颏带
１８００６２ ，皮
箍带１８００８０ ，皮活门１８００８７ ，皮肩带１８００９６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２． 本
类似群第一部分商品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１４０２ 贵重金属钱包，贵重金属链式
网眼钱包交叉检索；
３． 支
票夹（皮革制），护照夹（皮革制）与１６１１ 支票簿夹，支票夹，护照夹类似，与第
九版及以前版本１６１１ 支票本（支票簿）夹交叉检索；
４． 皮
制家具套，皮制家具罩与２４０７ 家具罩（宽大的），家具遮盖物，塑料家具罩，纺
织品制家具罩类似；
５． 皮
褥子，皮床单、皮凉席与２４０６ 类似；
垫与２０１３ 软垫类似，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２４０７ 坐垫（非纸制），纺织品垫交叉
６． 皮
检索。
１８０３

裘皮

注：本类似群第十版时移入１８０１ 类似群。
１８０４

雨伞及其部件

伞环１８０００３ ，雨伞或阳伞的伞骨１８０００７ ，伞杆１８００１４ ，雨伞或阳伞骨架１８００１８ ，伞
１８００４３ ，伞
套１８００５１ ，女用阳伞１８００６６ ，伞柄１８００６８
１８０５

手杖

铁头登山杖１８０００１ ，登山杖１８０００１ ，手杖１８００１５ ，带凳手杖１８００１６ ，手杖柄１８００６０
１２３

１８０６

动物用具

鞍架１８０００４ ，牵引动物用皮索１８０００５ ，系狗皮带１８０００５ ，马鞍扣栓１８０００６ ，小勒缰
１８００１１ ，动
物嚼子（马具）１８００１７ ，马轭１８００２５ ，马毯１８００２６ ，动物用口套１８００２８ ，动物项圈
１８００３０ ，马
具用带１８００３３ ，马缰绳１８００３３ ，皮带（鞍具）１８００３４ ，马镫橡皮件１８００４５ ，马镫皮
带１８００４６ ，鞭子１８００４９ ，秣囊（草料袋）１８００５０ ，马用护膝１８００５３ ，动物外套１８００５４ ，宠物服
装１８００５４ ，动物用挽具１８００５５ ，眼罩（马具）１８００５６ ，挽绳（马具）１８００５７ ，笼头１８００５９ ，马笼
头１８００５９ ，九尾鞭１８００６１ ，缰绳１８００７２ ，马鞍１８００８１ ，鞍具１８００８２ ，马鞍套１８００９７ ，辔头（马
具）１８０１１２ ，马鞍用垫１８０１１７ ，马镫１８０１１９ ，马具配件１８０１２０ ，马掌１８０１２１

注：本类似群商品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０６１５ 金属马镫，金属马掌，１４０２ 贵重金属马具
配件，１７０８ 非金属马掌交叉检索。
１８０７

制香肠用肠衣１８０００９

１２４

肠衣

第十九类

非金属的建筑材料；建筑用非金属刚性管；柏油，沥青；可移动非金属建筑物；非金
属碑。
【注释】
第十九类主要包括非金属建筑材料。
本类尤其包括：
—
—
—半成品木材（如横梁、板、护板）；
—
—
—胶合板；
—
—
—建筑用玻璃（如平板、玻璃瓦片）；
—
—
—路标用玻璃颗粒；
—
—
—混凝土制信箱。
本类尤其不包括：
—
—
—水泥贮藏或防水用制剂（第一类）；
—
—
—防火制剂（第一类）。
１９０１

半成品木材

木衬条１９００１５ ，屋顶板１９００２１ ，半成品木材１９００２６ ，木材１９００２７ ，建筑用木材１９００２７ ，
胶合板１９００２８ ，成品木材１９００２９ ，制家用器具用木材１９００３０ ，已切锯木材１９００３１ ，铺地木材
１９００３２ ，贴
面板１９００３３ ，镶饰表面的薄板１９００３３ ，胶合木板１９００３４ ，地板条１９００３５ ，木板条
花地板条１９０１０６ ，软木（压缩）１９０１１１ ，狭木板１９０１２５ ，制桶用木板１９０１２５ ，可塑
１９００３５ ，拼
木料１９０１２７ ，制模用木材１９０１２７ ，厚木板（建筑用）１９０１４９ ，铁路用非金属枕木１９０１７６ ，小块
木料（木工用）１９０１８５ ，木屑板１９０１８６ ，建筑用木浆板１９０２０１
维板Ｃ１９０００１ ，树脂复合板Ｃ１９０００２ ，镁铝曲板Ｃ１９０００３ ，木地板Ｃ１９００３５
※纤
注：地板条，拼花地板条，木地板与１９０９ 拼花地板，非金属地板类似。
１９０２

土，沙，石，石料，灰泥，炉渣等建筑用料

板岩粉１９０００８ ，细沙１９００１０ ，制陶器用黏土１９００１１ ，火磨石（砂岩）１９００１２ ，混凝土
１２５

，烧砖用土１９００３９ ，制砖用土１９００３９ ，石灰石１９００４３ ，陶土（原材料）１９００４７ ，筑路或
铺路材料１９００５１ ，石灰１９００５２ ，建筑灰浆１９００５３ ，砂浆１９００５３ ，片岩１９００５９ ，未加工的白垩
１９００７２ ，石
英１９００７３ ，水晶石１９００７３ ，石料１９００９４ ，黏土１９００９６ ，砂砾１９００９９ ，建筑用砂石
１９０１００ ，炉
渣（建筑材料）１９０１０４ ，铺路用道渣１９０１０５ ，碎石１９０１１６ ，建筑用橄榄石１９０１３２ ，
建筑石料１９０１４１ ，矿渣石１９０１４３ ，石灰华１９０１４５ ，石制品１９０１４６ ，砂（铸造砂除外）１９０１６６ ，
硅石（石英）１９０１６８ ，赤土１９０１７２ ，非金属铺路块料１９０２００ ，含钙泥灰土１９０２１１ ，水族池砾石
１９０２３３ ，水
族池用沙１９０２３４ ，块石１９０２３７ ，斑岩（石头）１９０２４４
石板１９０００６ ，屋顶石板片１９０００７ ，花岗石１９００９８ ，大理石１９０１２０ ，人造石１９０１４２
胀珍珠岩Ｃ１９０００４ ，建筑用石粉Ｃ１９０００５
※膨
１９００２３

注：石板，屋顶石板片，花岗石，大理石，人造石与１９０６ 商品类似。
１９０３

石膏

雪花石膏１９０００３ ，熟石膏１９００５４ ，石膏１９０１０２
膏板Ｃ１９０００６
※石
１９０４

水泥

石棉水泥１９０００４ ，水泥 １９００３６ ，熔炉用水泥１９００９２ ，高炉用水泥１９００９３ ，镁氧水

泥１９０１１８

１９０５

水泥预制构件

混凝土建筑构件１９００２４ ，水泥板１９００５７ ，水泥柱１９００５８ ，混凝土用非金属模板１９０１９８
泥管Ｃ１９０００７ ，水泥电杆Ｃ１９０００８ ，水泥架Ｃ１９０００９ ，石棉水泥板Ｃ１９００１０
※水
注：水泥电杆与１９０９ 电线用非金属杆，非金属电线杆类似。
１９０６

建筑砖瓦

砖１９００３８ ，建筑用嵌砖１９０１２６ ，波形瓦１９０１５１ ，非金属砖瓦１９０１５１ ，建筑用非金属砖瓦
筑用非金属墙砖１９０２１３ ，非金属地板砖１９０２１４ ，非金属地砖１９０２１４
１９０２１３ ，建
１２６

※

石棉水泥瓦Ｃ１９００１１ ，玻璃马赛克Ｃ１９００１２ ，水磨石Ｃ１９００１３ ，瓷砖Ｃ１９００１４

注：本类似群与１９０２ 石板，屋顶石板片，花岗石，大理石，人造石类似。
１９０７

非金属耐火材料及制品

石棉灰泥１９０００５ ，耐火黏土１９００４８ ，熟耐火黏土１９００４８ ，防火水泥涂层１９００５６ ，非金属
耐火建筑材料１９０２４２
火砂Ｃ１９００１５ ，耐火纤维Ｃ１９００１６ ，硅酸铝耐火纤维Ｃ１９００１７ ，耐火砖、瓦
※耐
Ｃ１９００１８ ，陶
瓷纤维棉、毡Ｃ１９００１９ ，矽砂Ｃ１９００２０ ，矽砂火泥Ｃ１９００２１ ，黏土火泥Ｃ１９００２２ ，
镁泥Ｃ１９００２３ ，炉用耐火材料（电炉瓷盘）Ｃ１９００２４
注：本类似群与１７０６ 绝缘耐火材料类似。
１９０８

柏油，沥青及制品

柏油１９００１３ ，铺路沥青１９００１４ ，沥青１９００１７ ，建筑用焦油条１９００１８ ，建筑用沥青制成物
１９００２５ ，沥
青（人造沥青）１９００３７ ，建筑用纸板（涂柏油的）１９００４６ ，屋顶用沥青涂层１９００８２ ，
建筑用油毡１９００９０ ，煤焦油沥青１９００９７ ，路面敷料１９０１６１ ，沥青（焦油沥青）１９０１７１
膏Ｃ１９００２６ ，防水卷材Ｃ１９００２７
※油
１９０９

非金属建筑材料及构件（不包括水泥预制构件）

（一）非金属雨水管１９００７５ ，非金属水管１９００７６ ，非金属分岔管１９００８０ ，非金属硬管
（建筑用）１９０１７８ ，非金属排水管１９０２２０ ，非金属压力水管１９０２３２ ，通风和空调设备用非金
属管１９０２３５ ，
筑用塑料管Ｃ１９００３３ ，铝塑复合管Ｃ１９００４２
※建
屋脊１９０００９ ，栏杆１９００１６ ，非金属折门１９００２２ ，非金属檐槽１９００４４ ，建筑用卡纸板
１９００４５ ，建
筑用纸板１９００４５ ，壁炉台１９００４９ ，建筑用非金属框架１９００５０ ，非金属烟囱
１９００５５ ，非
金属隔板１９００６０ ，建筑用纸１９００６２ ，非金属檐口１９００６４ ，非金属檐板嵌条
１９００６５ ，非
金属制屋顶防雨板１９００６６ ，非金属角铁１９００６７ ，非金属窗１９００６８ ，非金属门
金属检修孔盖１９００７０ ，非金属制屋顶覆盖物１９００７１ ，非金属楼梯踏板１９００７４ ，非
１９００６９ ，非
金属、非塑料制水管阀１９００７７ ，非金属脚手架１９００７８ ，电线用非金属杆１９００７９ ，非金属梁
１２７

，非金属支架１９００８６ ，建筑用玻璃板（窗）１９００９５ ，砂石管１９０１０１ ，非金属固定百叶窗
１９０１０３ ，非
金属和非纺织品制遮帘（室外）１９０１０７ ，非金属板条１９０１０９ ，拼花地板１９０１１２ ，非
金属楼梯基（楼梯部件）１９０１１３ ，非金属楣１９０１１４ ，建筑用非金属门廊１９０１２３ ，建筑用非金
属嵌条１９０１２８ ，墙用非金属包层（建筑）１９０１３０ ，建筑用非金属盖板１９０１３１ ，非金属百叶窗
１９０１３３ ，非
金属围栏１９０１３４ ，非金属栅栏１９０１３５ ，非金属桩１９０１３６ ，非金属板柱１９０１３６ ，墙
用非金属衬料（建筑）１９０１３８ ，（鸟的）栖木１９０１４０ ，非金属地板１９０１４７ ，非金属天花板
１９０１４８ ，建
筑用非金属包层１９０１５０ ，建筑用非金属遮盖物１９０１５０ ，建筑用非金属覆盖层
１９０１５０ ，建
筑用非金属衬板１９０１５０ ，建筑用非金属外表面１９０１５０ ，非金属大门１９０１５３ ，非金
属门板１９０１５４ ，非金属电线杆１９０１５５ ，非金属搁栅１９０１５７ ，预制非金属台１９０１５８ ，非金属槛
１９０１６２ ，建
筑用芦饰１９０１６３ ，非金属屋顶１９０１７３ ，非金属棚架１９０１７７ ，非金属竖铰链窗
１９０１７９ ，彩
绘玻璃窗１９０１８２ ，非金属护壁板１９０１８９ ，建筑用非金属加固材料１９０１９１ ，非金属
建筑材料１９０１９７ ，非金属柱１９０２０６ ，非金属窗框１９０２０８ ，非金属门框１９０２０９ ，非金属门框架
１９０２０９ ，温
室用非金属架１９０２１０ ，非金属园艺格架１９０２１０ ，非金属烟囱罩１９０２１２ ，非金属烟
囱管帽１９０２１６ ，非金属烟筒接长部件１９０２１７ ，非金属烟囱柱１９０２１８ ，非金属铺路平板
１９０２１９ ，非
金属板１９０２１９ ，非金属或非塑料排水阱（阀）１９０２２１ ，非金属楼梯１９０２２２ ，建筑用
非金属嵌板１９０２２３ ，凝结的甘蔗渣（建筑材料）１９０２３１ ，土隔膜１９０２３６ ，乙烯基壁板１９０２３８ ，
非金属防昆虫纱窗１９０２３９ ，太阳能电池组成的非金属屋顶板１９０２４０ ，非金属垫路板
１９０２４１ ，非
金属制街道排水沟１９０２４５
棉制品（建筑用）Ｃ１９００２８ ，玻璃用建筑材料（不包括卫生设备）Ｃ１９００２９ ，玻璃钢制
※岩
门、窗Ｃ１９００３０ ，玻璃钢制天花板Ｃ１９００３１ ，玻璃钢建筑构件Ｃ１９００３２ ，塑钢门窗Ｃ１９００３８ ，
建筑用塑料板Ｃ１９００３９ ，建筑用塑料杆Ｃ１９００４０ ，建筑用塑料条Ｃ１９００４１ ，塑料地板
胶地板Ｃ１９００４４
Ｃ１９００４３ ，橡
１９００８３

（二）非金属铸模１９００９１ ，发光板材１９０１１５ ，发光铺筑材料１９０１１５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２． 建
筑用塑料管，建筑用塑料板，建筑用塑料杆，建筑用塑料条与１７０３ 塑料管，塑
料板，塑料杆，塑料条类似；
花地板，非金属地板与１９０１ 地板条，拼花地板条，木地板类似；
３． 拼
金属地板，塑料地板，橡胶地板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２７０３ 塑料或橡胶地板块，
４． 非
塑料或橡胶地板革，塑料或橡胶地板砖类似；
５． 电
线用非金属杆，非金属电线杆与１９０５ 水泥电杆类似；
塑复合管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０６０３ 铝塑复合管（以铝为主），１７０３ 铝塑复合
６． 铝
１２８

７．

８．

９．

管交叉检索；
塑钢门窗与０６０３ 金属门，金属固定百叶窗，室外金属百叶窗，金属百叶窗，金属
大门，金属竖铰链窗，金属窗等金属制门窗类似；
第（一）部分第一、二自然段与１７０３ 塑料管，管道用非金属接头，１７０４ 浇水软管，
非金属软管，纺织材料制软管，运载工具散热器用连接软管类似；
非金属垫路板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２００３ 非金属狭道板交叉检索。
１９１０

非金属建筑物

非金属广告栏１９０００１ ，棚屋１９００１９ ，集市棚屋１９００２０ ，非金属电话间１９００４１ ，非金属电
话亭１９００４１ ，水下建筑工程用沉箱１９００４２ ，非金属建筑物１９００６１ ，猪圈１９００８４ ，牲畜棚
１９００８５ ，非
金属火箭发射台１９０１０８ ，可移动的非金属建筑物１９０１１９ ，合成材料制成的路标板
和路标条１９０１２２ ，非金属桅杆１９０１２４ ，不发光、非机械的非金属信号板１９０１３７ ，溜冰场（非
金属结构）１９０１３９ ，非金属跳水板１９０１５２ ，非金属鸡房１９０１５６ ，（贮液或贮气用）砖石容器
１９０１６０ ，不
发光、非机械的非金属路牌１９０１６４ ，不发光、非机械的非金属标志１９０１６５ ，可移动
的非金属温室１９０１６７ ，非金属地下仓库１９０１６９ ，凉亭（非金属结构）１９０１７５ ，鸟舍（非金属结
构）１９０１８４ ，非金属下锚柱１９０１８７ ，船只停泊用非金属浮动船坞１９０１８８ ，水族池（建筑物）
１９０１９０ ，鸟
食台（非金属结构）１９０１９４ ，不发光非金属信号台１９０１９５ ，游泳池（非金属结构）
１９０１９６ ，非
金属制自行车停放装置１９０１９９ ，非金属简易小浴室１９０２０３ ，喷漆用非金属间
１９０２０５ ，公
路防撞用非金属护栏１９０２２７ ，砖石信箱１９０２２８ ，预制房（成套组件）１９０２４３
１９１１

建筑用玻璃及玻璃材料

磨沙玻璃１９０００２ ，建筑玻璃１９００６３ ，路标用玻璃颗粒１９０１２１ ，隔热玻璃（建筑）１９０１８０ ，
窗玻璃（运载工具窗玻璃除外）１９０１８１ ，建筑用窗玻璃１９０１８３ ，安全玻璃１９０１９２
膜玻璃Ｃ１９００３４
※镀

注：本类似群与２１１３ 彩饰玻璃，乳白玻璃，乳色玻璃，运载工具用窗玻璃（半成品），不
碎玻璃，钢化玻璃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２１１３ 车窗玻璃（半成品）交叉检索。
１９１２

建筑用涂层

涂层（建筑材料）１９０１２９
１２９

注：本类似群与０２０５ 商品类似。
１９１３

建筑用粘合料

煤砖粘合料１９００４０ ，砖粘合料１９００４０ ，修路用粘合材料１９０１１０
１９１４

非金属雕塑品

石、混凝土或大理石像１９０１７０ ，石、混凝土或大理石艺术品１９０１９３ ，石、混凝土或大理石
半身雕塑像１９０２０２ ，石、混凝土或大理石小塑像１９０２２４ ，石、混凝土或大理石小雕像１９０２２４
１９１５

棺椁墓碑

墓穴用非金属围栏１９００８１ ，非金属墓碑标牌１９００８８ ，非金属纪念标牌１９００８９ ，非金属
纪念碑１９０１１７ ，墓碑１９０１４４ ，墓石１９０１４４ ，非金属墓１９０１７４ ，非金属墓穴１９０２１５ ，非金属墓
（纪念物）１９０２２５ ，非金属墓碑柱１９０２２６

１３０

第二十类

家具，镜子，相框；不属别类的木、软木、苇、藤、柳条、角、骨、象牙、鲸骨、贝壳、琥珀、珍
珠母、海泡石制品，这些材料的代用品或塑料制品。
【注释】
第二十类主要包括家具及其部件和不属别类的塑料制品。
本类尤其包括：
—
—
—金属家具和野营用家具；
—
—
—床上用品（如床垫、弹簧垫、枕头）；
—
—
—镜子及陈设或梳妆用镜；
—
—
—非金属牌照；
—
—
—非金属、非混凝土制信箱。
本类尤其不包括：
—
—
—某些按其功能或用途分类的特种镜子（查阅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商品分类表）；
—
—
—实验室用特种家具（第九类）；
—
—
—医用特种家具（第十类）；
—
—
—床单和枕套（第二十四类）；
—
—
—鸭绒被（第二十四类）。
２００１

家具

碗柜２０００１４ ，药柜２０００１５ ，凳子（家具）２０００２０ ，婴儿玩耍用携带式围栏２０００２２ ，婴儿床
２０００２３ ，婴
儿摇床２０００２３ ，摇篮２０００２３ ，图书馆书架２０００２４ ，床架（木制）２０００２６ ，瓶架
２０００３１ ，餐
具柜２０００３４ ，书桌２０００３６ ，办公家具２０００３７ ，服装架２０００３８ ，家具２０００４１ ，索引卡
片柜（家具）２０００４３ ，文件柜２０００４４ ，椅子（座椅）２０００５０ ，座椅２０００５０ ，安乐椅２０００５１ ，头靠
（家具）２０００５２ ，帽架２０００５３ ，陈列架２０００５７ ，衣架２０００５９ ，档案架（家具）２０００６２ ，扶手椅
２０００６３ ，有
抽屉的橱２０００６６ ，柜台（台子）２０００６７ ，桌子２０００７０ ，床垫２０００７９ ，有小脚轮的
茶具台２０００８２ ，制图员用桌２０００８３ ，长沙发２０００８５ ，细木工家具２０００８８ ，学校用家具
字机架２０００９５ ，打字台２０００９５ ，床 ２００１０２ ，搁物架（家具）２００１０８ ，花架（家具）
２０００９４ ，打
２００１１５ ，花
盆台座２００１１６ ，枪架２００１１８ ，非金属盛肉柜２００１２２ ，砧板（桌子）２００１２６ ，衣服罩
１３１

（衣柜）２００１２９ ，金属家具２００１３２ ，报纸陈列架２００１３４ ，杂志架２００１３５ ，盥洗台（家具）
２００１３７ ，医
院用病床２００１３８ ，讲稿小搁台２００１４１ ，衣帽架２００１４４ ，立式书桌２００１５２ ，伞搁架
２００１６４ ，屏
风（家具）２００１６５ ，书架２００１７２ ，写字台２００１８０ ，金属座椅２００１８２ ，沙发２００１８３ ，长
靠椅２００１８４ ，弹簧床垫２００１８５ ，金属桌２００１８８ ，梳妆台２００１８９ ，贮存架２００１９１ ，带锁小柜
２００１９２ ，折
叠式躺椅２００１９４ ，支架（家具）２００１９６ ，餐具架２００１９８ ，陈列柜（家具）２００２００ ，计
算机架２００２１２ ，送餐车（家具）２００２２２ ，按摩用床２００２２９ ，非医用水压床２００２３０ ，非医用水床
２００２３０ ，
搁脚凳２００２３５ ，板凳２００２３５ ，理发座椅２００２４１ ，衣服罩（储藏用）２００２５２ ，手推车（家
具）２００２５４ ，婴儿用高椅２００２５７ ，婴儿学步车２００２５８ ，装有脚轮的计算机架（家具）２００２６６ ，
阅书架（家具）２００２７０ ，毛巾橱（家具）２００２７６ ，婴儿尿布更换台２００２７８ ，装在墙上的尿布更
换台２００２７８
图桌Ｃ２００００１ ，美容柜（家具）Ｃ２００００２ ，电视机架Ｃ２００００３ ，音响支架（家具）
※绘
Ｃ２００００４ ，茶
几Ｃ２００００６ ，琴凳Ｃ２００００７ ，摇椅Ｃ２０００４０

注：１． 手推车（家具）与１２０６ 手推车类似；
２． 医
院用病床，按摩用床与１００４ 医用床类似；
３． 陈
列架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６１１ 金属陈列架交叉检索；
４． 婴
儿学步车与１２０６ 婴儿车，折叠式婴儿车，轻便婴儿车类似；
５． 婴
儿玩耍用携带式围栏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２００３ 婴儿玩耍用携带式围栏交叉
检索；
６． 本
类似群商品与２０１２ 木制家具隔板，桌面，家具门类似。
２００２

非金属容器及附件

滗析葡萄酒用木桶２０００１７ ，鱼篮２０００２１ ，装卸用非金属货盘２０００５４ ，液态燃料用非金
属容器２０００６５ ，非金属容器（存储和运输用）２０００６８ ，非金属浮动容器２０００６９ ，非金属盘
金属大桶２０００８１ ，塑料包装容器２００１００ ，非金属桶２００１１９ ，板条箱２００１２８ ，带盖
２０００７２ ，非
的篮２００１４３ ，运输用非金属货盘２００１４５ ，搬运用非金属货盘２００１４６ ，面包师用面包筐
２００１６３ ，
非金属、非砖石蓄水池２００１７４ ，非金属、非砖石容器（贮液或贮气用）２００１７４ ，搅拌灰
浆用非金属槽２００２０６ ，非金属箱２００２０７ ，非金属琵琶桶２００２１０ ，木制或塑料制箱２００２２８ ，装
瓶用木箱２００２３８ ，非金属筐２００２４３ ，非金属、非砖石制信箱２００２４４ ，装玩具用盒２００２５６
软木瓶塞２０００２９ ，软木塞２０００３０ ，桶用非金属活嘴２０００４２ ，木桶板２０００８７ ，容器用非金
属盖２００１１２ ，非金属桶架２００１２０ ，非金属桶箍２００２１１ ，桶用非金属塞２００２１３ ，非金属密封盖
金属塞２００２１４ ，非金属瓶盖２００２１９ ，非金属瓶塞２００２２０ ，瓶用非玻璃、非金属、非
２００２１４ ，非
１３２

橡胶塞子２００２２０
金属、非砖石信箱Ｃ２００００８ ，塑料周转箱Ｃ２００００９ ，玻璃钢容器Ｃ２０００１０
※非
注：１． 本类似群根据原料、用途与２１０１ 商品判断类似；
２． 带
盖的篮，非金属筐与２００５ 竹篮类似；
３． 面
包师用面包筐与２１０１ 面包篮（家用），面包箱类似；
金属桶，非金属大桶与２１０６ 水桶，提桶类似。
４． 非
２００３

不属别类的工业、建筑配件

缆绳或管子用塑料夹２０００１６ ，纱线、丝线、绳子等的绕线木轴２０００２５ ，刷子托座
２０００３３ ，家
用炉隔屏２０００４６ ，火炉栏２０００４６ ，铁路货车用非金属载量规杆２０００５５ ，软木条
２０００７３ ，非
金属刀柄２０００７５ ，木或塑料梯２０００９２ ，乘客登乘用可移动非金属梯２０００９３ ，洗涤
槽用可拆卸的垫２０００９９ ，洗涤槽用可拆卸的垫或罩２０００９９ ，软管用非机械、非金属绕轴
２００１０３ ，软
管用非机械、非金属卷轴２００１０４ ，楼梯地毯固定杆２００１０５ ，工作台２００１０６ ，非金
属镰刀柄２００１１１ ，旗杆２００１２７ ，非金属工具柄２００１４２ ，非金属台阶（梯子）２００１４７ ，非金属帐
篷桩２００１６８ ，非金属阀（非机器零件）２００１８６ ，挂钥匙用钥匙板２００１９７ ，非金属扫帚柄
２００２０８ ，非
金属制钳工台２００２０９ ，缆绳用非金属夹２００２２４ ，塑料排水阱（阀）２００２３１ ，塑料水
管阀２００２３６ ，非金属系船浮标２００２５１ ，锯台２００２６３
金属球阀Ｃ２０００１１ ，塑料线卡Ｃ２０００１２ ，电缆、电线塑料槽Ｃ２０００１３
※非
２００４

镜子、画框及部件

镀银玻璃（镜子）２０００１３ ，相框边条２００１９０ ，画框边条２００１９０ ，镜子（玻璃镜）２００１９３ ，相
框２００２２５ ，画框２００２２５ ，相框托架２００２２６ ，画框托架２００２２６ ，画框挂杆２００２２６ ，镜砖２００２６１ ，
手持镜子（化妆镜）２００２７４
２００５

不属别类的竹、藤、棕、草制品

竹子２０００１９ ，绣花绷子２０００３２ ，个人用扇（非电动）２００１１０ ，藤２００１３３ ，草编织物（草席
除外）２００１６０ ，稻草编辫状物２００１６１ ，镶边用稻草２００１６２ ，芦苇（编织用料）２００１７８ ，柳条制
品２００１９９ ，竹帘２００２５５ ，扁担２００２６５
编制品（不包括帽、席、垫）Ｃ２０００１４ ，藤编制品（不包括鞋、帽、席、垫）Ｃ２０００１５ ，棕
※竹
１３３

编制品（包括棕箱，不包括席、垫）Ｃ２０００１６ ，草编制品（不包括鞋、帽、席、垫）Ｃ２０００１７ ，柳条
提篮编织物Ｃ２０００１８ ，竹工艺品Ｃ２０００１９ ，竹木工艺品Ｃ２０００２０ ，竹篮Ｃ２０００２１
注：１． 竹木工艺品与２００６ 软木工艺品类似；
２． 竹
篮与２００２ 非金属筐，带盖的篮类似。
２００６

未加工或半加工的骨、角、牙、介及不属别类的工艺品

黄琥珀２００００５ ，动物标本２００００６ ，动物爪２０００１０ ，未加工的或半加工鲸须２０００１８ ，兽角
２０００３５ ，动
物角２０００３５ ，仿制玳瑁壳２０００４５ ，牡鹿角２０００４９ ，蜡像２０００６０ ，裁缝用人体模型
２０００６４ ，人
体模型２０００６４ ，珊瑚２０００７１ ，未加工或半加工的动物角２０００７４ ，象牙棕榈
２０００７６ ，玳
瑁壳２０００８９ ，牡蛎壳２０００９０ ，海泡石烟斗２０００９８ ，未加工或半加工象牙２００１３１ ，
风铃状装饰品２００１５１ ，珍珠母（未加工或半加工的）２００１５３ ，鸟类标本２００１５６ ，装饰珠帘
２００１６７ ，兽
蹄２００１７９ ，动物蹄２００１７９ ，木、蜡、石膏或塑料像２００１８７ ，人造琥珀条２００２０３ ，人
造琥珀板２００２０４ ，木、蜡、石膏或塑料艺术品２００２０５ ，木、蜡、石膏或塑料制半身雕像
２００２２３ ，贝
壳２００２３３ ，木、蜡、石膏或塑料小雕像２００２３９ ，风铃（装饰）２００２６８
加工或半加工角、牙、介制品Ｃ２０００２２ ，漆器工艺品Ｃ２０００２３ ，羽兽毛工艺品
※未
Ｃ２０００２４ ，软
木工艺品Ｃ２０００２５ ，麦秆工艺品Ｃ２０００２６ ，水晶画Ｃ２０００２７ ，树皮画Ｃ２０００２８ ，泥
塑工艺品Ｃ２０００２９ ，玻璃钢工艺品Ｃ２０００３０ ，树脂工艺品Ｃ２０００３１ ，树脂小雕像Ｃ２０００３７ ，具
有造型的手提电话（装饰）Ｃ２０００３８
注：软木工艺品与２００５ 竹木工艺品类似。
２００７

非金属牌照

展示板２００００２ ，树或植物的支桩２０００９１ ，木制或塑料制招牌２０００９６ ，非金属车牌
２００１３０ ，非
金属身份牌２００１５４ ，不发光非金属门牌２００１５５ ，木头或塑料标志牌２００２５３ ，可充
气广告物２００２５９ ，塑料钥匙卡（未编码的）２００２６０
２００８

食品用塑料装饰品２００００３
１３４

食品用塑料装饰品

２００９

禽、畜等动物用制品

蜂箱２００００１ ，蜂箱用巢础２００００４ ，家养宠物用床２００００７ ，家养宠物栖息箱２００００８ ，家养
宠物窝２００００９ ，人造蜂房２０００３９ ，蜂箱用蜂房２０００３９ ，蜂箱用木格子２０００４０ ，狗窝２０００５８ ，
栖息箱２００１０９ ，巢箱２００１０９ ，饲料架２００１１７ ，蜂房２００１５０ ，猫用磨爪杆２００２６４ ，宠物靠
垫２００２７１
注：本类似群与２１１４ 第（一）部分商品类似。
２０１０

医院用非金属制身份鉴别手环

医院用非金属制身份鉴别手环２００２２１

注：本类似群与０６１８ 医院用金属制身份鉴别手环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６１８ 医院
用的金属身份证明手镯交叉检索。
２０１１

非金属棺材及附件

棺材２０００４７ ，棺材用非金属附件２０００４８ ，骨灰盒２００２６７
板棺材Ｃ２０００３２
※纸
２０１２

非金属家具附件

装饰用木条２０００２７ ，非金属挂衣钩２０００８０ ，挂衣杆用非金属钩２０００８０ ，非金属制固定
式毛巾分配器２０００８４ ，家具用非金属附件２００１１３ ，床用非金属附件２００１２４ ，床用非金属脚
轮２００１３９ ，木制家具隔板２００１４８ ，家具用非金属脚轮２００１４９ ，非金属的衣服挂钩２００１６６ ，桌
面２００１６９ ，家具门２００１７０ ，家具的塑料缘饰２００１７３ ，球形非金属把手２００２７７

注：１． 木制家具隔板，桌面，家具门与２００１ 商品类似；
形非金属把手与２０１４ 非金属门把手，门用非金属附件类似，与第九版２１０３ 球
２． 球
形瓷把手交叉检索，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２１０３ 瓷制门把手交叉检索。
１３５

２０１３

垫，枕

垫褥（亚麻制品除外）２０００７７ ，软垫２０００７８ ，枕头２００１５７ ，非医用气枕２００１５８ ，草垫
２００１５９ ，垫
枕２００１９５ ，非医用气垫２００２０１ ，非医用气褥垫２００２０２ ，野营睡袋２００２３４ ，婴儿游
戏围栏用垫２００２７５ ，婴儿更换尿布用垫２００２７９
绒枕头Ｃ２０００３３ ，玉枕Ｃ２０００３４ ，磁疗枕Ｃ２０００３５
※羽

注：１． 枕头，羽绒枕头与２４０６ 枕套，床单和枕套类似；
２． 软
垫与１８０２ 皮垫类似，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２４０７ 坐垫（非纸制），纺织品垫交叉
检索；
营睡袋与２４０６ 睡袋（被子替代物）类似。
３． 野
２０１４

非金属紧固件及门窗附件

窗帘环２０００１１ ，非金属合页２０００５６ ，非金属螺母２０００９７ ，非纺织品制窗帘圈２００１０１ ，窗
帘滚轴２００１２１ ，窗用非金属附件２００１２３ ，门用非金属附件２００１２５ ，室内百叶帘２００１３６ ，非金
属闩２００１４０ ，窗帘轨２００１７１ ，窗帘杆２００１７５ ，窗帘钩２００１７６ ，窗帘扣２００１７７ ，运载工具用非
金属锁２００１８１ ，非金属螺丝２００２１５ ，非金属铆钉２００２１６ ，非金属钉２００２１７ ，非金属销钉
２００２１７ ，非
金属销栓２００２１７ ，非金属螺栓２００２１８ ，缆绳用非金属接线螺钉２００２２４ ，非金属膨
胀螺栓２００２３２ ，非金属锁（非电）２００２４０ ，非金属杆２００２４２ ，窗帘用塑料滑轮２００２６２ ，木编织
百叶窗帘（家具）２００２６９ ，室内百叶窗帘（家具）２００２７２ ，非金属门把手２００２７３ ，非金属门插
销２００２８０ ，纸制百叶窗帘２００２８１ ，室内纺织品制百叶窗帘２００２８２

注：非金属门把手，门用非金属附件与２０１２ 球形非金属把手类似，与第九版２１０３ 球形
瓷把手交叉检索，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２１０３ 瓷制门把手交叉检索。

１３６

第二十一类

家用或厨房用器具和容器；梳子和海绵；刷子（画笔除外）；制刷材料；清洁用具；钢丝
绒；未加工或半加工玻璃（建筑用玻璃除外）；不属别类的玻璃器皿、瓷器和陶器。
【注释】
第二十一类主要包括家庭和厨房用小型手动器具以及盥洗室用具、玻璃器皿和瓷器。
本类尤其包括：
—
—
—家庭和厨房用器具及容器，如：厨房用具，桶，用铁、铝、塑料或其他材料制成的盆，
以及小型手动的切碎机、研磨机、压榨机等；
—
—
—电梳；
—
—
—电牙刷；
—
—
—碗碟架和饮料瓶架（餐具）。
本类尤其不包括：
—
—
—某些玻璃制品、瓷器和陶器（查阅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商品分类表）；
—
—
—清洁制剂、肥皂等（第三类）；
—
—
—小型电动的切碎机、研磨机、压榨机等（第七类）；
—
—
—剃刀及剃毛装置、修剪刀（手工器具）、修指甲和修脚的金属器具（第八类）；
—
—
—电烹饪器具（第十一类）；
—
—
—梳妆镜（第二十类）。
２１０１

厨房炊事用具及容器（包括不属别类的餐具）

盆（容器）２１００２５ ，黄油碟２１００３０ ，黄油碟罩２１００３１ ，盆（碗）２１００３９ ，碗２１００３９ ，瓶
２１００４５ ，调
味瓶２１００５７ ，水果杯２１００８９ ，调味品套瓶２１０１２２ ，午餐盒２１０１４０ ，罐２１０１５３ ，蔬菜
盘２１０１５４ ，家用器皿２１０１５９ ，面包屑盘２１０１６０ ，蛋杯２１０１６５ ，纸盘２１０１７３ ，家用纸托盘
２１０１８０ ，胡
椒瓶２１０１８５ ，家用或厨房用容器２１０１９９ ，色拉碗２１０２０３ ，盐瓶２１０２０４ ，成套杯、
碗、碟２１０２０７ ，碟２１０２０８ ，汤碗２１０２１４ ，糖碗２１０２１８ ，杯２１０２２０ ，缸２１０２２６ ，餐具（刀、叉、匙
除外）２１０２２７ ，盘２１０２３５ ，糖果盒２１０２４４ ，奶酪盘罩２１０２６５ ，家用托盘２１０２６７ ，碟罩２１０２６９ ，
水壶２１０２７１ ，水瓶２１０２７１ ，厨房容器２１０２７２ ，长颈瓶２１０２８９ ，油瓶２１０２９２ ，纸或塑料杯
２１０３１８ ，饭
盒２１０３２５ ，一次性盘子２１０３３３
１３７

日用搪瓷塑料器皿（包括盆、碗、盘、壶、杯）Ｃ２１００１５ ，磁疗杯Ｃ２１００１６
面包篮（家用）２１００１７ ，成套的烹饪锅２１００２６ ，开塞钻２１００４３ ，开瓶刀２１００４８ ，烹饪用金
属扦２１００４９ ，菜单卡片夹２１００６４ ，炖锅２１００６５ ，大锅２１００７０ ，模子（厨房器具）２１００７９ ，手动
混合器（调酒器）２１００８２ ，调酒器２１００８２ ，胶锅２１００８４ ，家用过滤器２１００８８ ，桌用刀架
２１００９０ ，壶
盖塞２１００９１ ，锅盖２１００９２ ，家用非电动搅拌机２１００９６ ，烹饪锅２１０１０１ ，勺形铲（餐
具）２１０１０２ ，烹调用模２１０１０３ ，煮牛奶防溢片２１０１０７ ，厨房用切菜板２１０１０８ ，漏斗２１０１２１ ，家
用非电动打蛋器２１０１３４ ，煎锅２１０１３６ ，家用非电动榨水果器２１０１３８ ，蛋糕模子２１０１４２ ，烤盘
（烹饪用具）２１０１４５ ，烤架（烹饪用具）２１０１４５ ，烤架支架２１０１４６ ，厨房用涂油脂匙２１０１５６ ，家
用非电碾磨器２１０１５８ ，厨房用非电动混合器２１０１５８ ，家用非电动混合机２１０１５８ ，家用手动
研磨机２１０１６２ ，切面包板２１０１６９ ，装备齐全的野餐篮（包括盘、碟）２１０１７０ ，过滤器２１０１７４ ，
擀面杖（家用）２１０１７５ ，馅饼用铲２１０１７７ ，手动胡椒研磨器２１０１８４ ，擦菜板（家庭用具）
２１０１９７ ，餐
巾环２１０２００ ，餐巾架２１０２１０ ，分隔层饰盘２１０２１９ ，非电高压锅（加压炊具）
２１０２３６ ，非
电力压力锅（高压锅）２１０２３６ ，非电动搅拌器２１０２３８ ，奶瓶用非电加热器２１０２３９ ，
非电烧水壶２１０２４６ ，非纸制、非纺织品制杯垫２１０２５８ ，非电力油炸锅２１０２６０ ，家用篮
２１０２６６ ，矮
脚金属架（餐具）２１０２７０ ，厨房用具２１０２７３ ，非电气炊具２１０２７４ ，油和醋用调味瓶
架２１０２９２ ，烘蛋奶饼的非电铁模２１０３０９ ，面包箱２１０３１０ ，筷子２１０３１１ ，鸡尾酒搅拌棒
２１０３１４ ，糕
点裱花用袋（裱花袋）２１０３１５ ，饼干切刀２１０３１６ ，饼干筒２１０３１７ ，非电加热的火锅
２１０３２２ ，餐
桌用旋转盘２１０３２４ ，搅拌匙（厨房用具）２１０３２６ ，面条机（手动）２１０３２７ ，切糕点器
２１０３２８ ，刮
勺（厨房用具）２１０３３０ ，蒜压榨器（厨房用具）２１０３３２
锅Ｃ２１０００１ ，铁壶Ｃ２１０００２ ，炒勺Ｃ２１０００３ ，铁桶Ｃ２１０００４ ，蒸屉Ｃ２１０００５ ，笼屉
※铁
Ｃ２１０００６ ，笊
篱Ｃ２１０００７ ，非电火锅Ｃ２１０００８ ，铁镬Ｃ２１０００９ ，箩斗Ｃ２１００１０ ，纱罩Ｃ２１００１１ ，
箩底Ｃ２１００１２ ，煤气火锅Ｃ２１００１３ ，铁丝筛子Ｃ２１００１４ ，冰棍棒Ｃ２１００１７ ，冰淇淋夹
勺Ｃ２１００１８
※

注：１． 纸盘，家用纸托盘与１６０３ 啤酒杯垫，纸制杯盘垫，纸制杯垫类似，与第九版及以
前版本１６０３ 纸垫，桌上纸杯垫交叉检索；
２． 瓶
与２１０２ ，２１０６ ，２１１１ 各种瓶类似；
３． 本
类似群根据功能、用途与２００２ 商品类似，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１４０２ 商品交叉
检索；
塞钻，开瓶刀与０８１０ 非电动开罐器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８１０ 非电动开
４． 开
罐头器交叉检索；
５． 面
包篮（家用），面包箱与２００２ 面包师用面包筐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２００２
面包筐交叉检索；
１３８

６．
７．

盆（容器），铁桶与２１０６ 水桶，提桶类似；
本类似群第一、二自然段与２１０２ 玻璃碗，玻璃杯（容器），彩色玻璃器皿，日用玻
璃器皿（包括杯、盘、壶、缸），２１０３ 及２１０５ 商品类似，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２１０６
非贵重金属罐，非贵重金属水瓶，非贵重金属瓶交叉检索。
２１０２

不属别类的玻璃器皿

玻璃球瓶（容器）２１０００９ ，小玻璃瓶（容器）２１０００９ ，玻璃瓶（容器）２１００２２ ，广口玻璃瓶
２１００３３ ，玻
璃盖２１００４２ ，玻璃塞２１００４２ ，玻璃碗２１００４４ ，玻璃杯（容器）２１００８５ ，彩色玻璃器
皿２１０２３０ ，玻璃盒２１０２４３ ，陶瓷或玻璃标志牌２１０２７９
用玻璃器皿（包括杯、盘、壶、缸）Ｃ２１００１９ ，家用玻璃管和棒Ｃ２１００２０ ，抗热管
※日
Ｃ２１００２１ ，药
瓶Ｃ２１００２２

注：１． 玻璃碗，玻璃杯（容器），彩色玻璃器皿，日用玻璃器皿（包括杯、盘、壶、缸）与
２１０１ 第
一、二自然段，２１０３ 及２１０５ 商品类似；
２． 本
类似群各种瓶与２１０１ 瓶类似。
２１０３

瓷器，陶器（茶具，酒具除外）

酸坛２１００４０ ，细颈坛２１００４０ ，家庭用陶瓷制品２１００６８ ，瓦器２１０１２９ ，锡釉陶器２１０１５７ ，
陶制平底锅２１０１８１ ，瓷器２１０１８９ ，陶器２１０１９３
用瓷器（包括盆、碗、盘、壶、餐具、缸、坛、罐）Ｃ２１００２４ ，日用陶器（包括盆、碗、盘、
※日
缸、坛、罐、砂锅、壶、炻器餐具）Ｃ２１００２５ ，陶瓷支撑球Ｃ２１００２６ ，耐酸耐碱陶瓷器Ｃ２１００２７ ，
仿瓷器Ｃ２１００２８ ，仿陶器Ｃ２１００２９

注：本类似群与２１０１ 第一、二自然段，２１０２ 玻璃碗，玻璃杯（容器），彩色玻璃器皿，日用
玻璃器皿（包括杯、盘、壶、缸）及２１０５ 商品类似。
２１０４

玻璃、瓷、陶的工艺品

瓷器装饰品２１００７８ ，瓷、陶土、陶瓷或玻璃塑像２１０２１７ ，瓷、赤陶或玻璃艺术品２１０２３４ ，
瓷、赤陶或玻璃半身雕像２１０２５２ ，瓷、陶瓷、陶土或玻璃小雕像２１０２８５
三彩Ｃ２１００３０ ，水晶工艺品Ｃ２１００５４
※唐
１３９

２１０５

茶具、酒具、咖啡具及饮水用具

啤酒杯２１００３２ ，饮用器皿２１００３４ ，茶叶罐２１００３８ ，酒具（托盘）２１００５８ ，细颈圆酒瓶
２１００６３ ，角
形饮水器２１００８６ ，苏打水用虹吸管２１０１１８ ，酒具２１０１５５ ，吸液管（品酒用具）
２１０１７８ ，品
酒用具（虹吸管）２１０１７８ ，茶具（餐具）２１０２０９ ，茶托２１０２１２ ，茶壶２１０２２２ ，高脚杯
２１０２３２ ，有
柄大杯２１０２３２ ，滤茶球２１０２４８ ，茶叶浸泡器２１０２４８ ，手动磨咖啡器２１０２５４ ，咖啡
具（餐具）２１０２５５ ，非电咖啡过滤器２１０２５６ ，非电咖啡渗滤壶２１０２５７ ，非电咖啡壶２１０２８７ ，滤
茶器２１０２８８ ，单柄大酒杯２１０２９１ ，饮水玻璃杯２１０３１９ ，饮用吸管２１０３４２
注：１． 本类似群与２１０１ 第一、二自然段，２１０２ 玻璃碗，玻璃杯（容器），彩色玻璃器皿，
日用玻璃器皿（包括杯、盘、壶、缸），２１０３ 商品类似；
２． 本
类似群根据功能、用途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１４０２ 商品交叉检索；
３． 饮
用吸管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２００８ 饮用麦秆吸管、饮用麦管交叉检索。
２１０６

家庭日用及卫生器具

（一）搓衣板２１０００６ ，洒水软管喷嘴２１００１２ ，洒水设备２１００１３ ，洒水器２１００１５ ，喷壶
桶２１００２３ ，提桶２１００２３ ，喷管２１００２７ ，散发纸巾的金属盒２１００３６ ，纸巾分配金属
２１００１６ ，水
盒２１００３６ ，肥皂盒２１００３７ ，脱靴器２１００４１ ，家用细筛２１００６１ ，煤渣用筛（家用器皿）２１００６７ ，
熨衣板套（成形的）２１００９３ ，领带压平器２１００９４ ，筛（家用器具）２１００９７ ，洗涤桶２１０１０６ ，熨斗
架２１０１１２ ，卫生纸分配器２１０１１６ ，肥皂分配器２１０１１７ ，靴楦（撑具）２１０１２０ ，鞋楦（撑具）
２１０１２０ ，洗
衣用干燥架２１０１２６ ，纺织品制桶２１０１２７ ，花和植物用固定物（插花用具）２１０１３２ ，
花盆２１０１３３ ，家用除烟器２１０１３９ ，手套撑具２１０１４１ ，葫芦瓶２１０１４４ ，旅行饮水瓶２１０１４４ ，压
裤器２１０１７１ ，熨衣板２１０１７９ ，喷水壶喷头２１０１８３ ，喷壶莲蓬头２１０１８３ ，花瓶２１０１９０ ，肥皂碟
皂架２１０１９１ ，便壶２１０１９２ ，垃圾箱２１０１９４ ，垃圾桶２１０１９４ ，晾衣架２１０２０５ ，浇花和
２１０１９１ ，肥
植物用洒水器２１０２０６ ，浇花和植物用喷水器２１０２０６ ，鞋拔２１０２１３ ，衣服撑架２１０２２１ ，纽扣钩
２１０２２３ ，存
钱罐２１０２２４ ，盥洗室器具２１０２２５ ，非医用喷雾器２１０２３３ ，烛环２１０２４２ ，蜡烛架（烛
台）２１０２４５ ，烛台２１０２４５ ，非纸制花盆套２１０２５３ ，个人用除臭装置２１０２７７ ，熄烛器２１０２９５ ，婴
儿浴盆（便携式）２１０３０１ ，衣夹２１０３１３ ，清理堵塞排水管用栓塞２１０３２９ ，毛巾架和毛巾挂环
２１０３３４ ，卫
生纸架２１０３３５ ，拖把绞干器２１０３３９ ，废纸篓２１０３４０ ，窗台花箱２１０３４１
盂Ｃ２１００３１ ，纸篓Ｃ２１００３２
※痰
１４０

（二）香炉２１００５６ ，薰香炉２１００５６
祀容器Ｃ２１００５５
※祭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间不类似；
２． 便
壶，痰盂与１００４ 卧床病人用便盆，卧床病人用尿壶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
床上用便盆，尿壶（容器）交叉检索；
１００４ 病
盂与１００４ 医用痰盂类似；
３． 痰
４． 水
桶，提桶与２１０１ 盆（容器），铁桶判类似；
５． 水
桶，提桶与２００２ 非金属桶，非金属大桶类似；
６． 烛
环，蜡烛架（烛台），烛台，熄烛器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１４０２ 贵重金属蜡烛架
（烛台），贵重金属烛台，贵重金属熄烛器，贵重金属烛环交叉检索；
瓶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１４０２ 贵重金属花瓶交叉检索；
７． 花
８． 本
类似群各种瓶与２１０１ 瓶类似；
９． 香
炉、祭祀容器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２１０６ 非金贵重金属祭祀用容器，１４０２ 贵重
金属制祭祀容器交叉检索；
瓶、花盆、窗台花箱与２１１４ 第（二）部分商品类似。
１０． 花
２１０７

梳子，刷子，制刷材料（不包括牙刷）

（一）梳２１００７６ ，大齿发梳２１０１１０ ，梳子盒２１０１２８ ，电梳２１０１７６
子Ｃ２１００３３
※篦

（二）刷子２１００１４ ，马梳２１００２８ ，指甲刷２１００５０ ，马桶刷２１００５１ ，玻璃灯罩刷２１００５２ ，
刷制品２１００５３ ，鞋刷２１００７１ ，马刷２１００７３ ，动物用梳２１００７５ ，擦洗刷２１０１３７ ，长柄柏油刷
２１０１４７ ，电
刷（机器部件除外）２１０２５１ ，擦罐和容器用刷２１０２７８ ，洗餐具刷２１０３０４ ，洗碗
刷２１０３０４
笔刷Ｃ２１００３４
※排
（三）制刷用兽毛２１００１０ ，制刷原料２１００５４ ，制刷用毛２１００５５ ，猪鬃２１０１８８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笔刷与１６１４ 排笔（文具）类似。
２． 排
１４１

２１０８

刷牙用具

牙刷２１０２５０ ，牙及牙床清洁用吸水器２１０２６２ ，电动牙刷２１０２７６
刷盒Ｃ２１００５６
※牙
２１０９

牙签

牙签２１０１０５ ，牙签盒２１０２７５ ，牙线２１０３２０
注：牙签盒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１４０２ 贵重金属牙签盒交叉检索。
２１１０

化妆用具

化妆用具２１００８７ ，梳妆盒２１０１１５ ，装有化妆用具的盒２１０１１５ ，梳妆海绵２１０１２３ ，粉扑
２１０１４８ ，随
身携带的粉饼盒２１０１９５ ，眉刷２１０２１５ ，喷香水器２１０２２８ ，香水喷瓶２１０２２８ ，修面
刷２１０２４０ ，修面刷架２１０２４１ ，擦皮肤用摩擦海绵２１０３３１ ，卸妆器具２１０３４４
刷Ｃ２１００３６ ，眼影刷Ｃ２１００３７ ，睫毛刷Ｃ２１００３８
※颊

注：１． 本类似群与０３０６ 化妆用棉签，化妆棉，棉签（化妆用具）等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
版本０３０６ 成套化妆用具交叉检索；
皮肤用摩擦海绵与２１１２ 沐浴海绵类似；
２． 擦
３． 随
身携带的粉饼盒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１４０２ 贵重金属制随身携带的粉饼盒交
叉检索；
妆器具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９２４ 卸妆用电力器具交叉检索。
４． 卸
２１１１

隔热用具

食物保温容器２１０００７ ，饮料隔热容器２１００３５ ，隔热瓶２１００４６ ，保温瓶２１００４６ ，冷藏瓶
２１００４７ ，隔
热容器２１００６２ ，冰块模２１００９９ ，冷却容器（冰桶）２１０１９６ ，冰桶２１０１９６ ，制冰和冷
饮的金属容器２１０２１１ ，非电便携式冷藏盒２１０２６１ ，含热交换液的家用食品冷却装置
温袋２１０３２３ ，茶壶保暖套２１０３４３
２１０２９３ ，保
水瓶Ｃ２１００３９ ，暖水瓶壳Ｃ２１００４０ ，非电热壶Ｃ２１００５３
※暖
１４２

注：１． 本类似群各种瓶与２１０１ 瓶类似；
２． 茶
壶保暖套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２６１０ 茶壶保暖套交叉检索；
３． 暖
水瓶与１１０４ 电热水瓶类似。
２１１２

家用擦洗用具

清洁用钢丝绒２１０００５ ，地毯拍打器（非机器）２１０００８ ，地毯拍打器（手工具）２１０００８ ，扫
帚２１００２０ ，扫地毯器２１００２１ ，金属制擦锅器２１００６６ ，清洁用布２１００７７ ，非电动打蜡设备
２１００８０ ，抛
光用皮革２１０１００ ，手动清洁器具２１０１０４ ，非电掸灰设备２１０１１１ ，海绵夹持器
２１０１２４ ，家
具掸２１０１２５ ，拖把２１０１３５ ，清洁用废羊毛２１０１６３ ，清洁用垫２１０１６８ ，擦洗垫
２１０１６８ ，家
用抛光设备和机器（非电动的）２１０１８６ ，抛光材料（使发光用）（制剂、纸、石料除
外）２１０１８７ ，厨房用擦垫２１０２５９ ，清洁用麂皮２１０２６３ ，擦鞋用非电动打蜡机２１０２６４ ，清洁用
废棉纱２１０２６８ ，家用海绵２１０２８０ ，羽毛掸２１０２８１ ，抹布２１０２８２ ，家务手套２１０２９０ ，抛光用手
套２１０２９４ ，洗地板布２１０３０３ ，清洁用纤维束２１０３１２ ，园艺手套２１０３２１
鞋器Ｃ２１００４１ ，清扫器Ｃ２１００４２ ，钢丝轮Ｃ２１００４３ ，门窗玻璃清洁器Ｃ２１００４４ ，玻璃
※擦
防雾布Ｃ２１００４５ ，沐浴海绵Ｃ２１００４７
注：１． 家务手套，抛光用手套，园艺手套与２４０８ 商品类似；
２． 沐
浴海绵与２１１０ 擦皮肤用摩擦海绵类似。
２１１３

未加工或半加工玻璃（不包括建筑用玻璃）

水晶（玻璃制品）２１００９８ ，装饰用玻璃粉２１０１１４ ，彩饰玻璃２１０１１９ ，玻璃板（原材料）
未加工或半加工玻璃（建筑玻璃除外）２１０１４９ ，非绝缘用玻璃棉２１０１５２ ，非建筑用玻
２１０１４３ ，
璃镶嵌物２１０１６１ ，乳色玻璃２１０１６６ ，乳白玻璃２１０１６７ ，合成灵敏导电玻璃２１０２２９ ，运载工具
用窗玻璃（半成品）２１０２３１ ，非纺织用矽玻璃纤维２１０２８３ ，非绝缘用、非纺织用玻璃纤维
２１０２８４ ，非
纺织用玻璃纤维线２１０２８６ ，非建筑用石英玻璃（半成品）２１０３０８
碎玻璃Ｃ２１００４８ ，钢化玻璃Ｃ２１００４９ ，半制品玻璃管Ｃ２１００５１
※不

注：彩饰玻璃，乳白玻璃，乳色玻璃，运载工具用窗玻璃（半成品），不碎玻璃，钢化玻璃
与１９１１ 商品类似。
１４３

２１１４

不属别类的动植物器具

（一）饮水槽２１０００１ ，喂料槽２１０００２ ，家禽环２１００１１ ，鸟环２１００１８ ，鸟食台２１００１９ ，鸟
笼２１００５９ ，动物饲料槽２１００７４ ，人造留窝鸡蛋２１０１６４ ，家养宠物用笼子２１０３０２ ，宠物排泄用
盒（盘）２１０３０６

（二）室内植物培养箱２１０３０５ ，室内水族池２１０３３６ ，水缸（室内水族池）２１０３３６ ，水族池
罩２１０３３７ ，室内生态培养箱２１０３３８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类似群第（一）部分与２００９ 商品类似；
２． 本
３． 本
类似群第（二）部分与２１０６ 花瓶、花盆、窗台花箱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
２１０６ 室
内养殖池（种植物用）、室内培养池（种植物用）交叉检索，与第八版及以
前版本１６２０ 第二自然段商品交叉检索。
２１１５

家用灭虫、灭鼠用具

捕蝇器（诱捕器或掸帚）２１００６９ ，蝇拍２１００６９ ，捕虫器２１０１５０ ，捕鼠机２１０１９８ ，捕鼠器
２１０２１６ ，诱
杀昆虫用电力装置２１０３４５
蚊器（非电）Ｃ２１００５２
※除
注：诱杀昆虫用电力装置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９２４ 诱杀昆虫用电力装置交叉检索。

１４４

第二十二类

缆，绳，网，帐篷，遮篷，防水遮布，帆，袋和包（不属别类的）；衬垫和填充材料（橡胶或塑
料除外）；纺织用纤维原料。
【注释】
第二十二类主要包括绳缆及帆篷制品，衬垫和填充材料，纺织用纤维原料。
本类尤其包括：
—
—
—用天然或人工纺织纤维、纸或塑料制成的缆和绳。
本类尤其不包括：
—
—
—某些网、袋和包（查阅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商品分类表）；
—
—
—乐器弦（第十五类）。
２２０１

缆，绳，线，带

绑藤萝的带子２２０００３ ，束缚爬藤本植物的绳２２０００３ ，麻带２２００１５ ，非金属绳索２２００２０ ，
绳索２２００２１ ，鞭绳２２００２２ ，绳梯２２００２３ ，包装带２２００３２ ，细绳２２００３５ ，纸绳２２００３８ ，捆扎纱
２２００４２ ，软
百叶窗用梯形带２２００４５ ，蜡绳２２００５５ ，生亚麻线（亚麻）２２００５６ ，包装或捆扎用非
金属带２２００６３ ，非金属制包装或捆扎用带２２００７８ ，捆扎用非金属线２２００７９ ，装卸用非金属
吊带２２００８１ ，装卸用非金属带２２００８２ ，装卸用非金属吊索２２００８３ ，非金属缆２２００８４ ，农业用
非金属捆扎线２２００８６ ，拉窗绳２２００８８ ，挂图片用绳２２００８９ ，包装绳２２００９１ ，汽车拖缆
２２０１０３ ，用
于拖曳车辆的缆索２２０１０３
绳Ｃ２２０００１ ，绽子绳Ｃ２２０００２ ，塑料打包带Ｃ２２０００３ ，塑料线（包扎用）Ｃ２２０００４
※丝
２２０２

网，遮篷，帐篷，防水帆布，帆

（一）伪装网２２０００９ ，渔网２２００１１ ，网线２２００３９ ，捕动物陷网２２００４８ ，网织物２２００４９ ，
网２２００９４ ，洗针织品用袋２２０１０６
（二）运载工具非专用盖罩２２００７５ ，伪装罩２２００８５
１４５

（三）帆２２００５９ ，冰帆运动用帆２２０１０５
（四）柏油风障布２２０００１ ，焦油间壁布２２０００１ ，防水帆布２２０００２
布Ｃ２２０００６ ，涂胶布Ｃ２２０００７ ，漆布Ｃ２２０００８ ，阻燃布Ｃ２２０００９ ，涂塑布Ｃ２２００１０
※苫

（五）吊床２２００４３ ，纺织品遮篷２２００５８ ，遮篷２２００７１ ，帐篷２２００７１ ，合成材料制遮

篷２２０１０２
古包Ｃ２２０００５
※蒙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针织品用袋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２１１２ 洗衣袋交叉检索；
２． 洗
３． 伪
装罩与伪装网类似。
２２０３

袋子，装卸、包装用物品

（一）运输和贮存散装物用口袋（麻袋）２２００６８ ，包装用纺织品袋（信封、小袋）２２００６９ ，
包装用纺织品袋（包）２２００６９ ，邮袋２２０１０４
龙编织袋（仿麻袋）Ｃ２２００１１ ，面袋Ｃ２２００１２ ，编织袋Ｃ２２００１３ ，集装袋Ｃ２２００１４
※尼
（二）草制瓶封套２２００８０ ，瓶用草制包装物２２００８０ ，草制瓶用包装物２２００８０
（三）裹尸袋２２０１０７
注：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２２０４

衬垫，填充料，密封物品（不包括橡胶、塑料制品）

刨花２２０００４ ，锯末２２０００６ ，棉屑（填塞物）２２０００７ ，羽绒（禽类）２２００２８ ，鸭绒毛２２００２９ ，
非橡胶、非塑料制填充材料２２００３０ ，非橡胶、非塑料制（填充或衬垫用）包装材料２２００３１ ，装
饰羊毛（填塞用）２２００３３ ，室内装潢用羊毛（填充料）２２００３３ ，船用纤维密封圈２２００３６ ，装垫
用草２２００４４ ，装饰用草２２００４４ ，被褥用羽毛２２００５７ ，过滤用软填料２２００６０ ，衬垫和填充室内
装饰品的填料２２００６１ ，室内装潢填充稻草２２００６２ ，填充装饰品用稻草２２００６２ ，填充装饰品
用羽毛２２００６４ ，棕榈树叶２２００６７ ，茅草２２００７０ ，海藻２２００７４ ，填充用海藻２２００７４ ，作衬垫和
１４６

填充料用的废棉（棉束）２２００９０ ，衬垫用废棉絮２２００９０
２２０５

纤维原料

木丝２２０００５ ，生丝２２０００８ ，纤维纺织原料２２００１０ ，驼毛２２００１２ ，大麻２２００１３ ，短麻屑
２２００１４ ，绢
丝（废生丝）２２００１６ ，废丝２２００１６ ，椰子纤维２２００１８ ，茧２２００１９ ，未加工棉花
２２００２５ ，未
加工棉２２００２５ ，棉纤维束２２００２６ ，马毛２２００２７ ，纺织用矽玻璃纤维２２００３７ ，丝棉
２２００４０ ，丝
束２２００４０ ，羊毛绒２２００４１ ，羊毛絮２２００４１ ，黄麻２２００４６ ，木棉２２００４７ ，未加工或加
工过的羊毛２２００５０ ，梳理过的羊毛２２００５１ ，机梳羊毛２２００５１ ，精梳羊毛２２００５２ ，韧皮（植）
２２００５４ ，生
亚麻（亚麻纤维）２２００５６ ，兽毛２２００６５ ，苎麻纤维２２００６６ ，羊毛２２００７２ ，剪下的羊
毛２２００７３ ，纺织纤维２２００７６ ，剑麻２２００７７ ，纺织用碳纤维２２００８７ ，纺织品用塑料纤维（纤维）
２２００９２ ，纺
织用玻璃纤维２２００９３ ，棉籽绒２２０１０１

１４７

第二十三类
纺织用纱和线。
２３０１

纺织用纱、丝

纱２３０００１ ，棉线和棉纱２３０００２ ，绣花用纱和线２３０００３ ，毛线和粗纺毛纱２３０００４ ，椰纤
维线和纱２３０００６ ，丝纱２３０００７ ，精纺棉２３０００８ ，细线和细纱２３００１０ ，精纺羊毛２３００１２ ，亚麻
线和纱２３００１３ ，人造线和纱２３００１４ ，纺织线和纱２３００１５ ，绢丝２３００１６ ，纺织用弹性纱和
线２３００１９
丝Ｃ２３０００１ ，棕丝Ｃ２３０００２ ，弹力丝（纺织用）Ｃ２３０００３ ，聚乙烯单丝（纺织用）
※落
Ｃ２３０００４ ，长
丝Ｃ２３０００５ ，厂丝Ｃ２３０００６ ，人造丝Ｃ２３０００７
注：本类似群商品中纱与线为一个商品的与２３０２ 商品类似。
２３０２

线

线２３０００１ ，棉线和棉纱２３０００２ ，绣花用纱和线２３０００３ ，麻纱线２３０００５ ，椰纤维线和纱
２３０００６ ，缝
纫纱线２３０００９ ，细线和细纱２３００１０ ，黄麻纱线２３００１１ ，亚麻线和纱２３００１３ ，人造
线和纱２３００１４ ，纺织线和纱２３００１５ ，纺织用玻璃纤维线２３００１７ ，纺织用橡皮线２３００１８ ，纺织
用弹性纱和线２３００１９ ，纺织用塑料线２３００２０ ，刺绣用金属线２３００３２
塔线Ｃ２３０００８ ，蜡线Ｃ２３０００９ ，尼龙线Ｃ２３００１０
※宝
注：１． 本类似群商品中纱与线为一个商品的与２３０１ 商品类似；
绣用金属线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２６０１ 绣花用金属线，刺绣用金属线交叉检索。
２． 刺
２３０３

毛线

毛线和粗纺毛纱２３０００４ ，毛线２３００１２ ，绳绒线２３００３１
线Ｃ２３００１１ ，人造毛线Ｃ２３００１２ ，膨体线Ｃ２３００１３ ，开司米Ｃ２３００１４
※绒
１４８

第二十四类
布料和不属别类的纺织品；床单；桌布。
【注释】
第二十四类主要包括纺织品（布匹）和家用纺织品制罩布。
本类尤其包括：
—
—
—纸制床单和枕套。
本类尤其不包括：
—
—
—某些特殊织物（查阅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商品分类表）；
—
—
—医用电热毯（第十类）和非医用电热毯（第十一类）；
—
—
—纸制桌布和餐巾（第十六类）；
—
—
—马用罩布（第十八类）。
２４０１

纺织品，布料

仿兽皮的织物２４０００３ ，装饰织品２４０００４ ，台球布２４０００７ ，织物 ２４０００８ ，筛布２４０００９ ，
硬（麻）布２４００１０ ，锦缎２４００１１ ，纺织织物２４００１２ ，布 ２４００１３ ，挂毯和刺绣用粗帆布
２４００１５ ，大
麻织物２４００１７ ，麻布２４００１８ ，片状纺织品帽衬２４００１９ ，鞋的衬里织物２４００２０ ，鞋
用织物２４００２１ ，啥味呢（布料）２４００２３ ，丝绒２４００２６ ，棉织品２４００２８ ，坚质条纹棉布（亚麻布）
绉布（织物）２４００３５ ，重绉纹织物２４００３６ ，缎子２４００３７ ，内衣用织物２４００３８ ，衬料（纺
２４００３１ ，
织品）２４００３９ ，旗布２４００４３ ，纺织的弹性布料２４００４６ ，绣花图案布２４００４９ ，刺绣用描绘布
２４００４９ ，法
兰绒（织物）２４００５０ ，起绒粗呢（布）２４００５２ ，干酪布２４００５３ ，凸纹条格细平布
２４００５４ ，
粗斜纹布２４００５４ ，纱布（布）２４００５６ ，马毛与绒布混织物（粗麻布）２４００５８ ，印花丝织
品２４００６０ ，印花棉布２４００６１ ，平针织物（纤维）２４００６２ ，黄麻织品２４００６３ ，毛料布２４００６４ ，毛
织品２４００６４ ，亚麻布２４００６７ ，菱形花纹亚麻布２４００６９ ，带菱形图案的亚麻布２４００６９ ，家用亚
麻布２４００７１ ，斜纹厚绒布２４００７７ ，苎麻织品２４００８３ ，人造丝织品２４００８４ ，丝绸（布料）
２４００８８ ，薄
纱２４００８９ ，茅草纤维织物２４００９０ ，塔夫绸（布）２４００９１ ，编织织物２４００９２ ，轻薄织
物（布料）２４００９４ ，白布２４００９５ ，绳绒线织物２４０１１１ ，纺织纤维织物２４０１１６
津布Ｃ２４０００１ ，帆布Ｃ２４０００２ ，毛巾布Ｃ２４０００３ ，蚊帐织布Ｃ２４０００４ ，领衬布、衬布
※牛
Ｃ２４０００５ ，纱
绢Ｃ２４０００６ ，单丝筛绢Ｃ２４０００７ ，夏布罗纹Ｃ２４０００８ ，麻皮布Ｃ２４０００９ ，篦麻绢纺
１４９

Ｃ２４００１０

，麻绒Ｃ２４００１１ ，静电植绒布Ｃ２４００１２ ，呢绒Ｃ２４００１３
２４０２

特殊用织物

热敷胶粘纤维布２４０００１ ，航空气球用不透气织物２４０００２ ，布棚２４００１６ ，玻璃布２４００４８ ，
非文具用胶布２４００５７ ，塑料材料（纤维代用品）２４００８１ ，无纺布２４００９８ ，布制标签２４０１０２ ，纺
织用玻璃纤维织物２４０１０４ ，纺织品制过滤材料２４０１０５
属棉（太空棉）Ｃ２４００１４ ，过滤布Ｃ２４００１５ ，帘子布Ｃ２４００１６ ，聚丙烯编织布
※金
Ｃ２４００１７ ，滤
气呢Ｃ２４００１８ ，树脂布Ｃ２４００２０
２４０３

纺织品壁挂

纺织品制墙上挂毯２４０１０３ ，纺织品制壁挂２４０１０３
织、交织图画Ｃ２４００２１ ，织锦人像Ｃ２４００２２ ，丝绒绢画Ｃ２４００２３ ，剪绢画Ｃ２４００２４ ，
※丝
手绣、机绣图画Ｃ２４００２５ ，丝织美术品Ｃ２４００２６

注：１． 纺织品制墙上挂毯，纺织品制壁挂与２７０１ 商品类似；
织品制墙上挂毯，纺织品制壁挂与２７０４ 非纺织品制壁毯，非纺织品制墙上挂
２． 纺
毯，非纺织品制壁挂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２７０４ 非纺织品壁挂，非纺织品制
墙帷，非纺织品挂毯（墙上挂帘帷）交叉检索。
２４０４

毡及毡制品

毡２４００２７ ，纺织品制印刷机垫２４０１０６
纸毛毯（毛巾）Ｃ２４００２７
※造
２４０５

毛巾，浴巾，手帕

浴室亚麻布（服装除外）２４０００５ ，卫生绒布２４００５１ ，妇女卫生绒布２４００５１ ，纺织品毛巾
２４００７２ ，纺
织品餐巾２４００７６ ，纺织品手帕２４００７８ ，纺织品洗脸巾２４００８７ ，卸妆布巾２４０１０１ ，
卸妆用纺织物２４０１０１
巾Ｃ２４００２９ ，地巾Ｃ２４００３１
※浴
１５０

２４０６

床上用品

床罩２４００２９ ，被子２４００２９ ，床垫遮盖物２４００３０ ，纸制床罩２４００３２ ，旅行用毯（膝盖保暖
用）２４００３４ ，旅行毯（盖膝用毯）２４００３４ ，床单（纺织品）２４００４０ ，鸭绒被２４００４５ ，床单和枕套
２４００６８ ，褥
垫套２４００７４ ，蚊帐２４００７９ ，枕套２４００８０ ，床上用覆盖物２４００９９ ，睡袋（被子替代
物）２４０１００ ，装饰用枕巾２４０１１２ ，床上用毯２４０１１４ ，
巾被Ｃ２４００２８ ，枕巾Ｃ２４００３０ ，被絮Ｃ２４００３２ ，被面Ｃ２４００３３ ，褥子Ｃ２４００３４ ，棉毯
※毛
Ｃ２４００３６ ，毛
毯Ｃ２４００３７ ，丝毯Ｃ２４００３８ ，帐沿Ｃ２４００３９ ，床沿Ｃ２４００４０ ，帐帘Ｃ２４００４１ ，床帏
Ｃ２４００４２ ，塑
料床单Ｃ２４００４３ ，被罩Ｃ２４００４９ ，床单Ｃ２４００５０

注：１． 床单和枕套，枕套与２０１３ 枕头，羽绒枕头类似；
２． 本
类似群商品与１８０２ 皮褥子，皮床单，皮凉席类似；
３． 睡
袋（被子替代物）与２０１３ 野营睡袋类似，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２０１３ 睡袋交叉
检索；
巾被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２４０５ 毛巾被交叉检索；
４． 毛
巾，装饰用枕巾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２４０５ 枕巾交叉检索。
５． 枕
２４０７

室内遮盖物

（一）狭长桌布２４００２２ ，油布（作桌布用）２４００２５ ，桌布（非纸制）２４００３３ ，粗毛台毯
具罩（宽大的）２４００５９ ，家具遮盖物２４００５９ ，餐桌用布（非纸制）２４００７０ ，家用塑料
２４００４４ ，家
遮盖物２４００７５ ，塑料家具罩２４００７５ ，杯垫（餐桌用布）２４００９６ ，杯盘垫（非纸制）２４００９７ ，餐具
垫（非纸制）２４０１１３ ，垫子用罩２４０１１５ ，纺织品制家具罩２４０１１７
电遮盖物Ｃ２４００４４ ，缝纫机罩Ｃ２４００４５ ，台毯Ｃ２４００４６
※家

（二）纺织品制窗帘圈２４００４７ ，门帘２４００８２ ，纺织品或塑料帘２４００８５ ，网状窗帘
２４００９３ ，纺
织品或塑料浴帘２４０１１９
罩Ｃ２４００４７
※浴
（三）纺织品制马桶盖罩２４０１１８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１５１

２．

家具罩（宽大的），家具遮盖物，塑料家具罩，纺织品制家具罩与１８０２ 皮制家具
套，皮制家具罩类似。
洗涤用手套

２４０８

洗涤用连指手套２４００５５ ，洗涤用手套２４００５５
注：本类似群商品与２１１２ 家务手套，抛光用手套，园艺手套类似。
２４０９

特殊用布

（一）伊斯兰教隐士用龛（布）２４００７３
（二）※ 哈达Ｃ２４００４８
注：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２４１０

旗

旗帜２４０００６ ，旗（非纸制）２４００４２
２４１１

寿衣２４００４１

１５２

寿衣

第二十五类
服装，鞋，帽。
【注释】

本类尤其不包括：
—
—
—某些特殊用途的服装和鞋（查阅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商品分类表）。
２５０１

衣物

工装裤２５００１０ ，工作服２５００１０ ，亚麻布服装２５００２６ ，衬衣２５００２６ ，绒衣２５００３４ ，衬衫
２５００４２ ，
短袖衬衫２５００４４ ，服装２５００４５ ，裘皮服装２５００４９ ，套服２５００５６ ，成品衣２５００５７ ，马
裤（穿着）２５００６３ ，裤子２５００６４ ，外套２５００６６ ，针织服装２５００７１ ，华达呢（服装）２５００７７ ，马甲
２５００８２ ，上
衣２５００８６ ，裙子２５００９０ ，仆侍人员、行会会员等穿的制服２５００９３ ，运动衫２５００９４ ，
背心式紧身运动衣２５００９４ ，围裙（衣服）２５００９６ ，皮制长外衣２５０１０３ ，套头衫２５０１０７ ，连衣裙
２５０１０９ ，大
衣２５０１１５ ，轻便大衣２５０１１５ ，宽外袍２５０１１７ ，制服２５０１１９ ，呢绒夹克（服装）
２５０１２０ ，夹
克（服装）２５０１２１ ，纸衣服２５０１２２ ，带兜帽的风雪大衣２５０１４３ ，仿皮革制服装
２５０１５０ ，仿
皮服装２５０１５０ ，皮制服装２５０１５１ ，皮衣２５０１５１ ，莎丽服２５０１５４ ，Ｔ 恤衫２５０１５５ ，钓
鱼背心２５０１５９ ，裙裤２５０１６４ ，斗篷２５０１６５ ，纱笼２５０１６６ ，紧腿裤（裤子）２５０１６８ ，无袖罩
裙２５０１６９
女用背心２５００２２ ，内裤（服装）２５００２３ ，衬裤２５００２３ ，紧身围腰（女内衣）２５００２５ ，内衣
袍２５００３３ ，晨衣２５００３３ ，紧身衣裤２５００５１ ，连裤内衣２５００５３ ，吸汗内衣２５００５４ ，防
２５００２６ ，睡
汗内衣２５００５４ ，防汗衬衣２５００５４ ，胸衣２５００５５ ，紧身胸衣（内衣）２５００７８ ，背心２５００８２ ，紧身
内衣（服装）２５００８９ ，海滨浴场用衣２５０１０４ ，睡衣裤２５０１０８ ，睡衣２５０１０８ ，内裤２５０１１２ ，乳罩
２５０１１４ ，浴
衣２５０１２７ ，衬裙２５０１４４ ，带肩带的女式长内衣（内衣）２５０１４６ ，妇女连衫衬裤（内
衣）２５０１４７
护衣汗垫２５００１７ ，衣服汗衬２５００１７ ，衣领（衣服）２５００２０ ，大翻领２５００２０ ，护领２５００２１ ，
衬衫前胸２５００４３ ，可拆的衣领２５００５０ ，成品衬里（服装的一部分）２５００６８ ，衬衫抵肩２５００７２ ，
上衣抵肩（衬衫用）２５００７２ ，袖口２５００９５ ，袖口（衣服）２５００９５ ，服装口袋２５０１０６
衣Ｃ２５０００１ ，羽绒服装Ｃ２５０００２ ，旗袍Ｃ２５０００３ ，妇女腹带Ｃ２５０００４ ，童装Ｃ２５０００５ ，
※风
磁疗衣Ｃ２５０００６ ，胸罩衬垫（胸衬、胸垫）Ｃ２５０００７ ，红外线衣Ｃ２５００３０ ，药物用衣Ｃ２５００３１ ，
１５３

摄影背心Ｃ２５００３２

注：１． 内裤（服装），内裤与０５０６ 月经内裤，卫生内裤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卫生衬
裤，卫生紧身内裤，卫生短内裤，卫生女裤，月经短内裤交叉检索；
２． 童
装与２５０２ 商品类似；
３． 莎
丽服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２５０５ 莎丽服交叉检索；
４． 跨
类似群保护商品：服装（２５０１ ，２５０２ ，２５０３ ，２５０４ ，２５０５ ）。
２５０２

婴儿纺织用品

服装２５００４５ ，婴儿裤（服装）２５００５８ ，婴儿全套衣２５００９２ ，非纸制围涎２５０１２８
儿睡袋Ｃ２５０００８
※婴
注：１． 本类似群与２５０１ 童装类似；
类似群保护商品：服装（２５０１ ，２５０２ ，２５０３ ，２５０４ ，２５０５ ）。
２． 跨
２５０３

特种运动服装

驾驶员服装２５０００２ ，服装２５００４５ ，滑水防潮服２５００５２ ，骑自行车服装２５００６５ ，游泳帽
２５０１２４ ，游
泳裤２５０１２５ ，男用游泳裤２５０１２５ ，游泳衣２５０１２６ ，体操服２５０１４９
道服Ｃ２５０００９ ，摔跤服Ｃ２５００１０
※柔
注：跨类似群保护商品：服装（２５０１ ，２５０２ ，２５０３ ，２５０４ ，２５０５ ）。
２５０４

不透水服装

服装２５００４５ ，防水服２５００８７
衣Ｃ２５００１１ ，雨披Ｃ２５００３３
※雨
注：１． 防水服与０９１９ 防水衣类似；
类似群保护商品：服装（２５０１ ，２５０２ ，２５０３ ，２５０４ ，２５０５ ）。
２． 跨
１５４

２５０５

戏装

服装２５００４５ ，化装舞会用服装２５０１５３
装Ｃ２５００１２ ，秧歌服Ｃ２５００１３ ，舞衣Ｃ２５００１４
※戏
注：跨类似群保护商品：服装（２５０１ ，２５０２ ，２５０３ ，２５０４ ，２５０５ ）。
２５０６

特殊用鞋

注：本类似群第十版时移入２５０７ 类似群。
２５０７

鞋

足球靴２５００７５ ，足球鞋２５００７５ ，体操鞋２５００８５ ，足球鞋钉２５０１３４ ，滑雪靴２５０１４５
鞋（脚上的穿着物）２５０００３ ，浴室凉鞋２５０００４ ，浴室拖鞋２５０００５ ，靴２５００１４ ，半统靴
２５００１５ ，系
带靴子２５００１９ ，草鞋２５００７３ ，套鞋２５００８０ ，高统橡胶套鞋２５００８０ ，拖鞋２５０１０１ ，海
滨浴场用鞋２５０１０５ ，木鞋２５０１１０ ，凉鞋２５０１１１ ，鞋 ２５０１３０ ，运动鞋 ２５０１３２ ，运动
靴２５０１４１
鞋用防滑配件２５０００１ ，鞋尖２５００１６ ，靴帮２５００４０ ，鞋内底２５００４１ ，鞋用金属配件
２５００４８ ，鞋
帮２５００６１ ，鞋面２５００６１ ，护腿鞋罩２５００６２ ，护踝鞋罩２５００６２ ，护腿鞋罩用系带
２５００８３ ，裤
脚系带２５００８３ ，鞋后跟２５０１１６ ，鞋用滚边２５０１１８ ，鞋底２５０１２９ ，鞋跟２５０１３１
鞋Ｃ２５００１５ ，跑鞋（带金属钉）Ｃ２５００１６ ，爬山鞋Ｃ２５００１７ ，雨鞋Ｃ２５００１８ ，鞋垫
※跳
Ｃ２５００１９ ，爬
山鞋（带金属钉）Ｃ２５００２９
注：本类似群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２５０６ 商品交叉检索。
２５０８

帽

贝雷帽２５０００９ ，帽子（头戴）２５００１２ ，室内便帽２５００２４ ，风帽（服装）２５００２７ ，帽衬架（支
撑架）２５００２８ ，帽内衬架（支撑架）２５００２８ ，帽檐２５００３０ ，帽舌（制帽）２５００３０ ，帽２５００４６ ，帽子
套（服装）２５００５９ ，大礼帽２５００７６ ，僧帽（帽子）２５０１００ ，头带（服装）２５０１４２ ，纸帽
２５００４７ ，耳
子（服装）２５０１６２
１５５

※

斗笠Ｃ２５００２０ ，儿童头盔Ｃ２５００２１
２５０９

袜

长袜２５０００６ ，吸汗长袜２５０００７ ，长袜后跟２５０００８ ，袜２５００１３ ，短袜２５００３６ ，吊袜带
２５００３７ ，袜
带２５００３８ ，吊袜带（长袜用）２５００３９ ，紧腿裤（暖腿套）２５００８８ ，暖腿套２５００８８ ，非
电暖脚套２５０１３３
裤Ｃ２５００２２ ，袜套Ｃ２５００２３
※袜
２５１０

手套（不包括特种手套）

手套（服装）２５００６７ ，皮手笼（服装）２５００９７ ，连指手套２５００９９ ，滑雪手套２５０１６７
２５１１

领带，围巾，披巾，面纱

长皮毛围巾（披肩）２５００１１ ，披肩２５００３２ ，领带２５００６０ ，围巾２５００６９ ，裘皮披肩２５００７４ ，
女式披肩２５０１０２ ，面纱（布）２５０１２３ ，班丹纳方绸（围脖儿）２５０１４８ ，披巾２５０１５２ ，头巾
２５０１５６ ，爱
斯科式领带２５０１５７ ，西服袋巾２５０１６１
花Ｃ２５００２４ ，领结Ｃ２５００２５ ，领巾Ｃ２５００２６
※领
２５１２

腰带，服装带

衣服吊带２５００１８ ，背带２５００１８ ，服装带（衣服）２５００３１ ，腰带２５００７９ ，钱带（服装）２５０１６０
带（服饰用）Ｃ２５００２７
※皮
注：腰带，皮带（服饰用）与２６０３ 皮带扣类似。
２５１３

十字褡２５００３５
服装绶带２５００７０
修女头巾２５００８４
神父左臂上佩带的饰带２５００９８
１５６

单一商品

浴帽２５０１５８
睡眠用面罩２５０１６３ ，睡眠用眼罩２５０１６３
纱Ｃ２５００２８
※婚
注：本类似群为单一商品，各自然段间互不类似。

１５７

第二十六类
花边和刺绣，饰带和编带；纽扣，领钩扣，饰针和缝针；假花。
【注释】

第二十六类主要包括缝纫用品。
本类尤其包括：
—
—
—拉链。
本类尤其不包括：
—
—
—某些特种小钩（查阅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商品分类表）；
—
—
—某些特种针（查阅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商品分类表）；
—
—
—纺织用纱和线（第二十三类）。
２６０１

花边，饰品及编带

发带２６００１３ ，服装花边２６００１８ ，衣服饰边２６００１８ ，花边２６００１９ ，托袖延伸带２６００２３ ，袖
子扣带２６００２３ ，儿童牵引带２６００２５ ，鞋带２６００３４ ，衣边带２６００４７ ，假褶边２６００５６ ，假折边
２６００５６ ，流
苏花边２６００６０ ，编带２６００６２ ，流苏（缝纫用品）２６００６３ ，褶边（花边）２６００６６ ，毛线
花边２６００６７ ，花边饰品２６００６８ ，衣服的金银饰带２６００６８ ，男子服装用饰带（缝纫品）２６００７６ ，
饰边小环（花边）２６００８０ ，裙子荷叶边２６００８４ ，裙子上的荷叶边２６００８４ ，服装褶边２６００８６ ，松
紧带２６００９５ ，服装镶边带２６００９６ ，窗帘边幅带２６０１２０
绣花饰品２６００２８ ，花哨的小商品（绣制品）２６００２８ ，花彩装饰（绣制品）２６００５７ ，银线制
绣品２６００９３ ，绣金制品２６００９４
边Ｃ２６０００１ ，帽边Ｃ２６０００２ ，背包带Ｃ２６０００３ ，帽带Ｃ２６０００４ ，拉链带Ｃ２６０００５ ，线带
※丝
带Ｃ２６０００７ ，花线扎带Ｃ２６０００８ ，线轮带Ｃ２６０００９ ，汗带Ｃ２６００１０ ，荷包袋
Ｃ２６０００６ ，飘
Ｃ２６００１１ ，绳
编工艺品Ｃ２６００２３
注：本类似群与２６０２ 中第一自然段商品类似。
２６０２

不属别类的服饰品，饰针

鸵鸟羽毛（服装附属品）２６００１１ ，帽饰品（非贵重金属）２６００１６ ，帽子装饰品（非贵重金
属）２６００１６ ，鞋饰品（非贵重金属）２６００３５ ，绳绒线织物（花边）２６００３７ ，衣服装饰品２６００６４ ，
１５８

云母亮片（服饰用）２６００７１ ，鸟羽毛（服装配件）２６００７４ ，金属箔（服装缘饰品）２６００７５ ，金属
箔（服装饰品）２６００７５ ，衣服装饰用亮片２６００７７ ，羽毛（服装饰件）２６００８２ ，头饰（小绒球）
２６００８３ ，玫
瑰花饰（缝纫用品）２６００８５ ，非制珠宝用珠子２６０１２３
头发夹（发夹）２６００１５ ，发夹２６００１５ ，臂章２６００２４ ，臂带（服装配件）２６００２４ ，胸针（服装
配件）２６００２７ ，发饰品２６００３８ ，头发装饰品２６００３８ ，卷发夹２６００３９ ，条状发夹（发夹）２６００４０ ，
发针２６００４１ ，发网２６００４２ ，长别针２６００９０ ，别针（非首饰）２６０１００ ，非贵重金属制佩戴徽章
２６０１０１ ，装
饰徽章（扣）２６０１１３ ，装饰徽章（纽扣）２６０１１３ ，发用蝴蝶结２６０１１４ ，染发用帽
２６０１１５ ，绶
带２６０１１７ ，卷发纸２６０１２１ ，卷发器（非手工具）２６０１２７

注：１． 第一自然段商品与２６０１ 商品类似；
２． 卷
发器（非手工具）与０８０６ 烫发钳，烫发用铁夹，卷发用手工具类似，与第九版及
以前版本０８０６ 卷发用手工具（非电），０９２４ 电热卷发器交叉检索。
２６０３

纽扣，领钩扣，拉链

鞋扣（鞋链）２６０００１ ，服装扣２６００１０ ，衣扣２６００１０ ，纽扣 ２６００２１ ，揿扣２６００２２ ，背带钩
扣２６００２６ ，吊带钩扣２６００２６ ，带子钩扣２６００３１ ，皮带扣２６００３１ ，鞋钩２６００３３ ，鞋眼２６００３６ ，鞋
扣眼２６００３６ ，胸衣扣２６００４８ ，女衫纽扣２６００４８ ，挂钩（服饰用品）２６００５２ ，拉链２６００５３ ，服装
扣眼２６００７３ ，手提袋拉链２６００８７ ，提包卡锁２６００８７ ，鞋扣２６００８８ ，扣子（服装配件）２６００９７ ，
紧身胸衣钩２６００９８ ，搭扣带２６０１１６ ，骑自行车者用的裤夹２６０１１９ ，地毯钩２６０１２２
龙搭扣Ｃ２６００１２
※尼
注：１． 皮带扣与２５１２ 腰带、皮带（服饰用）类似；
２． 本
类似群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１４０３ 贵重金属扣交叉检索。
２６０４

假发，假胡须

假胡子２６００１４ ，假络腮胡子２６００１４ ，假发２６００４３ ，辫发２６００４４ ，发束２６００４４ ，编织发辫
２６００４４ ，头
发束２６００４４ ，假髭２６００７２ ，假胡须２６００７２ ，假发套２６００７９ ，男子假发２６００８９ ，接发
片２６０１２５ ，人类的头发２６０１２６
２６０５

缝纫用具（线除外）

针２６０００２ ，鞋匠用针２６０００３ ，缝纫针２６０００４ ，梳羊毛机用针２６０００５ ，精梳羊毛机针
１５９

，装订针２６０００６ ，织补针２６０００７ ，马具用针２６０００８ ，编织针２６０００９ ，针线包２６００４９ ，针
线盒２６００４９ ，缝纫用顶针２６００５０ ，编织用钩针２６００５１ ，别针针插２６００５５ ，织渔网的梭
２６００５８ ，除
线以外的缝纫用品２６００７０ ，针插２６００７８ ，针盒２６００９１ ，针匣２６００９２ ，绣花丝线或
绒线用绕轴（非机器部件）２６０１２４
织机针Ｃ２６００１３ ，纺织钢针Ｃ２６００１４ ，罗纹针Ｃ２６００１５ ，双头针Ｃ２６００１６ ，经编机针
※针
Ｃ２６００１７ ，横
机针Ｃ２６００１８ ，棉毛针Ｃ２６００１９ ，毛衣针Ｃ２６００２０
２６０００５

注：本类似群商品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１４０２ 贵重金属针，贵重金属针盒交叉检索。
２６０６

假花

人造花２６００５９ ，仿真花２６００５９ ，仿真水果２６００６１ ，人造水果２６００６１ ，仿真花环２６００６５ ，
人造花环２６００６５ ，人造花制花环２６００９９ ，人造花制花圈２６００９９
造盆景Ｃ２６００２１ ，纸拉花Ｃ２６００２２
※人
２６０７

硬托衬骨

妇女紧身衣上衬骨２６００１２ ，胸罩衬骨２６００１２ ，织补架２６００２０ ，织补撑２６００２０ ，衣领托
２６００４６ ，领
子硬衬２６００４６ ，服装垫肩２６０１１８ ，衣服垫肩２６０１１８
２６０８

修补纺织品用热粘胶片

修补纺织品用热粘合补片２６００８１ ，纺织品装饰用热粘合补片（缝纫用品）２６０１１１
２６０９

亚麻布标记用品

亚麻织品标记用数字或字母２６００３２ ，亚麻织品标记用交织字母饰片２６００３２ ，亚麻织品
标记用数字２６００４５ ，亚麻织品标记用字母２６００６９ ，竞赛者用号码２６０１１２
２６１０

茶壶保暖套

注：本类似群第十版时移入２１１１ 类似群。
１６０

第二十七类
地毯，地席，席类，油毡及其他铺地板材料；非纺织品制墙帷。
【注释】
第二十七类主要包括铺在已建成的地板和墙壁上的制品。
本类尤其不包括：
—
—
—木地板（第十九类）。
２７０１

地毯

地毯２７００１１ ，小地毯２７００１１

注：本类似群与２４０３ 纺织品制墙上挂毯，纺织品制壁挂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
２４０３ 纺
织品挂毯（墙上挂帘帷），纺织品壁挂交叉检索。
２７０２

席类

垫席２７０００６ ，苇席２７０００９
Ｃ２７０００１ ，枕
席Ｃ２７０００２
※席
２７０３

垫及其他可移动铺地板用品

浴室防滑垫２７０００１ ，地板覆盖物２７０００２ ，人工草皮２７０００３ ，体育馆用垫２７０００４ ，体操垫
２７０００４ ，门
前擦鞋垫２７０００８ ，汽车用垫毯２７００１０ ，防滑垫２７００１２ ，亚麻油地毡２７００１４ ，地毯
底衬２７００１５ ，乙烯地板覆盖物２７００１６ ，滑雪斜坡用编织绳垫２７００１７
垫Ｃ２７０００３ ，橡胶地垫Ｃ２７０００４
※地
２７０４

非纺织墙帷，墙纸及非纺织挂毯

墙纸２７０００７ ，非纺织品制壁毯２７００１３ ，非纺织品制墙上挂毯２７００１３ ，非纺织品制壁挂
１６１

２７００１３

，纺织品制墙纸２７００１８

注：非纺织品制壁毯，非纺织品制墙上挂毯，非纺织品制壁挂与２４０３ 纺织品制墙上挂
毯，纺织品制壁挂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２４０３ 纺织品挂毯（墙上挂帘帷），纺织品壁挂
交叉检索。

１６２

第二十八类
游戏器具和玩具；不属别类的体育和运动用品；圣诞树用装饰品。
【注释】

本类尤其包括：
—
—
—与外接显示屏或监视器连用的娱乐和游戏装置；
—
—
—钓鱼用具；
—
—
—各种运动和游戏设备。
本类尤其不包括：
—
—
—圣诞树用的蜡烛（第四类）；
—
—
—潜水装备（第九类）；
—
—
—圣诞树用的电灯（花彩式的）（第十一类）；
—
—
—渔网（第二十二类）；
—
—
—体育和运动用服装（第二十五类）；
—
—
—圣诞树装饰用糖果和巧克力（第三十类）。
２８０１

娱乐器械，娱乐物品

游戏器具２８００７９

（一）室内足球游戏桌２８００７０ ，游戏机２８０１２８ ，自动和投币启动的游戏机２８０１８９ ，视频
游戏机２８０２１４ ，带有液晶显示屏的便携式游戏机２８０２１５ ，娱乐场用视频游戏机２８０２１６

（二）游戏套环２８０００５ ，秋千２８００１０ ，摇摆木马２８００１４ ，九柱戏木柱２８００２２ ，游戏用弹
子２８００２３ ，风筝２８００３６ ，风筝线轴２８００３７ ，游戏用筹码２８００４０ ，木偶２８００８７ ，牵线木偶
２８００８７ ，掷
环游戏用铁圈２８００９７ ，魔术器械２８０１０５ ，九柱戏器具２８０１０６ ，滑梯（玩具）
２８０１４９ ，游
乐场旋转木马２８０１５７ ，弹球机２８０１９９
动游艺车Ｃ２８０００１ ，电椅Ｃ２８０００２ ，转椅Ｃ２８０００３ ，转塔Ｃ２８０００４ ，转伞Ｃ２８０００５ ，荡
※电
椅Ｃ２８０００６ ，云梯Ｃ２８０００８ ，风车Ｃ２８０００９ ，浪船Ｃ２８００１０ ，摇船Ｃ２８００１１ ，滚环Ｃ２８００１２ ，大
积木Ｃ２８００１３ ，转马Ｃ２８００１４
１６３

注：１． 本类似群第一自然段商品与各部分商品均类似；
２． 本
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３． 游
戏机，自动和投币启动的游戏机，视频游戏机，带有液晶显示屏的便携式游戏
机，娱乐场用视频游戏机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９０８ 与外接显示屏或监视器连用
的娱乐器具，与外接显示屏或监视器连用的游戏机，及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０９０８
与电视机连用的娱乐器具，与电视连用的游戏机交叉检索；
４． 自
动和投币启动的游戏机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０９０８ 自动和投币启动的游戏机
交叉检索；
５． 大
积木与２８０２ 积木（玩具）类似。
２８０２

玩具

手枪火帽（玩具）２８０００３ ，家养宠物玩具２８０００４ ，玩具气球２８００１２ ，玩具娃娃进食瓶
２８００１６ ，
玩具２８００２４ ，积木（玩具）２８００２５ ，盖房玩具２８００４１ ，晚会、舞会道具２８００４５ ，多米诺
骨牌２８００５４ ，玩具手枪２８００５８ ，闹剧玩具２８００６２ ，带恶作剧的小玩具（新颖的）２８００６２ ，拨浪
鼓（玩具）２８００７７ ，室内游戏玩具２８００７８ ，玩具娃娃床２８００８５ ，玩具小房子２８００８６ ，玩具娃娃
２８００８８ ，戏
剧面罩２８００８９ ，演戏面具２８００８９ ，玩具面具２８００９０ ，成比例的模型车２８００９１ ，玩
具娃娃衣２８０１０３ ，玩具小屋２８０１０４ ，放洋娃娃的玩具小屋２８０１０４ ，陀螺（玩具）２８０１１２ ，儿童
游戏用踏板车（玩具）２８０１１５ ，气枪（玩具）２８０１１７ ，起爆帽（玩具）２８０１１８ ，火帽（玩具）
２８０１１８ ，活
动玩具（床铃）２８０１４５ ，玩具熊２８０１５１ ，飞盘（玩具）２８０１５８ ，玩具用马蹄铁
２８０１５９ ，长
毛绒玩具２８０１６１ ，肥皂泡（玩具）２８０１６２ ，玩具车２８０１６３ ，捕蝴蝶用网２８０１６５ ，拼
图玩具２８０１６８ ，雪景球２８０１７５ ，节日悬挂、由儿童击破以获得其中玩具和糖果的彩饰陶罐
２８０１８３ ，由
无线电控制的玩具车２８０１８５ ，万花筒２８０１９０ ，五彩纸屑２８０１９２ ，比例模型套件
（玩具）２８０１９８ ，纸制晚会帽２８０２０４ ，填充玩具２８０２０８
具汽车Ｃ２８００１５ ，智能玩具Ｃ２８００１６ ，模型飞机材料Ｃ２８００１７ ，玩具手表Ｃ２８００１８ ，
※玩
玩具照相机Ｃ２８００１９ ，玩具望远镜Ｃ２８００２０ ，橡皮泥Ｃ２８００２１ ，电子永动器（永磁摆动玩具）
Ｃ２８００２２ ，礼
花玩具（非燃放型礼花）Ｃ２８００２３ ，激光启动的玩具Ｃ２８００９７
注：１． 积木（玩具）与２８０１ 大积木类似；
花筒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０９１１ 万花筒交叉检索；
２． 万
彩纸屑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１６０３ 五彩纸屑交叉检索。
３． 五
１６４

２８０３

棋，牌及辅助器材

国际跳棋２８００４９ ，骰子２８００５０ ，国际象棋２８００５５ ，国际象棋棋盘２８００５６ ，跳棋棋盘
２８００５７ ，骰
子杯２８００７４ ，十五子棋２８０１１４ ，棋盘游戏器具２８０１５６ ，麻将牌２８０１６０ ，宾果游戏
牌２８０１７８ ，纸牌２８０１９１ ，扑克牌２８０１９１
Ｃ２８００２４ ，象
棋Ｃ２８００２５ ，跳棋Ｃ２８００２７ ，围棋Ｃ２８００２８ ，足球棋Ｃ２８００２９ ，动物棋
※棋
Ｃ２８００３０ ，克
朗棋Ｃ２８００３１ ，全自动麻将桌（机）Ｃ２８００３３
注：纸牌，扑克牌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１６０８ 纸牌，扑克牌交叉检索。
２８０４

球类及器材

运动球类球胆２８０００１ ，体育活动用球２８００１１ ，台球桌垫２８００１３ ，台球２８００１９ ，台球球杆
用白垩２８００２０ ，台球记分器２８００２１ ，台球计数盘２８００２１ ，运动用球２８００３０ ，保龄球设备和器
械２８００３１ ，球拍用肠线２８００３３ ，高尔夫球杆２８００３４ ，球拍线２８００４２ ，板球包２８００４７ ，曲棍球
棒２８００４８ ，带轮或不带轮的高尔夫球袋２８００６１ ，运动用网２８００６４ ，网球场地用网２８００６５ ，运
动用球拍２８００８１ ，运动用球棒２８００８１ ，球拍２８００８１ ，乒乓球台２８０１１１ ，羽毛球２８０１１６ ，台球
杆２８０１２１ ，台球球杆头２８０１２２ ，台球杆头２８０１２２ ，台球杆皮头２８０１２２ ，台球桌２８０１２３ ，投币
启动式台球桌２８０１２４ ，网球抛球仪器２８０１７３ ，修复草皮工具（高尔夫球运动用）２８０１７９ ，高
尔夫果岭叉２８０１７９
球拍Ｃ２８００３４ ，羽毛球拍Ｃ２８００３５ ，乒乓球拍Ｃ２８００３６ ，板羽球拍Ｃ２８００３７ ，球网
※网
Ｃ２８００３８ ，门
球器材Ｃ２８００３９ ，球拍胶粒Ｃ２８００４０ ，球及球拍专用袋Ｃ２８００４１ ，高尔夫球的清
洁机（高尔夫球运动用或高尔夫球场用）Ｃ２８００９８ ，高尔夫球的挑选机（高尔夫球运动用或
高尔夫球场用）Ｃ２８００９９ ，高尔夫球的运送机（高尔夫球运动用或高尔夫球场用）Ｃ２８０１００ ，
高尔夫球的分配机（高尔夫球运动用或高尔夫球场用）Ｃ２８０１０１
２８０５

健身器材

锻炼用固定自行车２８００１７ ，锻炼身体肌肉器械２８００４４ ，锻炼身体器械２８００４４ ，使身体
复原的器械２８００４４ ，扩胸器（锻炼肌肉用）２８００５１ ，锻炼用扩胸器２８００５１ ，锻炼用固定自行
车滚轴２８００５９ ，哑铃２８００７５ ，悬挂式滑行器２８０１２７
力器Ｃ２８００４２ ，压力器Ｃ２８００４３ ，拉力器Ｃ２８００４４ ，练身手榴弹Ｃ２８００４５ ，健身球
※握
１６５

Ｃ２８００４６

，健胸器Ｃ２８００４７ ，健美器Ｃ２８００４８ ，健身床Ｃ２８００４９ ，健身摇摆机（器）或运动摇摆

机（器）Ｃ２８００５０

注：本类似群与２８０７ 杠铃，举重器具类似。
２８０６

射箭运动器材

箭弓２８０００７ ，射箭用器具２８０００８ ，靶２８００３８ ，泥鸽投射器２８００８０ ，泥鸽（靶子）２８０１０１ ，
电子靶２８０１９３
２８０７

体操、举重、田径、冰雪及属于本类的其他运动器材

（一）雪橇刀２８０００９ ，滑雪刀２８０００９ ，有舵雪车２８００２６ ，体育活动器械２８００４３ ，运动铁
饼２８００５２ ，滑雪板用蜡２８００６３ ，滑橇用蜡２８００６３ ，滑雪板捆绑带２８００６６ ，飞镖２８００６７ ，鱼叉
枪（体育用品）２８００７１ ，杠铃２８００７５ ，海豹皮（盖滑雪板用）２８０１００ ，冲浪板２８０１０２ ，滑雪板用
踏板２８０１０８ ，雪橇底板掩护物２８０１０９ ，滑雪板底部覆盖物２８０１０９ ，滑雪板２８０１１０ ，雪橇（运
动物品）２８０１１３ ，滑水板２８０１２５ ，帆板２８０１２６ ，体操器械２８０１２９ ，击剑用武器２８０１３０ ，登山套
具２８０１４２ ，滑翔伞２８０１４６ ，滑板２８０１４８ ，跳板（运动器材）２８０１５０ ，滑水橇２８０１５２ ，滑雪板和
冲浪板专用袋２８０１６６ ，风帆滑水板用挽具２８０１６７ ，风帆滑水板用桅杆２８０１６９ ，彩球枪（体育
器具）２８０１７０ ，彩球（彩球枪用弹药）（体育器具）２８０１７１ ，风帆滑水板用皮带２８０１７２ ，起跑器
（体育运动用）２８０１７４ ，趴板（冲浪板）２８０１７７ ，拳击用吊袋２８０１８４ ，弹弓（体育用品）２８０１８８ ，
滑雪单板２８０１９７ ，上升器（登山设备）２８０２０１ ，游泳用打水板２８０２０５ ，蹦床２８０２０９ ，撑杆跳高
用撑杆２８０２１０
杠Ｃ２８００５１ ，双杠Ｃ２８００５２ ，高低杠Ｃ２８００５３ ，平衡木Ｃ２８００５４ ，双环Ｃ２８００５５ ，鞍马
※单
箱Ｃ２８００５７ ，跳跃器Ｃ２８００５８ ，吊绳Ｃ２８００５９ ，铅球Ｃ２８００６０ ，举重器具
Ｃ２８００５６ ，跳
杆Ｃ２８００６２ ，软梯Ｃ２８００６３ ，吊环滑车Ｃ２８００６４ ，跳板Ｃ２８００６５ ，藤圈Ｃ２８００６６ ，
Ｃ２８００６１ ，爬
体操凳Ｃ２８００６７ ，助跑器Ｃ２８００６８ ，拧圈Ｃ２８００６９ ，倒立台Ｃ２８００７０ ，体操台Ｃ２８００７１ ，跳高架
Ｃ２８００７２ ，撑
高跳竿Ｃ２８００７３ ，运动绳（跳绳、拔河绳）Ｃ２８００７４ ，运动棒Ｃ２８００７５ ，发令枪
Ｃ２８００７７ ，民
族体育运动器具（刀、剑）Ｃ２８００７８ ，飞盘Ｃ２８００８０ ，沙箱Ｃ２８００８１ ，跳台
Ｃ２８００８２ ，沙
袋Ｃ２８００８３ ，毽子Ｃ２８０１０２
（二）狩猎用哨子２８０１８０
哨Ｃ２８００７６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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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２． 滑
翔伞与１２０９ 降落伞类似；
３． 杠
铃，举重器具与２８０５ 商品类似；
板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２８０２ 滑板（玩具）交叉检索；
４． 滑
子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２８０１ 毽子交叉检索。
５． 毽
２８０８

游泳池及跑道

（一）游泳池（娱乐用品）２８００９５
（二）※ 塑料跑道Ｃ２８００８４
注：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２８０９

运动防护器具及冰鞋

（一）击球手用手套（运动器件）２８００１５ ，拳击手套２８００３２ ，护胫（体育用品）２８００４６ ，竞
技手套２８００７２ ，游泳用鸭脚蹼２８００９３ ，游泳脚蹼２８００９３ ，击剑用面罩２８０１３１ ，击剑用防护手
套２８０１３２ ，击剑手套２８０１３２ ，棒球手套２８０１４１ ，护肘（体育用品）２８０１４３ ，护膝（运动用品）
２８０１４４ ，保
护垫（运动服部件）２８０１４７ ，保护垫（成套运动服部件）２８０１４７ ，高尔夫球手套
２８０１５３ ，举
重用皮带（体育用品）２８０１７６ ，运动员用松香２８０１８６ ，男性下体弹力护身（运动用
品）２８０１９６ ，洗澡或游泳用浮囊２８０２１１ ，翼型浮袋２８０２１１ ，游泳圈２８０２１２ ，游泳浮力背
心２８０２１３
腰Ｃ２８００８５ ，护掌Ｃ２８００８６ ，护腿Ｃ２８００８７ ，护臂Ｃ２８００８８ ，护肚Ｃ２８００８９ ，运动腰带
※护
面Ｃ２８００９１ ，护胸Ｃ２８００９２ ，护身Ｃ２８００９３ ，护腕Ｃ２８００９４
Ｃ２８００９０ ，护
（二）附有滑动装置的滑冰鞋２８００２８ ，连冰刀的溜冰鞋２８００２８ ，旱冰鞋２８００９８ ，（冰刀）
冰鞋２８００９９ ，直排轮滚轴溜冰鞋２８０１８２ ，轮滑鞋２８０１８２ ，雪鞋２８０１８７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澡或游泳用浮囊，翼型浮袋，游泳圈，游泳浮力背心与０９１９ 救生圈，救生衣类
２． 洗
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９１９ 洗澡或游泳用浮囊，游泳圈，游泳救生圈，游泳救
生衣交叉检索。
１６７

２８１０

圣诞树用的装饰品

合成材料制圣诞树２８０００６ ，爆炸式棒棒糖（圣诞拉炮）２８００２７ ，爆炸式棒棒糖（玩具爆
竹）２８００２７ ，圣诞树用烛台２８００２９ ，圣诞树用小铃２８００３９ ，圣诞树用人造雪２８００９６ ，圣诞树
用装饰品（照明用物品和糖果除外）２８０１１９ ，圣诞树架２８０１２０
２８１１

钓具

人造钓鱼饵２８０００２ ，钓鱼竿２８００３５ ，钓鱼用抄网２８００６０ ，钓鱼用浮子２８００６９ ，钓鱼钩
２８００７６ ，打
猎或钓鱼用诱饵２８００８２ ，狩猎或钓鱼用诱饵２８００８２ ，钓具２８００８３ ，钓鱼用具
２８００８３ ，钓
鱼线２８００８４ ，钓鱼用绕线轮２８００９２ ，渔篓（捕鱼陷阱）２８００９４ ，钓鱼用肠线
２８０１０７ ，咬
钩指示器（钓具）２８０１５４ ，咬钩传感器（钓具）２８０１５５ ，狩猎或钓鱼用香味诱
饵２８０１９４
２８１２

单一商品

拉拉队用指挥棒２８０１６４
伪装掩蔽物（运动用品）２８０１９５
抽奖用刮刮卡２８０２０７
拍用吸汗带Ｃ２８００９６
※球

注：１． 本类似群为单一商品，各自然段间互不类似；
奖用刮刮卡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１６ 类１６０５ 已接受商品彩票，刮刮卡等类似
２． 抽
商品交叉检索。

１６８

第二十九类
肉，鱼，家禽和野味；肉汁；腌渍、冷冻、干制及煮熟的水果和蔬菜；果冻，果酱，蜜饯；蛋；
奶和奶制品；食用油和油脂。

【注释】
第二十九类主要包括动物类食品，以及日用或贮藏用的蔬菜及其他可食用的园艺
产品。
本类尤其包括：
—
—
—奶饮料（以奶为主）。
本类尤其不包括：
—
—
—某些植物类食品（查阅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商品分类表）；
—
—
—婴儿食品（第五类）；
—
—
—医用营养食物和物质（第五类）；
—
—
—膳食补充剂（第五类）；
—
—
—色拉调味品（第三十类）；
—
—
—待孵蛋（第三十一类）；
—
—
—动物饲料（第三十一类）；
—
—
—活的动物（第三十一类）。
２９０１

肉，非活的家禽，野味，肉汁

血肠２９００１３ ，牛肉清汤２９００１４ ，肉汤２９００１４ ，牛肉清汤汤料２９００１５ ，猪肉食品２９００１８ ，
牛肉清汤浓缩汁２９００２３ ，肉汤浓缩汁２９００２３ ，油炸丸子２９００３６ ，肉２９００４６ ，肉冻２９００４９ ，猎
物（非活）２９００５０ ，火腿２９００６３ ，浓肉汁２９００６８ ，熏肉２９００７６ ，食用动物骨髓２９００８１ ，肝酱
２９００８８ ，香
肠２９００９７ ，盐腌肉２９００９８ ，牛肚２９０１１２ ，家禽（非活）２９０１１４ ，肝２９０１２４ ，腌腊肉
２９０１３７ ，猪
肉２９０１４２ ，捣碎的香肠２９０１５３
人食用蚕蛹２９０１５１
食用燕窝２９０１４３
肠Ｃ２９０００２ ，板鸭Ｃ２９０００３ ，肉片Ｃ２９０００４ ，肉干Ｃ２９０００５ ，肉脯Ｃ２９０００６ ，冻田鸡腿
※风
Ｃ２９０００７ ，肉
松Ｃ２９０００８ ，肉糜Ｃ２９０００９ ，蜂蛹Ｃ２９００１０
１６９

注：浓肉汁，牛肉清汤，牛肉清汤汤料，肉汤，肉汤浓缩汁，牛肉清汤浓缩汁与２９０５ 汤及
３０１６ 调
味肉汁类似。
２９０２

非活水产品

（一）食用水生植物提取物２９０００２

（二）! 鱼２９０００６ ，鱼子酱２９００１６ ，甲壳动物（非活）２９００３７ ，小龙虾（非活）２９００４０ ，鱼
片２９００４１ ，鱼（非活）２９００４７ ，鲱鱼２９００５５ ，龙虾（非活）２９００５７ ，牡蛎（非活）２９００６１ ，食用鱼
胶２９００６２ ，多刺龙虾（非活）２９００７５ ，贝壳类动物（非活）２９００８２ ，贻贝（非活）２９００８３ ，沙丁鱼
２９０１０６ ，鲑
鱼２９０１０７ ，金枪鱼２９０１０９ ，鱼制食品２９０１２５ ，蛤（非活）２９０１３２ ，明虾（非活）
２９０１３５ ，腌
制鱼２９０１３６ ，虾（非活）２９０１３８ ，人食用鱼粉２９０１４５ ，盐腌鱼２９０１４９ ，海参（非活）
２９０１５０ ，鱼
慕斯２９０１６７ ，加工过的鱼籽２９０１７０
翅Ｃ２９００１１ ，鱼肚Ｃ２９００１２ ，鱼肉干Ｃ２９００１３ ，鱼松Ｃ２９００１４ ，鱿鱼Ｃ２９００１５ ，海米
※鱼
Ｃ２９００１６ ，虾
松Ｃ２９００１７ ，海蜇皮Ｃ２９００１８ ，海胆黄Ｃ２９００１９ ，干贝Ｃ２９００２０ ，蛤蜊干
Ｃ２９００２１ ，蚬
子干Ｃ２９００２２ ，海螺干Ｃ２９００２３ ，蛏干Ｃ２９００２４ ，虾酱Ｃ２９００２５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一）部分商品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３００５ 螺旋藻（非医用营养品）类似。
２． 第
２９０３

罐头食品（软包装食品不包括在内，随原料制成品归类）

鱼罐头２９０１４４ ，水果罐头２９０１４６ ，肉罐头２９０１４７ ，蔬菜罐头２９０１５２
产罐头Ｃ２９００２６ ，鹌鹑蛋罐头Ｃ２９００２７
※水
２９０４

腌渍、干制水果及制品

（一）腌制水果２９００１７ ，脱水椰子２９００２１ ，冷冻水果２９００２５ ，葡萄干２９００２７ ，水果蜜饯
２９００３５ ，糖
渍水果２９００３５ ，椰枣２９００３８ ，炖熟的水果２９００４３ ，果肉２９００４５ ，水果肉２９００４５ ，腌
橄榄２９００９０ ，果皮２９０１１５ ，水果皮２９０１１５ ，碎杏仁２９０１１７ ，水果片２９０１３１ ，浸酒的水果
２９０１３３ ，食
用花粉２９０１３４ ，以水果为主的零食小吃２９０１６０
油炸土豆片２９００１９ ，土豆煎饼２９０１４８ ，土豆片２９０１５４ ，低脂土豆片２９０１７６
花生酱２９０００７ ，果酱２９００２４ ，柑桔酱２９００７９ ，苹果酱２９０１５５ ，越橘果酱（蜜饯）２９０１５６ ，
１７０

芝麻酱２９０１５７ ，糊状山梨豆（鹰嘴豆酱）２９０１５８
花Ｃ２９００２８ ，青丝Ｃ２９００２９ ，红丝Ｃ２９００３０ ，糖玫瑰Ｃ２９００３１ ，柿饼Ｃ２９００３２ ，百合干
※桂
Ｃ２９００３３ ，柑
饼Ｃ２９００３４ ，干桂元Ｃ２９００３５ ，陈皮梅Ｃ２９００３６ ，话梅Ｃ２９００３７ ，干荔枝
Ｃ２９００３８ ，山
楂片Ｃ２９００３９ ，桂花姜Ｃ２９００４０ ，莲子Ｃ２９００４１ ，干枣Ｃ２９００４２ ，以果蔬为主的零
食小吃Ｃ２９００９３
（二）※ 加工过的槟榔Ｃ２９００９４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用花粉与３１０３ 花粉（原材料）类似；
２． 食
豆片，油炸土豆片，低脂土豆片，以果蔬为主的零食小吃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
３． 土
３０１０ 膨
化土豆片交叉检索；
４． 水
果片，以水果为主的零食小吃，以果蔬为主的零食小吃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
３０１０ 膨
化水果片、蔬菜片交叉检索；
５． 跨
类似群保护商品：以果蔬为主的零食小吃（２９０４ ，２９１１ ）。
２９０５

腌制、干制蔬菜

德式泡菜２９００２０ ，汤２９００２６ ，腌小黄瓜２９００２８ ，腌制蔬菜２９００２９ ，熟蔬菜２９００３０ ，干蔬
菜２９００３１ ，姜酱２９００５１ ，食用腌黄豆２９００５２ ，蔬菜汤剂２９００６６ ，蔬菜汤料２９００６６ ，烹饪用蔬
菜汁２９００６７ ，腌扁豆２９００７７ ，腌制的洋葱２９００８９ ，酸辣泡菜２９００９４ ，泡菜２９００９５ ，腌制豌豆
２９００９６ ，制
汤剂２９００９９ ，番茄泥２９０１０１ ，烹调用番茄汁２９０１１０ ，腌制块菌２９０１１３ ，腌制蘑菇
２９０１２０ ，腌
豆２９０１２３ ，烤紫菜２９０１５９ ，朝鲜泡菜２９０１６２ ，阿吉瓦（腌辣椒）２９０１６５ ，蔬菜慕斯
２９０１６９ ，食
用预制芦荟２９０１７２ ，腌制蒜２９０１７３
姜Ｃ２９００４３ ，咸菜Ｃ２９００４４ ，五味姜Ｃ２９００４５ ，榨菜Ｃ２９００４６ ，五香萝卜Ｃ２９００４７ ，脱
※酸
水菜Ｃ２９００４８ ，速冻方便菜肴Ｃ２９００４９ ，冬菜Ｃ２９００５０ ，萝卜干Ｃ２９００５１ ，白菜干Ｃ２９００５２ ，干
菜笋Ｃ２９００５３ ，大头菜Ｃ２９００５４ ，黑菜Ｃ２９００５５ ，百合菜Ｃ２９００５６ ，酱菜Ｃ２９００５７ ，腐乳
Ｃ２９００５８ ，速
冻菜Ｃ２９００５９ ，紫菜Ｃ２９００６０ ，海菜Ｃ２９００６１ ，海带Ｃ２９００６２ ，海带粉Ｃ２９００６３ ，
笋干Ｃ２９００６４ ，黄花菜Ｃ２９００６５ ，食用干花Ｃ２９００９２

注：１． 酱菜与３０１６ 酱菜（调味品）类似；
２． 番
茄泥，烹调用番茄汁与３０１６ 番茄酱（调味品），番茄酱类似；
与２９０１ 浓肉汁，牛肉清汤，牛肉清汤汤料，肉汤，肉汤浓缩汁，牛肉清汤浓缩汁
３． 汤
１７１

及３０１６ 调味肉汁类似。
２９０６

蛋品

蛋清２９００１２ ，蛋黄２９００６４ ，蛋２９００８６ ，蛋粉２９００８７ ，食用蜗牛蛋２９０１３９
蛋Ｃ２９００６６ ，皮蛋（松花蛋）Ｃ２９００６７ ，鹌鹑蛋Ｃ２９００６８
※咸
２９０７

奶及乳制品

（一）豆奶（牛奶替代品）２９０１６３

（二）黄油２９０００８ ，黄油乳脂２９００１１ ，奶油（奶制品）２９００３３ ，奶酪２９００３４ ，牛奶２９００３９ ，
小牛皱胃中的凝乳（制干酪用）２９００４２ ，酸奶２９００６５ ，克非尔奶酒（奶饮料）２９００７０ ，乳酒（牛
奶饮料）２９００７１ ，马或骆驼乳酒（奶饮料）２９００７１ ，牛奶饮料（以牛奶为主的）２９００７２ ，乳清
２９００７３ ，牛
奶制品２９００７４ ，人造黄油２９００７８ ，掼奶油２９０１４１ ，搅打过的奶油２９０１４１ ，凝乳
２９０１６１ ，奶
昔２９０１６４ ，无酒精蛋奶酒２９０１６８ ，白朊牛奶２９０１７４ ，蛋白质牛奶２９０１７４ ，烹饪用
牛奶发酵剂２９０１７８
茶（以奶为主）Ｃ２９００６９ ，可可牛奶（以奶为主）Ｃ２９００７０ ，奶粉Ｃ２９００９５ ，牛奶
※奶
酱Ｃ２９００９７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２． 乳
清与３２０２ 乳清饮料类似；
３． 酸
奶与３０１３ 冻酸奶（冰冻甜点）类似；
奶，牛奶饮料（以牛奶为主），牛奶制品，奶粉，白朊牛奶，蛋白质牛奶与０５０２ 婴
４． 牛
儿食品，婴儿用含乳面粉，婴儿奶粉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０５０２ 蛋白牛奶，
白朊牛奶类似；
非尔奶酒（奶饮料），乳酒（牛奶饮料），马或骆驼乳酒（奶饮料），牛奶饮料（以
５． 克
牛奶为主的），奶茶（以奶为主），可可牛奶（以奶为主），奶昔与３２０２ 商品类似；
与３００１ 加奶可可饮料，加奶咖啡饮料，含牛奶的巧克力饮料，咖啡饮料，可可饮
料，巧克力饮料类似；与３００２ 第（二）部分类似；
（一）部分商品与３０１１ 豆浆类似，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３２０２ 豆奶，酸豆奶交叉
６． 第
检索。
１７２

２９０８

食用油脂

食用油脂２９０００５ ，可可脂２９０００９ ，椰子油脂２９００１０ ，食用菜籽油２９００２２ ，食用菜油
２９００２２ ，食
用油２９００３２ ，制食用脂肪用脂肪物２９００５３ ，涂面包片用脂肪混合物２９００５４ ，玉米
油２９００５８ ，食用棕榈果仁油２９００５９ ，芝麻油２９００６０ ，食用棕榈油２９００８４ ，食用橄榄油
２９００９１ ，食
用骨油２９００９２ ，食用猪油２９０１０３ ，食用板油２９０１０８ ，食用葵花籽油２９０１１１ ，椰子
脂２９０１２１ ，椰子油２９０１２２ ，烹饪用亚麻籽油２９０１７５ ，烹饪用卵磷脂２９０１７７
可可脂Ｃ２９００７２
※类
２９０９

色拉

蔬菜色拉２９０１０２ ，水果色拉２９０１０４
２９１０

食用果胶

明胶 ２９０００３ ，果冻２９００４４ ，食用果冻２９００４８ ，烹饪用果胶２９００９３ ，烹饪用藻酸

盐２９０１１６
晶冻Ｃ２９００７３ ，琼脂（食用）Ｃ２９００７４ ，口香糖胶基Ｃ２９００７５
※水
注：果冻，食用果冻与３００４ 果冻（糖果）类似。
２９１１

加工过的坚果

精制坚果仁２９００８５ ，加工过的花生２９０１１８ ，加工过的葵花籽２９０１６６ ，加工过的种

子２９０１７１
工过的瓜子Ｃ２９００７６ ，加工过的松子Ｃ２９００７７ ，加工过的香榧Ｃ２９００７８ ，加工过的
※加
榛子Ｃ２９００７９ ，加工过的开心果Ｃ２９００８０ ，糖炒栗子Ｃ２９００８１ ，开花豆Ｃ２９００８２ ，五香豆
Ｃ２９００８３ ，熟
制豆Ｃ２９００８４ ，熟芝麻Ｃ２９００８５ ，以果蔬为主的零食小吃Ｃ２９００９３
注：跨类似群保护商品：以果蔬为主的零食小吃（２９０４ ，２９１１ ）。
１７３

２９１２

※

冬菇Ｃ２９００８６ ，木耳Ｃ２９００８７ ，发菜Ｃ２９００８８ ，干食用菌Ｃ２９００８９
２９１３

食物蛋白，豆腐制品

烹饪用蛋白２９０００１ ，豆腐２９０１４０
腐制品Ｃ２９００９０ ，腐竹Ｃ２９００９１
※豆
注：豆腐制品与３０１１ 食用面筋类似。

１７４

菌类干制品

第三十类

咖啡，茶，可可和咖啡代用品；米；食用淀粉和西米；面粉和谷类制品；面包、糕点和甜
食；冰制食品；糖，蜂蜜，糖浆；鲜酵母，发酵粉；食盐；芥末；醋，沙司（调味品）；辛香料；饮
用冰。
【注释】
第三十类主要包括日用或贮藏用的植物类食品，以及调味佐料。
本类尤其包括：
—
—
—以咖啡，可可，巧克力或茶为主的饮料；
—
—
—人类食用谷物（如燕麦片或其他谷物）。
本类尤其不包括：
—
—
—某些植物类食品（查阅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商品分类表）；
—
—
—非食用防腐盐（第一类）；
—
—
—药茶和医用营养食物和物质（第五类）；
—
—
—婴儿食品（第五类）；
—
—
—膳食补充剂（第五类）；
—
—
—未加工的谷物（第三十一类）；
—
—
—动物饲料（第三十一类）。
３００１

咖啡，咖啡代用品，可可

咖啡调味香料（调味品）３０００１０ ，可可３０００２４ ，可可制品３０００２５ ，咖啡３０００２６ ，未烘过的
咖啡３０００２７ ，作咖啡代用品的植物制剂３０００２８ ，菊苣（咖啡代用品）３０００３６ ，加奶可可饮料
３０００８３ ，加
奶咖啡饮料３０００８４ ，含牛奶的巧克力饮料３０００８５ ，咖啡饮料３００１４９ ，可可饮料
３００１５０ ，巧
克力饮料３００１５１ ，人造咖啡３００１５２ ，巧克力慕斯酱３００２０４
乳精Ｃ３００００１ ，乐口福Ｃ３００００２ ，巧克力酱Ｃ３００１３７
※麦

注：１． 加奶可可饮料，加奶咖啡饮料，含牛奶的巧克力饮料，咖啡饮料，可可饮料，巧
克力饮料与２９０７ 克非尔奶酒（奶饮料），乳酒（奶饮料），马或骆驼乳酒（奶饮
料），牛奶饮料（以牛奶为主），奶茶（以奶为主），可可牛奶（以奶为主），奶昔
１７５

２．
３．

４．

类似；
巧克力酱、巧克力慕斯酱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２９０４ 果仁巧克力酱交叉检索；
加奶可可饮料，加奶咖啡饮料，含牛奶的巧克力饮料，咖啡饮料，可可饮料，巧克
力饮料与３００２ 第（二）部分类似；
加奶可可饮料，加奶咖啡饮料，含牛奶的巧克力饮料，咖啡饮料，可可饮料，巧克
力饮料与３２０２ 类似。
３００２

茶、茶饮料

（一）茶３０００３７
（二）冰茶３００１８６ ，茶饮料３００１８７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二）部分与３２０２ 类似；
２． 第
３． 第
（二）部分与３００１ 加奶可可饮料，加奶咖啡饮料，含牛奶的巧克力饮料，咖啡饮
料，可可饮料，巧克力饮料类似；
４． 第
（二）部分与２９０７ 克非尔奶酒（奶饮料），乳酒（牛奶饮料），马或骆驼乳酒（奶
饮料），牛奶饮料（以牛奶为主），奶茶（以奶为主），可可牛奶（以奶为主），奶昔
类似。
３００３

糖

天然增甜剂３０００５３ ，糖３０００６９ ，烹饪用葡萄糖３０００７７
糖Ｃ３００００４ ，红糖Ｃ３００００５ ，冰糖Ｃ３００００６ ，方糖Ｃ３００００７
※白
注：１． 天然增甜剂与０１１３ 人造增甜剂（化学制剂）类似；
２． 跨
类似群保护商品：糖（３００３ ，３００４ ）。
３００４

糖果，南糖，糖

装饰圣诞树用糖果３００００８ ，圣诞树装饰用糖果３００００８ ，薄荷糖３０００１９ ，甜食（糖果）
奶硬块糖（糖果）３０００３２ ，口香糖３０００３５ ，巧克力３０００３８ ，蛋白杏仁糖果３０００３９ ，
３０００２０ ，牛
１７６

甜食３０００４２ ，软糖（糖果）３０００６７ ，糖 ３０００６９ ，麦芽糖３０００９４ ，糖果锭剂３００１０７ ，果仁糖
３００１１６ ，甘
草糖３００１１８ ，杏仁糖３００１３８ ，花生糖果３００１３９ ，甘草茎糖（糖果）３００１４７ ，糖果
３００１５３ ，果
冻（糖果）３００１７６ ，果胶（软糖）３００１７６
糖Ｃ３００００８ ，米花糖Ｃ３００００９ ，黑麻片Ｃ３０００１０ ，糖粘Ｃ３０００１１ ，酥糖Ｃ３０００１２ ，糖松
※南
子Ｃ３０００１３ ，糖核桃Ｃ３０００１４ ，皮糖Ｃ３０００１５ ，人参糖Ｃ３０００１６ ，羊羹Ｃ３０００１７ ，鱼皮花生
Ｃ３０００１８ ，麦
丽素Ｃ３０００１９ ，琥珀花生Ｃ３０００２０ ，奶片（糖果）Ｃ３０００２１ ，怪味豆Ｃ３０００２２
注：１． 果冻（糖果）与２９１０ 果冻，食用果冻类似；
２． 跨
类似群保护商品：甜食（３００４ ，３００６ ）；糖（３００３ ，３００４ ）。
３００５

蜂蜜，蜂王浆等营养食品

食品用糖蜜３０００９５ ，黄色糖浆３０００９６ ，蜂蜜３０００９８ ，蜂胶３００１６６ ，蜂王浆３００１６８
粉健身膏Ｃ３０００２３ ，龟苓膏Ｃ３０００２４ ，乳鸽精Ｃ３０００２５ ，冰糖燕窝Ｃ３０００２６ ，虫草鸡
※花
精Ｃ３０００２７ ，秋梨膏Ｃ３０００２８ ，苓贝梨膏Ｃ３０００２９ ，燕窝梨膏Ｃ３０００３０ ，桂圆膏Ｃ３０００３１ ，荔枝
膏Ｃ３０００３２ ，枇杷膏Ｃ３０００３３

注：１． 本类似群与０５０１ 第（一）部分的第一、二自然段商品（人用药除外）和０５０２ 第二
自然段商品类似；
２． 黄
色糖浆与３２０３ 制饮料用糖浆，杏仁糖浆，制柠檬汁用糖浆类似。
３００６

面包，糕点

杏仁糊３００００４ ，未发酵面包３０００１３ ，面包干３０００１５ ，饼干３０００１６ ，麦芽饼干３０００１７ ，曲
奇饼干３０００１８ ，食用加奶粥３０００２１ ，华夫饼干３０００２２ ，果子面包３０００２３ ，蛋糕３０００２９ ，甜食
食玉米片３０００４３ ，薄烤饼３０００４７ ，姜饼３０００５５ ，谷粉制食品３０００６４ ，小蛋糕（糕
３０００４２ ，即
点）３０００６８ ，蛋糕糊３０００７２ ，糕饼糊３０００７２ ，酥皮糕点３０００７２ ，蛋白杏仁饼（糕点）３０００８９ ，面
包３０００９３ ，馅饼（点心）３００１０４ ，三明治３００１０６ ，糕点３００１０８ ，小黄油饼干３００１０９ ，圆面包
３００１１０ ，小
圆面包３００１１０ ，布丁３００１１５ ，果馅饼３００１２９ ，燕麦食品３００１４４ ，燕麦片３００１４５ ，燕
麦粥３００１４６ ，薄脆饼干３００１７４ ，蛋奶冻３００１７５ ，由碎谷、干果和坚果制的早餐食品３００１７７ ，
米糕３００１７８ ，（墨西哥）玉米面饼（面包）３００１８５ ，面包屑３００１８９ ，塔博勒色拉（一种由碾碎的
干小麦、韭菜、西红柿、薄荷和欧芹制成的黎巴嫩色拉）３００１９０ ，哈发糕３００１９１ ，乳蛋饼
谷物为主的零食小吃３００１９５ ，以米为主的零食小吃３００１９６ ，糕点用糖霜（糖衣）
３００１９２ ，以
１７７

，甜点慕斯（甜食）３００２０５ ，奶酪汉堡包（三明治）３００２０８ ，人食用小麦胚芽３００２１３ ，高
蛋白谷物条３００２１４
堡包Ｃ３０００３９ ，麻花Ｃ３０００４０ ，油茶粉Ｃ３０００４１ ，茶汤面Ｃ３０００４２ ，芝麻糊Ｃ３０００４３ ，
※汉
碗豆黄Ｃ３０００４４ ，蜂糕Ｃ３０００４５ ，热狗Ｃ３０００４６ ，月饼Ｃ３００１３２ ，米粉糊Ｃ３００１３３

３００２０３

注：１． 燕麦食品，燕麦片，燕麦粥与３００８ 人食用的去壳谷物，薄片（谷类产品）类似，与
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３００８ 麦片交叉检索；
类似群保护商品：甜食（３００４ ，３００６ ）；以谷物为主的零食小吃（３００６ ，３０１０ ）；以
２． 跨
米为主的零食小吃（３００６ ，３０１０ ）；谷粉制食品（３００６ ，３００７ ，３００９ ，３０１２ ）；人食用
小麦胚芽（３００６ ，３００８ ）。
３００７

方便食品

谷粉制食品３０００６４ ，比萨饼３００１１２ ，（意大利式）方形饺３００１１７ ，肉馅饼３００１３３ ，馅饼
３００１３４ ，粗
麦蒸糕３００１６３ ，寿司３００１７０ ，春卷３００１８３ ，（墨西哥）炸玉米卷３００１８４
饭Ｃ３０００４８ ，粥Ｃ３０００４９ ，年糕Ｃ３０００５０ ，粽子Ｃ３０００５１ ，元宵Ｃ３０００５２ ，煎饼
※炒
Ｃ３０００５３ ，八
宝饭Ｃ３０００５４ ，豆沙Ｃ３０００５５ ，醪糟Ｃ３０００５６ ，火烧Ｃ３０００５７ ，大饼Ｃ３０００５８ ，馒
头Ｃ３０００５９ ，花卷Ｃ３０００６０ ，豆包Ｃ３０００６１ ，盒饭Ｃ３０００６２ ，方便米饭Ｃ３０００６３ ，肉泡馍
Ｃ３０００６４ ，泡
粑Ｃ３０００６５ ，叶儿粑Ｃ３０００６６ ，椰茸Ｃ３０００６７ ，莲茸Ｃ３０００６８ ，芝麻茸Ｃ３０００６９ ，
饺子Ｃ３０００７０ ，包子Ｃ３０００７１ ，速冻玉米Ｃ３００１３８
注：１． 方便米饭与３００９ 方便面类似；
２． 跨
类似群保护商品：谷粉制食品（３００６ ，３００７ ，３００９ ，３０１２ ）。
３００８

米，面粉（包括五谷杂粮）

谷类制品３０００３４ ，面粉３０００５７ ，谷粉３０００５７ ，豆类粗粉３０００５８ ，玉米粉３０００５９ ，玉米
面３０００５９ ，大麦粗粉３０００６１ ，面粉３０００６３ ，蛋糕粉３０００７１ ，糕点用粉３０００７１ ，人食用的去壳
谷物３０００８０ ，玉米（磨过的）３０００９１ ，玉米（烘过的）３０００９２ ，去壳大麦３００１００ ，碾碎的大麦
３００１０５ ，米
３００１１９ ，西
米３００１２１ ，粗面粉３００１２４ ，粗燕麦粉３００１４２ ，去壳燕麦３００１４３ ，除壳燕
麦３００１４３ ，薄片（谷类产品）３００１６１ ，玉米片（碾碎的玉米粒）３００１９７ ，玉米粗粉３００１９８ ，人食
用亚麻籽３００２１２ ，人食用小麦胚芽３００２１３
元粉Ｃ３０００７２ ，生糯粉Ｃ３０００７３ ，米粉（粉状）Ｃ３００１３４
※汤
１７８

注：１． 人食用的去壳谷物，薄片（谷类产品）与３００６ 燕麦食品，燕麦片，燕麦粥类似；
２． 跨
类似群保护商品：人食用小麦胚芽（３００６ ，３００８ ）。
面条及米面制品

３００９

谷粉制食用面团３００００３ ，（意式）面食３００００３ ，谷粉制食品３０００６４ ，通心粉３０００９０ ，面粉
制品３０００９９ ，面条３００１０３ ，意式宽面条３００１０３ ，意大利面条３００１２６ ，意式细面条３００１３２ ，食
用麦芽膏３００１６４ ，人食用麦芽３００１６５ ，面条为主的预制食物３００２０２
面Ｃ３０００７４ ，方便面Ｃ３０００７５ ，方便粉丝Ｃ３０００７５ ，玉米浆Ｃ３０００７６ ，春卷皮
※挂
Ｃ３０００７７ ，米
粉Ｃ３０００７８
注：１． 方便面与３００７ 方便米饭类似；
２． 跨
类似群保护商品：谷粉制食品（３００６ ，３００７ ，３００９ ，３０１２ ）。
３０１０

谷物膨化食品

玉米花３０００４４ ，以谷物为主的零食小吃３００１９５ ，以米为主的零食小吃３００１９６
米花Ｃ３０００７９ ，虾味条Ｃ３０００８０ ，锅巴Ｃ３０００８１ ，米果Ｃ３０００８２
※大

注：跨类似群保护商品：以谷物为主的零食小吃（３００６ ，３０１０ ）；以米为主的零食小吃
（３００６ ，３０１０ ）。
３０１１

豆粉，食用预制面筋

豆粉３０００６２
浆Ｃ３０００８５ ，豆浆精Ｃ３０００８６ ，豆汁Ｃ３０００８７ ，食用面筋Ｃ３００１３９
※豆
注：１． 食用面筋与２９１３ 豆腐制品类似；
浆与２９０７ 第（一）部分商品类似。
２． 豆
３０１２

食用淀粉及其制品

烹饪食品用增稠剂３０００５０ ，谷粉制食品３０００６４ ，食用淀粉３０００６５ ，香肠粘合料３０００８８ ，
１７９

食用土豆粉３００１１４ ，木薯粉３００１２７ ，食用木薯粉３００１２８
合粉Ｃ３０００８８ ，魔芋粉Ｃ３０００８９ ，栗粉Ｃ３０００９０ ，菱角粉Ｃ３０００９１ ，茯苓粉Ｃ３０００９２ ，
※百
蕨粉Ｃ３０００９３ ，粉丝（条）Ｃ３０００９４ ，藕粉Ｃ３０００９５ ，地瓜粉Ｃ３０００９６ ，马铃薯粉Ｃ３０００９７ ，龙虾
片Ｃ３０００９８ ，南瓜粉Ｃ３０００９９
注：跨类似群保护商品：谷粉制食品（３００６ ，３００７ ，３００９ ，３０１２ ）。
３０１３

食用冰，冰制品

冰淇淋３０００４６ ，冰淇淋（可食用冰）凝结剂３０００７４ ，冰淇淋凝结剂３０００７４ ，食用冰凝结
剂３０００７４ ，天然或人造冰３０００７５ ，小吃用冰３０００７６ ，果汁刨冰３００１２５ ，食用冰３００１３６ ，制食
用冰用粉３００１３７ ，冰淇淋粉３００１３７ ，冻酸奶（冰冻甜点）３００１８１
棍Ｃ３００１００ ，冰糕Ｃ３００１０１ ，冰砖Ｃ３００１０２
※冰

注：１． 冻酸奶（冰冻甜点）与２９０７ 酸奶类似；
２． 果
汁刨冰与３２０２ 无酒精果汁，无酒精果汁饮料，不含酒精的果汁饮料，果汁，葡
萄汁，柠檬水，葡萄汁（未发酵的），果汁饮料（饮料），果汁冰水（饮料），无酒精
饮料，无酒精水果混合饮料，果茶（不含酒精），水果饮料（不含酒精），酸梅汤，植
物饮料，乌梅浓汁（不含酒精）等含果汁的饮料类似。
３０１４

食盐

食品防腐盐３０００１４ ，食物防腐盐３０００１４ ，食盐３０００４９ ，烹饪用盐３０００４９ ，芹菜盐３００１２３
注：本类似群商品与３０１５ ，３０１６ 商品类似。
３０１５

酱油，醋

醋３０００８１ ，啤酒醋３００１４８ ，酱油３００１７９
油防腐粉Ｃ３００１０３ ，醋精Ｃ３００１０４
※酱
注：本类似群商品与３０１４ ，３０１６ 商品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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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１６

芥末，味精，沙司，酱等调味品

海藻（调味品）３００００２ ，茴香子３００００６ ，八角大茴香３００００７ ，非医用浸液３００００９ ，调味料
３０００１２ ，肉
桂（调味品）３０００３０ ，腌制刺山柑花蕾（调味品）３０００３１ ，咖喱粉（调味品）３０００３３ ，
丁香（调味品）３０００４０ ，调味品３０００４１ ，食用姜黄３０００５１ ，香辛料３０００５４ ，多香果（香料）
３０００５６ ，芥
末粉３０００６０ ，除香精油外的蛋糕用调味品３０００７０ ，姜（调味品）３０００７３ ，番茄酱
（调味品）３０００８２ ，芥末３００１０１ ，肉豆蔻３００１０２ ，辣椒（调味品）３００１１１ ，胡椒３００１１３ ，藏红花
（佐料）３００１２０ ，调味酱汁３００１２２ ，除香精油外的调味品３００１４０ ，除香精油外的饮料用调味
品３００１４１ ，酱菜（调味品）３００１６２ ，佐料（调味品）３００１６７ ，海水（烹饪用）３００１６９ ，番茄酱
３００１７１ ，蛋
黄酱３００１７２ ，（印度式）酸辣酱（调味品）３００１８２ ，色拉用调味品３００１８８ ，调味肉汁
３００１９３ ，豆
酱（调味品）３００１９４ ，腌制香草（调料）３００２０１ ，水果酱汁（调味料）３００２０６ ，腌泡汁
３００２０７ ，香
蒜酱（调味料）３００２０９ ，火腿糖汁３００２１０
羊肉调料Ｃ３００１０５ ，豆豉Ｃ３００１０６ ，香糟Ｃ３００１０７ ，虾油Ｃ３００１０８ ，糟油Ｃ３００１０９ ，蚝
※涮
油Ｃ３００１１０ ，鱼露Ｃ３００１１１ ，鲜虾露Ｃ３００１１２ ，鸡精（调味品）Ｃ３００１１３ ，鱼沙司Ｃ３００１１４ ，虾味
汁Ｃ３００１１５ ，桂皮Ｃ３００１１６ ，果子油Ｃ３００１１７ ，辣椒油Ｃ３００１１８ ，花椒粉Ｃ３００１１９ ，鱼味粉
Ｃ３００１２０ ，五
香粉Ｃ３００１２１ ，海味粉Ｃ３００１２２ ，食用烟熏多味料Ｃ３００１２３ ，蒜汁Ｃ３００１２４ ，味精
Ｃ３００１２５ ，调
味酱Ｃ３００１２６ ，豉油Ｃ３００１２７

注：１． 酱菜（调味品）与２９０５ 酱菜类似；
茄酱（调味品），番茄酱与２９０５ 番茄泥，烹调用番茄汁类似；
２． 番
类似群商品与３０１４ ，３０１５ 商品类似；
３． 本
４． 调
味肉汁与２９０１ 浓肉汁，牛肉清汤，牛肉清汤汤料，肉汤，肉汤浓缩汁，牛肉清汤
浓缩汁，２９０５ 汤类似；
５． 除
香精油外的饮料用调味品与３２０３ 饮料香精类似；
６． 跨
类似群保护商品：除香精油外的调味品（３０１６ ，３０１８ ）；除香精油外的蛋糕用调
味品（３０１６ ，３０１８ ）；除香精油外的饮料用调味品（３０１６ ，３０１８ ）。
３０１７

酵母

发面团用酵素３０００６６ ，发酵剂３０００８６ ，酵母 ３０００８７ ，泡打粉３００１９９ ，苏打粉（烹饪用
小苏打）３００２００ ，烹调用酒石酸氢钾（塔塔粉）３００２１１ ，烹饪用酒石酸氢钾（塔塔粉）３００２１５
种Ｃ３００１２８ ，酱油曲种Ｃ３００１２９ ，食用小苏打Ｃ３００１３０ ，食用碱Ｃ３００１３１ ，食用
※曲
１８１

酶Ｃ３００１３５
３０１８

食用香精，香料

食用芳香剂３０００１１ ，食品用香料（不包括含醚香料和香精油）３０００４８ ，食品用香料（含
醚香料和香精油除外）３０００４８ ，除香精油外的蛋糕用调味品３０００７０ ，制糖果用薄荷３０００９７ ，
香草（香味调料）３００１３０ ，香兰素（香草代用品）３００１３１ ，除香精油外的调味品３００１４０ ，除香
精油外的饮料用调味品３００１４１
萄酒提味用烤制的天然碎木片Ｃ３００１３６
※葡

注：１． 除香精油外的饮料用调味品与３２０３ 饮料香精类似；
类似群保护商品：除香精油外的调味品（３０１６ ，３０１８ ）；除香精油外的蛋糕用调
２． 跨
味品（３０１６ ，３０１８ ）；除香精油外的饮料用调味品（３０１６ ，３０１８ ）。
３０１９

单一商品

搅稠奶油制剂３０００４５
家用嫩肉剂３００１３５
食用预制谷蛋白３０００７８ ，烹饪用谷蛋白添加剂３００２１６
注：本类似群为单一商品，各自然段间互不类似。

１８２

第三十一类
谷物和不属别类的农业、园艺、林业产品；活动物；新鲜水果和蔬菜；种子；草木和花卉；
动物饲料；麦芽。
【注释】
第三十一类主要包括日用的未经制作的田地产物，活动物及植物，以及动物饲料。
本类尤其包括：
—
—
—未加工的木材；
—
—
—未加工的谷物；
—
—
—待孵蛋；
—
—
—软体动物和贝壳类动物（活的）。
本类尤其不包括：
—
—
—微生物培养物和医用水蛭（第五类）；
—
—
—动物用膳食补充剂（第五类）；
—
—
—半成品木材（第十九类）；
—
—
—人造鱼饵（第二十八类）；
—
—
—米（第三十类）；
—
—
—烟草（第三十四类）。
３１０１

未加工的林业产品

树木３１０００８ ，圣诞树３１０００９ ，树干３１００１０ ，灌木３１００１１ ，未切锯木材３１００１７ ，制木浆的
木片３１００１８ ，未加工木材３１００１９ ，未加工软木３１００７８ ，粗加工软木３１００７８ ，棕榈叶（棕榈树
叶）３１０１００ ，棕榈树３１０１０１ ，未加工树皮３１０１３９
３１０２

未加工的谷物及农产品（不包括蔬菜，种子）

燕麦３１００１２ ，未加工可可豆３１００２０ ，小麦３１００６１ ，谷（谷类）３１００６６ ，玉米３１００８２ ，大
麦３１００９５ ，黑麦３１０１１８ ，芝麻３１０１２０ ，未加工的稻３１０１４４
（未加工的）Ｃ３１０００１
※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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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０３

花卉，园艺产品，草本植物

啤酒花果穗３１００３８ ，蛇麻球果３１００３８ ，自然花制花环３１００４４ ，自然花制花圈３１００４４ ，草
制覆盖物３１００４６ ，自然花３１００５５ ，装饰用干花３１００５６ ，花粉（原材料）３１００５７ ，干草３１００５８ ，
自然草皮３１００６３ ，新鲜的园艺草本植物３１００７０ ，植物３１００７１ ，籽苗３１００７２ ，啤酒花（蛇麻子）
３１００７３ ，球
茎３１００９１ ，花卉球茎３１００９１ ，荨麻３１００９６ ，藤本植物３１０１０４ ，辣椒（植物）３１０１０６ ，
装饰用干植物３１０１０７ ，大黄３１０１１６ ，玫瑰树３１０１１７ ，芦荟（植物）３１０１４８
注：花粉（原材料）与２９０４ 食用花粉类似。
３１０４

活动物

供展览用动物３１０００５ ，活动物３１０００６ ，贝壳类动物（活的）３１００４１ ，孵化蛋（已受精）
３１００４５ ，鱼
子３１００８９ ，鱼卵３１００８９ ，蚕种３１００９０ ，活鱼３１０１０３ ，蚕３１０１１９ ，活家禽３１０１２３ ，小
龙虾（活的）３１０１３３ ，甲壳动物３１０１３４ ，龙虾（活的）３１０１３５ ，贻贝（活的）３１０１３６ ，牡蛎（活的）
３１０１３７ ，多
刺龙虾（活的）３１０１４０ ，海参（活的）３１０１４５
蛹（活的）Ｃ３１０００２ ，虾（活的）Ｃ３１００２３
※蚕
３１０５

未加工的水果及干果

（一）柑橘３１０００２ ，坚果（水果）３１０００４ ，新鲜浆果３１００１３ ，甘蔗３１００２１ ，新鲜栗子
３１００２７ ，新
鲜柠檬３１００３２ ，椰子壳３１００３３ ，椰子３１００３４ ，干椰肉３１００４０ ，新鲜水果３１００６２ ，桧
树果３１００６４ ，可乐果３１００７４ ，榛子３１００８７ ，新鲜橄榄３１００９３ ，桔３１００９４ ，松树球果３１０１０５ ，新
鲜葡萄３１０１１５ ，杏仁（水果）３１０１２５ ，新鲜花生３１０１２６
枣Ｃ３１０００３ ，西瓜Ｃ３１０００４ ，甜瓜Ｃ３１０００５ ，香蕉Ｃ３１０００６ ，苹果Ｃ３１０００７ ，石榴
※鲜
Ｃ３１０００８ ，枇
杷Ｃ３１０００９ ，芒果Ｃ３１００１０ ，樱桃Ｃ３１００１１ ，荔枝Ｃ３１００１２ ，菠萝Ｃ３１００１３ ，柚子
Ｃ３１００１４ ，杨
梅Ｃ３１００１５ ，猕猴桃Ｃ３１００１６ ，桃Ｃ３１００１７ ，梨Ｃ３１００１８ ，杏Ｃ３１００１９
（二）※ 新鲜槟榔Ｃ３１００２４
注：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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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０６

新鲜蔬菜

甜菜３１００１５ ，槐豆３１００２２ ，洋槐豆３１００２２ ，新鲜蘑菇３１００２４ ，菊苣根３１００２９ ，拌色拉用
菊苣３１００３０ ，新鲜黄瓜３１００３７ ，新鲜蔬菜３１００４２ ，食用葫芦科蔬菜３１００４３ ，南瓜３１００４３ ，鲜
豆３１００５４ ，新鲜莴苣３１００７５ ，新鲜扁豆３１００７６ ，洋葱（新鲜蔬菜）３１００９２ ，新鲜韭葱３１０１０８ ，
新鲜豌豆３１０１０９ ，新鲜土豆３１０１１０ ，食用植物根３１０１１４ ，新鲜块菌３１０１２１ ，新鲜菠菜３１０１４９
食用菌Ｃ３１００２０ ，食用鲜花Ｃ３１００２１ ，青蒜Ｃ３１００２５ ，食用芦荟Ｃ３１００２６ ，食用仙人
※鲜
掌Ｃ３１００２７
３１０７

种子

未加工谷种３１００２３ ，蘑菇繁殖菌３１００２５ ，培育植物用胚芽（种子）３１００６５ ，谷种３１００６８ ，
植物种子３１００６８
种Ｃ３１００２２
※菌
３１０８

可食用海藻，动物饲料

人或动物食用海藻３１０００３ ，动物食品３１０００７ ，牲畜用盐３１００１４ ，糠３１００１６ ，油渣饼
３１００２６ ，豆
饼（饲料）３１００２６ ，动物饲料用氧化钙３１００２８ ，狗食用饼干３１００３１ ，鸟食３１００３５ ，
牲畜用菜籽饼３１００３６ ，动物食用糠料３１００３９ ，动物食用酿酒废料３１００４８ ，猪饲料３１００４９ ，饲
养备料３１００５０ ，动物催肥剂３１００５２ ，家畜催肥剂３１００５２ ，米粉饲料３１００５３ ，牲畜强壮饲料
３１００５９ ，牲
畜饲料３１００６０ ，饲料３１００６０ ，动物食用谷类３１００６７ ，家禽食用去壳谷物３１００６９ ，
动物食用酵母３１００７７ ，亚麻粉（饲料）３１００７９ ，牲畜食用玉米饼３１００８３ ，果渣３１００８６ ，水果渣
３１００８６ ，动
物食用谷粉３１００８８ ，鸟用乌贼骨３１００９７ ，稻草（饲料）３１００９９ ，家畜催肥熟饲料
蛋家禽用备料３１０１１１ ，动物饲料３１０１１２ ，蒸馏器蒸馏后余渣３１０１２２ ，动物食用豆
３１０１０２ ，下
科类种子和豆荚３１０１２４ ，动物食用花生粗粉３１０１２７ ，动物食用花生饼３１０１２８ ，动物食用谷
类加工副产品３１０１２９ ，动物食用谷类残余产品３１０１２９ ，甘蔗渣（原料）３１０１３１ ，钓饵（活的）
３１０１３２ ，鱼
饵（活的）３１０１３２ ，宠物食品３１０１３８ ，动物可食用咀嚼物３１０１４１ ，宠物饮料
３１０１４２ ，动
物食用鱼粉３１０１４３ ，动物食用亚麻籽３１０１５０ ，动物食用亚麻籽粉３１０１５１ ，动物食
用小麦胚芽３１０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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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０９

麦芽

酿酒麦芽３１００８４
３１１０

动物栖息用干草等制品

动物栖息用干草３１００８０ ，动物栖息用泥炭３１００８１ ，动物窝干草泥３１００８１ ，动物垫窝用
干稻草３１００９８ ，宠物用沙纸（垫窝用）３１０１４６ ，宠物用香沙３１０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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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类

啤酒；矿泉水和汽水以及其他不含酒精的饮料；水果饮料及果汁；糖浆及其他制饮料用
的制剂。
【注释】
第三十二类主要包括不含酒精的饮料及啤酒。
本类尤其包括：
—
—
—无酒精饮料。
本类尤其不包括：
—
—
—医用饮料（第五类）；
—
—
—奶饮料（以奶为主）（第二十九类）；
—
—
—以咖啡，可可或巧克力为主的饮料（第三十类）。
３２０１

啤酒

啤酒３２０００２ ，姜汁啤酒３２０００３ ，麦芽啤酒３２０００４ ，制啤酒用麦芽汁３２０００５
制啤酒用蛇麻子汁３２００２１ ，麦芽汁（发酵后成啤酒）３２００２５
３２０２

不含酒精饮料

无酒精果汁３２０００１ ，姜汁汽水３２０００３ ，无酒精果汁饮料３２０００６ ，乳清饮料３２０００７ ，果汁
３２００１０ ，水
（饮料）３２００１２ ，锂盐矿水３２００１４ ，矿泉水（饮料）３２００１５ ，起泡水３２００１７ ，餐用矿
泉水３２００１８ ，葡萄汁３２００１９ ，柠檬水３２００２０ ，蔬菜汁（饮料）３２００２２ ，未发酵的葡萄汁
３２００２６ ，苏
打水３２００２８ ，果汁冰水（饮料）３２００２９ ，番茄汁（饮料）３２００３０ ，无酒精饮料
３２００３１ ，杏
仁乳（饮料）３２００３２ ，汽水３２００３５ ，菝葜（无酒精饮料）３２００４１ ，无酒精的开胃酒
３２００４２ ，
无酒精鸡尾酒３２００４３ ，无酒精果茶３２００４４ ，等渗饮料３２００４５ ，花生乳（无酒精饮料）
３２００４６ ，无
酒精苹果酒３２００４７ ，格瓦斯（无酒精饮料）３２００４８ ，以蜂蜜为主的无酒精饮料
３２００４９ ，果
昔３２００５０ ，无酒精芦荟饮料３２００５１
乐Ｃ３２０００２ ，酸梅汤Ｃ３２０００３ ，绿豆饮料Ｃ３２０００４ ，乳酸饮料（果制品，非奶）
※可
Ｃ３２０００７ ，奶
茶（非奶为主）Ｃ３２０００８ ，果子粉Ｃ３２０００９ ，果子晶Ｃ３２００１０ ，蒸馏水（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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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蒸馏水Ｃ３２００１２ ，纯净水（饮料）Ｃ３２００１３ ，耐酸饮料Ｃ３２００１４ ，植物饮料
Ｃ３２００１５ ，豆
类饮料Ｃ３２００１６ ，姜汁饮料Ｃ３２００１７ ，乌梅浓汁（不含酒精）Ｃ３２００１８
Ｃ３２００１１

注：１． 乳清饮料与２９０７ 乳清类似；
２． 本
类似群商品与２９０７ 克非尔奶酒（奶饮料），乳酒（牛奶饮料），马或骆驼乳酒
（奶饮料），牛奶饮料（以牛奶为主），奶茶（以奶为主），可可牛奶（以奶为主），奶
昔类似；
３． 无
酒精果汁，无酒精果汁饮料，不含酒精的果汁饮料，果汁，葡萄汁，柠檬水，葡萄
汁（未发酵的），果汁饮料（饮料），果汁冰水（饮料），无酒精饮料，无酒精水果混
合饮料，果茶（不含酒精），水果饮料（不含酒精），酸梅汤，植物饮料，乌梅浓汁
（不含酒精）等含果汁的饮料与３０１３ 果汁刨冰及第九版及以前版本刨冰（冰），
加果汁的碎冰（冰块）类似；
４． 本
类似群商品与３００２ 第（二）部分类似；
５． 格
瓦斯（无酒精饮料）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３２０１ 克瓦斯淡啤酒（无酒精饮料）
类似；
６． 本
类似群商品与３００１ 加奶可可饮料，加奶咖啡饮料，含牛奶的巧克力饮料，咖啡
饮料，可可饮料，巧克力饮料类似。
３２０３

糖浆及其他供饮料用的制剂

饮料制作配料３２０００８ ，饮料香精３２０００９ ，制饮料用糖浆３２００１１ ，汽水制作用配料
泉水配料３２００１６ ，制柠檬水用糖浆３２００２３ ，烈性酒配料３２００２４ ，杏仁糖浆
３２００１３ ，矿
３２００２７ ，起
泡饮料用锭剂３２００３３ ，起泡饮料用粉３２００３４
注：１． 制饮料用糖浆，杏仁糖浆，制柠檬汁用糖浆与３００５ 黄色糖浆类似；
２． 饮
料香精与３０１６ ，３０１８ 除香精油外的饮料用调味品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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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类
含酒精的饮料（啤酒除外）。

本类尤其不包括：
—
—
—医用饮料（第五类）；
—
—
—无酒精饮料（第三十二类）。
３３０１

【注释】

含酒精的饮料（啤酒除外）

薄荷酒３３０００１ ，果酒（含酒精）３３０００２ ，苦味酒３３０００３ ，茴芹酒（利口酒）３３０００４ ，茴香酒
（利口酒）３３０００５ ，开胃酒３３０００６ ，亚力酒３３０００７ ，蒸馏饮料３３０００８ ，苹果酒３３０００９ ，鸡尾
酒３３００１０ ，柑香酒３３００１１ ，蒸煮提取物（利口酒和烈酒）３３００１２ ，葡萄酒３３００１３ ，杜松子酒
３３００１４ ，利
口酒３３００１５ ，蜂蜜酒３３００１６ ，樱桃酒３３００１７ ，烈酒（饮料）３３００１８ ，白兰地３３００１９ ，
酸酒（低等葡萄酒）３３００２０ ，梨酒３３００２１ ，清酒（日本米酒）３３００２２ ，威士忌３３００２３ ，酒精饮料
原汁３３００２４ ，酒精饮料浓缩汁３３００２５ ，酒精饮料（啤酒除外）３３００２６ ，含水果酒精饮料
３３００３１ ，米
酒３３００３２ ，朗姆酒３３００３３ ，伏特加酒３３００３４ ，预先混合的酒精饮料（以啤酒为主
的除外）３３００３５
酒Ｃ３３０００１ ，清酒Ｃ３３０００２ ，青稞酒Ｃ３３０００３ ，黄酒Ｃ３３０００４ ，料酒Ｃ３３０００５ ，食用酒
※汽
精Ｃ３３０００６ ，烧酒Ｃ３３０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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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类
烟草；烟具；火柴。
【注释】

本类尤其包括：
—
—
—烟草代用品（非医用的）。
本类尤其不包括：
—
—
—不含烟草的医用卷烟（第五类）。
３４０１

烟草及其制品

烟草３４０００３ ，嚼烟３４００１２ ，雪茄烟３４００１３ ，非医用含烟草代用品的香烟３４００１９ ，香烟
３４００２０ ，小
雪茄烟３４００２５ ，烟用药草３４００２８ ，鼻烟３４００３３
丝Ｃ３４０００１ ，烟末Ｃ３４０００２
※烟
３４０２

烟具

雪茄及香烟烟嘴上黄琥珀烟嘴头３４０００２ ，烟袋３４０００４ ，香烟嘴３４０００５ ，烟斗３４０００９ ，雪
茄烟切刀３４００１４ ，雪茄烟盒３４００１５ ，香烟盒３４００１６ ，雪茄烟烟嘴３４００１７ ，袖珍卷烟器
烟烟嘴３４００２２ ，香烟烟嘴头３４００２３ ，烟斗通条３４００２６ ，烟斗搁架３４００３０ ，烟罐
３４００２１ ，香
烟壶３４００３４ ，烟灰缸３４００３６ ，吸烟者用痰盂３４００３７ ，（防止烟草变干的）保润
３４００３２ ，鼻
盒３４００３８

注：本类似群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１４０２ 贵重金属雪茄烟盒，贵重金属香烟盒，贵重金
属雪茄烟盒（匣），贵重金属制雪茄烟盒，贵重金属制香烟盒，贵重金属制雪茄烟烟嘴，贵重
金属制香烟嘴，贵重金属烟灰缸交叉检索。
３４０３

火柴

火柴３４０００１ ，火柴盒架３４００３１ ，火柴盒３４００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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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火柴盒架，火柴盒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１４０２ 贵重金属火柴盒架，贵重金属火柴盒
交叉检索。
３４０４

吸烟用打火机

吸烟打火机３４０００７ ，抽烟用打火机３４０００７ ，点烟器用气罐３４０００８ ，打火石３４００２７
火机用丁烷储气筒Ｃ３４０００４ ，丁烷气（吸烟用）Ｃ３４０００５
※打
３４０５

烟纸，过滤嘴

香烟过滤嘴３４０００６ ，小本卷烟纸３４００１０ ，烟斗吸水纸３４００１１ ，卷烟纸３４００２４
用过滤丝束Ｃ３４０００６
※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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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类
广告；商业经营；商业管理；办公事务。

【注释】
第三十五类主要包括由个人或组织提供的服务，其主要目的在于：
（１ ）对商业企业的经营或管理进行帮助；
（２ ）对工商企业的业务活动或者商业职能的管理进行帮助；
以及由广告部门为各种商品或服务提供的服务，旨在通过各种传播方式向公众进
行广告宣传。
本类尤其包括：
—
—
—为他人将各种商品（运输除外）归类，以便顾客看到和购买；这种服务可由零售、批
发商店通过邮购目录或电子媒介提供，例如通过网站或电视购物节目；
—
—
—有关注册、抄录、写作、编纂、或者书面通讯及记录系统化，以及编纂数学或者统计
资料的服务；
—
—
—广告单位的服务，以及直接或邮寄散发说明书或者样品的服务；本类可涉及有关
其他服务的广告，如银行借贷或无线电广告服务。
本类尤其不包括：
—
—
—与工商企业的经营或者管理无直接关系的估价和编写工程师报告的服务（查阅按
字母顺序排列的服务分类表）。
３５０１

广告

张贴广告３５０００３ ，户外广告３５０００３ ，广告材料分发３５０００８ ，广告宣传栏的制备３５００２１ ，
货物展出３５００２３ ，直接邮件广告３５００２４ ，广告材料更新３５００２７ ，样品散发３５００２８ ，广告材料
出租３５００３５ ，广告宣传本的出版３５００３８ ，广告３５００３９ ，广告宣传３５００３９ ，无线电广告
线电商业广告３５００４０ ，电视广告３５００４４ ，电视商业广告３５００４４ ，商业橱窗布置
３５００４０ ，无
１９２

，广告代理３５００４７ ，为广告或推销提供模特服务３５００４９ ，广告空间出租３５００７０ ，通过
邮购定单进行的广告宣传３５００７７ ，计算机网络上的在线广告３５００８４ ，在通讯媒体上出租广
告时间３５００８７ ，为零售目的在通讯媒体上展示商品３５００９２ ，广告稿的撰写３５００９９ ，广告版
面设计３５０１０１ ，广告片制作３５０１０４
告设计Ｃ３５０００１ ，广告策划Ｃ３５０００２ ，广告材料起草Ｃ３５０００７
※广

３５００４６

３５０２

工商管理辅助业

商业管理辅助３５０００１ ，商业询价３５０００２ ，商业信息代理３５０００６ ，成本价格分析３５０００７ ，
商业管理和组织咨询３５００１８ ，商业管理咨询３５００２０ ，工商管理辅助３５００２５ ，效率专家
３５００２９ ，市
场分析３５００３１ ，商业评估３５００３２ ，商业调查３５００３３ ，商业组织咨询３５００３６ ，商业
研究３５００４１ ，公共关系３５００４２ ，商业管理顾问３５００４８ ，市场研究３５００５１ ，商业专业咨询
３５００６２ ，经
济预测３５００６３ ，组织商业或广告展览３５００６４ ，商业信息３５００６５ ，民意测验
３５００６６ ，饭
店商业管理３５００７８ ，组织商业或广告交易会３５００８２ ，价格比较服务３５００９１ ，为消
费者提供商业信息和建议（消费者建议机构）３５００９３ ，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３５００９６ ，外购服
务（商业辅助）３５００９７ ，统计资料汇编３５０１００ ，为广告宣传目的组织时装表演３５０１０３
标报价Ｃ３５０００３ ，组织技术展览Ｃ３５０００４ ，为广告或销售组织时装展览Ｃ３５０００８
※投
３５０３

替他人推销

进出口代理３５０００５ ，拍卖３５００３０ ，替他人推销３５００７１ ，替他人采购（替其他企业购买商
品或服务）３５００８５ ，市场营销３５０１０６ ，电话市场营销３５０１０７
３５０４

人事管理辅助业

职业介绍所３５００１２ ，人事管理咨询３５００１９ ，人员招收３５００６８ ，演员的商业管理３５００７９ ，
为挑选人才而进行的心理测试３５００９０ ，运动员的商业管理３５０１０５
演艺术家经纪Ｃ３５０００５
※表

注：１． 为挑选人才而进行的心理测试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４２０３ 心理测试服务交叉
检索；
２． 表
演艺术家经纪与３６０５ 经纪类似。
１９３

３５０５

商业企业迁移

商业企业迁移３５００６９
注：本类似群服务项目与３９０１ 搬迁类似。
３５０６

办公事务

复印服务３５０００９ ，办公机器和设备出租３５００１３ ，打字３５００２２ ，文件复制３５００２６ ，速记
３５００４３ ，誊
写３５００４５ ，计算机文档管理３５００６１ ，文秘３５００７２ ，为外出客户应接电话３５００７４ ，
文字处理３５００７５ ，替他人订阅报纸３５００７６ ，将信息编入计算机数据库３５００８０ ，计算机数据
库信息系统化３５００８１ ，复印机出租３５００８３ ，在计算机档案中进行数据检索（替他人）
３５００８６ ，报
刊剪贴３５００８８ ，替他人预订电讯服务３５００９４ ，对购买定单进行行政处理３５００９５ ，
开发票３５００９８
算机录入服务Ｃ３５０００６
※计
３５０７

财会

会计３５００１５ ，簿记３５００１５ ，绘制账单、账目报表３５００１６ ，审计３５００１７ ，拟备工资单
３５００６７ ，税
款准备３５００７３
注：审计、税款准备与３６０２ 税审服务类似。
３５０８

单一服务

自动售货机出租３５００８９
寻找赞助３５０１０２

注：１． 本类似群为单一服务，各自然段间互不类似；
动售货机出租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４２２７ 自动售货机出租，自动售货机租赁交
２． 自
叉检索。
１９４

第三十六类
保险；金融事务；货币事务；不动产事务。

【注释】
第三十六类主要包括金融业务和货币业务提供的服务以及与各种保险契约有关的
服务。
本类尤其包括：
—
—
—与金融业务和货币业务有关的服务，即：
（１ ）银行及其有关的机构的服务，如外汇经纪人或清算机构；
（２ ）不属于银行的信贷部门的服务，如信贷合作社团、私人金融公司、放款人等的
服务；
（３ ）控股公司的“投资信托”服务；
（４ ）股票及财产经纪人的服务；
（５ ）与承受信用代理人担保的货币业务有关的服务；
（６ ）与发行旅行支票和信用证有关的服务；
—
—
—融资租赁服务；
—
—
—不动产管理人对建筑物的服务，如租赁、估价或筹措资金的服务；
—
—
—与保险有关的服务，如保险代理人或经纪人提供的服务，为被保险人和承保人提
供的服务。
３６０１

保险

事故保险３６０００１ ，保险精算３６０００３ ，保险经纪３６００１０ ，保险３６００１２ ，火灾保险３６００３４ ，
健康保险３６００３８ ，海上保险３６００３９ ，人寿保险３６００４４ ，保险咨询３６００５５ ，保险信息３６００６０
注：保险经纪与３６０５ 经纪类似。
３６０２

金融事务

分期付款的贷款３６０００２ ，信用社３６０００６ ，债务托收代理３６０００９ ，银行３６００１３ ，共有基金
１９５

，资本投资３６００１７ ，基金投资３６００１７ ，兑换货币３６００１９ ，发行旅行支票３６００２０ ，金融
票据交换３６００２１ ，金融票据交换所３６００２１ ，保险库（保险箱寄存）３６００２２ ，组织收款３６００２３ ，
金融贷款３６００２４ ，财政估算３６００２５ ，金融评估（保险、银行、不动产）３６００２６ ，金融服务
３６００２９ ，金
融管理３６００３０ ，抵押贷款３６００４０ ，银行储蓄服务３６００４１ ，融资租赁３６００４２ ，有价
证券经纪３６００４３ ，证券和公债经纪３６００４３ ，金融分析３６００４６ ，支票核查３６００５３ ，金融咨询
３６００５４ ，信
用卡服务３６００５６ ，借记卡服务３６００５７ ，电子转账３６００５８ ，金融信息３６００５９ ，租金
托收３６００６３ ，发行有价证券３６００６５ ，贵重物品存放３６００６６ ，证券交易行情３６００６７ ，发行信用
卡３６００６８ ，支付退休金３６００７０ ，金融赞助３６００７１ ，家庭银行３６００７２ ，贸易清算（金融）
３６００７３ ，修
理费评估（金融评估）３６０１０３ ，碳信用证经纪３６０１０４ ，建筑木材的金融评估
３６０１０５ ，羊
毛的金融评估３６０１０７ ，公积金服务３６０１０９
货经纪Ｃ３６０００１ ，陆地车辆赊售（分期付款）Ｃ３６０００３ ，通讯设备的赊售（分期付
※期
款）Ｃ３６０００４ ，税审服务Ｃ３６０００５ ，与信用卡有关的调查Ｃ３６０００６
３６００１６

注：１． 期货经纪，证券和公债经纪，有价证券经纪，碳信用证经纪与３６０５ 经纪类似；
２． 金
融评估（保险、银行、不动产）与３６０４ 不动产估价类似；
３． 税
审服务与３５０７ 审计，税款准备类似；
４． 建
筑木材的金融评估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３５０２ 建筑木材评估交叉检索；
５． 羊
毛的金融评估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３５０２ 羊毛评估交叉检索。
３６０３

珍品估价

古玩估价３６００５１ ，艺术品估价３６００５２ ，珠宝估价３６００６１ ，钱币估价３６００６２ ，邮票估

价３６００６４

３６０４

不动产事务

不动产出租３６０００４ ，不动产代理３６０００７ ，住房代理３６０００８ ，不动产经纪３６０００８ ，不动产
估价３６００１４ ，不动产管理３６００３２ ，公寓管理３６００３３ ，公寓出租３６００３５ ，住所（公寓）３６００４５ ，
办公室（不动产）出租３６００６９ ，农场出租３６００３６
品房销售Ｃ３６０００７
※商
注：１． 不动产估价与３６０２ 金融评估（保险、银行、不动产）类似；
动产经纪与３６０５ 经纪类似。
２． 不
１９６

３６０５

经纪

经纪３６０００５ ，海关经纪３６００１１
注：经纪与所有类中各种经纪类似。
３６０６

担保

保释担保３６００１８ ，担保３６００１８
３６０７

慈善募捐

３６０８

受托管理

募集慈善基金３６００１５

代管产业３６００２７ ，信托３６００２８ ，受托管理３６００２８
３６０９

典当

典当经纪３６００３１ ，典当３６０１０８
注：典当经纪与３６０５ 经纪类似。

１９７

第三十七类
房屋建筑；修理；安装服务。

【注释】
第三十七类主要包括建造永久性建筑的承包商或分包商所提供的服务，以及由个人或
组织为修复建筑物或保持原样而不改变其物理或化学特征的服务。
本类尤其包括：
—
—
—建筑房屋、道路、桥梁、堤坝或通讯线路的服务，以及建筑行业其他专项服务，如油
漆粉刷、管道铺设、安装暖气或盖屋顶；
—
—
—为建筑服务的辅助性服务，如建筑计划的检查；
—
—
—造船服务；
—
—
—租赁建筑工具或材料的服务；
—
—
—修理服务，即修复已磨损、损坏或部分破坏的任何东西（修复房屋或将其他残缺之
物修复原样）；
—
—
—各种修理服务，如修理电器、家具、器械和工具等；
—
—
—维修服务，旨在使物品保持原样而不改变其任何属性（有关本类与第四十类的区
别，请看第四十类的注释）。
本类尤其不包括：
—
—
—诸如服装或车辆之类商品的储存服务（第三十九类）；
—
—
—与布料或服装印染有关的服务（第四十类）。
３７０１

建设、维修信息服务

建筑施工监督３７００３１ ，建筑信息３７０１０４ ，维修信息３７０１０５ ，建筑咨询３７０１３１
程进度查核Ｃ３７０００１
※工
注：建筑咨询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４２１７ 建筑咨询交叉检索；
３７０２

建筑工程服务

铺沥青３７０００５ ，推土机出租３７００１３ ，建筑设备出租３７００２０ ，建筑 ３７００２９ ，水下建筑
１９８

，拆除建筑物３７００３６ ，仓库建筑和修理３７００４１ ，建筑物防水３７００４２ ，挖掘机出租
３７００４４ ，高
炉的安装与修理３７００４７ ，工厂建造３７００５２ ，建筑物隔热隔音３７００５４ ，砖石建筑
３７００５９ ，
码头防浪堤建筑３７００６１ ，管道铺设和维护３７００６３ ，用浮石磨光３７００６９ ，敷石膏、涂
灰泥３７００７０ ，安装水管３７００７１ ，港口建造３７００７４ ，铆接３７００８１ ，清洗机出租３７００９０ ，搭脚手
架３７００９３ ，砌砖３７０１０１ ，铺路３７０１０９ ，用砂纸打磨３７０１１０ ，水下修理３７０１１１ ，商业摊位及商
店的建筑３７０１１５ ，建筑用起重机出租３７０１２０ ，扫路机出租３７０１２１ ，盖房顶３７０１２２ ，安装门
窗３７０１２８
品房建造Ｃ３７００１５
※商
３７００３０

３７０３

开采服务

采矿３７０１０７ ，采石服务３７０１０８ ，钻井３７０１１４ ，深层油井或气井的钻探３７０１３３
３７０４

建筑物装饰修理服务

清洁建筑物（内部）３７０００９ ，室内装潢修理３７００１７ ，清扫烟囱３７００２６ ，招牌的油漆或修
理３７００４０ ，清洁窗户３７００４５ ，贴墙纸３７００６４ ，室内装潢３７００６７ ，室内外油漆３７００６８ ，油漆服
务３７００８６ ，清洁建筑物（外表面）３７０１１２ ，清扫街道３７０１２４
３７０５

供暖设备的安装与修理

锅炉清洁和修理３７００１１ ，燃烧器保养与修理３７００１２ ，加热设备安装和修理３７００２４
３７０６

机械、电器设备的安装与修理

（一）电器设备的安装和修理３７０００３ ，办公机器和设备的安装、保养和修理３７００１４ ，空
调设备的安装和修理３７００２８ ，厨房设备安装３７００３５ ，灌溉设备的安装和修理３７００５３ ，机械
安装、保养和修理３７００５８ ，冷冻设备的安装和修理３７００７８ ，计算机硬件安装、维护和修理
３７０１１６ ，修
复磨损或部分损坏的发动机３７０１１８ ，修复磨损或部分损坏的机器３７０１１９ ，调色墨
盒的再填充３７０１３０
生设备的安装和修理Ｃ３７０００３ ，浴室设备的安装和修理Ｃ３７０００４ ，照明设备的安装
※卫
和修理Ｃ３７０００５
１９９

（二）清除电子设备的干扰３７０１１７
（三）※ 医疗器械的安装和修理Ｃ３７０００２
注：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服务不类似。
陆地机械车辆维修

３７０７

汽车保养和修理３７０００６ ，汽车清洗３７０００７ ，运载工具（车辆）加润滑油服务３７００４９ ，运
载工具（车辆）清洗服务３７００５５ ，运载工具（车辆）上光服务３７００７２ ，运载工具（车辆）防锈处
理服务３７００８２ ，车辆服务站（加油和保养）３７００８３ ，运载工具（车辆）保养服务３７００８５ ，运载
工具（车辆）清洁服务３７００８７ ，运载工具（车辆）故障救援修理服务３７００８９
辆加油站Ｃ３７０００６
※车
３７０８

飞机维修

３７０９

造船服务

飞机保养与修理３７０００８

造船３７００２１
３７１０

影视器材维修

照相器材修理３７０００２ ，电影放映机的修理和维护３７００４６
３７１１

钟表修理

钟表修理３７００５１
３７１２

保险装置的维修

保险库的保养和修理３７００１８ ，保险柜的保养和修理３７００２７ ，修保险锁３７０１２５
２００

３７１３

特殊处理服务

防锈３７００３７ ，重新镀锡３７００８０
涂服务Ｃ３７０００７
※喷
注：重新镀锡与４００２ 镀锡类似。
３７１４

轮胎维修服务

轮胎翻新３７００７７ ，轮胎硫化处理（修理）３７０１１３
胶轮胎修补Ｃ３７００１６
※橡
３７１５

家具的修复、保养

家具保养３７０００１ ，家具修复３７００６０ ，家具制造（修理）３７００９２ ，木工服务３７０１３２
３７１６

衣服、皮革的修补、保护、洗涤服务

洗烫衣服３７００１０ ，服装翻新３７００２２ ，修补衣服３７００３２ ，皮革保养、清洗和修补３７００３４ ，
皮毛保养、清洗和修补３７００４８ ，清洗衣服３７００５０ ，清洗亚麻制品３７００５６ ，清洗３７００５７ ，熨衣
服３７００６２ ，服装织补３７００７５ ，亚麻制品熨烫３７００７９ ，清洗尿布３７０１０２ ，干洗３７０１０３
注：皮革保养、清洗和修补，皮毛保养、清洗和修补与４０１０ 皮革修整，鞣革，皮革染色，
裘皮染色，裘皮上光，皮毛防蛀处理，使裘皮具有缎子光泽类似。
３７１７

灭虫，消毒服务

消毒３７００３８ ，灭鼠３７００７６ ，灭害虫（非农业目的）３７００９１
科设备消毒Ｃ３７００１４
※外

２０１

３７１８

单一服务

电梯安装和修理３７０００４
火警器的安装与修理３７００１５ ，防盗报警系统的安装与修理３７００１６
修鞋３７００２５
电话安装和修理３７００８４
磨刀３７０１０６
气筒或泵的修理３７００７３
雨伞修理３７００６５ ，阳伞修理３７００６６
人工造雪３７０１２３
艺术品修复３７０１２６
乐器修复３７０１２７
游泳池维护３７０１２９
工具修理Ｃ３７０００８
※手
宝首饰修理Ｃ３７０００９
※珠
乐体育设备的安装和修理Ｃ３７００１１
※娱
注：本类似群为单一服务，各自然段间互不类似。

２０２

第三十八类
电信。

【注释】
第三十八类主要包括至少能使二人之间通过感觉方式进行通讯的服务。这类服务
包括：
（１ ）能使一人与另一人进行交谈；
（２ ）将一人的消息传递给另一人；
（３ ）使一人与另一人进行口头或视觉的联系（无线电和电视）。
本类尤其包括：
—
—
—主要进行播放无线电或电视节目的服务。
本类尤其不包括：
—
—
—无线电广告服务（第三十五类）；
—
—
—电话市场营销服务（第三十五类）。
３８０１

进行播放无线电或电视节目的服务

无线电广播３８０００３ ，电视播放３８０００５ ，新闻社３８００１２ ，通讯社３８００１２ ，有线电视播放
３８００２１ ，无
线广播３８００４８
注：本类似群服务项目与３８０２ 卫星传送类似。
３８０２

通讯服务

信息传送３８０００４ ，电报传送３８０００６ ，电报业务３８０００７ ，电报通讯３８０００８ ，电话业务
３８０００９ ，电
话通讯３８００１０ ，电传业务３８００１１ ，移动电话通讯３８００２２ ，计算机终端通讯
３８００２３ ，计
算机辅助信息和图像传送３８００２４ ，电子邮件３８００２５ ，传真发送３８００２６ ，电信信息
３８００２７ ，寻
呼（无线电、电话或其他电子通讯工具）３８００２８ ，信息传输设备出租３８００２９ ，信息
传送设备出租３８００２９ ，光纤通讯３８００３０ ，传真设备出租３８００３１ ，调制解调器出租３８００３２ ，电
讯设备出租３８００３３ ，电话机出租３８００３４ ，卫星传送３８００３５ ，电子公告牌服务（通讯服务）
２０３

，提供与全球计算机网络的电讯联接服务３８００３７ ，电讯路由节点服务３８００３８ ，远程会
议服务３８００３９ ，提供全球计算机网络用户接入服务３８００４０ ，全球计算机网络访问时间出租
３８００４１ ，为
电话购物提供电讯渠道３８００４２ ，提供互联网聊天室３８００４３ ，提供数据库接入服务
３８００４４ ，语
音邮件服务３８００４５ ，在线贺卡传送３８００４６ ，数字文件传送３８００４７
电脑进行的电话号码簿查询Ｃ３８０００１
※由
３８００３６

注：１． 卫星传送与３８０１ 服务类似；
２． 提
供全球计算机网络用户接入服务，提供数据库接入服务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
４２２０ 为
计算机用户间交换数据提供即时连接服务交叉检索。

２０４

第三十九类
运输；商品包装和贮藏；旅行安排。

【注释】
第三十九类主要包括将人或商品从一处运送到另一处（通过铁路、公路、水上、空中或
管道）所提供的服务和与此有关的必要服务，以及货栈或者其他建筑物为便于看管、保存商
品所提供贮藏的服务。
本类尤其包括：
—
—
—供运输者使用的由车站、桥梁、火车渡轮等公司提供的服务；
—
—
—租赁运输车辆的服务；
—
—
—与海上拖曳、卸货、港口和码头运转、营救遇险船只及其货物有关的服务；
—
—
—发货前的包装和打包业务的服务；
—
—
—经纪人及旅行社提供旅行或货运情况的服务以及提供价目、时刻或运送方式情况
的服务；
—
—
—运输前检查车辆或货物的服务。
本类尤其不包括：
—
—
—与运输企业广告有关的服务，如散发广告传单或无线电广告（第三十五类）；
—
—
—由经纪人或旅行社提供的发行旅行支票或者信用证的服务（第三十六类）；
—
—
—人或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的（商业、火灾或生命）保险服务（第三十六类）；
—
—
—维修车辆的服务，以及维修用于运输人或货物的运输工具的服务（第三十七类）；
—
—
—由旅行社或经纪人提供的预定旅馆房间的服务（第四十三类）。
３９０１

运输及运输前的包装服务

（一）救护车运输３９０００６ ，搬运３９００２１ ，卸货３９００２６ ，货物递送３９００２７ ，货运３９００３９ ，运
送家具３９００４７ ，运输３９００４８ ，运送乘客３９００５１ ，货物发运３９００６０ ，运送旅客３９００６３ ，废物的
运输和贮藏３９００６４ ，搬迁３９００６５ ，货运经纪３９００７２ ，运输经纪３９００７３ ，运输信息３９００７７ ，救
护运输３９００８２ ，运输预订３９００８３ ，交通信息３９００９８ ，物流运输３９０１０１
（二）商品包装３９００２２ ，商品打包３９００８６
２０５

※

礼品包装Ｃ３９０００１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服务不类似；
２． 卸
货与３９０２ 码头装卸类似；
迁与３５０５ 服务项目类似；
３． 搬
４． 货
运经纪，运输经纪与３６０５ 经纪类似；
５． 运
输，货运与３９０２ 第（二）部分，３９０３ ，３９０４ 空中运输，３９０５ 马车运输，３９１２ 管道
运输类似。
３９０２

水上运输及相关服务

（一）船只出租３９００１２ ，破冰３９００１３ ，拖运３９００１４ ，船只营救３９００１５ ，驳船服务３９００１６ ，
船舶经纪３９００２３ ，拖缆３９００５４ ，船只打捞３９００５５ ，海上救助３９００５７ ，船只存放３９００７１ ，水下
营救３９００８５ ，码头装卸３９００９３

（二）游艇运输３９００１１ ，渡船运输３９００３６ ，河运３９００３７ ，船运货物３９００３８ ，船只运输
３９００４９ ，海
上运输３９００６１ ，驳船运输３９０１０３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服务不类似；
２． 船
舶经纪与３６０５ 经纪类似；
３． 码
头装卸与３９０１ 卸货类似；
４． 本
类似群第（二）部分与３９０１ 运输，货运类似。
３９０３

陆地运输

运载工具（车辆）故障救援牵引服务３９０００７ ，汽车运输３９０００９ ，公共汽车运输３９００１０ ，
铁路运输３９００１８ ，出租车运输３９００５８ ，有轨电车运输３９００５９ ，装甲车运输３９００６２ ，贵重物品
的保护运输３９００６２

注：１． 本类似群服务项目与３９０１ 运输，货运类似；
重物品的保护运输与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３９０１ 贵重物品的保护运输交叉
２． 贵
检索。
２０６

空中运输

３９０４

空中运输３９０００４ ，导航３９００５２ ，航空器出租３９０１０２
注：空中运输与３９０１ 运输，货运类似。
３９０５

其他运输及相关服务

（一）汽车出租３９０００８ ，停车场服务３９００３３ ，车库出租３９００４０ ，停车位出租３９００４２ ，运
载工具（车辆）出租３９００４４ ，铁路客车车厢出租３９００４５ ，铁路货车车厢出租３９００４６ ，司机服
务３９００７４ ，车辆行李架出租３９００８１ ，赛车出租３９００９１ ，客车出租３９０１０４
（二）马车运输３９００１７ ，马匹出租３９００１９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服务不类似；
车运输与３９０１ 运输，货运类似。
２． 马
３９０６

货物的贮藏

货物贮存３９００２８ ，贮藏３９００３４ ，仓库贮存３９００３４ ，仓库出租３９００３５ ，冰箱出租３９００４３ ，
冷冻食品柜出租３９００４３ ，贮藏信息３９００７６ ，贮藏容器出租３９００８０ ，集装箱出租３９００８０ ，电子
数据或文件载体的物理储藏３９００９４ ，冰柜出租３９００９９
３９０７

潜水工具出租

潜水钟出租３９００７８ ，潜水服出租３９００７９

注：本类似群与４１０５ 浮潜设备出租类似，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４１０５ 潜水贴身设备租
赁，潜水设备出租交叉检索。
３９０８

供水电气服务

给水３９０００３ ，配水３９００３０ ，配电３９００３１ ，能源分配３９００９０
２０７

※

煤气站Ｃ３９０００２ ，液化气站Ｃ３９０００３
３９０９

水闸管理服务

操作运河水闸３９００３２
３９１０

投递服务

包裹投递３９００２０ ，快递服务（信件或商品）３９００７５ ，信件投递３９００８７ ，投递报纸３９００８８ ，
邮购货物的递送３９００８９ ，鲜花递送３９００９６ ，邮件的邮资盖印服务３９００９７
３９１１

旅行安排

旅行陪伴３９０００２ ，安排游艇旅行３９００２４ ，观光旅游３９００２５ ，安排游览３９００５０ ，旅行座位
预订３９００５６ ，旅行预订３９００８４
行社（不包括预定旅馆）Ｃ３９０００４ ，导游Ｃ３９０００５
※旅
３９１２

单一服务

管道运输３９００４１
轮椅出租３９００９２
替他人发射卫星３９００９５
灌装服务３９０１００
注：１． 本类似群为单一服务，各自然段间互不类似；
２． 管
道运输与３９０１ 运输，货运类似。

２０８

第四十类
材料处理。

【注释】
第四十类主要包括没有列入其他类别的，对有机物质、无机物质或物品进行机械或者
化学处理或者加工的服务。
按分类的要求，只有在为他人进行处理或加工的情况下，商标才视为服务商标。根据
分类的同一要求，在某人将经过处理或加工的物质或物品进行交易的各种情况下，商标都
被视为商品商标。
本类尤其包括：
—
—
—对物品或物质进行加工的服务，包括改变其主要特性的处理服务（如染服装）；按
正常分类，维修服务应该列入第三十七类，但若是进行了这样的改变，即可列入第
四十类（如汽车防冲击装置的镀铬处理）；
—
—
—在物质生产或建筑物建造过程中的材料处理服务，如切割、加工成形，磨光或金属
镀层方面的服务。
本类尤其不包括：
—
—
—修理服务（第三十七类）。
４００１

综合加工及提供信息服务

打磨４００００１ ，碾磨加工４０００３１ ，层压４０００４０ ，研磨４０００４１ ，研磨抛光４０００４８ ，定做材料
装配（替他人）４０００８３ ，材料处理信息４０００８７ ，材料硫化处理４００１０１ ，喷砂处理服务４００１２２
注：１． 打磨与４００２ ，４００４ ，４００６ ，４００７ 服务项目类似；
磨加工与４００２ ，４００８ 及４０１５ 药材加工服务项目类似；
２． 碾
３． 层
压与４００２ ，４００４ 服务项目类似。
４． 研
磨，研磨抛光，喷砂处理服务与４００２ ，４００６ ，４００７ 服务项目类似。
４００２

金属材料处理或加工服务

磁化４００００４ ，镀银４００００７ ，焊接４０００１１ ，镀镉４０００１３ ，镀铬４０００１７ ，金属电镀４０００１８ ，涂
２０９

金４０００２４ ，电镀４０００２６ ，镀锡４０００２７ ，铁器加工４０００２９ ，镀锌４０００３４ ，金属处理４０００４２ ，金属
淬火４０００４３ ，镀镍４０００４５ ，镀金４０００８５ ，激光划线４０００８６ ，精炼４０００９３ ，锅炉制造４０００９９ ，铜
器加工４０００９９ ，金属铸造４００１００ ，配钥匙４００１０８
注：１． 镀锡与３７１３ 重新镀锡类似；
２． 本
类似群与４００１ 打磨，碾磨加工，层压，研磨，研磨抛光，喷砂处理服务类似。
４００３

纺织品化学处理或加工服务

纺织品精加工４００００５ ，织物漂白４００００８ ，布料边饰处理４０００１０ ，织物免烫处理４０００１４ ，
布料防水处理４０００３６ ，织物防水处理４０００３６ ，布料耐火处理４０００３７ ，纺织品耐火处理
４０００３７ ，织
物耐火处理４０００３７ ，布料防皱处理４０００３８ ，羊毛加工４０００３９ ，织布机整经
４０００４６ ，染
色４０００５６ ，纺织品染色４０００５７ ，布料化学处理４０００５８ ，纺织品化学处理４０００５８ ，
纺织品防蛀处理４０００５９ ，布料染色４０００６０ ，布料预缩处理４０００６９ ，布匹漂洗４００１２０
注：布匹漂洗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的３７１６ 布匹漂洗交叉检索。
４００４

木材加工服务

木器制作４００００９ ，刨平（锯木厂）４０００５０ ，锯木（锯木厂）４０００５２ ，木材砍伐和加

工４０００６７

注：本类似群与４００１ 打磨，层压类似。
４００５

纸张加工服务

纸张加工４００００６ ，书籍装订４０００４９ ，纸张处理４０００６１
４００６

玻璃加工服务

吹制玻璃器皿４０００６２ ，玻璃窗着色处理（表面涂层）４０００６５ ，光学玻璃研磨４０００８８ ，光
学镜片研磨４０００８８
２１０

注：本类似群与４００１ 打磨，研磨，研磨抛光，喷砂处理服务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
的４００２ 研磨加工，研磨抛光交叉检索。
４００７

陶器加工服务

烧制陶器４０００１５

注：本类似群与４００１ 打磨，研磨，研磨抛光，喷砂处理服务类似，及第九版及以前版本
的４００２ 研磨加工，研磨抛光交叉检索。
４００８

食物、饮料加工服务

榨水果４０００３２ ，食物熏制４０００３３ ，面粉加工４０００４４ ，食物和饮料的防腐处理４０００６６ ，油
料加工４０００９１ ，食物冷冻４００１１７
叶加工Ｃ４００００１ ，饲料加工Ｃ４００００２
※茶
注：本类似群与４００１ 碾磨加工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的４００２ 碾磨加工交叉检索。
４００９

剥制加工服务

动物标本剥制４０００５５ ，动物屠宰４０００９４ ，牲畜屠宰４０００９４ ，剥制加工４０００９５
４０１０

皮革、服装加工服务

服装制作４０００１２ ，染鞋４０００１６ ，皮革染色４０００１９ ，裘皮定型４０００２０ ，裁剪服装４０００２１ ，
布料剪裁４０００２１ ，裘皮时装加工４０００２８ ，皮毛防蛀处理４０００３０ ，皮革修整４０００４７ ，马具（鞍
具）制作４０００５１ ，服装裁剪４０００５３ ，鞣革４０００５４ ，刺绣４０００６３ ，皮革加工４０００６４ ，裘皮上光
４０００７０ ，使
裘皮具有缎子光泽４０００７１ ，裘皮染色４０００７２ ，缝被子４０００９２ ，服装修改４０００９８ ，
针织机出租４００１１２

注：１． 皮革修整，鞣革，皮革染色，裘皮染色，裘皮上光，皮毛防蛀处理，使裘皮具有缎子
光泽与３７１６ 皮毛保养、清洗和修补，皮革保养、清洗和修补类似；
织机出租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４２２７ 针织机出租交叉检索。
２． 针
２１１

４０１１

影像加工处理服务

电影胶片冲洗４００００２ ，图样印刷４０００２２ ，照相底片冲洗４０００２３ ，照片冲印４０００８９ ，照相
凹版印刷４０００９０ ，分色４００１０７ ，平版印刷４００１１０ ，印刷４００１１１ ，胶印４００１１３ ，照相排版
４００１１４ ，丝
网印刷４００１１５
注：本类似群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４２１５ 交叉检索。
４０１２

污物处理服务

废物和垃圾的回收４０００６８ ，废物处理（变形）４０００９７ ，废物和垃圾的销毁４００１０５ ，废物
和垃圾的焚化４００１０６ ，净化有害材料４００１０９ ，废物和可回收材料的分类（变形）４００１１６
注：本类似群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４２２５ 交叉检索。
４０１３

空气调节服务

空气净化４００００３ ，空气除臭４０００８１ ，空气清新４０００８２ ，空调设备出租４００１１８ ，空间供暖
设备出租４００１１９
注：１． 空调设备出租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３７０６ 空调设备出租交叉检索；
２． 空
间供暖设备出租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３７０５ 取暖设施出租交叉检索。
４０１４

水净化服务

水净化４０００２５
４０１５

艺术品装框４０００８４
雕刻４０００３５
牙科技师服务４００１０２
２１２

单一服务

能源生产４００１０３
发电机出租４００１０４
超低温冷冻服务（生命科学）４００１２１
材加工Ｃ４００００３
※药
料加工Ｃ４００００４
※燃
学试剂加工和处理Ｃ４００００５
※化

注：１． 本类似群为单一服务，各自然段间互不类似；
２． 药
材加工与４００１ 碾磨加工类似，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的４００２ 碾磨加工交叉
检索。

２１３

第四十一类
教育；提供培训；娱乐；文体活动。

【注释】
第四十一类主要包括由个人或团体提供的人或动物智力开发方面的服务，以及用于娱
乐或消遣时的服务。
本类尤其包括：
—
—
—有关人员教育或动物训练的各种形式的服务；
—
—
—旨在人们娱乐、消遣或文娱活动的服务；
—
—
—为文化和教育目的向公众展示可视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
４１０１

教育

学校（教育）４１０００２ ，函授课程４１００１１ ，体育教育４１００１２ ，教育４１００１７ ，培训４１００１７ ，教
学４１００１７ ，讲课４１００１７ ，教育信息４１００４８ ，教育考核４１００４９ ，幼儿园４１００５８ ，实际培训（示
范）４１００６１ ，寄宿学校４１００７５ ，宗教教育４１００８０ ，就业指导（教育或培训顾问）４１０１０２ ，辅导
（培训）４１０１８９ ，职业再培训４１０１９５

注：１． 幼儿园与４３０４ 日间托儿所（看孩子）类似，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４２２１ 日间托儿
所（看孩子）交叉检索；
业指导（教育或培训顾问）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４２２７ 职业指导交叉检索。
２． 就
４１０２

组织和安排教育、文化、娱乐等活动

组织教育或娱乐竞赛４１００１０ ，安排和组织学术讨论会４１００４４ ，安排和组织会议
４１００４５ ，安
排和组织大会４１００４６ ，组织文化或教育展览４１００５１ ，组织体育比赛４１００５９ ，安排
和组织专家讨论会４１００７０ ，安排和组织专题研讨会４１００７２ ，安排和组织培训班４１００７６ ，安
排选美竞赛４１００７７ ，组织舞会４１００８２ ，组织表演（演出）４１００８３ ，安排和组织音乐会４１０１８５ ，
为娱乐目的组织时装表演４１０１８８
娱乐组织时装展览Ｃ４１０００３
※为
２１４

４１０３

图书馆服务

出借书籍的图书馆４１００２３ ，流动图书馆４１００４１
４１０４

出版服务

（一）文字出版（广告宣传材料除外）４１００１６ ，图书出版４１００２４ ，书籍出版４１００２４ ，在线
电子书籍和杂志的出版４１００９１ ，电子桌面排版４１００９２ ，提供在线电子出版物（非下载）
４１００９９ ，除
广告以外的版面设计４１０１８７
（二）※ 录像带发行Ｃ４１０００１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服务不类似；
像带发行与４１０５ 电影胶片的分配（发行）类似。
２． 录
４１０５

文娱、体育活动的服务

（一）电影放映机及其附件出租４１０００６ ，电影摄影棚４１０００８ ，表演场地出租４１００１３ ，演
出用布景出租４１００１３ ，无线电文娱节目４１００１５ ，唱片出租４１００１８ ，录音制品出租４１００１８ ，电
影胶片出租４１００１９ ，除广告片外的影片制作４１００２０ ，收音机和电视机出租４１００２５ ，广播和
电视节目制作４１００２６ ，戏剧制作４１００２９ ，表演制作４１００３０ ，节目制作４１００３０ ，电视文娱节目
４１００３１ ，舞
台布景出租４１００３２ ，电影放映４１００５７ ，录音棚服务４１００６３ ，录像机出租４１００６８ ，
录像带出租４１００６９ ，录像带制作４１００７４ ，配音４１００７９ ，音响设备出租４１００８５ ，剧院或电视演
播室用灯光设备出租４１００８６ ，摄像机出租４１００８８ ，电影剧本编写４１００８９ ，录像带编辑
４１００９０ ，录
像剪辑４１００９０ ，配字幕４１００９３ ，作曲４１００９７ ，摄影报道４１０１００ ，摄影４１０１０１ ，新闻
记者服务４１０１０３ ，翻译４１０１０４ ，手语翻译４１０１０５ ，录像带录制４１０１０６ ，微缩摄影４１０１８２ ，原
文稿撰写（广告稿除外）４１０１８４ ，同声传译服务４１０１９２ ，音乐制作４１０１９６
制Ｃ４１０００２ ，电影胶片的分配（发行）Ｃ４１０００４ ，电影外语配音Ｃ４１０００５ ，诙谐诗创
※译
作Ｃ４１０００６

（二）游乐园４１０００３ ，娱乐４１０００４ ，演出４１０００７ ，马戏场４１０００９ ，提供娱乐设施４１００１４ ，
音乐厅４１００２７ ，管弦乐团４１００２８ ，俱乐部服务（娱乐或教育）４１００４３ ，迪斯科舞厅４１００４７ ，娱
乐信息４１００５０ ，假日野营娱乐服务４１００５５ ，现场表演４１００５６ ，筹划聚会（娱乐）４１００６０ ，娱乐
２１５

信息（消遣）４１００６４ ，演出座位预订４１００７８ ，提供娱乐场所４１００８４ ，在计算机网络上提供在
线游戏４１００９４ ，提供卡拉ＯＫ 服务４１００９５ ，夜总会４１００９８ ，票务代理服务（娱乐）４１０１８３ ，书
法服务４１０１８６ ，音乐主持服务４１０１９１

（三）体操训练４１００２１ ，提供体育设施４１００３５ ，提供高尔夫球设施４１００５３ ，健身俱乐部
（健身和体能训练）４１００５４ ，提供博物馆设施（表演、展览）４１００６２ ，浮潜设备出租４１００６５ ，体
育设备出租（车辆除外）４１００６６ ，体育场设施出租４１００６７ ，体育野营服务４１００７１ ，体育比赛
计时４１００７３ ，网球场出租４１００８７ ，运动场出租４１０１９０ ，私人健身教练服务４１０１９３ ，健身指导
课程４１０１９４
（四）玩具出租４１０１９７
（五）游戏器具出租４１０１９８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服务不类似；
２． 录
像带制作，录像带录制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４２２２ 录像带录制交叉检索；
３． 摄
影报道，新闻记者服务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４２２３ 交叉检索；
４． 摄
影，微缩摄影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４２２２ 交叉检索；
５． 手
语翻译，翻译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４２１９ 交叉检索服务；
影胶片的分配（发行）与４１０４ 录像带发行类似；
６． 电
潜设备出租与３９０７ 类似，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４１０５ 第（三）部分潜水贴身设
７． 浮
备租赁，潜水设备出租交叉检索。
４１０６

驯兽

动物训练４１０００５ ，驯兽４１０００５ ，动物园服务４１００３３
４１０７

单一服务

为艺术家提供模特服务４１００３６
经营彩票４１００８１
注：１． 本类似群为单一服务，各自然段间互不类似；
营彩票与第六版及以前版本３６０２ 经营彩票交叉检索。
２． 经
２１６

第四十二类

科学技术服务和与之相关的研究与设计服务；工业分析与研究；计算机硬件与软件的
设计与开发。
【注释】
第四十二类主要包括由人，个人或集体，提供的涉及复杂领域活动的理论和实践服务；
这些服务由诸如化学家、物理学家、工程师、计算机程序员等专业人员提供。
本类尤其包括：
—
—
—由从事评估、估算以及从事科技领域研究与报告的工程师提供的服务；
—
—
—为医务目的所做的科学研究服务。
本类尤其不包括：
—
—
—商业研究与开发（第三十五类）；
—
—
—文字处理和计算机档案管理（第三十五类）；
—
—
—金融与财政评估（第三十六类）；
—
—
—采矿和石油开采（第三十七类）；
—
—
—计算机（硬件）的安装与维修服务（第三十七类）；
—
—
—由专业人员诸如医生、兽医和精神分析医生所提供的服务（第四十四类）；
—
—
—医疗服务（第四十四类）；
—
—
—花园设计（第四十四类）；
—
—
—法律服务（第四十五类）。
４２０９

提供研究和开发服务

（一）技术研究４２００４０ ，技术项目研究４２００６１ ，工程学４２００６４ ，研究和开发（替他人）
４２０１６１ ，城
市规划４２０１９２ ，节能领域的咨询４２０２０７ ，环境保护领域的研究４２０２０８ ，提供关于
碳抵消的信息、建议和咨询４２０２１２ ，水质分析４２０２１６ ，科学实验室服务４２０２１７
程绘图Ｃ４２００１５
※工
（二）质量控制４２０１５７ ，建筑木材质量评估４２０２１３ ，羊毛质量评估４２０２１４
量检测Ｃ４２０００６ ，质量评估Ｃ４２０００７ ，质量体系认证Ｃ４２０００８
※质
２１７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服务不类似；
２． 本
类似群第（一）部分与４２１４ 第（二）部分类似；
３． 工
程绘图与４２１７ 建筑制图类似。
４． 质
量检测与４２１４ 材料测试类似。
４２１０

提供地质调查、研究、开发服务

油田开采分析４２０００８ ，油井测试４２００４２ ，地质调查４２００６２ ，地质勘测４２００６２ ，油田勘测
４２００６３ ，土
地测量４２００７９ ，石油勘探４２００９５ ，地质勘探４２０１１８ ，地质研究４２０１１９ ，校准（测
量）４２０１３６ ，水下勘探４２０１６７ ，测量４２０１９３
４２１１

提供化学研究服务

化学分析４２０００７ ，化学服务４２００３０ ，化学研究４２００３１ ，化妆品研究４２００４５
４２１２

提供生物学研究服务

细菌学研究４２００１７ ，生物学研究４２０１９０
４２１３

提供气象情报服务

气象预报４２００７６ ，气象信息４２００７６
４２１４

提供测试服务

（一）材料测试４２００５８ ，纺织品测试４２０１０９ ，车辆性能检测４２０１９５
（二）物理研究４２００９６ ，机械研究４２０１０１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服务不类似；
料测试与４２０９ 质量检测类似；
２． 材
理研究，机械研究与４２０９ 第（一）部分类似。
３． 物
２１８

４２１６

外观设计服务

工业品外观设计４２００４９ ，包装设计４２００５０ ，造型（工业品外观设计）４２０１６５
４２１７

建筑物的设计、咨询服务

建筑学４２００１１ ，建筑学咨询４２００３６ ，建筑制图４２００３８ ，室内装饰设计４２００４８
设项目的开发Ｃ４２００１３
※建
注：建筑制图与４２０９ 工程绘图类似。
４２１８

服装设计服务

服装设计４２０１４２
注：本类似群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４２１８ 中的服装设计类似。
４２２０

计算机编程及相关服务

计算机出租４２００８３ ，计算机编程４２００９０ ，计算机软件设计４２０１３９ ，计算机软件更新
算机硬件设计和开发咨询４２０１４１ ，计算机软件出租４２０１５９ ，恢复计算机数据
４２０１４０ ，计
４２０１７５ ，计
算机软件维护４２０１７６ ，计算机系统分析４２０１７７ ，计算机系统设计４２０１９４ ，计算机
程序复制４２０１９７ ，把有形的数据或文件转换成电子媒体４２０１９８ ，替他人创建和维护网站
４２０１９９ ，
托管计算机站（网站）４２０２００ ，计算机软件安装４２０２０１ ，计算机程序和数据的数据转
换（非有形转换）４２０２０３ ，计算机软件咨询４２０２０４ ，网络服务器出租４２０２０５ ，计算机病毒的
防护服务４２０２０６ ，提供互联网搜索引擎４２０２０９ ，文档数字化（扫描）４２０２１０ ，计算机系统远
程监控４２０２１５
４２２４

提供艺术品鉴定服务

艺术品鉴定４２０１３２
２１９

４２２７

单一服务

书画刻印艺术设计４２０１４４
（人工降雨时）云的催化４２０２０２
笔迹分析（笔迹学）４２０２１１
形资产评估Ｃ４２００１１
※无
替他人称量货物Ｃ４２００１２
※代
注：本类似群为单一服务，各自然段间互不类似。

２２０

第四十三类
提供食物和饮料服务；临时住宿。
【注释】
第四十三类主要包括由个人或机构为消费者提供食物和饮料的服务以及为使在宾馆、
寄宿处或其他提供临时住宿的机构得到床位和寄宿所提供的服务。
本类尤其包括：
—
—
—为旅游者提供住宿预订服务，尤其是通过旅行社或经纪人提供的服务；
—
—
—为动物提供膳食。
本类尤其不包括：
—
—
—提供永久使用的不动产，例如住房、公寓等的租赁服务（第三十六类）；
—
—
—由旅行社提供的旅行服务（第三十九类）；
—
—
—食物和饮料的防腐处理服务（第四十类）；
—
—
—迪斯科舞厅服务（第四十一类）；
—
—
—寄宿学校（第四十一类）；
—
—
—疗养院（第四十四类）。
４３０１

提供餐饮，住宿服务

住所（旅馆、供膳寄宿处）４３０００４ ，备办宴席４３００１０ ，咖啡馆４３００２４ ，自助餐厅４３００２５ ，
餐厅４３００２７ ，临时住宿处出租４３００２８ ，寄宿处４３００６６ ，饭店４３００７３ ，餐馆４３０１０２ ，寄宿处预
订４３０１０４ ，旅馆预订４３０１０５ ，自助餐馆４３０１０７ ，快餐馆４３０１０８ ，酒吧服务４３０１３８ ，假日野营
住宿服务４３０１４５ ，预订临时住所４３０１６２ ，汽车旅馆４３０１８３
动饮食供应Ｃ４３０００２ ，茶馆Ｃ４３０００３
※流
注：本类似群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４２０１ 交叉检索。
４３０２

提供房屋设施的服务

提供野营场地设施４３００２６ ，旅游房屋出租４３００７１ ，活动房屋出租４３０１６０ ，会议室出租
４３０１８７ ，帐
篷出租４３０１８９
２２１

※

柜台出租Ｃ４３０００４

注：本类似群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４２０２ 交叉检索。
４３０３

养老院

养老院４３００１３

注：养老院与４４０１ 第（二）部分类似，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４２０３ 养老院，疗养院（非医
疗），疗养院，休养所，疗养院（诊所或小型私人医院），济贫院交叉检索。
４３０４

托儿服务

日间托儿所（看孩子）４３００９８

注：日间托儿所（看孩子）与４１０１ 幼儿园类似，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４２２１ 日间托儿所
（看孩子）交叉检索。
４３０５

为动物提供食宿

动物寄养４３０１３４ ，为动物提供食宿４３０１３４

注：本类似群与４４０３ 动物饲养，宠物饲养，水产养殖服务类似，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
物寄养，动物饲养，宠物饲养，动物喂养，为动物提供膳食，爱畜饲养交叉检索。
４２０５ 动
４３０６

单一服务

出租椅子、桌子、桌布和玻璃器皿４３０１８６
烹饪设备出租４３０１９０
饮水机出租４３０１９１

注：１． 本类似群为单一服务，各自然段间互不类似；
２． 出
租椅子、桌子、桌布和玻璃器皿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４２２７ 出租椅子、桌子、桌
布和玻璃器皿交叉检索。
２２２

第四十四类
医疗服务；兽医服务；人或动物的卫生和美容服务；农业、园艺和林业服务。

【注释】
第四十四类主要包括由个人或机构向人或动物提供的医疗、卫生和美容服务；它还包
括与农业、园艺和林业领域相关的服务。
本类尤其包括：
—
—
—与治疗病人（例如Ｘ 光检查和取血样）有关的医学分析；
—
—
—人工授精服务；
—
—
—医药咨询；
—
—
—动物饲养；
—
—
—与植物生长例如园艺有关的服务；
—
—
—与植物艺术例如园艺设计和花卉构图有关的服务。
本类尤其不包括：
—
—
—灭害虫（为农业、园艺和林业目的除外）（第三十七类）；
—
—
—灌溉系统的安装与维修服务（第三十七类）；
—
—
—救护运输（第三十九类）；
—
—
—动物屠宰及其标本制作（第四十类）；
—
—
—树木砍伐和加工（第四十类）；
—
—
—动物驯养（第四十一类）；
—
—
—为体育锻炼目的而设的健康俱乐部（第四十一类）；
—
—
—医学科学研究服务（第四十二类）；
—
—
—为动物提供膳食（第四十三类）；
—
—
—养老院（第四十三类）。
４４０１

医疗服务

（一）医疗诊所服务４４００２１ ，医疗按摩４４００３２ ，医院４４００５９ ，保健４４００６０ ，医疗辅助
疗４４００９７ ，牙科４４０１１３ ，血库４４０１３３ ，接生４４０１５２ ，医疗护理４４０１５３ ，医药咨询
４４００８７ ，理
４４０１５４ ，整
形外科４４０１５６ ，头发移植４４０１８０ ，心理专家４４０１８５ ，芳香疗法４４０１９３ ，人工授精
２２３

，物质滥用病人的康复４４０１９５ ，试管受精４４０１９６ ，远程医学服务４４０１９８ ，药剂师配药
服务４４０２０４ ，治疗服务４４０２０５ ，医疗设备出租４４０２０８ ，保健站４４０２０９

４４０１９４

（二）疗养院４４００４３ ，休养所４４０１０６ ，私人疗养院４４０１１４ ，济贫院４４０１４７
（三）※ 饮食营养指导Ｃ４４０００１
注：１． 本类似群各部分之间服务不类似；
２． 各
部分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４２０３ 相对应的各自然段分别交叉检索；
疗按摩与４４０２ 按摩类似；
３． 医
（二）部分与４３０３ 养老院类似。
４． 第
４４０２

卫生、美容服务

公共卫生浴４４００１８ ，蒸汽浴４４００１９ ，美容院４４００２０ ，理发店４４００３４ ，按摩４４００８６ ，修指
甲４４０１５１ ，文身４４０１９７ ，桑拿浴服务４４０２００ ，日光浴服务４４０２０１ ，矿泉疗养４４０２０２ ，化妆师
服务４４０２０３
注：１． 本类似群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４２０４ 交叉检索；
２． 按
摩与４４０１ 医疗按摩类似。
４４０３

为动物提供服务

动物育种４４０００９ ，兽医辅助４４０１１１ ，动物饲养４４０１３１ ，宠物饲养４４０１７３ ，人工授精（替
动物）４４０１９４ ，试管受精（替动物）４４０１９６ ，水产养殖服务４４０２０７
注：１． 本类似群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４２０５ 交叉检索；
２． 动
物饲养，宠物饲养，水产养殖服务与４３０５ 类似。
４４０４

农业、园艺服务

庭园设计４４００１２ ，庭院风景布置４４００１２ ，花环制作４４００３７ ，园艺学４４００７２ ，园艺
场设备出租４４００８４ ，植物养护４４００９４ ，空中和地面化肥及其他农用化学品的喷洒
４４００７７ ，农
２２４

，花卉摆放４４０１４３ ，草坪修整４４０１４８ ，树木修剪４４０１６６ ，灭害虫（为农业、园艺和林业
目的）４４０１６８ ，除草４４０１７１ ，风景设计４４０１９９ ，为碳抵消目的植树４４０２０６

４４０１１５

注：１． 本类似群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４２０６ 交叉检索；
２． 花
环制作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４２２６ 花圈制作交叉检索。
４４０５

单一服务

眼镜行４４００９２
卫生设备出租４４０１８８
注：１． 本类似群为单一服务，各自然段间互不类似；
２． 眼
镜行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４２２７ 眼镜行交叉检索；
３． 卫
生设备出租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４２２７ 卫生设备出租交叉检索。

２２５

第四十五类

法律服务；由他人提供的为满足个人需要的私人和社会服务；为保护财产和人身安全
的服务。
【注释】

本类尤其包括：
—
—
—由律师为个人、组织、团体、企业提供的服务；
—
—
—与个人或团体的安全相关的调查和监视服务；
—
—
—为个人提供的与社会活动，例如社交护送服务、葬礼服务、婚姻介绍服务。
本类尤其不包括：
—
—
—为商业运作提供直接指导的专业服务（第三十五类）；
—
—
—为处理与保险有关的金融或货币事务和服务有关的服务（第三十六类）；
—
—
—护送旅客（第三十九类）；
—
—
—安全运输（第三十九类）；
—
—
—各种个人教育服务（第四十一类）；
—
—
—歌唱演员和舞蹈演员的表演（第四十一类）；
—
—
—为保护计算机软件所提供的计算机服务（第四十二类）；
—
—
—由他人为人类和动物提供的医疗、卫生或美容服务（第四十四类）；
—
—
—某些出租服务（查阅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服务分类表和一般性说明中有关服务分类
的第２ 条）。
４５０１

安全服务

私人保镖４５０００１ ，侦探公司４５０００３ ，夜间护卫４５０００６ ，寻人调查４５００５３ ，护卫队
４５００９９ ，安
全保卫咨询４５０１１７ ，安全及防盗警报系统的监控４５０１９４ ，为安全目的进行的行李
检查４５０１９６ ，个人背景调查４５０１９９ ，工厂安全检查４５０２０２
注：本类似群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４２０８ 交叉检索。
２２６

４５０２

提供人员服务

社交陪伴４５０００２ ，社交护送（陪伴）４５０００２ ，临时照看婴孩４５０１９５ ，临时看管房子
４５０１９７ ，临
时照料宠物４５０１９８
务服务Ｃ４５０００１
※家

注：本类似群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４２２１ 中除日间托儿所（看孩子）外的其他服务交叉
检索。
４５０３

提供服饰服务

晚礼服出租４５００４６ ，服装出租４５００８１

注：本类似群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４２１８ 夜礼服出租，衣服出租，制服出租，服装租赁交
叉检索。
４５０４

殡仪服务

火葬４５００４７ ，丧葬４５００５６ ，殡仪４５００５７
注：本类似群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４２２６ 交叉检索。
４５０５

单一服务

开保险锁４５００３３
交友服务４５０００５ ，婚姻介绍４５０１１２
消防４５０１７９ ，火警报警器出租４５０２０３ ，灭火器出租４５０２０４
组织宗教集会４５０１８４
领养代理４５０１９３
失物招领４５０２００
保险箱出租４５０２１５
宗谱研究４５０２１６
２２７

计划和安排婚礼服务４５０２１７

注：１． 本类似群为单一服务，各自然段间互不类似；
２． 本
类似群各自然段与第七版及以前版本４２２７ 各单一服务交叉检索；
３． 计
划和安排婚礼服务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４１０２ 组织安排婚庆活动、婚庆主持
（司仪）交叉检索；
４． 保
险箱出租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３６０２ 保险箱出租交叉检索。
４５０６

法律服务

调解４５０２０１ ，仲裁４５０２０５ ，知识产权咨询４５０２０６ ，版权管理４５０２０７ ，知识产权许可
４５０２０８ ，知
识产权监督４５０２０９ ，法律研究４５０２１０ ，诉讼服务４５０２１１ ，计算机软件许可（法律
服务）４５０２１２ ，域名注册（法律服务）４５０２１３ ，替代性纠纷解决服务４５０２１４
注：本类似群与第八版及以前版本４２０７ 交叉检索。

２２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