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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 16739《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分为两个部分：
——第 1 部分：汽车整车维修企业；
——第 2 部分：汽车综合小修及汽车专项维修业户。
本部分为 GB/T 16739 的第 2 部分。
本部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 GB/T 16739.2-2004《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 第 2 部分：汽车专项维修业户》
，
与 GB/T
16739.2-2004 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对汽车综合小修业户的条件要求（见第 1 章
）。
——增加了“汽车综合小修业户”定义（见 3.1）
。
——修改了“汽车专项维修业户”定义。“涂漆”合并到“车身维修”；“车身清洁维护”与“汽车
装潢（篷布、坐垫及内装饰）”合并为“汽车美容装潢”；“供油系统维护及油品更换”改为“汽车润滑
与养护”；
“散热器（水箱）维修”改为“散热器维修”；“汽车玻璃安装”改为“汽车玻璃安装及修复”
（见 3.2，2004 年版 3.1）
。
——关于通用条件：
1）增加了引用GB/T 21338 从业人员资格条件的要求（见4.1）
；
2）增加了明示各类证、照、作业项目及计费工时定额的要求（见4.3）
；
3）增加了对租赁生产厂房、停车场地的合同和期限要求（见4.6）
；
4）增加了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及安全操作规程的要求（见4.8）
；
5）增加了废水处理和采光设施的要求（见4.9）
。
——增加了汽车综合小修的人员、设施、设备条件（见5.1）
。
——关于发动机维修专项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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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生产厂房面积修改为不小于100 m （见5.2.3.2）
2）增加了真空表、发动机翻转设备；取消了排气分析仪、烟度计、激光淬火设备；发动机试验设
备修改为发动机诊断仪；喷油泵试验设备和喷油器试验设备允许外协（见5.2.4，2004年版5.1.4）
。
——关于车身维修专项条件，将涂漆专项整合到车身维修专项中；增加了角磨机、洗枪设备或溶
剂收集设备；气焊设备改为切割设备；调漆设备不再允许外协（见5.3，2004年版5.2和5.6）
。
——关于电气系统维修专项条件，增加了蓄电池检测、充电设备；汽车前照灯检测设备不再允许
外协；故障诊断设备改为汽车故障电脑诊断仪（见5.4，2004年版5.3）
。
——关于自动变速器维修专项条件，增加了空气压缩机、万用表、废油收集设备；零件高压清洗
设备改为零件清洗设备（见5.5，2004年版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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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轮胎动平衡及修补专项条件，生产厂房面积改为不小于15 m （见5.6，2004年版5.7）。
——关于汽车润滑与养护专项条件，换油设备改为废油收集设备、齿轮油加注设备、液压油加注
设备、制动液更换加注器、脂类加注器（见5.8， 2004年版5.9）
。
——关于空调维修专项条件，增加了冷媒鉴别设备、空调检漏设备、数字式温度计、汽车故障电
脑诊断仪；取消了气焊设备；汽车空调冷媒加注回收设备改为汽车空调冷媒加注回收净化设备（见
5.13，2004年版5.14）
。
——关于汽车美容装潢专项条件，增加了贴膜专业工具；取消了举升设备或地沟、缝纫机、锁边
机、工作台或工作案、台钻或手电钻、电熨斗、裁剪工具、烘干工具（见5.14，2004年版5.5和5.15）。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汽车维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47）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北京祥龙博瑞汽车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
运输管理局、吉林省运输管理局、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汽车修理分公司、安徽省合肥汽车客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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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广西三原高新科技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张学利、蔡凤田、孟秋、刘富佳、魏俊强、李云飞、吴东风、金柏正、丁金全、
徐通法、佟濬洲。
本部分代替了标准 GB/T 16739.2-2004。
GB/T 16739.2-2004 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 16739.3-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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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
第 2 部分：汽车综合小修及专项维修业户
1

范围

GB/T 16739的本部分规定了汽车综合小修及专项维修业户应具备的通用条件，及其经营范围、人员、
设施、设备等条件。
本部分适用于汽车综合小修及专项维修业户（三类），是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实施行政许可和管理的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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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5624 汽车维修术语
GB/T 21338 机动车维修从业人员从业资格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GB/T 5624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汽车综合小修业户 the enterprises for vehicle comprehensive current repair
从事汽车故障诊断和通过修理或更换个别零件，消除车辆在运行过程或维护过程中发生或发现的故
障或隐患，恢复汽车工作能力的维修业户（三类）
。
3.2
汽车专项维修业户 the enterprises for vehicle maintenance and repair of special items
从事汽车发动机维修、车身维修、电气系统维修、自动变速器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四轮定位
检测调整、汽车润滑与养护、喷油泵和喷油器维修、曲轴修磨、气缸镗磨、散热器维修、空调维修、汽
车美容装潢、汽车玻璃安装及修复等专项维修作业的业户（三类）。
4

通用条件

4.1 从事综合小修或专项维修关键岗位的从业人员数量应能满足生产的需要，从业人员资格条件应符
合 GB/T 21338 的规定，并取得行业主管及相关部门颁发的从业资格证书，持证上岗。
4.2 应具有相关的法规、标准、规章等文件以及相关的维修技术资料和工艺文件等，并确保完整有效、
及时更新。
4.3 应具有规范的业务工作流程，公开业务受理程序、服务承诺、用户抱怨受理程序等，并明示各类
证、照、作业项目及计费工时定额等。
2
4.4 停车场面积应不小于 30 m 。停车场地界定标志明显，不得占用道路和公共场所进行作业和停车，
地面应平整坚实。
4.5 生产厂房的面积、结构及设施应满足综合小修或专项维修作业设备的工位布置、生产工艺和正常作
业要求。
4.6 租赁的生产厂房、停车场地应具有合法的书面合同书，并应符合安全生产、消防等各项要求。租
赁期限不得少于 1 年。
4.7 设备配置应与其生产作业规模及生产工艺相适应，其技术状况应完好，符合相应的产品技术条件
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要求，并能满足加工、检测精度的要求和使用要求。检测设备及计量器具应按
规定检定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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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应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熟知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并具有汽车维修安全生产作业知识和安
全生产管理能力。应有所需工种和所配机电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并将安全操作规程明示在相应的工位
或设备处。
4.9 使用与存储有毒、易燃、易爆物品和粉尘、腐蚀剂、污染物、压力容器等均应具备相应的安全防
护措施和设施。作业环境以及按生产工艺配置的处理“四废”及采光、通风、吸尘、净化、消声等设施，
均应符合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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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维修经营范围、人员、设施、设备条件

5.1 汽车综合小修
5.1.1 人员条件
5.1.1.1 应有维修企业负责人、维修技术负责人、维修质量检验员、维修业务员、维修价格结算员、
机修人员和电器维修人员。
5.1.1.2 维修质量检验员应不少于 1 名。
5.1.1.3 主修人员应不少于 2 名。
5.1.2 组织管理条件
5.1.2.1 应具有健全的经营管理体系，设置技术负责、业务受理、质量检验、文件资料管理、材料管
理、仪器设备管理、价格结算、安全生产等岗位并落实责任人。
5.1.2.2 应具有汽车维修质量承诺、进出厂登记、检验记录及技术档案管理、标准和计量管理、设备
管理、人员技术培训等制度并严格实施。
5.1.2.3 维修过程、配件管理、费用结算、维修档案等应实现电子化管理。
5.1.3 设施条件
2
5.1.3.1 应设有接待室，其面积应不小于10 m ，整洁明亮，并有供客户休息的设施。
2
5.1.3.2 生产厂房面积应不小于100 m 。
5.1.4 主要设备
主要设备应包括：
a) 压床；
b) 空气压缩机；
c) 汽车故障电脑诊断仪；
d) 温、湿度计；
e) 万用表；
f) 气缸压力表；
g) 真空表；
h) 燃油压力表；
i) 尾气分析仪或不透光烟度计；
j) 轮胎漏气试验设备；
k) 轮胎气压表；
l) 千斤顶；
m) 轮胎轮辋拆装、除锈设备或专用工具；
n) 车轮动平衡机；
o) 汽车空调冷媒回收净化加注设备；
p) 空调专用检测设备；
q) 空调专用检漏设备；
r) 不解体油路清洗设备；
s) 举升设备或地沟；
t) 废油收集设备；
u) 齿轮油加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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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w)
x)
y)
z)

液压油加注设备；
制动液更换加注器；
脂类加注器；
汽车前照灯检测设备（可用手动灯光仪或投影板检测）
；
制动减速度检验等制动性能检验设备。

5.2 发动机维修
5.2.1 人员条件
5.2.1.1 设置岗位及从业人员条件应符合 5.1.1.1 的要求。
5.2.1.2 维修质量检验员应不少于 2 名。
5.2.1.3 发动机主修人员应不少于 2 名。
5.2.2 组织管理条件
企业的组织管理条件应符合5.1.2的要求。
5.2.3 设施条件
2
5.2.3.1 应设有接待室，其面积应不小于20 m ，整洁明亮，并有供客户休息的设施。
2
5.2.3.2 生产厂房面积应不小于100 m 。
5.2.4 主要设备
主要设备应包括：
a) 压床；
b) 空气压缩机；
c) 发动机解体清洗设备；
d) 发动机等总成吊装设备；
e) 发动机翻转设备；
f) 发动机诊断仪；
g) 废油收集设备；
h) 万用表；
i) 气缸压力表；
j) 真空表；
k) 量缸表；
l) 正时仪；
m) 汽油喷油器清洗及流量测量仪；
n) 燃油压力表；
o) 喷油泵试验设备；
（允许外协）
p) 喷油器试验设备；
（允许外协）
q) 连杆校正器；
r) 无损探伤设备；
s) 立式精镗床；
t) 立式珩磨机；
u) 曲轴磨床；
v) 曲轴校正设备；
w) 凸轮轴磨床；
x) 曲轴、飞轮与离合器总成动平衡机。
5.3 车身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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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人员条件
5.3.1.1 应有维修企业负责人、维修技术负责人、维修质量检验员、维修业务员、维修价格结算员、
机修人员、钣金人员和涂漆人员。
5.3.1.2 维修质量检验员应不少于 1 名。
5.3.1.3 车身主修及维修涂漆人员均应不少于 2 名。
5.3.2 组织管理条件
企业的组织管理条件应符合5.1.2的要求。
5.3.3 设施条件
2
5.3.3.1 应设有接待室，其面积应不小于20 m 。整洁明亮，并有供客户休息的设施。
2
5.3.3.2 生产厂房面积应不小于120 m 。
5.3.4 主要设备
主要设备应包括：
a) 电焊及气体保护焊设备；
b) 切割设备；
c) 压床；
d) 空气压缩机；
e) 汽车外部清洗设备；
f) 打磨抛光设备；
g) 除尘除垢设备；
h) 型材切割机；
i) 车身整形设备；
j) 车身校正设备；
k) 车架校正设备；
l) 车身尺寸测量设备；
m) 喷烤漆房及设备；
n) 调漆设备；
o) 砂轮机和角磨机；
p) 举升设备；
q) 除锈设备；
r) 吸尘、采光、通风设备；
s) 洗枪设备或溶剂收集设备。
5.4 电气系统维修
5.4.1 人员条件
5.4.1.1 应有维修企业负责人、维修技术负责人、维修质量检验员、维修业务员、维修价格结算员和
电器维修人员。
5.4.1.2 维修质量检验员应不少于 1 名。
5.4.1.3 电子电器主修人员应不少于 2 名。
5.4.2 组织管理条件
企业的组织管理条件应符合5.1.2的要求。
5.4.3 设施条件
2
5.4.3.1 应设有接待室，其面积应不小于20m ，整洁明亮，并有供客户休息的设施。
2
5.4.3.2 生产厂房面积应不小于120 m 。
5.4.4 主要设备
主要设备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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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空气压缩机；
汽车故障电脑诊断仪；
万用表；
充电机；
电解液比重计；
高频放电叉；
汽车前照灯检测设备；
电路检测设备；
蓄电池检测、充电设备。

5.5 自动变速器维修
5.5.1 人员条件
5.5.1.1 设置岗位及从业人员条件应符合 5.1.1.1 的要求。
5.5.1.2 维修质量检验员应不少于 1 名。
5.5.1.3 自动变速器专业主修人员应不少于 2 名。
5.5.2 组织管理条件
企业的组织管理条件应符合5.1.2的要求。
5.5.3 设施条件
2
5.5.3.1 应设有接待室，其面积应不小于20m ，整洁明亮，并有供客户休息的设施。
2
5.5.3.2 生产厂房面积应不小于 200 m 。
5.5.4 主要设备
主要设备应包括：
a) 自动变速器翻转设备；
b) 自动变速器拆解设备；
c) 变扭器维修设备；
d) 变扭器切割设备；
e) 变扭器焊接设备；
f) 变扭器检测（漏）设备；
g) 零件清洗设备；
h) 电控变速器测试仪；
i) 油路总成测试机；
j) 液压油压力表；
k) 自动变速器总成测试机；
l) 自动变速器专用测量器具；
m) 空气压缩机；
n) 万用表；
o) 废油收集设备。
5.6 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5.6.1 人员条件
至少有 1 名经过专业培训的轮胎维修人员。
5.6.2 设施条件
2
生产厂房面积应不小于15 m 。
5.6.3 主要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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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设备应包括：
a) 空气压缩机；
b) 轮胎漏气试验设备；
c) 轮胎气压表；
d) 千斤顶；
e) 轮胎螺母拆装机或专用拆装工具；
f) 轮胎轮辋拆装、除锈设备或专用工具；
g) 轮胎修补设备；
h) 车轮动平衡机。
5.7 四轮定位检测调整
5.7.1 人员条件
至少有 1 名经过专业培训的汽车维修人员。
5.7.2 设施条件
2
生产厂房面积应不小于 40 m 。
5.7.3 主要设备
主要设备应包括：
a)举升设备；
b)四轮定位仪；
c)空气压缩机；
d)轮胎气压表。
5.8 汽车润滑与养护
5.8.1 人员条件
至少有 1 名经过专业培训的汽车维修人员。
5.8.2 设施条件
2
生产厂房面积应不小于 40 m 。
5.8.3 主要设备
主要设备应包括：
a)不解体油路清洗设备；
b)废油收集设备；
c)齿轮油加注设备；
d)液压油加注设备；
e)制动液更换加注器；
f)脂类加注器；
g)举升设备或地沟；
h)空气压缩机。
5.9 喷油泵、喷油器维修
5.9.1 人员条件
至少有 1 名 经过专业培训的柴油机高压油泵维修人员。
5.9.2 设施条件
2
生产厂房面积应不小于30 m 。
5.9.3 主要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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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设备应包括：
a) 喷油泵、喷油器清洗和试验设备；
b) 喷油泵、喷油器密封性试验设备；
c）弹簧试验仪；
d) 千分尺；
e) 厚薄规。
5.9.4 附加设备
从事电控喷油泵、喷油器维修还需配备：
a) 电控喷油泵、喷油器检测台；
b) 电控喷油泵、喷油器专用拆装工具；
c) 电控柴油机故障诊断仪；
d) 超声波清洗仪；
e) 专用工作台。
5.10 曲轴修磨
5.10.1 人员条件
至少有 1 名 经过专业培训的曲轴修磨人员。
5.10.2 设施条件
2
生产厂房面积应不小于 60 m 。
5.10.3 主要设备
主要设备应包括：
a) 曲轴磨床；
b) 曲轴校正设备；
c) 曲轴动平衡设备；
d) 平板；
e) V 型块；
f) 百分表及磁力表座；
g) 外径千分尺；
h) 无损探伤设备；
i) 吊装设备。
5.11 气缸镗磨
5.11.1 人员条件
至少有 1 名经过专业培训的气缸镗磨人员。
5.11.2 设施条件
2
生产厂房面积应不小于 60 m 。
5.11.3 主要设备
主要设备应包括：
a) 立式精镗床；
b) 立式珩磨机；
c) 压床；
d) 吊装起重设备；
e) 气缸体水压试验设备；
f) 量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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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h)
i)
j)

外径千分尺；
厚薄规；
激光淬火设备（从事激光淬火必备）；
平板。

5.12 散热器维修
5.12.1 人员条件
至少有 1 名经过专业培训的维修人员。
5.12.2 设施条件
2
生产厂房面积应不小于 30 m 。
5.12.3 主要设备
主要设备应包括：
a) 清洗及管道疏通设备；
b) 气焊设备；
c) 钎焊设备；
d) 空气压缩机；
e) 喷漆设备；
f) 散热器密封试验设备。
5.13 空调维修
5.13.1 人员条件
至少有 1 名经过专业培训的汽车空调维修人员。
5.13.2 设施条件
2
生产厂房面积应不小于 40 m 。
5.13.3 主要设备
主要设备应包括：
a) 汽车空调冷媒回收净化加注设备；
b) 空调电器检测设备；
c) 空调专用检测设备；
d) 万用表；
e) 冷媒鉴别设备；
f) 空调检漏设备；
g) 数字式温度计；
h) 汽车故障电脑诊断仪。
5.14 汽车美容装潢
5.14.1 人员条件
至少有经过专业培训的 1 名维修人员和 2 名车身清洁人员。
5.14.2 设施条件
2
生产厂房面积应不小于40 m 。
5.14.3 主要设备
主要设备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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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汽车外部清洗设备；
吸尘设备；
除尘、除垢设备；
打蜡设备；
抛光设备；
贴膜专业工具。

5.15 汽车玻璃安装及修复
5.15.1 人员条件
至少有 1 名经过专业培训的维修人员。
5.15.2 设施条件
2
生产厂房面积应不小于 30 m 。
5.15.3 主要设备
主要设备应包括：
a) 工作台；
b) 玻璃切割工具；
c) 注胶工具；
d）玻璃固定工具；
e）直尺、弯尺；
f) 玻璃拆装工具；
g) 吸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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