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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使用须知

(1) 本服务的提供网址为 https://www.jwtc.jp

(2) 本系统推荐使用以下版本的浏览器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9.0 以上」 或 「Mozilla Firefox 44.0.2 以上」
    或 「Google Chrome 48.0.2564.116 以上」 或「Microsoft Edge Chromium版」
    且，推荐画面分辨率在1024 × 768 以上 

(3) 在浏览[数据下载服务]等服务的数据时，根据不同数据类型需使用Acrobat Reader、MS-Excel2000 以上
     或是 MS-Word97  以上软件

(4) 因本系统以日文环境为前提，所以在使用其他语言环境时会出现乱码现象

(5) 此[在线申请服务]提供[书面审查申请][商品名追加申请]的登记申请
     不提供「一般申请」[類別追加登録申请]的服务
     另外，对于试验协议会发行的[確認試験成績書]（需交费）及[登録簿]，将于书面形式邮寄

详细内容请参阅以后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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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作业流程

以下图示本服务的主要作业流程。各部分细节请参阅以后各章节。

(P.4)

(P.5,7,9)

(P.12)

(P.13)

(P.16)

(P.33,34,37)

(P.38)

(P.39)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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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登记
互联网
服务
系统

(1) 注册用户
修改・删除

「ユーザ登録・修正・削除の件」
「パスワード再発行の件」

「ダウンロードサービス
ご利用開始の件」

(2) 数据下载
(登陆系统后)

收到此邮件后
方可操作

「書面審査申請ご利用開始の件」

(3)书面审查申请
(登陆系统后)

收到此邮件后
可进行以下操作

书面邮寄（申请时需提交意

「書面審査申請受付の件」

例：

审查后

审查后

登録申請詳細(控)
(添付)

試験依頼書

「申請内容修正の件」
请修改申请内容

有修改

「書面申請・確認試験合格の件」

「確認試験不合格の件」

VIA登録簿

测试

合格时

测试
不合格时

登録申請詳細(控)
(添付)

书面邮寄

試験依頼書(控)
(添付)

邮件类别如下；

只有【確認試験】的申请

[確認試験合格の件]的邮件

只有【書面審査】的申请

[書面審査合格の件]的邮件

試験成績書

用户输入 电子邮件 书面/文档

(4)商品名追加申請
(同時申請)

(P.27)



(P.44)

(P.52)

(P.53)

(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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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登记
互联网
服务
系统

(4)商品名追加申請
(登陆系统后)

「商品名追加申請：受付の件」

登録申請詳細(控)
(添付)

「商品名追加申請：内容修正の件」

「商品名追加申請：審査合格の件」

審査
合格時

登録申請詳細(控)
(添付)

VIA登録簿
书面邮寄

请修改申请内容

有修改



  ３.　注册用户

使用[数据下载服务][在线申请服务]服务，需事先注册用户
请按以下步骤进行用户注册。

(1) 访问http://www.jwtc.jp
    请点击网站首页的[初めてご利用される方はこちら]，进入用户注册页面

请点击[初めてご利用される方はこちら]
并逐步进入如下页面
[何がダウンロードできるか]
[ご利用について]
[ご利用規約]
[個人情報の取り扱いについて]
同意页面显示条约后才能进入下一个页面

(2) 请填写用户ID/密码，以及其他信息进行用户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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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在(2)成功注册，系统会自动切换至登陆页面
     请输入用户ID和密码登陆本系统。

(4) 如显示在线服务菜单说明您已经成功登陆到本系统
     刚刚注册的用户只能点击[ユーザ情報修正]按钮，修改用户信息(其他按钮不能点击)

请点击[ログアウト]退出

(5) 注册成功后，系统将会以电子邮件方式反馈您的注册信息

含有用户ID和密码信息，请妥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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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找回密码

用户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找回忘掉的密码

(1) 访问http://www.jwtc.jp
     点击网站首页的[ログイン]。

(2) 点击[パスワード再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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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用户ID后点击[送信]

如忘掉用户ID，请使用[联系方式]的信息
与管理员取得联系

(4) 系统将发送如下内容的密码通知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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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修改用户信息

可修改注册用户的密码，姓名，公司名，地址，E-Mail等信息
对于使用[在线申请服务]的公司，如果负责人发生了变动，推荐继续使用现有的用户ID，并修改用户注册信息。

(1) 访问http://www.jwtc.jp
     点击网站首页的「ログイン」

(2) 输入用户ID/密码后，点击[ログイン]登录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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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请点击[ユーザ情報修正]

(4) 点击[更新]后修改注册信息

点击[パスワード変更]修改密码时，
系统不发送任何通知邮件

修改或删除用户信息时，系统将以以下邮件通知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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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数据下载服务

可以下载[規定集]，[試験条件表]，[申請書類]等文档
用户成功注册后，如收到[ダウンロードサービスご利用開始の件]邮件，即可使用此服务
(收到邮件前，不能使用此服务)

(1) 访问http://www.jwtc.jp
     点击网站首页的[ログイ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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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入用户ID/密码，点击[ログイン]登陆本系统

(3) 点击[ダウンロードサービ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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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要下载的文件名，选择[開く]或[保存]完成下载

请点击下载文件名

请点击「ファイルを開く」
「保存」完成下载

阅览本服务提供的文件时,
根据文件类型的不同，需使用Acrobat Reader、  MS-Excel2000  以上或是MS-Word97  以上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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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在线申请服务

可以使用网络浏览器在线填写[書面審査申請]「商品名追加申請」。
填写申请表时，请追加[試験成績書]等审查必须的电子文档材料。
用户注册成功后，如收到[申請サービスご利用開始の件]邮件，则表明您可以使用本服务。
(收到此邮件前，不能使用在线申请服务)

(1) 访问http://www.jwtc.jp
     点击网站首页的[ログイ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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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入用户ID/密码后，点击[ログイン]登陆本系统

(3) 点击选择[書面審査申請]或者「商品名追加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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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于[書面審査申請]，[確認試験型式]和[書面審査型式]的关联关系

对于单个[確認試験型式]，包含其本身在内，最大可以填报5个[書面審査型式]
系统处理逻辑如下

（例①） 4个[型式]的[書面審査申請]、其中1个[型式]需要测试

* 书面审查和测试都通过后，方可登记
* 剩余1个[書面審査型式]的登记权利

（例②） 4个[型式]的[書面審査申請]、其中1个[型式]需要测试

* 书面审查和测试都通过后，方可登记
* 剩余2个[書面審査型式]的登记权利

（例③） 11个[型式]的[書面審査申請]、其中2个[型式]需要测试

* 书面审查和测试都通过后，方可登记
* 剩余1个[書面審査型式]的登记权利

（例④） 2个[型式]的[書面審査申請]

* 书面审查通过后，即可登记
* 未剩余[書面審査型式]的登记权利

* 一次的[書面審査申請]里，最多可填写99个[型式]

書面審査申請（残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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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審査申請
書面審査申請

書面審査対象残数

書面審査申請（残数使用）

書面審査申請

書面審査申請
書面審査申請（確認試験）

書面審査申請
書面審査申請
書面審査申請

書面審査申請
書面審査対象残数

書面審査申請（残数使用）
書面審査申請（確認試験）

書面審査申請

書面審査申請
書面審査申請（確認試験）

書面審査申請

書面審査申請
書面審査対象残数
書面審査対象残数

書面審査申請（残数使用）
書面審査申請（残数使用）
書面審査申請（確認試験）

①的测试通过后，可以使用①
的[書面審査申請]中剩余的登
记权利来填写申请。

①的合格通知后

登记

登记

登记

登记

对于[確認試験型式]，测试试验合
格后，将赋予4个[書面審査型式]
的登记权利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对于[確認試験型式]，测试试验合
格后，将赋予4个[書面審査型式]
的登记权利

②的合格通知后

②的测试通过后，可以使用②
的[書面審査申請]中剩余的登
记权利来填写申请。

对于[確認試験型式]，测试试验合
格后，将赋予4个[書面審査型式]
的登记权利

对于[確認試験型式]，测试试验合
格后，将赋予4个[書面審査型式]
的登记权利

③的合格通知后

③的测试通过后，可以使用③
的[書面審査申請]中剩余的登
记权利来填写申请。



  ８.　书面审查申请・商品名追加申请(同時申请)
    8.1　申请

(1) [書面審査申請]的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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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本页面

显示已申请过的[书面

审查申请]和[商品名追

加申请]的确认页面

对于未提交申请，请按

[編集]来完成填写并提

交，或者按[削除]来进

行删除操作。

关闭本页面

【一時保存】
填写[書面審査申請]途中，如
进行了「一時保存」，该申请
将在此显示。（最多显示5件）
有效保存期为1个月，过了有效
保存期，该申请将被自动删除

未提交申请的显
示区域

【要修正】
对于已提交的申请，如果需
要修改提交内容时，审查方
将进行[修正要求(戻し)]操
作。
[修正要求(戻し)]操作后的申
请将在此显示。
（系统会发送邮件通知您）

无需测试试验，只需通过书面
审查即可登记的[型式]个数在
此显示
0以上数字时，有效期限（年月）
也同时显示。

如需填写新的[書面審査申請]，请点
击此按钮



(2) 書面審査申請(1/3)：型式入力

    1) 按[新規]按钮后、页面底部将显示需要填写的[型式]项目的输入框。

　　　　输入框的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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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测试，只需书面审查后

即可登记的可填写[型式]的个

数在此显示。

保存[型式]后、可点击。

请按[新規]按钮、显示输入框

保存[型式]信息后、可点击。

请填写[型式]项目内容

此时，如果想废除申请，请点击

[一時保存]、随后页面将切换为

[書面審査申請]，并用该页面[一

時保存]区域里的[削除]按钮来进

行删除操作。

(请不要点击浏览器的「×」)

请选择「限定」或「一般」。

选定「一般」时，右端的

「限定使用表示記号」将

单一装配规格时，仅需填写

项目1

对于多项装配规格

2类装配规格时，请填写至

项目2

3类装配规格时，请填写至

项目3

B or J or JJ

インセット or
ゼロセット or
アウトセット or
オフセット(複輪)

选择国名

1ピース or
2ピース or
3ピース or
ワイヤースポーク



    2) 填写好所需项目，点击[確定]后，1行内容将被追加至显示列表。

    3) 填写新的[型式]时、请点击「新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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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確定]后，该内

容将显示在列表中。

如需修改行内容，请点击[詳

細]，显示输入框。

填写完所需修改项目后，请

点击[確定]，保存输入内容。

删除行内容时，请点击[詳細]，

显示输入框。

随后，请点击[削除]。

填写途中，需保存时，请按

[一時保存]按钮。

该申请将显示在[書面審査申

請]页面的[未提交申请]区域。

点击[新規]后，如果已经填

写了1件以上[型式]，已填写

的最后一行内容将设置为输

入框的初始值。

表示された内容は、変更
する事も可能です。
如有必要，请修改初始

内容。



    4) 已登记[型式]的重复冲突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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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型式]时，如果填写的[型
式]已被登记，系统将报错，请
确认您所填写的内容。

※系统将以您公司范围的有效
数据（登记后5年有效）进行核
对。

填写的[型式]已存在于[要修
正]申请里

填写的[型式]已存在于[一時保
存]申请里



    5) 输入项内容的系统验证

　　　　点击[確定]后，系统可能会显示以下的输入项内容验证错误。
～を選んでください。　～を入力してください。　 （必须输入或选择。）
～に、数値を入力してください。　 （输入了非数值内容。）
～の数字、アルファベット、カタカナは、半角文字で入力してください。（输入了非允许文字内容。）
～は、すべて半角文字で入力してください。 （输入了非允许文字内容。）
～は、半角大文字で入力してください。 （输入了非允许文字内容。）

※系统提示验证出错的输入项名称，请检查输入框里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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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填写完所需提交的[型式]后、请点击「次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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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完所需提交的[型式]，点击「次へ」后，

页面将切换至[書面審査申請(2/3) ]。



(3) [書面審査申請 (2/3)：確認試験選択、資料添付]
     选择[確認試験]，并追加[書面審査申請]所需的各种文档资料（测试成绩单（式样2）等）。
     ※请事先准备好文档资料文件。

    1) 请点击「添付」，追加各种文档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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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说明)关于追加文档资料
如果符合申请所需的规格及内容，对于文件的形式没有特别的要求。请尽量使用审查方能打开的一般文件形式(Microsoft 
Office等)。
另外，手写文档的扫描文件（JPEG形式、PDF形式）也可以。

返回[書面審査申
請(1/3) ]页面。

①

暂不提交申请并想保留填写内容

时，请按[一時保存]按钮。该申请

将显示在[書面審査申請]页面的

[未提交申请]区域。

②

③

添付完了

关闭本页面

请点击[削除]，进行删

除操作。

④

追加各种文档资料。
请选择适当[型式]指定。

追加后、文件数将被显示。

请指定追加文件。

对于每个[型式]、最多可以追加8个文件。
如需继续追加，请从②开始操作。

但将文档资料追加到其他[型式]，请从①开始操作。



    2) 选择了[確認試験]并希望由测试协议会发行[試験成績書]时、请选择[成績書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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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选择测试试验相关选项

对于进行测试试验的[型式]，请选中选择框。

如果需要发行[試験成績書]（付费），请选中选择

框。
点击[次へ]后，页面切换至
[書面審査申請(3/3)]。



    3) 追加完各种文档资料，并选择好[確認試験]和[成績書発行]后，请点击「次へ」。

过多地指定[確認試験]时，将显示以下页面信息。

过少地制定[確認試験]时，将显示以下页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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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从申请的[型式]数量

扣除已得权利数后所得的

必须权利数，如果过多地

指定[確認試験]，将显示

以下错误信息。

对于从申请的[型式]数量

扣除已得权利数后所得的

必须权利数，如果过少地

指定[確認試験]，以下错

误信息将显示。



(4) [書面審査申請 (3/3)：最終確認]

  【普通申请的情况(非代理申请的情况)】
    1) 确认页面里显示的填写内容后，请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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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完毕

如果在申请途中退出但需保存
已输入数据的情况下，请点击
[一時保存]。
之后可在书面审查申请界面中
的[一時保存]中查询保存数据。

返回[書面審査申請

(1/3) ]页面，或者[

書面審査申請

(2/3) ]页面。

如果想终止（废除）申請，请

点击[申請取消]。

提交申请时，请点

击「申請完了」。



  【代理申请的情况下】

    1) 显示「最终确认」画面后，请点击[①代行申請]。

    2) 请在[②代行会社]列表中选择公司名称。

        如点击[代行取消]，选择项目将会变为无效并恢复初始状态。

    3) 请确认内容，完成申请。

- 26 -

提交完毕

如果申请途中想退出但需要
保存数据的话，请点击[一時
保存]。
之后保存数据会显示在「書面
審査申請」界面中的[一時保
存]一览表里。

返回[書面審査申請

(1/3) ]页面，或者[

書面審査申請(2/3) ]页

面。

如需代理申请，请点击[①代行
申請]。 1)

如想取消代理申请，请点击[代
行取消]。

如果想终止（废除）申請，

请点击[申請取消]。

进行申请时，请点击「申請
完了」。
如果未选择代理公司，系

公司名称请从列表中选择。

2)

3)



  【商品名追加(同時申請)的情况】

    1) 書面審査申請 (3/3)：最終確認
        点击「商品名追加」后，自动跳转到添加商品名称输入界面。

    2) 请输入追加商品名称的信息，然后点击「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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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中止（撤销）追加商品名
称时，请点击「追加取消」按
钮。

信息输入后想保存的情况下，请点击[一時保存]。

注1

注2

注3



　注1)　「表面仕上げ」（表面处理）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如果下拉列表中没有对应的项目，则可以手动输入。

　注2)　选择已申请/注册完成的商品追加尺寸

　　在书面审查申请中输入的商品将在下拉列表中显示。

　　请对追加对象的商品进行勾选确认。※可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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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3)　「画像添付」(图片上传）

　　请在「追加サイズ選択」（追加尺寸选择）列表中选择的商品与之相对应的「商品名#」列表中，上传追加商品的图片附件。

　　请在「申請済・登録済商品の画像」（已申请/已注册商品的图片）列表中，上传书面审查申请中输入商品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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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未输入错误提示

　　＜申請済み商品名または登録済み商品名の入力＞(已申请或已注册的商品名的输入)栏的「表面仕上げ」(表面处理)未输入内容时,

　　点击「確定」按钮时系统将提示错误消息。

　② 无选择错误提示

       对于在「追加する商品名」（追加商品名）中输入的商品，在「申請・登録済み商品」（已申请/已注册商品）里的

　　　「追加サイズ選択」（追加尺寸选择）中未作出选择时，点击「確定」按钮时系统将提示错误消息。

　③ 上传图片不足错误提示

　　对「追加する商品名」(追加商品名)中输入的商品，在「申請・登録済み商品」(已申请/注册商品)列中已勾选的商品图片未全部上传时,

　　点击「確定」按钮时系统将提示错误消息。请上传全部商品的图片附件。

    3) 「一覧画面」（页面一览）

　　 请确认您输入的追加商品名称，然后点击「次へ」（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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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中止（撤销）添加
商品名称，请点击「追加取
消」。

输入后若想保存，请点击[一時保存]
（临时保存）。

若想取消（撤销）追加商品名
称时，请点击对应商品名称行
的「削除」按钮。

若要修改和添加追加商品名
称信息时，请点击「編集」按
钮。
页面将自动跳转到「商品名入
力」。



    4) 确认画面

　　  请确认好内容后，点击「追加完了」。

　　  页面自动跳转到「書面審査申請 (3/3)：最終確認」。

    5) 書面審査申請 (3/3)：最終確認 （书面审查申请3/3:最终确认）

       最终确认页面显示后，请确认内容，完成申请。

　　　代理申请的情况下,请点击「①代行申請」（「①代理申请」），从公司名称列表中选择公司名称，然后完成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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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后若想保存，请点击[一時保

存]（临时保存）。

若想修改和添加追加商品名称的
信息，请点击「商品名一覧表示」。
界面自动跳转到一览画面。

若想中止（撤销）追加商品名称，
请点击「追加取消」。

若想确认和修改追加商品名称的信息时，
请点击「追加商品名確認」按钮，界面将
自动跳转到一览页面。

如果想中止（撤销）申请时，请点击「申
請取消」，书面审查和商品名称追加
申请都将被取消。



    (5) 如需确认贵公司的登记状况，或已提交申请，请点击「申請の検索へ」，切换至申请检索页面。

- 32 -

返回[書面審査申請]

页面

显示检索结果（列表）。

(补充)
選択型式 ：只显示[確認試験]的[型式]
非選択型式 ：只显示[書面審査]的[型式]
※同时选中时，两种[型式]都显示。



    (6) 提交[書面審査申請]后，系统将发送以下的「書面審査申請受付の件」邮件。
       附件文件为您提交的详细内容，作为提交备份，请妥善保管。

【仅申请书面审查的情况】

如需打印附件文件，请如下使用浏览器的打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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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页面右击鼠标

申请伴有确认试验情况下，将在相应项

目编号中记载需要实施的试验项目。

书面审查申请详细内 确认试验委托书



【同时申请的情况】

如需打印附件文件，请如下使用浏览器的打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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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审查申请详细细 商品名追加申请的详细 确认试验委托书

请在页面右击鼠标



如需打印附件文件，请如下使用浏览器的打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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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页面右击鼠标



    (补充说明) 关于浏览器打印功能的设置 (Internet Explorer)
                   打印输出后，如果发生页面中断，不能打印表线等情况，请如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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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页面上右击鼠标

点击打印预览

点击打印设置

选中「背景の色とイメージを印
刷する」、指定[余白]后，点击
[OK]。



    (7) 在「書面審査申請受付の件」邮件附件里，有测试试验[型式]的｢試験依頼書｣
　　　　作为意愿申请书备份，请妥善保管。

如需打印附件文件，请使用浏览器的打印功能。
(请参照前章节里的浏览器打印功能的设置说明)
请注意，纸张方向应指定为｢横｣。(由于横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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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验委托书中，在实施的试

验项目栏上会标注○记号。



    8.2　修正要求

     在已提交[型式]的审查过程中，如果需要修改提交内容，
     如下所示，审查方将会把提交内容以邮件附件形式发送给您。
     登陆至系统，切换页面至[書面審査申請]后，请点击该｢要修正｣申请的[編集]按钮，按照邮件提示进行修改。
     修改完毕后，请再度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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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編集]后、页面切换至[書面審査申請(1/3)]。

修改后，请再度提交申请。



    8.3　[書面審査和確認試験合格]通知、[不合格]通知

(1) 书面审查以及测试试验都通过后、系统会发送邮件通知您。

    1) 提交申请里，[書面審査]和[確認試験]同时存在时，将发送｢書面審査・確認試験合格の件｣邮件。

　

- 39 -

通过了测试试验，并且剩余书面审查权利时，
所剩权利数及其又有效期限将显示在[書面審
査申請]页面。
书面审查权利的剩余数是指无测试试验的情
况下，可以提交书面审查的[型式]数量。
其有效期限为合格后1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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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确认试验合格，但书面审查对象还
有剩余数量时，则剩余数量和有效期将
显示在书面审查申请页面中。
书面审查对象的剩余数量是无需进行确
认试验就可以申请的型号数量。
有效期为合格后1年。

在「書面審査申請(1/3)」、「書面申請申請
(2/3)」、「書面申請申請(3/3) 」页面中也会
显示剩余数量。



    2) 提交申请里，只存在[確認試験]时，将发送｢確認試験合格の件｣邮件。

    3) 提交申请里，只存在[書面審査]时，将发送｢書面審査合格の件｣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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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时申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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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测试试验未通过时，系统将发送｢確認試験不合格の件｣邮件通知您。
     对于未合格的申请，将不显示在系统的[書面審査申請]页面里。

※对于只存在[確認試験]的申请，也将发送同样格式的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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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商品名追加申请
    9.1　申请

(1) 商品名追加申请 各部分的说明

(2) 已注册商品的选择页面

　　搜索过去公司注册的产品，并在想追加的商品及其尺寸一栏中进行勾选。

　　※不同的商品名选择不了

　　选择完成后，请点击「次へ」（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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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本页面

可从这里进行书面审查申
请和商品名追加申请的历
史查询。

【要修正】（需要订正）
对于申请过一次的数据，申请机构
方如要求修改（撤回）的话，
对应数据将会显示在此页面。
（申请机构方也会发送邮件联系）

【一時保存】（临时保存）
在商品名追加申请的输入过
程中点击了「一時保存」（临时
保存）后会显示这个页面。（最
多保存5项）
保存期1个月，1个月后会自动
被删除。

保存数据显示栏
如需保存数据，请
务必点击[編集]按
钮重新开始申请，
或者点击[削除]按
钮删除数据。

若要进行新的追加商品名申请，
请点击「新規申請」按钮。

关闭本页面。

在此文本框中输入条
件，然后点击「検索」
（搜索），您可以按您
输入的条件进行筛选。



　　1) 无选择错误提示

    (3) 追加商品名输入页面

　　输入追加商品名称信息，然后请点击「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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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复选框中没有勾选任何一项的状态下

点击「次へ」（下一步）按钮，则会提示错误

消息。

若想中止（撤销）申请
商品名称的追加，请点
击「追加取消」。

输入后，若想保存，请
点击[一時保存]（临时
保存）。

若要更改追加的商品时，请
点击「商品選択画面に戻る」
（返回商品选择页面）。

注1

注2

注3



　注1)　表面处理

　　请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如果下拉列表中没有相应的项目，则可以手动输入。

　注2)　已申请/注册过商品的追加尺寸的选择

　　在「登録済み商品選択画面」（已注册产品选择页面）中选择的产品尺寸将显示在下拉列表中。

　　请对追加对象产品的相应尺寸进行勾选。※可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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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3)　上传图片
　请在通过尺寸追加选项栏中选中的产品预制相对应的商品名列表中，上传追加商品名申请的商品的图片附件。

　请在「申請済・登録済商品の画像」(已申请/已注册商品的图片)列表中，上传从「登録済み商品選択画面」(已注册商品选择页面)选择的商品图片附件。

　如果是过去已追加申请过的商品，其图片附件已经上传在「申請済・登録済商品の画像」（已申请/注册商品的图片）里了。

　即使按钮显示为「添付済み」（已添加），也仍然可以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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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输入错误提示

＜申請済み商品名または登録済み商品名の入力＞(已申请或已注册商品名的输入)栏里，「表面仕上げ」(表面处理)未输入时，

点击「確定」时将会提示错误消息。

2) 无选择错误提示

对在「追加する商品名」（追加商品名）中输入的商品，如未在「申請・登録済み商品」（已申请/注册商品）里的

「追加サイズ選択」（追加尺寸选择）栏中进行勾选时，点击「確定」时将会提示错误消息。

3) 上传图片附件不足的错误提示

对在「追加する商品名」(追加商品名)中输入的商品，「申請・登録済み商品」(已申请/注册商品)列表中勾选出的商品图片未全数上传时,

「点击「確定」时将会提示错误消息。请上传勾选商品全部图片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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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页面一览

　　请确认您输入的追加商品名称，然后点击「次へ」(下一步)。

(5) 确认画面

　　　【普通申请的情况（非代理申请的情况）】

　　　　最终确认画面显示后，请确认内容，完成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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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想中止（撤销）追加商品名的申
请，请点击「申請取消」。

输入后想保存时，请点击[一時保存]（临时保
存）。

如果想取消（撤销）追加商品名申
请，请点击相应商品名称行中的
「削除」按钮。若要修改和添加追加商品名的信息，

请点击「編集」，画面将跳转到追加
商品名输入页面。

如需保存输入数据，请点击[一時保存]
（临时保存）。

如想修改和添加追加商品名
的信息时，请点击「商品名一
覧表示」，页面将跳转到一览
列表界面。

如想中止（撤销）商品名追加的
申请，请点击「申請取消」。

提交完毕



　　　【代理申请的情况】

    　　1) 最终确认画面显示后，请点击「①代行申請」。

    　　2) 请从[②代行会社]（②代理公司）清单列表中选择公司名称。

      　　  点击[代行取消]的话，列表选择将会无效，并返回初始状态。

    　　3) 请确认内容，完成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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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中途想退出但是需要
保存的情况下，请点击
[一時保存]（临时保存）
保存数据。
保存数据将显示在商品名
追加申请页面里的[一時
保存]（临时保存）数据
列表中。

代理申请时，请点击[①代行
申請]。 1)

如想取消代理申请时，请点击[代
行取消]进行取消。

若要进行申请，请点击「申請完
了」（完成申请）。
未选择代理公司的情况下，系统
会提示错误。 3) 如果想中止（撤销）申请，请点

击「申請取消」按钮。

请从清单列表中选择公司名称。

2)

提交完毕



    (6) 在「申請の検索へ」（申请搜索）中，您可以搜索公司历史注册状态和申请一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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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選択型式（选择型号）：仅显示确认试验的
型号
非選択型式（非选择型号）： 仅显示书面
审查的型号
※两种都勾选的话，则全部显示。

返回商品名称追加申
请页面。

显示搜索结果（列表）。



    (7) 商品名追加申请完成后，会收到如下「商品名追加申請受付の件」（商品名追加申请受理事宜）的邮件。

       邮件里将附上您申请的内容详情，请作为申请存根妥善保存。

如需打印附件文件，请如下使用浏览器的打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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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注册商品详情商品名追加申请详细内

请在页面右击鼠标



    9.2　修改要求

     在所申请型号的审查过程中，被要求修改时，

     申请机构方将会发送如下所示「内容修正の件」（申请内容修改事宜）的邮件，同时会附上申请内容附件。

     通过商品名追加申请页面的保留数据一览的「要修正」（编辑按钮），变更（输入）邮件中记载指出的修正点，

     然后请再次进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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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編集]可显示商品名称输入页面，请
修改内容后，再次申请。



    9.3　审查合格通知

审查合格后，将会收到如下所示｢商品名追加審査合格の件｣（商品名称追加审查合格事宜）的邮件，并带附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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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0.　补充说明

(1) 登陆本系统后，如果连续20分钟内未进行任何页面操作
     如下所示，系统将会显示系统会话超时信息。
     如需继续使用本系统，请点击「ホーム」链接，并再度登陆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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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分钟内如未进行任何操作，系统会

话将超时。

请点击「ホーム」链接，并再度登陆本系

统。



(2) 填写申请时，如果点击浏览器右上角的「×」（关闭页面）。

点击「このページから移動」链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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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重新操作。

如在[書面審査申請(1/3)]页面进行了保

存操作，该申请将显示在[書面審査申

請]页面的「一時保存」区域。

如果是在Microsoft Edge（浏览器）中操作的话，屏幕将跳
出显示右侧提示画面。
请点击「キャンセル」（取消）继续输入处理申请。
点击[移動]的话，将会返回主菜单页面，请从「書面審査
申請」中选择并重新开始输入。



(3) 不小心在商品名追加申请页面中按下对话窗口右上角的「×」（关闭）的情况时。

点击「移動」按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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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重新开始。
如果在追加商品名输入画面中已点击确
定的话，数据则保存在「商品名追加申
請」页面里的「一時保存」（临时保存）中。

如果是在Microsoft Edge（浏览器）中操作的话，屏幕将跳
出显示右侧提示画面。
请点击「キャンセル」（取消）继续输入处理申请。
点击[移動]的话，将会返回主菜单页面，请从「商品名追
加申請」中选择并重新开始输入。



  １1.　联络方式

（一財）日本車両検査協会　東京検査所
〒114-0003　東京都北区豊島7-26-28
TEL：+81-3-3912-2361
FAX：+81-3-3912-2208

E-Mail：wheel-t@jvia.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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