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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控制三轮汽车

和低速货车噪声排放，保护环境，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依据 GB 7258-2004《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将“三轮农用运输车”更名为“三轮汽车”，

将“四轮农用运输车”更名为“低速货车”。 

本标准规定了两个实施阶段的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型式核准和生产一致性检查试验的加速行驶车

外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 

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代替 GB 18321-2001《农用运输车  噪声限值》和 GB/T 19118-2003《农用运输

车  噪声测量方法》中关于农用运输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限值和测量方法的内容，与 GB 18321-2001和

GB/T 19118-2003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将对农用运输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测量用的声级计的要求由 2型改为 1型； 

——对农用运输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测量条件进行了合理调整； 

——将关于取记录中最大一次的结果为被测农用运输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值的规定，改为取车辆两

侧平均值中较大值为被测车辆加速行驶车外最大噪声值。 

本标准的附录 A为规范性附录，附录 B为资料性附录。 

按有关法律规定，本标准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所、机械工业农用运输车发展研究中心起草。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4年 12月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5年 7月 1日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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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 

（中国 I、II阶段）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的型式核准和生产一致性检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

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

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7258         机动车  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T 3785       声级计的电、声性能及测试方法 

GB/T 15173      声校准器 

JB/T 7235       四轮农用运输车  试验方法 

JB/T 7237       三轮农用运输车  试验方法 

GB 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3  噪声限值 

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限值应符合表 1中的规定。 

表 1  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限值 

噪声限值      dB(A) 
试验性质 实施阶段 

装多缸柴油机的低速货车 三轮汽车及装单缸柴油机的低速货车

第 I阶段 ≤83 ≤84 
型式核准 

第 II阶段 ≤81 ≤82 

第 I阶段 ≤84 ≤85 
生产一致性检查 

第 II阶段 ≤82 ≤83 

4  型式核准 

4.1  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的生产企业，应就符合本标准适用范围的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的加速行驶

车外噪声排放水平，向负责车型型式核准的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型式核准主管部门）提出型式核

准申请。 

4.2  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的生产企业或制造单位应提交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的整车及主要总成，如

发动机、离合器、变速箱等的技术参数，特别应提供有关能对车辆噪声控制起作用的设计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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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技术文件。 

4.3  申请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型式核准的生产企业或制造单位必须提交一辆符

合上述技术描述的样车给经型式核准主管部门委托的检测机构（以下简称为“检测机构”）进行检验。

检测机构应按本标准附录 A 进行噪声测定，按附录 B 进行记录，完成本标准规定的检验内容。检测

机构应对检测结果出具检测报告，并提交给型式核准主管部门。 

4.4  检测机构的检测结果符合本标准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型式核准试验限值规定，则认为合格，否

则为不合格。 

5  型式核准扩展 

5.1  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车型加速行驶车外噪声型式核准扩展的申请应由生产企业或制造单位向

型式核准主管部门提出。 

5.2  生产企业或制造单位应向检测机构提交申请型式扩展车型和被扩展车型的整车及主要总成，如

发动机、离合器、变速箱等的技术参数，特别应提供有关能对车辆噪声控制起作用的设计方面内容

及相关技术文件。 

5.3  必要时生产企业或制造单位应向检测机构提交符合上述技术描述的样车。 

5.4  检测机构应按本标准规定要求进行型式核准扩展的检验，对符合型式核准扩展条件的车型出具

检测报告，并提交给型式核准主管部门。就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来说，在以下主

要方面与已核准车型没有差别的车型可以进行型式核准扩展。 

5.4.1  车身外形或结构材料（特别是发动机机舱及其隔声材料）； 

5.4.2  车长和车宽； 

5.4.3  发动机型式（二冲程或四冲程）、汽缸数及排量、气门布置、额定功率及相应转速； 

5.4.4  传动系、档位数及其速比； 

5.4.5  降噪部件和系统，如排气管和消声器等的牌号或商标、部件的尺寸和形状、材料特性、部件

的数量和装配等。 

5.5  检测机构的检测结果符合本标准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型式核准试验限值规定，则认为合格，否

则为不合格。 

6  生产一致性检查 

6.1  对已获得型式核准而成批生产的车辆，必须采取措施确保车辆、系统、部件或单独技术总成与

已核准的型式一致。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车型加速行驶车外噪声生产一致性检查由国务院有关行政

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6.2  从批量生产的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中随机抽取一辆样车，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检

测机构进行检验。 

6.3  检测机构应按本标准附录 A和 B完成本标准规定的检验内容。检测机构应对检测结果出具检测

报告，并提交给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6.4  检测机构的检测结果符合本标准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生产一致性检查限值规定，则认为合格。 

7  标准的实施 

自表 2 规定的型式核准执行日期起，凡进行加速行驶噪声排放型式核准的三轮汽车和低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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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都必须符合本标准要求。在表 2 规定执行日期之前，可以按照本标准的相应要求进行型式核准的
申请和批准。 
对于按本标准批准型式核准的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其生产一致性检查，自批准之日起执行。 
自表 2 规定的型式核准执行日期之后一年起，所有制造和销售的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其加

速行驶噪声排放必须符合本标准生产一致性检查限值要求。 
 

表 2  型式核准执行日期 
 

第Ⅰ阶段 第Ⅱ阶段 

2005年 7月 1日 2007年 7月 1日 

 

8  监督 

本标准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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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测量方法 

A.1  测量仪器 

A.1.1  声学测量 

A.1.1.1  测量用声级计（包括传声器和电缆）或其它等效的测量系统应符合 GB/T 3785中规定的 1

型声级计的要求。 

A.1.1.2  测量前后，应用符合 GB/T 15173规定的 1 级声校准器按制造厂规定的程序对声级计进行

校准。在没有再作任何调整的条件下，如果后一次校准读数相对前一次校准读数的差值超过 0.5 dB，

则认为前一次校准后的测量结果无效。校准时的声级计实际读数应记录在附录 B中。 

A.1.2  转速或车速测量 

    测量应选用准确度优于±2%的发动机转速或车速测量仪器来监测发动机转速或车速，不应使用

农用运输车上的同类仪表。 

A.1.3  气象参数测量 

    测量环境温度的温度计准确度应在±1 ℃以内。风速仪的准确度应在±1.0 m/s以内。 

A.1.4  其他参数测量 

     其他参数，如距离等，应使用准确度不低于±2％的仪器测量。 

A.1.5  仪器有效性 

     所有测量仪器均应按国家有关计量仪器的规定进行定期检验，并在检验有效日期内使用。 

A.2  测量条件 

A.2.1  被测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技术状况应符合 JB/T 7235（四轮农用运输车）、JB/T 7237

（三轮农用运输车）或 GB 7258《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和随车技术文件的有关规定，测量时

被测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应空载。 

A.2.2  测量场地应是一个宁静、开阔的水平场地（坡度不大于 0.5%），该场地应能保证声音在噪声

源与传声器之间的半球面的传播偏差不大于±1 dB(A)。符合该声学要求的场地，可以是这样一个场

地： 

——以测量场地中心 M（见图 1）为基点、半径为 50 m范围内，没有大的声反射物，如建筑物、

围墙、岩石或桥梁等； 

——以测量场地中心 M为基点、半径为 10 m范围内的地面应是混凝土、沥青或类似的坚硬材质

路面，不应有积雪、高草、灰渣或松土等吸声材料。 

——在声级计的传声器和被测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之间，不应有人或其它障碍物，观测人员应

在不影响声级计读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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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  试验跑道应是一条清洁、干燥、平直的道路，其长度一般不少于 200 m。跑道表面应不会造

成过高的轮胎噪声。 

A.2.4  测量时，环境温度应为-5℃～35℃，测量场地上方离地面 1.2 m处的风速不大于 5 m/s。当

风速大于 3 m/s时，为避免风噪声的影响，应在传声器上装风罩，但风罩不应影响测量的准确度。 

气象参数的测量仪器应置于测量场地附近，高度为 1.2 m。 

A.2.5  测量时的背景噪声应比测量的噪声至少低 10 dB(A)，测量中应保证不被偶然的其它声源所

干扰。 

A.3  加速行驶车外噪声的测量 

A.3.1  测量场地的布置如图 1所示。在测量场地上标出跑道中心线 CC、中心点 M、加速起始线 AA、

加速终止线 BB、仪器安放点 P1和 P2。加速段长度为 2×（10±0.05）m。 

A.3.2  在仪器安放点 P1和 P2处，分别用三角架固定一个声级计，声级计的传声器置于 P1、P2点，离

地面 1.2m±0.05m且朝向 CC线，传声器的轴线与 CC线水平距离为 7.5m±0.05m，并垂直于 CC线且

与地面平行。 

A.3.3  在加速通过测量区时，被测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应直线行驶，被测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纵向

中心平面与 CC线的偏离量应控制在±0.3m以内，否则该次测量无效。 

 

 

图 1  测量场地和测量区及传声器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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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4  测量时应使用声级计的“A”频率计权特性和“F”时间计权特性。 

A.3.5  被测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置于下列档位：前进档数为 4个以上的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挂第三

档，前进档数为 4 个或 4 个以下的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挂第二档。本条所述前进档数不包括使用副

变速机构时的档位数，有副变速的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在测量时应将副变速机构置于运输档位置。 

被测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以上述规定档位和稳定车速（相当于发动机 3/4标定转速时的车速），

沿 CC 线驶向加速起始线 AA，其车速度变化应控制在±2 km/h以内；若控制发动机转速，则转速变

化应控制在±4％以内。 

当被测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的前端抵达 AA线时，应尽可能地迅速将加速踏板踩到底（即油门全

开），并保持至被测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后端离开 BB线后再松开踏板（即油门关闭），读取并记录三

轮汽车或低速货车通过测区时声级计的最大读数。 

A.3.5  如果被测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在 AA至 BB线间加速行驶时，发动机转速未达到标定转速，则

应将 AA线至 M点的距离增加到 15 m，重新进行测量。 

A.3.7  在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每一侧至少测量 4 次。如果在同一侧连续 4 次测量值相差不大于 2 

dB(A)，则认为测量结果有效，否则应重新进行测量。 

A.4  测量结果及报告 

将各测量值记录于附录 B 中。计算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每一侧的 4 次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取

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两侧平均值中较大值为被测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的加速行驶车外最大噪声值。 

最大噪声值应按有关规定修约到一位小数。 

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的加速行驶车外最大噪声值不超过表 1中规定的限值，则为试验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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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三轮汽车、低速货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测量记录表 

试验日期______________    试验地点_______________    路面状况__________________ 

天气__________________    风速________________m/s    环境温度     __________ ℃ 

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型号_____________ 驾驶室型式___________ 前进档位数_________ 

出厂日期___________        出厂编号_____________    试验编号___________         

发动机：型号___________    标定功率___________kW    标定转速_____________ r/min 

声级计：型号____________    准确度等级_____________    检定有效日期____________  

声校准器：型号___________    准确度等级_____________    检定有效日期____________ 

校准时声级计读数：测量前________________dB（A）    测量后_________________ dB（A） 

车速（转速）仪：型号____________    准确度____________    检定有效日期__________ 

温度计：型号___________________    准确度____________    检定有效日期___________ 

风速仪：型号___________________    准确度____________    检定有效日期___________ 

背景噪声：测量前__________________dB（A）    测量后_____________________ dB（A） 
 

选用档位  

测量位置 左侧 右侧 

测量次数 1 2 3 4 1 2 3 4 

起始线         车速          km/h 

或发动机转速  r/min 
终止线         

噪声测量值            dB(A)         

各侧平均值            dB(A)   

两侧平均值中较大值    dB(A)  

三轮汽车、低速货车加速行驶车外最大噪声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dB(A) 

测量人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驾驶人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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