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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２００５年　第２２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防治

环境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现批准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用柴油

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中国Ⅰ、Ⅱ阶段）》等两项标准为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并由我
局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及实施日期如下：

１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中国Ⅰ、Ⅱ阶段） （ＧＢ
１９７５６—２００５，自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实施）

２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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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１９７５７—
２００５，自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起实施）

以上标准为强制性标准，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可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网站 （ｗｗｗ．ｓｅ
ｐａ．ｇｏｖ．ｃｎ）查询。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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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之日起，下列标准中农用运输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限值和测量方法部分废止：

１农用运输车　噪声限值 （ＧＢ１８３２１—２００１）
２农用运输车　噪声测量方法 （ＧＢ／Ｔ１９１１８—２００３）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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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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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７２５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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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１８３２１—２００１《农用运输车　噪声限值》和ＧＢ／Ｔ１９１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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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１９１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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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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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７２５８　　　　　机动车　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ＧＢ／Ｔ３７８５ 声级计的电、声性能及测试方法

ＧＢ／Ｔ１５１７３ 声校准器

ＪＢ／Ｔ７２３５ 四轮农用运输车　试验方法
ＪＢ／Ｔ７２３７ 三轮农用运输车　试验方法
ＧＢ７２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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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验　性　质 实　施　阶　段
噪　声　限　值／ｄＢ（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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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式核准
第Ⅰ阶段 ≤８３ ≤８４
第Ⅱ阶段 ≤８１ ≤８２

生产一致性检查
第Ⅰ阶段 ≤８４ ≤８５
第Ⅱ阶段 ≤８２ ≤８３

４　型式核准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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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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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相关技术文件。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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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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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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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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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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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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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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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４１　车身外形或结构材料 （特别是发动机机舱及其隔声材料）。

５４２　车长和车宽。
５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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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４４　传动系、挡位数及其速比。
５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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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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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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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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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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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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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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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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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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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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１　测量仪器

Ａ１１　声学测量
Ａ１１１　测量用声级计 （包括传声器和电缆）或其他等效的测量系统应符合ＧＢ／Ｔ３７８５中规定的１
型声级计的要求。

Ａ１１２　测量前后，应用符合ＧＢ／Ｔ１５１７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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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ｄ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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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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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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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ｍ／ｓ以内。

Ａ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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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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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２　测量条件

Ａ２１　被测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技术状况应符合ＪＢ／Ｔ７２３５《四轮农用运输车》、ＪＢ／Ｔ７２３７《三轮
农用运输车》或ＧＢ７２５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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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２２　测量场地应是一个宁静、开阔的水平场地 （坡度不大于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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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ｄ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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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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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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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有人或其他障碍物，观测人员应

在不影响声级计读数的位置。

Ａ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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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ｍ。跑道表面应不会造
成过高的轮胎噪声。

Ａ２４　测量时，环境温度应为－５～３５℃，测量场地上方离地面１２ｍ处的风速不大于５ｍ／ｓ。当风
速大于３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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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ｍ。
Ａ２５　测量时的背景噪声应比测量的噪声至少低１０ｄＢ（Ａ），测量中应保证不被偶然的其他声源所
干扰。

３



ＧＢ １９７５７ ２００５

Ａ３　加速行驶车外噪声的测量

Ａ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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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ｍ。
Ａ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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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ｍ±００５ｍ且朝向ＣＣ线，传声器的轴线与ＣＣ线水平距离为７５ｍ±００５ｍ，并垂直于 ＣＣ
线且与地面平行。

Ａ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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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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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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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３５　被测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置于下列挡位：前进挡数为４个以上的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挂第三
挡，前进挡数为４个或４个以下的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挂第二挡。本条所述前进挡数不包括使用副
变速机构时的挡位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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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位置。

被测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以上述规定挡位和稳定车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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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ｋ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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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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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ｍ，重新进行测量。

４



ＧＢ １９７５７ ２００５

Ａ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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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ｄＢ
（Ａ），则认为测量结果有效，否则应重新进行测量。

Ａ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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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ＧＢ １９７５７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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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进挡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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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挡　位

测　量　位　置 左　　侧 右　　侧

测　量　次　数 １ ２ ３ ４ １ ２ ３ ４

车速／（ｋｍ／ｈ）
或发动机转速／（ｒ／ｍｉｎ）

起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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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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