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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防治摩托车噪声污染，促进摩托车制造行业的可持
续发展和技术进步，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试验方法修改采用 ECE R9《关于三轮摩托车噪声核准的统一规定》、ECE R41《关于两轮摩托
车噪声核准的统一规定》、ECE R63《关于轻便摩托车噪声核准的统一规定》、97/24/EC C9《关于摩托车
噪声核准的补充规定》修订。
本标准与 ECE R9《关于三轮摩托车噪声核准的统一规定》、ECE R41《关于两轮摩托车噪声核准的统
一规定》、ECE R63《关于轻便摩托车噪声核准的统一规定》、97/24/EC C9《关于摩托车噪声核准的补充
规定》的一致性程度为部分等效，主要差异如下：
──按照汉语习惯对两轮摩托车、两轮轻便摩托车和三轮摩托车进行了统一的格式编排；
──将一些适用于国际标准的表述改为适用于我国标准的表述；
──加速行驶噪声的测量方法部分，纳入了《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加速行驶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
──规定了定置噪声的限值。
本标准代替 GB16169-1996 中的定置噪声限值部分和 GB/T4569-1996 中的定置噪声测量方法部分。
本标准与 GB16169-1996 和 GB/T4569-1996 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摩托车定置噪声限值按新的发动机排量进行了分类；
──测量的取值要求发生了变化。
本标准的附录 A 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4569-1996、GB16169-1996、GB4569-2000、GB16169-2000。
本标准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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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摩托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上海摩托车质量监督检验所、中国兵器装备集团、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5 年

4 月 5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5 年 7 月 1 日实施，GB/T4569-1996、GB16169-1996、GB4569-2000、GB16169-2000
同时废止。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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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定置噪声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摩托车（赛车除外）和轻便摩托车定置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在用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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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3785

声级计的电、声性能及测试方法

GB/T

5378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道路试验总则

GB/T 15173

声校准器

3 术语、定义和符号
3.1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1 型式核准试验
型式核准试验指对生产企业制造的摩托车或轻便摩托车新车型按型式核准规定进行的试验。
3.1.2 背景噪声
背景噪声指受试车辆噪声不存在时周围环境的噪声（包括风噪声）
。
3.2 符号
本标准使用下列符号。
S： 发动机最大功率转速；

4 定置噪声限值
在用的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定置噪声限值见表 1。

表1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定置噪声排放限值
噪声限值

dB(A)

发动机排量(Vh)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ml

2005 年 7 月 1 日前生产的

2005 年 7 月 1 日起生产的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

≤50

85

83

＞50 且≤125

90

88

＞125

94

92

5 测量仪器
5.1 声学测量仪器
5.1.1 噪声测量用的声级计或与之相当的测量系统，应符合 GB/T3785 对 1 型或 2 型声级计精度的要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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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使用能周期地监测 A 计权声级的系统时，系统的读数时间间隔应不大于 30ms。声级计或与之相当的测
量系统应按国家有关计量仪器的规定定期检定。
5.1.2 测量时使用声级计的 A 频率计权特性和“快（F）”挡时间计权特性。
5.1.3 每项测量开始和结束时，都应遵照制造厂使用说明书的规定按 GB/T 15173 的要求检查和校准声级
计。在没有再做任何调整的条件下，如果后一次校准读数相对前一次校准读数的差值对 1 型声级计来说
超过 0.5dB(A)，对 2 型声级计超过 1dB(A)，则认为前一次校准后的测量结果无效。校准时的读数应按测
量要求记录在附录 A（资料性附录）的表格中。
5.1.4 测量过程中，允许按声级计使用说明书的要求正确使用防风罩，但应注意防风罩对传声器灵敏度
和方向性的影响。
5.2 车速和发动机转速测量仪器
应使用专用的车速测量仪器和发动机转速表，其要求应符合 GB/T 5378 的规定。
5.3 气象测量仪器
风速仪、大气压力计和温度计应符合 GB/T 5378 的规定。

6 定置噪声测量方法
6.1 测量环境
6.1.1 测量场地(见图 1)

图 1 定置噪声测量场地及测量区域

6.1.1.1 测量场地应为表面干燥的由混凝土、沥青或具有高反射能力的硬材料（不包括压实泥土或其他
天然材料）构成的平坦地面。场地内应能划出一呈长方形的测量区域，长方形四边距受试车外廓（不包
括手柄）至少 3m，在此范围内不得有影响声级计读数的障碍物存在。声级计传声器离道路边缘的距离应
不小于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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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2 测量时除测量人员和驾驶员以外，在测量区域内不得有其他人员。测量人员和驾驶员的位置不
应影响仪表读数。
6.1.2 气象
测量应在无雨、无雪且风速不大于 3m/s 的气候条件下进行。测量时应排除阵风对声级计读数的影响。
6.1.3 背景噪声
测量过程中，背景噪声（A 计权声级）至少应比受试车噪声低 10dB(A)。
6.2 受试车的放置和状态
6.2.1 受试车应放置在长方形测量区域中央（见图 1）。
6.2.2 受试车变速器挂空挡，离合器啮合，驾驶员处于正常驾驶状态，后轮不能架空。如果没有空挡，
可将驱动轮架空，使驱动轮可以在无负荷状态下运转。
6.2.3 如果受试车装有自动风扇，在测量过程中应不受干扰。
6.2.4 在测量以前，受试车应按 GB/T 5378 的规定预热运转，使发动机温度达到正常运转要求。
6.3 传声器放置和测点选取（见图 2）
6.3.1 传声器的参考轴与地面平行，与通过排气口气流方向且垂直于地面的平面成 45°±10°的夹角。
相对于这一平面，传声器位于离受试车外廓（不包括手把）距离较大的一侧。传声器朝向排气口，距排
气消声器尾管出口 0.5m，并且位于排气消声器尾管出口同一高度，但离地面的高度不得低于 0.2m。

图2

定置噪声测量时传声器放置示意

当由于车辆结构原因不能满足这一要求时，传声器朝向排气口，放在最接近上述条件、并与车体的
距离大于 0.5m 的地方，并应画出测点图，标注传声器位置。
6.3.2 受试车装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排气消声器，当消声器之间的间距不大于 0.3m 时，只取一个测量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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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选择离受试车外廓（不包括手把）最近的消声器尾管出口，或选择离地最高的消声器尾管出口。当
消声器之间的间距大于 0.3m 时，应对每个消声器出口进行测量。
6.4 操作要求
6.4.1 受试车按以下运转条件测量：
发动机转速：S 大于 5000r/min，取为 1/2 S；S 小于或等于 5000r/min，取为 3/4 S。
6.4.2 发动机稳定在指定转速后，测量由稳定转速尽快减速到怠速过程的声级。测量的时间范围应包括
一小段发动机等速运行及全部减速的过程。
6.5 取值要求
在每一个测量位置重复试验，每次取声级计最大测量值，取连续 3 次测量值中的最大值作为测量结
果。3 次测量值相互之差不应超过 2dB(A)，否则测量结果无效。受试车装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消声器，
取各测点噪声级的最大测量值作为测量结果。测量值按 GB/T5378 的要求修约到整数位。
6.6 测量记录
将测量数据和结果、测量条件、受试车及测量仪器的技术参数等填写在附录 A（资料性附录）的表
格中。如果有需要说明的情况，应填写在表格的“其它说明”栏中。
7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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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定置噪声测量记录
日期

年

月

日

天气

地点

路面状况

气温(℃)

风速(m/s)

受试车：制造厂

型号

车架号
排量(mL)

发动机：型号

编号

最大功率转速(r/min)
变速器：型式

前进挡位数

排气消声系统：制造厂

型式

说明

声级计：型号

准确度等级

仪器编号

测量后校准值 dB(A)

测量前校准值 dB(A)
声校准器：型号

准确度等级

检定校准值 dB(A)
仪器编号

转速表型号
不规则测点图

表 D1
测点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背景噪声

备注

一
二
定置噪声级
测量人员
其它说明

dB(A)
驾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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