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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型汽车多工况行驶车外噪声测量方法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 M1类、最大设计总质量不超过 3 500 kg的 M2类和 N1类汽车的多工况行驶

车外噪声测量方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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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730.2 道路车辆 质量 词汇与代码 

GB/T 3785.1 电声学 声级计 第1部分：规范 

GB/T 6326 轮胎术语及其定义 

GB/T 6882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和声能量级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精密法 

GB/T 15089 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 

GB/T 15173 电声学 声校准器 

GB/T 17692 汽车用发动机净功率测试方法 

GB/T 18488.2 电动汽车用驱动电机系统 第2部分：试验方法 

GB/T 19596 电动汽车术语 

GB/T 24554 燃料电池发动机性能试验方法 

GB/T 34828 声学 自由场环境评定测试方法 

GB/T 38146.1 中国汽车行驶工况 第1部分：轻型汽车 

ISO 10844 声学 测量道路车辆及其轮胎噪声用试验路面的规定 

3 术语和定义 

GB/T  3730.2、GB/T 6326、GB/T 15089、GB/T 19596、GB/T 38146.1 中界定的以及下

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测试质量 test mass of vehicle （mt） 

试验车辆整备质量增加75 kg。 

3.2  

汽车总功率 total power of vehicle（Pn） 

汽车参与驱动的动力源功率总和。 

注：汽车发动机根据GB/T 17692测得的最大净功率，单位kW。电动汽车中，纯电动汽车总功率是指根

据GB/T 18488.2测得的所有驱动电机峰值功率之和；混合动力汽车总功率是指根据GB/T 17692测得的发动

机最大净功率与根据GB/T 18488.2测得的驱动电机峰值功率之和；燃料电池汽车总功率是指根据GB/T 24554

测得的驱动电机峰值功率，单位kW。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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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质量比系数 power to mass ratio index（PMR） 

汽车总功率与汽车测试质量比值相关的系数。 

PMR=(Pn/mt) ×1000 

式中：Pn为汽车总功率，单位kW；mt为汽车测试质量，单位kg。 

3.4  

参考点  reference point 

试验车辆进行噪声测量时用于代表车辆位置的定位点。 

注1：对于发动机（驱动电机）前置试验车辆，参考点为试验车辆最前端点；发动机（驱动电机）中

置试验车辆，参考点为试验车辆前后方向中心点；发动机（驱动电机）后置试验车辆，参考点为试验车辆

最后端点。 

注2：对于电动试验车辆，应考虑主驱动电机的位置，并依据以上规则确定试验车辆参考点位置；如

果有多个驱动电机且功率相等，则以最前端驱动电机的位置为准。 

3.5 

试验加速度 test acceleration（atest） 

采用规定挡位进行加速噪声试验过程中的车速平均变化量。 

3.6 

试验车辆挡位数  number of gears（X）  

能锁定传动比（包括由副变速器或多级速比驱动桥得到的传动比）的试验车辆前进挡位

总数。 

3.7  

排气系统模式 exhaust system modes 

通过自动或驾驶员手动选择，改变排气系统中气流方向和（或）消声结构等，可以产生

不同降噪效果的方式。 

4   测量仪器 

4.1 声学测量仪器 

测量用声级计或其它等效的测量系统应满足GB/T 3785.1规定的1级声级计的要求。测量

时，应使用声级计的“F”时间计权特性和“A”频率计权特性。使用的声级计或测量系统能

自动采样测量 “A”计权声级时，则其读数时间间隔不应超过30 ms。 

4.2 声学测量仪器校准 

测量前后，应用符合GB/T 15173规定的1级声校准器对声学测量仪器进行校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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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0.5 dB（A），

则判定前一次校准后的测量结果无效。 

4.3 其他测试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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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仪器应包括如下设备，准确度应满足下列要求： 

a） 转速测量仪器，±2 %； 

b） 车速测量仪器，±0.5 %； 

c） 温度计，±1 ℃； 

d） 风速仪，±1.0 m/s； 

e） 大气压计，±5 hPa； 

f） 相对湿度计，±5 %。 

5 测量条件 

5.1 测量场地 

测量场地应符合ISO 10844的相关规定。 

5.2 测量区 

测量区尺寸及传声器布置如图1所示，其中传声器离地高度应为1.2  m±0.02  m。 

气象参数测量仪器应放置在测量场地附近，距离地面高度为1.2 m±0.02 m。 

 

  图 1 测量场地及测量区的布置 

说明： 

——声传播区域； 

——最小的标准试验行驶车道； 

——传声器； 

ls ——加速连接段； 

la ——最小标准测量试验行驶车道延伸长度。 

5.3 环境要求 

不应在恶劣天气条件下进行测量，噪声测量期间，环境温度应在0 ℃～40 ℃，传声器高

度处的风速（包括阵风）不应超过5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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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环境背景噪声 

噪声测量前后，应持续测量10 s背景噪声。应采用测量过程中所用的同一传声器并置于

与噪声测量时相同的位置，记录其最大“A”计权声级。 

背景噪声（包括风噪）应至少比试验车辆噪声低10 dB(A)。当背景噪声与被测噪声相差

10 dB(A)-15 dB(A)时，需从声级计读数中减去表1中对应的修正值作为测量结果。 

表1 背景噪声修正值 

单位为dB(A) 

背景噪声与被测噪声差值 10 11 12 13 14 ≥15 

背景噪声修正值 0.5 0.4 0.3 0.2 0.1 0.0 

5.5 试验车辆准备 

5.5.1 试验车辆装用的轮胎应为该车型配置轮胎。轮胎冷态气压充至试验车辆测试质量状态

下试验车辆生产企业规定的气压，轮胎胎面花纹深度应不低于1.6  mm。 

5.5.2 试验车辆应符合车辆出厂合格技术条件且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6 试验要求 

6.1 一般要求 

测量过程中，试验车辆应尽可能接近CC′线，发动机最大转速nmax（如适用）应不大于

80 %额定转速。 

对于具有不同行驶模式（如运动模式、经济模式和自适应模式等）的试验车辆，可任选

行驶模式。试验车辆传动系统应采用道路正常行驶常用的驱动方式。 

对于装有可手动选择的多模式排气系统的试验车辆，所有排气系统模式应进行6.2和6.3

规定的试验。 

6.2 加速噪声试验 

6.2.1 试验条件 

6.2.1.1 车速条件及加速度范围 

根据GB/T 38146.1的工况，参考点到达PP′线的车速（vPP'）应为：30 km/h±1 km/h、50 

km/h±1 km/h、70 km/h±2km/h。 

试验加速度atest应满足下列要求： 

a）vPP'=30 km/h±1 km/h时，0.5 m/s
2
≤atest≤3.5 m/s

2
； 

b）vPP'=50 km/h±1 km/h时，0.5 m/s
2
≤atest≤3.0 m/s

2
； 

c）vPP'=70 km/h±2 km/h时，0.3 m/s
2
≤atest≤2.5 m/s

2
。 

6.2.1.2 挡位选择 

6.2.1.2.1 能锁定传动比的试验车辆 

挡位应满足下列要求： 

a）vPP'=30 km/h±1 km/h时，挡位应为（1+X/2）/2+1，如不是整数，应向下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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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vPP'=50 km/h±1 km/h时，挡位应为1+X/2，如不是整数，应向下圆整。 

c）vPP'=70 km/h±2km/h时，挡位应为（X/2+X）/2+1，如不是整数，应向下圆整。 

试验车辆如无法满足以上挡位要求，可按试验车辆生产企业推荐的邻近挡位进行测量。 

6.2.1.2.2 不能锁定传动比的试验车辆 

各试验车速下，均应将挡位选择器置于全自动操纵位置进行测量。允许使用电子或机械

装置，以防止在测量过程中，试验车辆换挡至道路行驶不常用的挡位。 

6.2.1.3 试验加速度（atest）计算 

能锁定传动比的试验车辆按公式（1）计算获取每次试验的试验加速度atest, i，j。不能锁

定传动比的试验车辆按公式（2）计算获取每次试验的试验加速度atest, D, j。 

atest, i，j=(( vBB'/3.6)
2
－( vAA'/3.6)

2
)/(2×(20+l))…………………………………………（1） 

atest, D, j=(( vBB'/3.6)
2
－( vPP'/3.6)

2
)/(2×(10+l)) …………………………………………（2） 

式中： 

vAA' ——参考点通过AA′线的车速； 

vBB' ——试验车辆最后端通过BB′线的车速； 

vPP' ——参考点通过PP′线的车速； 

l  ——参考点到试验车辆最后端的距离，单位：m。 

6.2.2 试验方法 

a） 在6.2.1.1规定的每个车速和对应加速度范围内，进行两次测量，测量的试验加速

度差值应不大于0.3 m/s
2
。 

b） 对PMR≥90 kW/t的试验车辆，允许在a）的基础上增加两次测量，测量的试验加速

度差值应不大于0.3 m/s
2
，且本次试验加速度均值与a）的均值差应大于0.5 m/s

2
。 

c） 试验车辆在进入AA′线或之前的预加速位置点时，迅速将加速踏板踩到合适位置并

保持稳定，直到试验车辆最后端通过BB′线时松开踏板，记录vAA'，vPP'和vBB'并进行试验加速

度计算。 

d） 记录试验车辆每次通过测量区的最大声压级，同侧两次最大声压级差值应不大于2 

dB（A），每一侧两次最大声压级进行算术平均，取两侧平均值中较大值作为最终结果。 

6.3 匀速噪声试验 

6.3.1 试验条件 

6.3.1.1 车速条件 

根据GB/T 38146.1的工况，M1类：80 km/h±2 km/h，120 km/h±2 km/h；N1类及M2类(GVM

≤3 500 kg)：80 km/h±2 km/h、100 km/h±2 km/h。 

6.3.1.2 挡位选择 

能锁定传动比的试验车辆应处于可稳定行驶的最高挡位。 

不能锁定传动比的试验车辆，挡位选择器应置于全自动操纵位置。 

6.3.2 试验方法 

a） 在6.3.1.1规定的每个车速条件下，分别进行两次测量，试验车辆从进入AA′线至

最后端通过BB′线应保持匀速行驶，记录vAA'，vPP'和vBB'。 

b） 记录试验车辆每次通过测量区的最大声压级，同侧两次最大声压级差值应不大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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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A），每一侧两次最大声压级进行算术平均，取两侧平均值中较大值作为最终结果。 

6.4 特殊情况说明 

如受最高车速、加速性能、发动机转速条件及测量场地等限制，可在满足GB/T 6882或 

GB/T 34828要求的半消声室中进行6.2和6.3的测量，或适当调整试验车速、加速度等，并在

试验报告中注明。 

6.5 测量记录 

有关试验车辆和测量仪器的技术参数、测量结果，以及需要说明的特殊情况等都应填写

在附录A的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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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轻型汽车多工况行驶车外噪声测量记录表 

A.1 测量条件 

测量日期________________  测量地点_________________ 路面状况___________________ 

天气___________________ 气温（℃）_________________ 大气压力（kPa）________________

相对湿度___________________风速（m/s）___________________风向____________________ 

汽车：型号________________ 出厂日期__________________已驶里程（km）_____________ 

VIN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额定载客人数_________汽车类型（M1-3，N1-3）_______ 

整备质量（kg）________________最大总质量（kg）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汽车总功率（kW）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发动机（驱动电机）布置形式：（如前置、中置、后置，横置、纵置等）_________________ 

发动机：型式（点火式，压燃式等）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型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驱动电机型式（永磁同步电机、异步电机、直流电机、磁阻电机等）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变速器：型号_______________ 前进挡位数__________ 型式（手动、自动或其它）_       __ 

轮胎：型号__________________ 充气压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声级计：型号_______________ 准确度等级______________ 检定有效日期_______________ 

校准器：型号_______________ 准确度等级______________ 检定有效日期_______________ 

校准值：测量前                     dB(A) 测量后             ______________ dB(A)  

背景噪声：测量前                    dB(A) 测量后           _______________ dB(A) 

转速仪：型号_______________ 准确度__________________ 检定有效日期_______________ 

车速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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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 

湿度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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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 

大气压力表：型号______________ 准确度________________ 检定有效日期______________ 

轮胎压力表：型号______________ 准确度________________ 检定有效日期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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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测量数据 

表A.1 测量参数表 

测试质量(kg)  整车长度(m)  

总功率及转速
1)
 (kW，r/min)  PMR(kW/t)

 
  

行驶模式  排气系统模式 （如果适用） 

表 A.2 加速噪声试验数据记录表 

加速试验 试验车速及转速及加速度 (km/h，r/min，m/s
2
) 测量结果(dB(A)) 最终结果 

(dB(A)) 
挡位 次序 vAA’ vPP’  vBB’ nmax

 
 atest

 
 左 右 

 

1
st
         

2
nd
        

均值        

 

1
st
         

2
nd
        

均值        

 

1
st
         

2
nd
        

均值        

注：转速仅适用于装用发动机的汽车，试验车速及噪声值修约至 1 个小数位，加速度修约至 2 个小数位。 

 表 A.3匀速噪声试验数据记录表 

匀速试验 试验车速及转速 (km/h，r/min) 测量结果 (dB(A))
 
 

最终结果 

(dB(A))
 
 目标车速

b
 

（km/h） 
次序 vAA’ vPP’ vBB’ nmax

 
 左 右 

 

1
st
        

2
nd
       

均值       

 

1
st
        

2
nd
       

均值       

注：转速仅适用于装用发动机的汽车，试验车速及噪声值修约至 1 个小数位。 

测量人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驾驶人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它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