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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国内外在用车排放标准及检测方法的情况。即将出台的新排放标准根据“
新车新标准，
老车老标准”
的原则，双怠速法将是汽油车基本检测方法，简易工况法将在全国范围内分步实施，柴油车将
逐步采用不透光烟度计的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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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汽车工业的迅猛发展和汽车保有量的飞速增加，机动车尾气排放已成为城市大气主
要污染源之一，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影响日趋严重。因此，加强排放标准的制订、修订工作，特别是加快
机动车排放标准与国际接轨的步伐，以便对车辆排污进行更有效的监控，越来越显得非常重要与迫切。从
1996 年开始，中国在全国范围内淘汰含铅汽油，到 2000 年已基本实现了车用汽油无铅化。2001 年 4 月颁
布的《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标志着我国的机动车污染控制工作进入了源头治理的新阶
段。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治理机动车排放污染，首先要建立完善的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我国的
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如表 1。

表 1 中国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
车别
轻型车

执行标准
汽油车

GB18352.1-2001

控制项目
CO、HC+NOx 排放量

测试类型
整车

(新生产)

柴油车

重型车

汽油车

(新生产)

柴油车

GB18352.2-2001

燃油蒸发排放量

整车

GB14761.5-1993

曲轴箱排放量

整车、发动机

CO、HC 排放浓度

整车、发动机

GB18352.1-2001

CO、HC+NO x 、PM 排放量

整车

GB18352.2-2001

CO、HC+NO x、PM 排放量

整车

GB14761.6-1993

自由加速烟度

整车

GB14761.7-1993

全负荷烟度

发动机

GB14761.2-1993

CO、HC、NO x、比排放量

发动机

GB14761.3-1993

燃油蒸发排放量

整车

GB14761.4-1993

曲轴箱排放量

整车、发动机

GB14761.5-1993

CO、HC 排放浓度

整车、发动机

GB14761-2001

CO、HC+NO x、PM 排放量

发动机

GB14761.6-1993

自由加速烟度

整车

GB14761.7-1993

全负荷烟度

发动机

（新生产）

摩托车

GB14621-1993

CO、HC 排放浓度和排放量

整车

在用车

汽油车

GB14761.3-1993

燃油蒸发排放量

整车

GB14761.4-1993

曲轴箱排放量

整车、发动机

GB14761.5-1993

CO、HC 排放浓度

整车、发动机

柴油车

GB14761.6-1993

自由加速烟度

整车

摩托车

GB14621-1993

CO、HC 排放浓度

整车、发动机

2 中国在用车排放标准现状

2.1 汽油车

我国现行的适用于在用汽油车的排放标准为 GB14761.5-1993《汽油车怠速污染物排放标准》，相应的
测试方法为 GB/T 3845-1993《汽油车排气污染物的测量（怠速法）》。标准中规定了 HC 和 CO 的排放浓
度，排放限值如表 2。

表 2 汽油车怠速污染物排放标准值

CO（%）

项 目

HC（mg/L）
四冲程

1995 年 7 月 1 日以前

二冲程

轻型车

重型车

轻型车

重型车

轻型车

重型车

4.5

5.0

1200

2000

8000

9000

4.5

4.5

900

1200

7500

8000

生产
1995 年 7 月 1 日起生
产

2.2 柴油车

我国现行的适用于在用柴油车的排放标准为 GB14761.6-1993《柴油车自由加速烟度排放标准》，相应
的测试方法为 GB/T 3846-1993《柴油车自由加速烟度的测量（滤纸烟度法）》。标准中规定了柴油车在自
由加速工况下烟度排放标准值（见表 3）。

表 3 柴油车自由加速烟度排放标准值

车

别

烟度值（FSN）

1995 年 7 月 1 日以前生产

5.0 1

1995 年 7 月 1 日起生产

4.5 1

）

）

1）经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认可的汽车烟度监测人员，可采用目测法测量，烟度值不得超过林格曼 2 级。

3 国内外在用车排放标准及检测方法

3.1 汽油车

汽车处于怠速工况时，其燃烧条件比较恶劣，怠速燃烧质量的稳定,是其它工况燃烧质量稳定的前提条
件。测量怠速工况排气中各种排放物的浓度，可以判断发动机燃烧质量的好坏。怠速法分为单怠速法和双
怠速法。双怠速法不仅能测量怠速污染物排放浓度，而且可监控因化油器量孔磨损或催化转化器转化率下
降而造成的排放恶化。西方发达国家对在用车的治理是与新车排放水平相辅相成的，因此国外普遍采用双
怠速法测量。美国从 1981 年开始对装催化转化器的轿车和轻型车采用双怠速测量，以达到大幅度提高排
放限制的要求。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美国除采用双怠速测量外，还采用更准确且复杂的测量方法，如 ASM
加速模拟工况、IM 240 瞬态工况及遥感测试等。这 4 种测量方法中，具体实施哪种检测方法，由美国各州
政府根据当地的空气质量状况等因素确定。一般情况是空气污染较严重的州采用 IM 240 或 ASM 法，空气
质量一般的州则采用怠速或双怠速法。除美国外，欧洲一些国家也因单怠速测量方法满足不了在用车年检、
路检、维修保养和故障诊断上的需要，而采用双怠速方法。

我国现行的在用车排放标准采用怠速法。由于只规定测量 HC、CO 的排放浓度，所以无法适应新车发
展的需要。为此，国家环保总局、科技部、国家机械工业局联合发布了环发[1999]134 号文（“
关于发布《机
动车排放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的通知”
），规定“
对安装了闭环控制和三元催化净化系统，达到更加严格排
放标准的车辆，应采用双怠速法控制，并逐步以简易工况法代替”
。通知中指出，2000 年以后，新生产的
轻型汽油车将逐步采用闭环电喷和三元催化净化等技术，目前的怠速检测方法难以满足这部分车辆进行排
放检测的需要。2000 年以后，应尽快采用双怠速法检测，并检测空燃比控制是否正常。为此，应尽早制定
双怠速的测试方法和限值的国家标准。下一步应采用简易工况法对这部分车辆进行排放测试。据此，形成
了我国在用车排放标准从怠速法到双怠速法再到简易工况法的技术路线。

目前我国的在用车排放标准正在制订之中，其指导原则为“
新车新标准，老车老标准”
，按照我国不同
阶段实施的新车排放标准，制订相应的在用车排放标准。对于汽油车，标准内容主要包括双怠速法和简易
工况法两部分，其中简易工况法又包括了瞬态和稳态 2 种方法。标准中规定了高、低双怠速的测试规程，
同时对于电喷车增加了过量空气系数（λ
）的测量。

采用双怠速排放测试特点有：

（1）有助于判断化油器式汽油机过渡工况和低、中速运行工况是否正常，杜绝排放检测中人为调节怠
速混合气浓度现象。

（2）及时发现高污染排放车辆，并能提示车辆超标的原因所在。

（3）对于装备电喷加三元催化转化器的车辆，能够反映出各部分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同时高怠速工
况能够加速三元催化转化器的起燃过程，正确反映车辆的实际状态。根据我国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应
用双怠速工况实际测试的结果，证明该方法不仅能够重现车辆怠速状况下的排放水平，也能大致重现车辆
行驶时的排放状况。

采用简易工况法进行排放测试特点有：

（1）能够充分检测车辆在怠速、加速、匀速和减速各种工况下的排放特性。与其他检测方法相比，
更能反映车辆实际行驶时的排放特征。

（2）能够检测车辆尾气中 CO、HC 和 NOx 等污染物，对于 NO x 的检测功能是怠速测量所不具备的。

（3）瞬态法测试时污染物检测结果为质量浓度，以 g/kg 表示。这数据对于计算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总
量以及制定切实可行的机动车污染控制规划，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而其它检测方法只能得到污染物排放
体积浓度数值，无法对检测数据进行更深层次的利用。

3.2 柴油车

对于安装压燃式发动机的柴油车，也仍采用“
新车新标准，老车老标准”
的指导原则。对于按老标准生
产的柴油车，仍执行现行标准；对于按新标准（即 GB14761-2001 标准）生产制造的车辆，将采用排气可
见污染物排放限值和测量方法，即采用国际上通用的不透光烟度计测量方法。该方法由于其先进性，而取
代过去的滤纸式烟度计方法。标准在制定不透光烟度计的测量方法时,基本上依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UNECE）1986 年 4 月 20 日生效的 ECE R24/03 法规,即《对压燃式发动机和装用压燃式发动机车辆可见
污染物排放的认证规则》中的相应技术内容。不同的是，此标准只采用分流式不透光度仪,而取消了全流式
不透光度仪。

4 结语

治理机动车排放污染，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系统工程，其中相关标准法规的制订又是这一工程中的
基础工作。对于双怠速方法，自新标准发布之日起就将在全国范围内强制实施；对于简易工况法，新标准

将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分步执行。地方人民政府根据辖区内机动车污染状况及空气质量状况，决定采取何种
检测方法，并报请国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批准。

在控制机动车污染方面，发达国家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只有通过充分的参考和借鉴，同时紧密结
合中国国情，才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机动车污染治理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