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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防治装用点燃式

发动机重型汽车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对环境的污染，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装用以汽油和两用燃料为燃料的点燃式发动机、 大总质量超过 3500kg 的 M 类和 N

类车辆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型式核准申请、型式核准试验及排放限值、生产一致性检查方法及排放限值。 

本标准是在 GB14761.3-93《汽油车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标准》和 GB14763-93《汽油车燃油蒸发污

染物的测量 收集法》基础上，参考 GB18352.2-2001 的部分技术内容进行的修订。 

本标准与 GB14761.3-93 和 GB14763-93 的主要差异是： 

1． 对适用范围进行了调整，轻型汽车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要求已纳入到 GB18352.2-2001 中，因

此删除了原标准对轻型汽车的要求； 

2． 增加了型式核准申请、型式核准扩展和生产一致性检查的内容； 

3． 增加了炭罐的老化处理要求，并对炭罐的预试验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4． 对试验过程进行了更严格的控制； 

5． 取消了对运行损失的测量。 

自本标准发布之日起，下列标准中相应部分废止： 

1． GB14761.3-93 汽油车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标准。 

2． GB14763-93 汽油车燃油蒸发污染物的测量 收集法。 

本标准的附录 A、附录 B、附录 C、附录 D 为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 1993 年 12 月第一次发布，本次修订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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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北京市汽车研究所。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4 年 4 月 5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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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用点燃式发动机重型汽车 

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收集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装用点燃式发动机重型汽车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的型式核准申请、型式核准试验及排

放限值、型式核准的扩展、以及生产一致性检查方法及排放限值。 
本标准适用于装用以汽油和两用燃料为燃料的点燃式发动机重型汽车。 
本标准不适用于单一燃料车辆和气体燃料车辆。 
本标准不适用于已按 GB18352.2-2001《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II）》规定的密闭室

法进行了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型式核准的车辆。 

2 引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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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

适用于本标准。 
GB/T 15089 机动车辆分类 

GB 17930  车用无铅汽油 

GB/T 18297   汽车发动机性能试验方法 

3 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重型汽车 

指 大总质量大于 3500kg 的 M 类和 N类车辆。M 类和 N 类车辆的定义见 GB/T 15089。 

3.2 整车整备质量 
指车辆空车，燃油箱注满燃油，润滑油和冷却水加到额定数量，带有随车工具和备用轮胎的质量。 

3.3 基准质量 
基准质量是指整车整备质量加上 100kg 的质量。 

3.4 大总质量 
车辆制造厂提出的技术上允许的 大质量。 

3.5 蒸发污染物 
指从车辆的燃料（汽油）系统蒸发损失的碳氢化合物，它不同于排气排放物中的碳氢化合物。包括

燃油箱呼吸损失和热浸损失。 

燃油箱呼吸损失（昼间换气损失）：由于燃油箱内燃油温度变化排放的碳氢化合物（用 C1H2.33 当

量表示）。 

热浸损失：在车辆行驶一段时间以后，静置汽车的燃料系统排放的碳氢化合物（用 C1H2.20 当量表

示）。 

3.6 燃油蒸发污染物控制装置 
指车辆上由翻转止流装置、真空压力释放装置、液气分离装置、蒸气储存装置、脱附控制阀等构成，

用于控制或者限制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的装置。 

3.7 燃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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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由燃油箱、燃油管、燃油滤清器、燃油泵、化油器或汽油喷射部件组成的系统和燃油蒸发污染物

控制装置，包括这两个系统中所有的通大气开口。 

3.8 气体燃料 
指液化石油气（LPG）或天然气（NG）。 

3.9 气体燃料车辆 
指燃用液化石油气（LPG）或天然气（NG）的车辆。 

3.10 两用燃料车辆 
指能燃用汽油和一种气体燃料的车辆。 

3.11 单一燃料车辆 
指能燃用汽油和一种气体燃料（LPG 或 NG），但汽油仅用于紧急情况或发动机起动用，且汽油箱

容积不超过 15L 的车辆。 

4 型式核准 

4.1 型式核准的申请 

4.1.1 汽车制造企业生产、销售汽车必须获得国家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性能型式核准。一种车型的燃油蒸

发污染物排放控制性能型式核准申请必须由汽车制造企业提出。 
4.1.2 按本标准的附录 A 提交型式核准有关技术资料，以及车辆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检测报告和相关主

要总成的性能等指标，并提交有关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生产一致性的保证材料。进行型式核准扩展时，

需提供相关的其它型式核准复印件及测试数据，以支持型式核准扩展。 
4.1.3 必须向负责型式核准试验的检测机构提交一辆能代表待型式核准车型的车辆（或对应的发动机及

附件、燃油系统和燃油蒸发污染物控制装置），按本标准第 5 章所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4.2 型式核准的批准 

如果满足了第 5 章规定的各方面的技术要求，该车型将得到型式核准机关的批准。 

5 技术要求和试验 

5.1 对于影响车辆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性能的部件，在设计、制造和组装上，必须保证在车辆正常使用

过程中，都能达到本标准的要求。 

5.2 车辆制造厂必须采取技术措施，保证车辆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和正常寿命期内能有效地控制燃油系统

蒸发污染物排放在本标准规定的限值内。系统所使用的软管及其接头，以及各个接线的可靠性，在制造

上必须符合其设计要求。当车辆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符合第 5.4 条（排放限值）要求及第 7.2 条（生产

一致性检查）要求时，则认为车辆满足本条要求。 

5.3 车辆必须具备防止由于加油盖丢失造成的蒸发污染物排放和燃油溢出的措施。如采用下列措施之

一： 

 - 采用不可卸下的自动开启和关闭的加油盖； 

 - 加油盖丢失时，具有指示装置警告车辆蒸发物排放超标； 

 - 其它有同样功能的装置，如：用绳索或链条栓住加油盖、加油盖与点火开关用同一把钥匙开启且

只有加油盖锁上时钥匙才能拔下等。 

5.4 排放限值 

按照本标准附录 B 所述的方法进行试验，蒸发排放量小于 4.0g/测量循环。 

5.5 对于两用燃料车辆，仅对燃用汽油进行试验。 

6 型式核准扩展 

6.1 对安装燃油蒸发污染物控制装置的某一已型式核准的车型，可以扩展到符合下列条件的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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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燃料／空气计量的基本原理必须相同。 

6.1.2 燃油箱的形状、燃油箱和液体燃料软管的材料必须相同。在型式核准试验时必须试验同系列中截

面和长度方面蒸发排放 恶劣的软管。能否使用不同的液/气分离器, 由负责型式核准的技术检测部门

决定。燃油箱的容积差应在±10%以内。燃油箱呼吸阀的设定必须相同。 

6.1.3 贮存燃料蒸气的方法必须相同，如活性炭罐的型式和容积，贮存介质、空气滤清器（如果用于蒸

发排放控制）等。 

6.1.4 化油器浮子室的燃油容积差必须在 10mL 以内。 

6.1.5 脱附贮存燃料蒸气的方法（如空气流量，启动点或运转循环中的脱附容积）必须相同。 

6.1.6 燃油计量系统的密封和通风方式必须相同。 

6.2 允许在以下方面有区别： 

6.2.1 发动机尺寸； 

6.2.2 发动机排量； 

6.2.3 发动机功率； 

6.2.4 自动或手动变速器，两轮或四轮驱动； 

6.2.5 车身形状； 

6.2.6 车轮和轮胎尺寸。 

7 生产一致性 

7.1 必须按照型式核准时提交的生产一致性保证材料中的规定，来保证车辆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的生产

一致性。生产一致性的检查应根据附录 A 的描述和附录 B的规定进行。 

7.2 型式核准机关可以在任何时间对生产企业进行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生产一致性的检查。 

7.2.1 检验样品应从同一产品系列（包括基本车型和扩展车型）中抽取，检验样品数为三个。 

7.2.2 根据企业生产一致性保证要求中规定的控制程序，选择采用第 5章或第 B.6.2 条至第 B.6.4 条的

规定对抽取的样品进行试验。 

7.2.3 如果按照第 B.6.2 条至第 B.6.4 条进行检查的结果不能满足要求，制造厂可以要求应用第 5 章的

型式核准程序。 

7.2.3.1 不允许制造厂对检验样品进行任何调整、修理或更改，除非这些试验样品不能满足第 5章的要

求，或者这些工作已列在制造厂的车辆装配和检验的程序文件中。 

7.2.3.2 如果由于第 7.2.3.1 条的操作，蒸发污染物排放特性可能产生了变化，生产厂可以要求对该车

辆（或发动机）重新进行某单项试验。 

7.2.3.3 按第 5 章要求试验时，如果第一个样品检验不满足第 5.4 条要求，则必须对三个样品均进行检

验，以三次测量结果的平均值进行评价。 

7.3  如果某一车型不能满足第 7.2 条要求，车辆制造厂应尽快采取所有必需的措施来重新建立生产一

致性，否则应撤消该车型蒸发污染物排放的型式核准。 

8 标准的实施 

自 2005 年 1 月 1 日起，第 1 章规定的汽车进行蒸发污染物排放型式核准的都必须符合本标准要求。

在 2005 年 1 月 1 日之前，可以按照本标准的相应要求进行型式核准。 

对于按本标准批准型式核准的汽车，其生产一致性的检查，自批准之日起执行。 

从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所有制造和销售的第 1 章规定的汽车，其蒸发污染物排放必须符合本标准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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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型式核准申报材料格式 

型式核准申请时，必须提供包括内容目次的以下材料，以电子文档提供。 
任何示意图，应以适当的比例充分说明细节；其幅面尺寸为 A4，或折叠至该尺寸。如

有照片，应显示其细节。 

A1. 概述 

A1.1. 厂牌（制造厂的商品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1.2. 型号及商业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1.3. 如果在汽车上有标识，指出识别方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1.3.1 标识的位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1.4. 车辆类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1.5. 制造厂的名称和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2. 发动机 

A2.1. 制造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2.1.1  发 动 机 型 号 、 规 格 （ 如 发 动 机 上 标 注 的 ， 或 其 它 识 别 方 式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2.1.2  大净功率：________________kW________________r/min 下 

A2.2. 燃料：无铅汽油, RON：________________ 

A2.3. 燃料供给 

A2.3.1  化油器式：是/不是
1) 

A2.3.1.1  厂牌：_________________ 

A2.3.1.2  型号：________________ 

A2.3.1.3  浮子室油面：________________ 

A2.3.1.4  浮子室容积：________________ 

A2.3.2  燃料喷射式：是/不是
1)
 

A2.3.2.1  工作原理：进气支管（单点/多点
1）
）/直喷式/其他（详细说明）

1) 

A2.3.2.2  厂牌：__________________ 

A2.3.2.3  型号：__________________ 

A3. 燃油蒸发污染物控制装置 

A3.1. 厂牌：__________________ 

A3.2. 型号：__________________ 

A3.3. 燃油蒸发污染物控制装置工作原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3.3.1. 炭罐的有效容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3.3.2. 活性炭型号： 

A3.3.3. 活性炭干炭的质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3.3.4. 脱附阀控制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划去不适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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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3.5. 脱附阀工作始点和终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3.3.6. 脱附空气流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3.3.7. 运转循环中脱附容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3.3.8. 蒸气管型号/规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3.3.9. 蒸气管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3.3.10. 其他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4. 燃油箱 

A4.1. 厂牌：__________________ 

A4.2. 型号：__________________ 

A4.3. 燃油箱的材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4.4. 燃油箱的容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4.5. 燃油箱的附加装置说明（压力保护装置、油气分离装置、翻车止流装置等）：

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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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标准的附录） 

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试验规程 

B1. 试验描述 

B1.1. 蒸发污染物排放试验(见图 B1)由下列四部分组成： 

    a）试验准备； 

    b）燃油箱呼吸损失（昼间换气损失）测定； 

    c）在底盘测功机上以 40km/h 车速 速行驶，或在发动机台架上模拟车辆 40km/h 车速

运行； 

    d）热浸损失测定 

B1.2. 试验结果：燃油箱呼吸损失和热浸损失阶段测定的碳氢化合物的排放质量相加后的质

量，单位为 g/测量循环。 

B2. 试验车辆（或试验发动机）和燃料 

B3.1  试验车辆（或试验发动机） 

B3.1.1 采用底盘测功机试验时，车辆技术状况应良好，试验前至少进行了 3000km 的走合行

驶。装在车辆上的蒸发污染物控制装置在走合期间应工作正常，炭罐经过正常使用，未经异

常吸附和脱附。 

B3.1.2  采用发动机台架试验时，试验发动机技术状况应良好，安装在发动机台架上应配备

装车时的所有附件（冷却风扇、发电机、空滤器、排气消声器等），试验前应按照制造厂要

求磨合完毕。车辆上使用的蒸发污染物控制装置应工作正常，炭罐经过正常使用，未经异常

吸附和脱附。试验时，发动机的供油系统（燃油箱、燃油管路、燃油泵等）、排气系统（后

处理器、消声器、排气管的尺寸和长度）、冷却系统、蒸发污染物控制装置等应与车辆上使

用的完全一致，包括燃油箱与发动机的相对位置。 

B3.2  燃料 

试验使用的燃料应符合 GB 17930 的规定。 

B3. 试验设备 

B3.1 测功系统 

B3.1.1  发动机测功系统 

任何可测定发动机稳定工况、精度符合 GB/T 18297 规定的测功机。 

B3.1.2  底盘测功机 

B3.1.2.1  测功机必须能模拟道路载荷。 

B3.1.2.2  测功机的设定应不受时间推移的影响，且不应使车辆产生任何妨碍车辆正常运行

的振动。 

B3.1.2.3  测功机必须装有模拟惯量和模拟载荷的装置，若为双转鼓测功机，则这些模拟装

置是与前转鼓连接。 

B3.1.2.4  准确度 

B3.1.2.4.1  测量和读出的指示载荷，其准确度应能达到±5%。 

B3.1.2.4.2  测功机在 40km/h 时载荷设定的准确度必须达到±5%。 

B3.1.2.4.3  车速应通过转鼓（对于双转鼓测功机，用前转鼓）的转速来测量。车速大于

10km/h 时，其测量准确度应为±1km/h。 

B3.1.2.4.4  车辆行驶的实际距离应通过转鼓（对于双转鼓测功机，用前转鼓）转动的距离

来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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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1.2.5  载荷的设定：应在 40km/h 等速下调整载荷模拟器，使其吸收作用在驱动轮上的

功率。 

B3.2  试验车辆/试验发动机的冷却 

用发动机在测功机上运行时，应使用正常的台架冷却水系统和与相应试验车辆上发动机

冷却风扇一致的风扇冷却发动机，使发动机工作在正常温度范围，不得再用其它辅助风扇冷

却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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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 3000km 走合行驶，炭罐无异常脱附/吸附 

发动机按照制造厂规范磨合，炭罐不得有异常脱附/吸附 

 

1、 装车行驶 3000km 以上，炭罐不得有异常脱附/吸附。或： 

2、 用 52℃恒温燃料蒸气、以 2.4l/min 的流量进行吸附，达

到临界点后用 600 倍炭罐体积的干空气，以 25L/min 的

流量脱附，重复 6 次。或： 

3、 加热油箱使燃油从 15℃均 升高产生燃料蒸气进行吸

附，达到临界点后用 600 倍炭罐体积的干空气，以

25L/min 的流量脱附，重复 9 次。 

 

1、 加热油箱使燃油从 15℃均 升高至 35℃产生燃油蒸气，

使炭罐进行吸附，使之达到临界点。或： 

2、 用 50%丁烷和 50%氮气的混合气使炭罐进行吸附，使之达

到吸附临界点。 

1h 内 

试验车以 40km/h 车速运行 40min，或以相应的发动机转

速和负荷，在发动机台架上运行 40min。油箱中装入 40%

标称容量的燃油，油温为室温。 

 

 

环境温度 25℃±5℃，炭罐正常连接，通大气口加接除湿

器。油箱存留预试验时的燃油。 

9h-35h 内 

 

燃油箱标称容量的 40%±2%，燃油温度 283K—287K（10℃

—14℃）。 

 

 

燃油温度 289K(16℃)±1K 时试验开始,经 60min±2min, 

温升Δt=14K±0.5K。
2)
 

 

15min 内 

试验车辆在直接档 40km/h 车速下运行 40min，或以相应的

发动机转速和负荷在发动机台架上运行 40min，然后怠速

运行 3min。 

 

2min 内 
热浸时间 60min±0.5min 

环境温度 低为 296K(23℃)， 高为 304K(31℃)。
2)
 

 

试验结果 (g) = 

燃油箱呼吸损失（昼间换气损失）(g) +热浸损失 (g)。 

 

注：1）选用其中任意一种方法。 

 2）采用加宽框的项目为测量项，测量值进行结果评判的项目。 

 

图 B1  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试验程序 

 
活性炭罐老化处理 1） 

 

活性炭罐临界点检查 1） 

预试验 

预置 10h—36h 

油箱放油然后加油 

燃油箱呼吸损失（昼
间换气损失）试验 1h 

运转循环 
40min+3min 

热浸损失测量 1h 

结束 

车辆或发动机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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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车辆在底盘测功机上运行时，可以使用变速风机也可以使用定速风机冷却车辆。使用

定速风机时， 车辆前端 300mm 处的风速应为 35km/h-45km/h。 

B3.3  燃油箱加热与控制装置 

B3.3.1  燃油箱中的燃油应采用可控热源加热，如可采用 2000W 容量的电加热垫板，加热系

统应均 加热燃油液面以下的燃油箱壁，不得出现燃油局部过热现象。不得加热燃油箱内燃

油上部的燃油蒸气。 

B3.3.2  燃油箱加热装置应能够经 60min 把燃油箱内燃油从 289K(16℃)均 加热升温 14K，

温度传感器位置如 B4.1.2.2.2 所述。加热系统应能使燃油在加热过程中温度控制在要求的

温度的±1.5K 以内。 

B3.4  温度测量与记录 

B3.4.1  燃油箱内燃油温度测量与记录应采用准确度在±1.0K，分辨率在 0.5K 以内的仪器。 

B3.4.2  环境温度测量与记录应采用准确度在±1.0K，分辨率在 1.0K 以内的仪器。 

B3.5 加油和放油装置 

加油装置应是一组双管路密闭装置（见图 B2），加油速度应保证燃油加至燃油箱测量容

积时，燃油箱中油温不高于 287K（14℃）。放油可采用重力或泵吸方式，但必须能够把油

放空。加油或放油时，接管和容器必须预先对燃油箱接地，以保证安全。 

 
图 B2 加油装置管路图 

1—储油器，2—进油管路，3—泵油器，4—回气管路，5—燃油箱 

B3.6 燃油冷却装置 

    该装置应有足够容积装入至少进行二次测量循环（每次测量循环需燃油量为燃油箱的

40%额定容积）所需的全部燃油，对设定温度点，准确度应为±0.5K。 

B3.7  燃油蒸发污染物收集装置 

B3.7.1 收集器 

B3.7.1.1 收集器结构 

    收集器结构如图 B3 所示。 

 
图 B3 收集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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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口管；2.丝网；3.密封垫；4.罐体；5.内装活性炭；6.出口管； 

7.丝网；8.封堵；9.罐盖；10.封堵。 

B3.7.1.2 收集器要素 

  a. 罐体容积为 300ml±25ml； 

  b. 罐体有效长径比为 1.4±0.1； 

    c. 进出口管长 25mm，内径φ8mm，外径φ12mm，出口管中心线距底面高度为 15mm； 

    d. 进出口管内端贴附 12 目以上的金属丝网，以防活性炭漏出； 

  e. 罐盖、进出口管、罐体和封堵材质为铝或聚四氟乙稀，金属丝网材质不限； 

  f. 密封性：容器经受 14kPa 的气压，浸入水中 30s，应无漏气现象。 

B3.7.2 活性炭: 活性炭应满足以下技术要求，方能使用。 

B3.7.2.1 小表面积: 1000m
2
/g。 

B3.7.2.2 小吸附能力: (以四氯化碳为标准)60％重量比。 

B3.7.2.3 挥发成份及所吸收的水蒸汽: 无。 

B3.7.2.4 过筛尺寸分析: 

    1.7mm～2.4mm   少 90％ 

    1.4mm～3.0mm  100％。 

B3.7.3 除湿管：除湿管长 200mm±50mm，内径φ25mm—φ35mm，两端通气口内径不小于φ

8mm，除湿管内装满干燥剂，并用 12 目以上的丝网将两端堵住，以防干燥剂漏出。 

B3.7.4 干燥剂：变色硅胶，颗粒规格φ2mm～φ5mm。 

B3.7.5 接管和接头: 材质为不锈钢、铝或聚四氟乙稀。其长度应尽量短，内径为φ8mm。 

B3.7.6 均压管: 从除湿管的出口通向汽油蒸气源的出口处。 

B3.8 称重天平 

    用以称量收集器的质量。准确度±10mg。 

B3.9 收集器烘干装置 

    该装置应有足够容积装入一个测量循环所需的全部收集器，烘干温度应不低于 423K

（150℃）。 

B3.10 干燥器 

    干燥器应有足够容积装入一个测量循环所需的全部收集器和除湿管。 

B3.11  附加设备 

B3.11.1  试验场地的压力测量应使用准确度在±0.1kPa 以内的大气压力计。 

B3.11.2  试验场地的温度测量应使用准确度在±0.5K 以内的温度计。 

B4. 试验程序 

B4.1 测量条件和测量准备 

B4.1.1 测量条件 

在测量准备阶段和燃油蒸发污染物测量过程中，试验室环境温度应保持在 298K±5K（25

℃±5℃），环境压力应保持在 97kPa±7kPa。 

B4.1.2 测量准备 

B4.1.2.1 燃油冷却 

测量前，燃油在燃油冷却装置中冷却到 283K—287K（10℃—14℃）。 

B4.1.2.2 燃料系统准备 

B4.1.2.2.1 用发动机台架测试时，按整车情况安装与试验车型相符的燃料系统。 

B4.1.2.2.2 在试验的燃油箱内安装温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应能测量装到燃油

箱 40%标称容量的燃油几何中心点的温度； 

B4.1.2.2.3 安装联接装置和附加装置，用以排净燃油箱中的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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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1.2.2.4 燃料系统压力试验 

燃料系统需进行压力试验检查密封性。燃料系统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即燃油箱带有正常

工作时具有的装置，如油箱盖、油面传感器、出油管、蒸气出口，燃料系统上带有燃油泵、

燃油滤清器、燃油管和蒸气管路、燃油蒸发污染物控制装置等)，按图 B4 所示方法向燃料系

统通入 4.0 kPa±0.1kPa 的压缩空气，30min 内，压力下降应不大于 0.4kPa。 

 

图 B4 燃料系统压力试验示意图 

1、燃油箱，2、真空压力释放阀，3、节门，4、压缩空气，5、蒸气贮存装置 

B4.1.2.3 收集器的准备和连接 

B4.1.2.3.1 收集器的准备：  

收集器内装满活性炭，在 423K（150℃）的烘干箱中烘干 3h 以上，然后盖上封堵，拧

紧，密封，装入干燥瓶中，待其冷却到室温后备用。各收集器进出口管封堵在测量过程中不

得任意互换。 

B4.1.2.3.2 收集器的连接： 

测量前，必须检查燃料系统，判明燃油蒸气通向大气的全部出口位置，测量时，将收集

器接在燃油蒸气所有可能的通大气口处（如炭罐的通大气口、空气滤清器进气口）。 

收集器的安装位置应比蒸气出口略低，连接管路不得有急剧弯曲，管路应尽量短。 

在收集空气滤清器排出的燃油蒸气时，收集接口必须位于空气滤清器进气口的 低点。 

B4.1.2.3.3 除湿器的准备： 

除湿器内装满除湿剂，在 373K（100℃）的烘干箱中烘干（观察除湿剂颜色），然后盖

上封堵，拧紧,密封，装入干燥瓶中，待其冷却到室温后备用。 

B4.1.2.4 测功机的设定 

    试验车辆按如下条件在平坦路面上正常行驶，测量发动机的转速及负荷，作为测功机的

设定值。发动机测功机根据试验车型设定转速及负荷，底盘测功机根据试验车型设定负荷。 

B4.1.2.4.1 车辆质量为基准质量。 

B4.1.2.4.2 档位用直接档。 

B4.1.2.4.3 车速为 40km/h±2km/h。 

B4.1.3  炭罐的准备 

B4.1.3.1 试验用炭罐必须经过老化处理。老化处理方法可以是通过装在车辆上行驶 3000km
以上，装车行驶老化处理时必须能证明炭罐没有受到异常吸附/脱附；也可以采用附录 C 描

述的方法进行老化处理。当采用附录 C 描述的方法进行老化处理时，对于多炭罐系统，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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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炭罐均应单独进行老化处理。 
B4.1.3.2 老化处理后的试验用炭罐，必须用 B4.1.3.3 或 B4.1.3.4 规定的方法之一检查吸附

临界点。在检查吸附临界点试验后的 1h 内，进行 B4.1.4 规定的预试验。 
    吸附临界点定义为碳氢化合物累计排放量等于 2g 的时刻。试验炭罐的吸附临界点可通

过在试验炭罐的通大气口连接一个收集器来确定，该收集器在吸附前必须用干空气充分脱

附，或采用保存在干燥器内未经吸附的收集器。 
B4.1.3.3 用加热燃料的蒸气使炭罐达到吸附临界点 
B4.1.3.3.1 炭罐按照在车辆上的实际使用状况连接到燃料系统上，用油箱放油阀放净试验

用燃油箱。放油时应打开燃油箱盖，使炭罐不致于受到异常脱附或异常吸附。 
B4.1.3.3.2 将温度为 283K—287K(10℃—14℃)的试验燃料加入燃油箱，加入油量为燃油箱

标称容量的 40%±2%，盖上燃油箱盖。 
B4.1.3.3.3 将油箱温度传感器接至温度记录系统。将符合 B3.3 中规定的加热源置于油箱的

适当位置，并与温度控制器相连。如果试验车辆装有多个燃油箱，应该用下述同一种方法加

热所有燃油箱，各燃油箱的温度差应在±1.5K 以内。 
B4.1.3.3.4 可以人工加热燃油，使其达到昼间换气的起始温度 289K (16℃)±1K。 
B4.1.3.3.5 当燃油箱内燃油温度达到 289K(16℃)时，开始进行以线性加热升温的过程。加

热过程中燃油温度应符合下列公式，误差在±1.5K 以内。记录加热经历时间和温升值。 
Tr = To + 0.2333×t 

    式中： 
Tr =  要求温度，K； 
To =  起始温度，K； 
t  =  从加热燃油箱开始所经历的时间，min。 

B4.1.3.3.6 一旦出现吸附临界点或者燃油温度达到 308K(35℃)，无论那种情况首先出现，

则关掉热源，打开燃油箱盖。 
B4.1.3.3.7 如果燃油温度达到 308K(35℃)时还没有出现吸附临界点，则从油箱下边移开热

源，重复 B4.1.3.3.1—B4.1.3.3.6 列出的所有程序，直至出现吸附临界点。 
B4.1.3.4 用丁烷使炭罐达到吸附临界点 
B4.1.3.4.1 卸下炭罐。注意不得损坏零部件和燃油系统的完整性。 
B4.1.3.4.2 采用 50%容积丁烷和 50%容积氮气的混合气，以 40g/h 丁烷的流量使炭罐吸附。 
B4.1.3.4.3 一旦炭罐达到吸附临界点，马上关闭蒸气源。 
B4.1.3.4.4 然后重新连接炭罐到发动机台架或车辆上，与发动机一起恢复至正常运转状态。 
B4.1.4 预试验 

按照 B4.1.3.3 或 B4.1.3.4 完成炭罐吸附的 1h 内，试验车辆或发动机按 B4.1.2.4 设定的

工况，运转 40min。此时油箱中应加入 40%±2%标称容量的燃油，燃油温度为试验室环境温度。 

B4.1.5 完成 B4.1.4 预试验后到正式试验开始，试验车辆或发动机应至少停放 10h， 多

36h，在此时期中，炭罐应连接在台架或车辆上并处于正常工作状态，通大气口需加装除湿

器，油箱中应存留预试验后剩余的燃油。在此时期结束时，发动机机油和冷却液的温度必须

达到试验室内温度的±2K 以内。 

B4.2  燃油箱呼吸损失（昼间换气损失）蒸发排放试验 

B4.2.1  在预处理运转循环后的 9h 至 35h 内，开始 B4.2.2 规定的操作。 

B4.2.2  所有试验燃油箱打开油箱盖，放净燃油，然后加入温度为 283～287K(10～14℃)的

试验燃油，加入油量为燃油箱标称容量的 40%±2%，此时燃油箱盖切勿盖上。 

B4.2.3  如果有多个燃油箱时，则所有燃油箱都应按下述同一种方法加热，各燃油箱的温度

应该一致，其误差在±1.5K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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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2.4  将发动机处于熄火状态，连接好燃油箱温度传感器和加热装置。立即开始记录燃油

温度。 

B4.2.5  燃油可以人工加热至 289.0K (16.0℃)±1.0K 的起始温度。同时称量需要使用的收

集器质量。 

B4.2.6  燃油温度一达到 287.0K (14.0℃)时，立即盖上燃油箱盖，并堵上发动机排气管口。 

B4.2.7  燃油温度一达到 289.0K (16.0℃)±1.0K 时： 

a）在所有通大气口（如炭罐通大气口、空气滤清器入口等）上连接好已称重并记录下

质量的收集器； 

b）开始进行历时 60min±2min、温升 14.0K±0.5K 的线性加热过程。在加热过程中燃

油温度应符合下列公式，其误差应在±1.5K 以内： 

Tr = To+0.2333×t 

    式中： 

    Tr—要求温度，K； 

    To—初始温度，K； 

    t—从加热燃油箱开始所经历的时间，min。 

B4.2.8  当历时 60min±2min 燃油温度升高 14.0K±0.5K 时，拆下所有收集器并用封堵封死

其进出口管，收集器称重后放入干燥器中。记录终了温度 Tf及时间或试验所经历的时间。 

B4.2.9  切断加热电源。 

B4.2.10  试验车辆或发动机为下一步的运转循环试验作准备。从燃油箱呼吸损失（昼间换

气损失）试验结束到运转循环试验发动机起动，时间不超过 15min。 

B4.3  运转循环试验 

B4.3.1  打开发动机排气管口，起动发动机。 

B4.3.2  在发动机测功机或底盘测功机上，按 B4.1.2.4 设定的工况运转 40min，然后怠速

运行 3min 后, 关闭发动机。试验车辆或发动机为下一步的热浸损失测量作准备。 

B4.4 热浸损失测量 

B4.4.1 关闭发动机后，立即堵上发动机排气管口，在所有通大气口（如炭罐通大气口、空

气滤清器入口等）上连接好已称重并记录下质量的新收集器。 

B4.4.2 在发动机熄火后的 2min 内，开始 60min±0.5min 的热浸期。在 60min 的热浸期间内，

试验室的环境温度应不低于 296K(23℃)，且不高于 304K(31℃)。 

B4.4.3 完成 B4.4.2 条后，取下收集器，用封堵封死其进出口管，收集器称量质量后放入干

燥器中。并停止测量燃油温度。 

B4.5 至此，完成了蒸发排放的试验程序。 

B5. 计算 

B5.1  在 B4 描述的各项蒸发排放试验中，车辆的碳氢化合物排放量为燃油箱呼吸损失（昼

间换气损失）测量和热浸损失测量试验结果的代数和。 

B6. 控制装置的性能检查 

B6.1  生产厂在生产线终端可通过进行下列确认检查，检查蒸发污染物控制系统的生产一致

性。 

B6.2  泄漏试验 

B6.2.1  应堵上蒸发污染物控制装置通向大气的通气孔。 

B6.2.2  对燃油供给系统施加 4.0kPa±0.10kPa 的压力。 

B6.2.3  在燃油供给系统压力稳定后，将压力源断开。 

B6.2.4  燃油供给系统压力源断开后，5min 内压力降低不大于 0.5kPa。 

B6.3  通气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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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3.1  应堵上蒸发污染物控制装置通向大气的通气孔。 

B6.3.2  对燃油供给系统施加 4.0kPa±0.10kPa 的压力。 

B6.3.3  在燃油供给系统压力稳定后，将压力源断开。 

B6.3.4  蒸发污染物控制装置到大气的通气孔恢复到产品原状态。 

B6.3.5  此时燃油供给系统的压力应在 0.5min～2min 内降到 1.0kPa 以下。 

B6.3.6  在制造厂的要求下，可以采用等效替代方法来证明其通气能力。在型式核准期间，

制造厂应向检测机构证明其特定的试验程序。 

B6.4  脱附试验 

B6.4.1  将可测量空气流量为 1.0L/min 的装置安装在脱附口处，并将容积足够大，对脱附

系统不会产生不良影响的压力容器通过开关阀接在脱附口处，或使用替代方法。 

B6.4.2  经主管部门同意后，制造厂可以自行选择使用流量计。 

B6.4.3  操作车辆，使得脱附系统中可能限制脱附作用的所有设计特点都被检查出来，并将

情况记录下来。 

B6.4.4  当发动机按 B6.4.3 说明的方式运转时，可用下述方法之一测出空气流量： 

B6.4.4.1  接通 B6.4.1 中测量装置的开关，观察大气压与在 1min 内流进蒸发污染物控制装

置 1.0L 空气时的压力水平间的压力降；或者 

B6.4.4.2  如果使用替代流量测量装置，应可以读到不少于 1.0L/min 的流量读数。 

B6.4.4.3  如果在型式核准期间，制造厂向检测机构提交了一个替代脱附试验程序并被接

受，在制造厂的要求下，可以采用该替代方法。 

 

 



GB 14763—2005 

17 

附录 C 

（标准的附录） 

活性炭罐老化试验规程 

C1 前言 

    本附录描述了两种活性炭罐老化试验的程序。可以选用其中任意一种进行炭罐的老化处

理。 

C2  用恒温汽油蒸气进行老化处理 

C2.1 卸下炭罐。注意不得损坏零部件和燃油系统的完整性。 
C2.2 称量活性炭罐质量； 

C2.3 如图 C1 所示，将活性炭罐连接到一个汽油蒸气发生器上，以 2.4L/min 的充气速率，

向活性炭罐充入 52℃±2℃的汽油蒸气，直至收集器增重 2g。 

C2.4 称量活性炭罐质量。 

C2.5 以温度为 24℃±3℃的干空气对活性炭罐进行脱附。脱附流量为 25L/min±2L/min，脱

附气体量为 600 倍活性炭容积。 

C2.6 称量活性炭罐质量。 

C2.7 重复 C2.2 到 C2.6 的步骤 6 次。 

C2.8 比较各循环中步骤 C2.6 测得的活性炭罐质量，当该值稳定在一定范围内时，如±2g，

可适当减少循环次数，但 少不得少于 3 次。 

C2.9 重新连接活性炭罐到发动机台架或车辆上，与发动机一起恢复至正常连接状态。 

 

图 C1 活性炭罐老化处理装置示意图 

1— 新鲜燃油容器，2—泵，3—蒸发器，4—使用后燃油容器，5—流量计， 

6—装置上通油箱接头，7—活性炭罐，8—收集器，9—天平 

 

C3  用加热汽油箱产生蒸气进行老化处理 

C3.1 卸下活性炭罐。注意不得损坏零部件和燃油系统的完整性。 
C3.2 称量活性炭罐的重量。 
C3.3 将活性炭罐连接到一个与试验车辆使用的油箱完全一致的燃油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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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4 油箱中加入燃油温度在 283 K—287 K（10℃—14℃）之间的燃料，加入量为其标称容

积的 40%。 
C3.5 将油箱从 288K(15℃)加热至 318K(45℃)（每 9 分钟升高 1℃）。 
C3.6 如果温度升高至 318K(45℃)之前，活性炭罐达到了吸附临界点，应切断热源。然后称

量炭罐。如果温度升高至 318K(45℃)后，活性炭罐还没有达到吸附临界点，应重复从 C3.3

—C3.6 的程序，直至出现了临界点。然后称量炭罐。 
C3.7 用室温的干空气以 25±5L/min的流量脱附活性炭罐，脱附气体量为 600倍活性炭容积。 
C3.8 称量活性炭罐的重量。 
C3.9 重复 C3.4 至 C3.8 的步骤 9 次。当活性炭罐脱附后的重量稳定在一定范围内时，如±

2g，则可以提前中止老化试验。但 少不得少于 3 次。 
C3.10 重新连接活性炭罐到发动机台架或车辆上，与发动机一起恢复至正常连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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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标准的附录） 

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试验数据记录表格 

试验序号：____________试验室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试验日

期:______________ 

试 验 室 大 气 温 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 验 室 大 气 压

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车 辆 制 造 厂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型 号 ： _______________ 出 厂 日 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总质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里程：______________________燃油牌号: 

_________________ 

发动机制造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型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发动机号：

__________ 

缸 数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排 量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 厂 日 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化 油 器 或 汽 油 喷 射 系 统 制 造 厂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型 号 ：

___________________腔数：____ 

空 气 滤 清 器 制 造 厂 ： _____________________ 型 式 ： ____________ 进 气 方 式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油箱位置和型式：_____________________油箱容积：___________油箱通风系统：

____________________ 

化油器通风系统: ______________汽油泵型式：________________汽油滤清器型式：

_________________ 

收 集 方 法 ( 说 明 收 集 的 位 置 等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昼间换气损失 热浸损失 

日期   

 时间 环境 油箱 时间 环境 油箱 

开始       

油箱燃油温

度 

结束       

 炭罐 空滤器 其它 炭罐 空滤器 其它 

收集器号       

净质量       

结束时质

量 

      
收集器质量 

蒸发量       

总蒸发排放量： 

试验负责人:                   试验记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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