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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１１５６７．１—２００１《汽车和挂车侧面防护要求》和ＧＢ１１５６７．２—２００１《汽车和挂车后下

部防护要求》。

与ＧＢ１１５６７．１—２００１和ＧＢ１１５６７．２—２００１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差异如下：

———标准名称修改为《汽车及挂车侧面和后下部防护要求》；

———修改了“无防御行人”“侧面防护装置”“后下部防护装置”的定义（见３．１、３．２、３．３，２００１年版的

２．１和２．２）；

———增加了侧面防护装置具有不同的安装位置的技术要求（见４．６和６．１３）；

———增加了中置轴挂车的侧面防护装置要求（见５．２．１和６．４．１）；

———增加了双转向轴车辆的侧面防护装置要求（见５．４和６．６）；

———删除了可伸缩式挂车的侧面防护装置要求；

———修改了横向构件截面高度的要求（见７．１和９．４，２００１年版的３．１和５．４）；

———增加了道路运输液体危险货物罐式车辆的后下部防护装置最大水平变形量要求（见７．３和９．６）；

———增加了后部安装尾板的车辆技术要求（见７．４和９．８）；

———修改了后下部防护装置的下边缘离地高度为不大于５００ｍｍ（见８．１和９．１，２００１年版的４．１．２

和５．１．２）；

———增加了道路运输液体危险货物罐式车辆的后下部防护装置安装位置要求（见８．３和９．２）；

———增加了同一型式的规定（见第１０章）；

———增加了标准实施的过渡期要求（见第１１章）；

———增加了侧面防护装置试验条件（见附录Ａ）；

———修改了三点加载的试验载荷（见附录Ｂ．３．２．２，２００１年版的附录Ａ．３．２．２）；

———修改了后下部防护装置的加载程序（见附录Ｂ．３．３，２００１年版的附录Ａ．３．３）；

———增加了后下部防护装置施力点的更换（见附录Ｂ．３．４）。

本标准由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１４）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国家质检

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

司、汉阳专用汽车研究所、中机车辆司法鉴定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孙振东、赵建红、孙昌旺、张明君、张尚娇、李玉刚、唐小华、高玉广、李中立、

李少东、肖凌云、胡文浩、许恩永、毛亮、覃祯员、胡俊宇、王维、陈强、马圣龙、徐伟刚、刘丽亚、孙磊。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１１５６７—１９８９、ＧＢ１１５６７—１９９４；

———ＧＢ１１５６７．１—２００１；

———ＧＢ１１５６７．２—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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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及挂车侧面和后下部防护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及挂车侧面和后下部防护装置的技术要求及车辆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Ｎ２、Ｎ３、Ｏ３ 和Ｏ４ 类车辆。

本标准不适用于半挂牵引车；也不适用于为了专门目的设计和制造的、由于客观原因而无法安装侧

面防护装置和后下部防护装置的车辆。后下部防护要求不适用于为搬运无法分段的长货物而专门设计

和制造的特殊用途车辆（如运输木材等货物的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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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３７３０．２　道路车辆　质量　词汇和代码

ＧＢ／Ｔ１５０８９　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３７３０．２和ＧＢ／Ｔ１５０８９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未受保护的道路使用者　狌狀狆狉狅狋犲犮狋犲犱狉狅犪犱狌狊犲狉狊

在使用道路时可能跌入车辆侧面而被卷入车轮下的行人、骑自行车或骑摩托车的人。

３．２　

侧面防护装置　犾犪狋犲狉犪犾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犱犲狏犻犮犲

由纵向部件和连接结构件组成，并且固定在底盘的侧面部件上或车辆其他结构件上的装置，用于避

免未受保护的道路使用者跌入车辆侧面而被卷入车轮下；车辆的某些部分可以被用作侧面防护装置。

３．３　

后下部防护装置　狉犲犪狉狌狀犱犲狉狉狌狀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犱犲狏犻犮犲

由横向构件和连接结构件组成，并且固定在底盘部件上或车辆其他结构件上的装置。

３．４　

后下部防护　狉犲犪狉狌狀犱犲狉狉狌狀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

后下部防护指专门的后下部防护装置或者依靠自身的外形与特性能够具有全部或部分后下部防护

装置功能的车辆的车体、车架部件或其他部件。

４　侧面防护装置的技术要求

４．１　侧面防护装置应按照附录Ａ．１所规定的试验条件进行测量。侧面防护装置的外表面应光滑，并尽

可能前后连续；相邻部件允许搭接，但搭接的外露边缘应向后或向下；相邻部件应沿纵向留出不大于

２５ｍｍ的间隙，但后部不能超出前部的外侧。螺栓和铆钉的圆头允许凸出外表面不大于１０ｍｍ，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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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只要其光滑并有类似的圆头结构，也可凸出外表面不大于１０ｍｍ。由直径１００ｍｍ的球体接触到

的外露的棱边和棱角应倒圆，其圆角半径应不小于２．５ｍｍ；凸出小于５ｍｍ的部件，其朝外表面边缘应

钝化。

４．２　侧面防护装置可以是一个连续平面，或由一根或多根横杆构成，或者是平面与横杆的组合体；当采

用横杆结构时，横杆间距应不大于３００ｍｍ，且截面高度：

ａ）　Ｎ２ 和Ｏ３ 类车辆应不小于５０ｍｍ；

ｂ）　Ｎ３ 和Ｏ４ 类车辆应不小于１００ｍｍ。

平面和横杆的组合结构应形成一个实际连续的侧面防护装置，并符合４．１的规定。

４．３　侧面防护装置的前缘应具有一个连续的、贯穿其整个高度的垂直构件。对于Ｎ２ 和Ｏ３ 类车辆，垂

直构件的外侧面和前端面至少向后５０ｍｍ、向内弯曲１００ｍｍ，或最小半径是５０ｍｍ，至少四分之一圆

弧；对于Ｎ３ 和Ｏ４ 类车辆，该垂直构件的外侧面和前端面至少向后１００ｍｍ、向内弯曲１００ｍｍ，或最小

半径是１００ｍｍ，至少四分之一圆弧（如图１所示）。

单位为毫米

图１　垂直构件要求示意图

４．４　侧面防护装置应具有一定的刚度，固定牢固（不因振动而松动），除４．５中所述零部件外，应采用金

属或其他适当材料制造。当用直径２２０ｍｍ±１０ｍｍ的圆形平压头施以１ｋＮ的静压力垂直作用于该

装置外表面的各部分时，其因受力而产生的变形应符合下述要求：

ａ）　侧面防护装置在最后２５０ｍｍ段的变形量不大于３０ｍｍ；

ｂ）　其余部分变形量不大于１５０ｍｍ。

４．５　永久固定安装在车辆上的各种设施，如备胎、蓄电池架、储气筒、燃油箱、灯具、反射器、工具箱等可

以作为侧面防护装置的一部分，作为侧面防护装置的一部分时但其尺寸应符合第４章的要求。侧面防

护装置与永久固定安装设施的间隙应符合４．１的要求。

４．６　侧面防护装置在车辆侧面允许被设计成具有不同的安装位置。此时，应具有可靠的方法以保证其

安装后处于正常工作位置上而不会被随意移动，当调整其安装位置时需要施加的力应不超过４００Ｎ。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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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装有侧面防护装置的车辆技术要求

５．１　试验车辆应按照附录Ａ．２所规定的试验条件进行测量。侧面防护装置不应增加车辆的总宽，其外

表面的主要部分应位于车辆最外沿（最大宽度）以内不大于１５０ｍｍ的位置。侧面防护装置的最后段至

少有２５０ｍｍ不应位于后轮胎最外侧（不包括轮胎接触地面胀出的部分）向内大于３０ｍｍ的位置。对

于某些车辆，侧面防护装置的前缘允许按５．２．３和５．２．４向内弯曲。

５．２　侧面防护装置前缘的结构要求

５．２．１　前缘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对于Ｎ２ 和Ｎ３ 类汽车：前缘应处在最靠近它的轮胎周向切面之后３００ｍｍ的范围之内，该切

面是与车辆纵向平面垂直的铅垂面。

ｂ）　对于牵引杆挂车：前缘应处在５．２．１ａ）所述平面之后５００ｍｍ范围之内。

ｃ）　对于半挂车：若安装有支承装置，则前缘位于支承装置的中心横截面之后不大于２５０ｍｍ处。

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前缘到牵引主销位于最后位置时的中心横截面之间的距离不大于

２７００ｍｍ。

ｄ）　对于中置轴挂车：前缘应位于第一轴中心横截面前面区域，但不能超过车身的前端，以确保挂

车正常的机动性。

５．２．２　当侧面防护装置的前缘位于超过２５ｍｍ的开阔空间时，侧面防护装置的前缘应具有一个连续

的、贯穿其整个高度的垂直构件；对于 Ｎ２ 和 Ｏ３ 类车辆，该垂直构件的外侧面和前端面至少向后

５０ｍｍ、向内弯曲１００ｍｍ，或最小半径是５０ｍｍ，至少四分之一圆弧；对于Ｎ３ 和Ｏ４ 类车辆，该垂直构

件的外侧面和前端面至少向后１００ｍｍ、向内弯曲１００ｍｍ，或最小半径是１００ｍｍ，至少四分之一圆弧。

５．２．３　对于Ｎ２ 和Ｎ３ 类汽车，若５．２．１ａ）中所述的３００ｍｍ尺寸落在驾驶室区域，则前缘与驾驶室围板

的间隙不大于１００ｍｍ，若有必要，应向内弯成一个不大于４５°的角度。此时，５．２．２的要求不适用。

５．２．４　对于Ｎ２ 和Ｎ３ 类汽车，若５．２．１ａ）中所述的３００ｍｍ尺寸落在驾驶室以后，并且前缘与驾驶室围

板的间隙不大于１００ｍｍ，可以符合５．２．３的规定。

５．３　侧面防护装置的后缘应处在最靠近它的轮胎周向切面之前３００ｍｍ的范围之内，该切面是与车辆

纵向平面垂直的铅垂面；后缘可不要求安装连续的垂直构件。

５．４　５．２和５．３的规定是独立的，不能组合。但是对于具有双转向轴的车辆，如果双转向轴的轴距不大

于２１００ｍｍ，则在两轴间对侧面防护装置不作要求。

５．５　侧面防护装置前、后外伸出来的长度不应超过按４．４进行试验时的圆形平压头中心与（纵横）连接

件交叉点之间的距离（如图２所示）；当存在几个这样的距离时，不应超过其中的最大者。

５．６　在车辆空载状态下，侧面防护装置的下缘任何一点的离地高度不应大于５５０ｍｍ。

５．７　侧面防护装置的上缘与其上部的车辆构件相距应不大于３５０ｍｍ，该构件是指与切于轮胎外侧表

面（不包括轮胎接触地面胀出的部分）的铅垂平面交割或接触的零部件。下述情况除外：

ａ）　当５．７中所述平面没有与车辆构件相交，则装置的上缘应与载货平台的平面持平或距离地面

至少９５０ｍｍ（取两者较小值）；

ｂ）　当与５．７中所述平面相交的车辆构件距离地面超过１３００ｍｍ，则装置上缘的离地高度不应小

于９５０ｍｍ；

ｃ）　针对集装箱运输或车厢可拆卸式结构专门设计制造的车辆，侧面防护装置的上缘允许按５．７ａ）

和５．７ｂ）确定，将集装箱和可拆卸式车厢视为车辆构件；

ｄ）　配备了用于装载、卸载或其他操作的起重机的车辆上，具有永久安装的用于控制起重机的驾

驶室或操作平台，侧面防护装置的上边缘可以根据５．７ａ）和５．７ｂ）确定，驾驶室或操作平台被认

为是载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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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侧面防护装置前后外伸的示意图

注：第５章内容仅适用于装有符合第４章规定的侧面防护装置的车辆。

５．８　侧面防护装置应牢固地固定，且不能由于车辆正常使用产生的振动而松脱。

５．９　永久固定安装在车辆上的各种设施，如备胎、蓄电池架、储气筒、燃油箱、灯具、反射器、工具箱等可

以作为侧面防护装置的一部分，但其尺寸应符合第５章的要求。侧面防护装置与固定安装设施的间隙

应符合４．１或６．２的要求。

５．１０　在侧面防护装置上不应安装及固定制动元件、气体或液体的管路。

５．１１　以下车辆类型应符合：

ａ）　对于罐式汽车，即具有固定安装于车辆的封闭罐体，并备有用于装卸的软管或管路接口，为运

输液态物料而专门设计的车辆，侧面防护装置除因操作功能而无法符合规定的情况外，其他应

符合第５章的要求；

ｂ）　对于车辆设计在装载、卸载或其他操作过程中，安装有伸缩支承装置用于提供附加稳定性的

车辆，允许侧面防护装置留出供支承装置伸出的相应空间；

ｃ）　对于安装有绳缆固定装置，具备卷扬输送功能的车辆，侧面防护装置允许留有供绳缆通过并拉

紧的空隙；

ｄ）　对于安装了用于装载、卸载或其他操作的起重机的车辆，应尽可能安装符合第６章要求的侧面

防护装置；如果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起重机的运转或装载使得不能安装侧面防护装置，则可以

不需要符合第６章的要求。

６　具有侧面防护装置的车辆技术要求

６．１　具有侧面防护装置的车辆应按照Ａ．２所规定的试验条件进行测量。侧面防护装置不应增加车辆

的总宽，其外表面的主要部分位于车辆最外沿（最大宽度）以内不大于１５０ｍｍ的位置。侧面防护装置

最后段至少有２５０ｍｍ不应位于后轮胎最外侧（不包括轮胎接触地面胀出的部分）向内大于３０ｍｍ的

位置。对于Ｎ２ 和Ｎ３ 类汽车，侧面防护装置的前缘允许按６．４．３和６．４．４向内弯曲。

６．２　侧面防护装置的外表面应光滑，并尽可能前后连续；相邻部件允许搭接，但搭接的外露边缘应向后

或向下；相邻部件可沿纵向留出不大于２５ｍｍ的间隙，但后部不能超出前部的外侧。螺栓和铆钉的圆

头允许凸出外表面不大于１０ｍｍ，其他零件只要其光滑并有类似的圆头结构，也可凸出外表面不大于

１０ｍｍ。由直径１００ｍｍ的球体接触到的外露的棱边和棱角应倒圆，其圆角半径不小于２．５ｍｍ；凸出

小于５ｍｍ的部件，其朝外表面边缘应钝化。

６．３　侧面防护装置可以是一个连续平面，或由一根或多根横杆构成，或者是平面与横杆的组合体；当采

用横杆结构时，横杆间距不大于３００ｍｍ，且截面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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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Ｎ２ 和Ｏ３ 类车辆不小于５０ｍｍ；

ｂ）　Ｎ３ 和Ｏ４ 类车辆不小于１００ｍｍ。

平面和横杆的组合结构应形成一个实际连续的侧面防护装置，应符合６．２的规定。

６．４　侧面防护装置前缘的结构要求如下：

ａ）　前缘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对于Ｎ２ 和Ｎ３ 类汽车：前缘应处在最靠近它的轮胎周向切面之后３００ｍｍ的范围之内，

该切面是与车辆纵向平面垂直的铅垂面。

２）　对于牵引杆挂车：前缘应处在６．４ａ）１）所述平面之后５００ｍｍ范围之内。

３）　对于半挂车：若安装有支承装置，则前缘位于支承装置的中心横截面之后不大于２５０ｍｍ

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前缘到牵引主销位于最后位置时的中心横截面之间的距离不大于

２７００ｍｍ。

４）　对于中置轴挂车：前缘应位于第一轴中心横截面前面区域，但不能超过车身的前端，以确

保挂车正常的机动性。

ｂ）　当侧面防护装置的前缘位于超过２５ｍｍ的开阔空间时，侧面防护装置的前缘应具有一个连续

的、贯穿其整个高度的垂直构件；对于Ｎ２ 和Ｏ３ 类车辆，该垂直构件的外侧面和前端面至少向

后５０ｍｍ、向内弯曲１００ｍｍ，或最小半径是５０ｍｍ，至少四分之一圆弧；对于Ｎ３ 和Ｏ４ 类车

辆，该垂直构件的外侧面和前端面至少向后１００ｍｍ、向内弯曲１００ｍｍ，或最小半径是

１００ｍｍ，至少四分之一圆弧。

ｃ）　对于Ｎ２ 和Ｎ３ 类汽车，若６．４ａ）１）中所述的３００ｍｍ尺寸落在驾驶室区域，则前缘与驾驶室围

板的间隙不大于１００ｍｍ，若有必要，应向内弯成一个不大于４５°的角度。此时，６．４ｂ）的要求

不适用。

ｄ）　对于Ｎ２ 和Ｎ３ 类汽车，若６．４ａ）１）中所述的３００ｍｍ尺寸落在驾驶室以后，并且侧面防护装置

的前缘向前延伸，进入到驾驶室区域，则前缘与驾驶室围板的间隙不大于１００ｍｍ，可以符合

６．４．３的规定。

６．５　侧面防护装置的后缘应处在最靠近它的轮胎周向切面之前３００ｍｍ的范围之内，该切面是与车辆

纵向平面垂直的铅垂面；后缘可不要求安装连续的垂直构件。

６．６　６．４和６．５的规定是独立的，不能组合。但是对于具有双转向轴的车辆，如果双转向轴的轴距不大

于２１００ｍｍ，则在两轴间对侧面防护装置不作要求。

６．７　侧面防护装置前、后外伸出来的长度不应超过按６．１０进行试验时的圆形平压头中心与（纵横）连

接件交叉点之间的距离（如图２所示）；当存在几个这样的距离时，不应超过其中的最大者。

６．８　在车辆空载状态下，侧面防护装置的下缘任何一点的离地高度不应大于５５０ｍｍ。

６．９　侧面防护装置的上缘与其上部的车辆构件相距应不大于３５０ｍｍ，该构件是指与切于轮胎外侧表

面（不包括轮胎接触地面胀出的部分）的铅垂平面交割或接触的零部件。下述情况除外：

ａ）　当６．９中所述平面没有与车辆构件相交，则装置的上缘应与载货平台的平面持平或距离地面

至少９５０ｍｍ（取两者较小值）；

ｂ）　当与６．９中所述平面相交的车辆构件距离地面超过１３００ｍｍ，则装置上缘的离地高度不应小

于９５０ｍｍ；

ｃ）　针对集装箱运输或车厢可拆卸式结构专门设计制造的车辆，侧面防护装置的上缘允许按上述

６．９ａ）和６．９ｂ）确定，将集装箱和可拆卸式车厢视为车辆构件；

ｄ）　配备了用于装载、卸载或其他操作的起重机的车辆上，具有永久安装的用于控制起重机的驾

驶室或操作平台，侧面防护装置的上边缘可以根据６．９ａ）和６．９ｂ）确定，驾驶室或操作平台被认

为是载货平台。

６．１０　侧面防护装置应具有一定的刚度，固定牢固（不因振动而松动），除６．１１中所述零部件外，应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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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或其他适当材料制造。当用直径２２０ｍｍ±１０ｍｍ的圆形平压头施以１ｋＮ的静压力垂直作用于

该装置外表面的各部分时，其因受力而产生的变形应符合下述要求：

ａ）　侧面防护装置在最后２５０ｍｍ段的变形量不大于３０ｍｍ；

ｂ）　其余部分变形量不大于１５０ｍｍ。

６．１１　永久固定安装在车辆上的各种设施，如备胎、蓄电池架、储气筒、燃油箱、灯具、反射器、工具箱等

可以作为侧面防护装置的一部分，但其尺寸应符合第６章的要求。侧面防护装置与永久固定安装设施

的间隙应符合６．２的要求。

６．１２　在侧面防护装置上不应安装及固定制动元件、气体或液体的管路。

６．１３　侧面防护装置在车辆侧面允许被设计成具有不同的安装位置。此时，应具有可靠的方法以保证

其安装后处于正常工作位置上而不会被随意移动，当调整其安装位置时需要施加的力不超过４００Ｎ。

６．１４　以下车辆类型应符合：

ａ）　对于罐式汽车，即具有固定安装于车辆的封闭罐体，并备有用于装卸的软管或管路接口，为运

输液态物料而专门设计的车辆，侧面防护装置除因操作功能而无法符合规定的情况外，其他应

符合第６章的要求；

ｂ）　对于车辆设计在装载、卸载或其他操作过程中，安装有伸缩支承装置用于提供附加稳定性的

车辆，允许侧面防护装置留出供支承装置伸出的相应空间；

ｃ）　对于安装有绳缆固定装置，具备卷扬输送功能的车辆，侧面防护装置允许留有供绳缆通过并拉

紧的空隙；

ｄ）　对于安装了用于装载、卸载或其他操作的起重机的车辆，不可能符合第６章的所有要求时，为

保证起重机运转或装载，必要时侧面防护装置可以布置额外的间隙。

６．１５　如果车辆侧面的设计和／或装备的部件的形状和特性能够共同符合第６章的要求，则可以代替侧

面防护装置。

７　后下部防护装置的技术要求

７．１　后下部防护装置的横向构件的两端不应弯向车辆后方且不应有尖锐的外侧边缘。横向构件的外

侧端应倒圆，其圆角半径不小于２．５ｍｍ；横向构件的截面高度，对于Ｎ２、Ｏ３ 类车辆不小于１００ｍｍ，对

于Ｎ３、Ｏ４ 类车辆不小于１２０ｍｍ。

７．２　后下部防护装置在车辆后部可以被设计成具有不同的安装位置。此时，应具有可靠的方法以保证

其安装后在安装位置上不会随意被移动，当调整其安装位置时需要施加的力不超过４００Ｎ。

７．３　后下部防护装置对追尾碰撞的车辆在平行于车辆纵轴的方向应具有足够的阻挡能力，以防止发生

钻入碰撞。该阻挡能力应按照ａ）的静态加载试验或ｂ）的移动壁障碰撞试验进行考核。

ａ）　按附录Ｂ的规定进行试验，在指定的试验载荷加载过程中和试验后，记录可观测到的后下部

防护装置的最大水平变形量，对于安装在道路运输液体危险货物罐式车辆上的后下部防护装

置的最大水平变形量应不大于１５０ｍｍ。

ｂ）　按附录Ｃ的规定进行试验，在碰撞过程中可观测到的移动壁障的钻入量、最大减速度值及碰

撞后的反弹速度应做记录，对于安装在道路运输液体危险货物罐式车辆上的后下部防护装置

其最大钻入量应不大于１５０ｍｍ；同时后下部防护装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１）　在附录Ｃ中指定的碰撞过程中，后下部防护装置可以变形、开裂，但是不应整体脱落。

　　２）　在附录Ｃ中指定的碰撞过程中，后下部防护装置应能够吸收碰撞能量以缓和冲击。要求

移动壁障的最大减速度不大于４０犵，反弹速度不大于２ｍ／ｓ。

７．４　对于在后部安装尾板的车辆，后下部防护装置可以被中断。在这种情况下，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当提升设备工作时穿过中断并此中断不可避免时，后下部防护装置部件和尾板部件的最大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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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间隙不超过２５ｍｍ。

ｂ）　后下部防护装置的各独立零件，包括外部的举升机械装置，其有效表面积至少为３５０００ｍｍ
２。

但对于宽度小于２０００ｍｍ和无法符合上述有效表面积要求的车辆，在符合７．３的条件下，有

效面积可以减少。

８　装有后下部防护装置的车辆技术要求

８．１　在车辆空载状态下，车辆在其全部宽度范围内的后下部防护装置的下边缘离地高度不大于

５００ｍｍ。按照７．３ａ）进行试验时的加载点离地高度：对于Ｎ２、Ｏ３ 类车辆不超过５５０ｍｍ，对于Ｎ３、Ｏ４

类车辆不超过５６０ｍｍ。

８．２　后下部防护装置的宽度不可大于车辆后轴两侧车轮最外点之间的距离（不包括轮胎的变形量），并

且后下部防护装置任一端的最外缘与这一侧车辆后轴车轮最外端的横向水平距离不大于１００ｍｍ。如

果车辆有两个以上的后轴，应以最宽的后轴为准。另外，按照７．３ａ）进行试验时的加载点与车辆后轴最

外端的距离应符合Ｂ．３．１．３的要求，并予以记录。

８．３　后下部防护装置的后部与车辆最后端（包括尾板）的纵向水平距离与按照７．３ａ）［或７．３ｂ）］的规定

所测量获得的最大水平变形量（或钻入量）之和不超过４００ｍｍ；道路运输液体危险货物罐式车辆的后

下部防护装置应位于车辆最后端。在测量该距离时，处于空载状态下的车辆上高于地面２ｍ的任何部

分除外。

８．４　车辆最大设计总质量不应超过按照第７章规定进行试验的后下部防护装置所标明的预计安装车

辆的最大设计总质量，但对于所标明的预计安装车辆最大设计总质量不小于２×１０４ｋｇ的车辆除外。

注：第８章内容仅适用于装有符合第７章规定的后下部防护装置的车辆。

９　具有后下部防护的车辆技术要求

９．１　在车辆空载状态下，车辆在其全部宽度范围内的后下部防护的下边缘离地高度不大于５００ｍｍ。

９．２　后下部防护应尽可能位于靠近车辆后部的位置。道路运输液体危险货物罐式车辆的后下部防护

应位于车辆最后端。

９．３　后下部防护的宽度不可大于车辆后轴两侧车轮最外点之间的距离（不包括轮胎的变形量），并且后

下部防护任一端的最外缘与这一侧车辆后轴车轮最外端的横向水平距离不大于１００ｍｍ。如果车辆有

两个以上的后轴，应以最宽的后轴为准。当装置属于车体或车体同时也是装置的一部分时，如果车体超

出后轴宽度，则允许后下部防护超出后轴宽度。

９．４　后下部防护的横向构件的两端不应弯向车辆后方且不应有尖锐的外侧边缘。横向构件的外侧端

应倒圆，其圆角半径不小于２．５ｍｍ；横向构件的截面高度，对于 Ｎ２、Ｏ３ 类车辆不小于１００ｍｍ，对于

Ｎ３、Ｏ４ 类车辆不小于１２０ｍｍ。

９．５　后下部防护在车辆后部可以被设计为具有不同的安装位置。此时，应具有可靠的方法以保证其安

装后在安装位置上不会随意被移动。当调整其安装位置时需要施加的力不超过４００Ｎ。

９．６　后下部防护在工作位置上均应与车架或其他类似部件相连接，后下部防护对追尾碰撞的车辆在平

行于车辆纵轴的方向应具有足够的阻挡能力，以防止发生钻入碰撞。该阻挡能力应按照ａ）的静态加载

试验或ｂ）的移动壁障碰撞试验进行考核。

ａ）　按附录Ｂ的规定进行试验，在指定的试验载荷加载过程中和试验后，记录可观测到的后下部

防护的最大水平变形量，对于安装在道路运输液体危险货物罐式车辆上的后下部防护的最大

水平变形量应不大于１５０ｍｍ。

ｂ）　按附录Ｃ的规定进行试验，在碰撞过程中可观测到的移动壁障的钻入量、最大减速度值及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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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后的反弹速度应做记录，对于安装在道路运输液体危险货物罐式车辆上的后下部防护装置

其最大钻入量应不大于１５０ｍｍ；同时后下部防护应符合以下要求：

１）　在附录Ｃ中指定的碰撞过程中，后下部防护可以变形、开裂，但是不应整体脱落。

２）　在附录Ｃ中指定的碰撞过程中，后下部防护应能够吸收碰撞能量以缓和冲击。要求移动

壁障的最大减速度不大于４０犵，反弹速度不大于２ｍ／ｓ。

９．７　后下部防护装置的后部与车辆最后端（包括尾板）的纵向水平距离与按照９．６ａ）［或９．６ｂ）］的规定

所测量获得的最大水平变形量（或钻入量）之和不超过４００ｍｍ；在测量该距离时，处于空载状态下的车

辆上高于地面２ｍ的任何部分除外。

９．８　对于在后部安装尾板的车辆，后下部防护可能被中断。在这种情况下，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当提升设备工作时穿过中断并此中断不可避免时，后下部防护部件和尾板部件的最大横向间

隙不超过２５ｍｍ。

ｂ）　后下部防护的各独立零件，包括外部的举升机械装置，其有效表面积至少为３５０００ｍｍ
２。但

对于宽度小于２０００ｍｍ和无法符合上述有效表面积要求的车辆，在符合９．７的条件下，有效

面积可以减少。

１０　同一型式的规定

１０．１　侧面防护装置的同一型式以及装有侧面防护装置的同一车型，是指在下列方面没有差异：

———侧面防护装置结构、尺寸（截面尺寸相同或增加）、材料相同；

———侧面防护装置安装到车辆上的连接件、连接方式和安装位置相同；

———车辆轴距相同或减少。

１０．２　后下部防护装置的同一型式以及装有后下部防护装置或后下部防护的同一车型，是指在下列方

面没有差异：

———后下部防护装置结构、尺寸（横向构件截面尺寸相同或增加）、材料相同；

———后下部防护装置安装到车辆上的连接件、连接方式相同；

———后下部防护装置的后部距车辆最后端距离相同或减小（道路运输液体危险货物罐式车辆除

外）；

———最大设计总质量小于２×１０４ｋｇ的车辆总质量相同或减少；

———车辆后轮外缘之间宽度相同或减少。

１１　标准实施的过渡期要求

１１．１　对于新申请型式批准的产品、车型，自标准实施之日起１年后开始执行。

１１．２　对于在生产的产品、车型，自标准实施之日起２年后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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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侧面防护装置试验条件

犃．１　侧面防护装置的试验条件

犃．１．１　应制造商的要求，可以选择以下方式之一进行试验：

ａ）　在预计安装侧面防护装置的车辆上进行；

ｂ）　在预计安装侧面防护装置的车辆底盘部分部件上进行，车辆底盘部分部件应代表该车辆

型式；

ｃ）　在刚性试验台架上进行。

犃．１．２　在按照Ａ．１．１ｂ）和Ａ．１．１ｃ）进行试验时，用于连接侧面防护装置和车辆底盘部分部件或刚性试验

台的连接件应与实际用来将侧面防护装置安装到车辆上的连接件相同。

犃．２　车辆试验条件

犃．２．１　车辆应处于空载状态，置于水平、平坦、刚性、平滑的平面上。

犃．２．２　前轮应处于直线行驶位置。

犃．２．３　轮胎应充气到车辆制造商所推荐的压力。

犃．２．４　为了达到４．４和６．１０所规定的试验载荷，应按照车辆制造商指定的方式固定车辆。

犃．２．５　装有气液悬架、液压或空气悬架或具有根据负载自动平衡装置的车辆，应处于车辆制造商规定

的正常运行的空载状态下。

犃．２．６　半挂车应处于使装载面基本水平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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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后下部防护装置静态加载试验条件与程序

犅．１　后下部防护装置的试验条件

犅．１．１　可以选择以下方式之一进行试验：

ａ）　在预计安装后下部防护装置的车辆上进行；

ｂ）　在预计安装后下部防护装置的车辆底盘部分部件上进行，车辆底盘部分部件应代表该车辆

型式；

ｃ）　在刚性试验台架上进行。

犅．１．２　在按照Ｂ．１．１中ｂ）和ｃ）进行试验时，用于连接后下部防护装置和车辆底盘部分部件或刚性试验

台的连接件应与实际用来将后下部防护装置安装到车辆上的连接件相同。

犅．２　车辆试验条件

犅．２．１　车辆应处于空载状态，置于水平、平坦、刚性、平滑的平面上。

犅．２．２　前轮应处于直线行驶位置。

犅．２．３　轮胎应充气到车辆制造商所推荐的压力。

犅．２．４　为了达到Ｂ．３．２所规定的试验载荷，应按照车辆制造商指定的方式固定车辆。

犅．２．５　装有气液悬架、液压或空气悬架或具有根据负载自动平衡装置的车辆，应处于车辆制造商规定

的正常运行的空载状态。

犅．３　试验程序

犅．３．１　加载点的位置

犅．３．１．１　概述

按照７．３ａ）和９．６ａ）的要求应通过使用适当的试验设备进行检验。试验载荷通过图Ｂ．１所示的加载

装置将规定的载荷施加到后下部防护装置上，该加载装置的加载面高度不大于２５０ｍｍ（具体高度由制

造商确定），宽度为２００ｍｍ，加载面与其他侧面的倒角半径为５ｍｍ±１ｍｍ。按照Ｂ．３．２．１和Ｂ．３．２．２

所规定的试验载荷进行分别和连续加载时，加载装置的加载面中心离地高应位于后下部防护装置水平

轮廓线以内并由制造商指定，而且对于Ｎ２、Ｏ３ 类车辆在空载状态下，载荷作用点离地面的高度不超过

５５０ｍｍ，对于Ｎ３、Ｏ４ 类车辆在空载状态下，载荷作用点离地面的高度不超过５６０ｍｍ，如图Ｂ．２所示。

犅．３．１．２　两点加载

两个作用点之间的距离在７００ｍｍ～１０００ｍｍ之间，且两个作用点应相对于后下部防护装置纵向

中心线或车辆纵向中心线对称，作用点的具体位置由制造商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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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犅．１　加载装置示意图

图犅．２　加载点位置示意图

犅．３．１．３　三点加载

在按照Ｂ．１．１ａ）或ｂ）进行试验时，左右两边外侧两个作用点，分别距离车辆后轴轮胎的最外端相切

并且平行于车辆纵向中心线的垂直平面３００ｍｍ±２５ｍｍ，如果车辆有两个以上的后轴，车辆后轴轮胎

的最外端应以距离车辆纵向中心面最远的点（不包括轮胎的变形量）为准；第三个作用点位于上述两点

连线之间、并且处于车辆中心垂直平面上。在按照Ｂ．１．１ｃ）进行试验时，左右两边外侧两个作用点的具

体位置由制造商给定；第三个作用点位于上述两点连线之间、并且处于后下部防护装置中心垂直平

面上。

犅．３．２　试验载荷

犅．３．２．１　两点加载时，每点加载力为１００ｋＮ或者相当于车辆最大设计总质量的５０％的水平载荷（取两

者较小值），分别持续作用于图Ｂ．２所示的左侧加载点或右侧加载点上。

犅．３．２．２　三点加载时，每点加载力为５０ｋＮ或相当于车辆最大设计总质量２５％的水平载荷（取两者较

小值），分别持续作用于图Ｂ．２所示的左侧加载点上或右侧加载点上，然后持续作用在车辆（或后下部防

护装置）纵向中心平面上的加载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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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３．３　加载程序

犅．３．３．１　试验顺次进行三点加载、两点加载。在试验过程中，使用同一试验样品。

犅．３．３．２　两点加载时与加载顺序无关。

犅．３．３．３　三点加载时，先进行两端加载点的加载试验，然后进行车辆纵向中心平面上的点的加载试验，

左右两端加载点与加载顺序无关。

犅．３．３．４　如果后下部防护装置以车辆纵向中心平面为轴对称，则两点加载和三点加载的两端加载点，

可以只测左右两侧中的一个点，此时两点加载、三点加载的加载点应位于同一侧。

犅．３．４　施力点的更换

如果Ｂ．３．１中所确定的加载点位于７．４或９．８中所述的后下部防护装置中断区域内，试验载荷应施

加到替换点，替换点位于：

———对于Ｂ．３．１．２的要求，在水平中心线上且最靠近施加力点的垂直边缘的５０ｍｍ内；

———对于Ｂ．３．１．３的要求，距车辆或后下部防护垂直中心线最远的各部件水平和垂直中心线交点，

这些点距车辆后轴轮胎的最外端相切并且平行于车辆纵向中心线的垂直平面的最大距离为

３２５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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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移动壁障追尾碰撞试验条件与程序

犆．１　概述

试验使用移动壁障撞击汽车及挂车后下部防护装置，考核后下部防护装置的：

ａ）　阻挡功能———防止追尾碰撞时钻入汽车及挂车下部；

ｂ）　缓冲吸能功能———缓和冲击，减轻对碰撞车辆车内乘员的伤害，改善碰撞相容性。

犆．２　移动壁障

移动壁障质量为１１００ｋｇ±２５ｋｇ，前端碰撞表面为刚性，宽１７００ｍｍ，高４００ｍｍ，离地间隙

２４０ｍｍ。在碰撞表面前面覆盖一层２０ｍｍ厚的优质胶合板。

犆．３　试验条件及试验准备

犆．３．１　试验场地

试验场地应足够大，以容纳跑道、固定壁障和试验所需的技术设备。在固定壁障前至少５ｍ的跑

道应水平、平坦和光滑。

犆．３．２　固定壁障

固定壁障由钢筋混凝土制成，前端宽度不小于３ｍ，高度不小于１．５ｍ。壁障厚度应保证其质量不

低于７×１０４ｋｇ。壁障前表面应铅垂，其法线与车辆直线行驶方向成０°夹角，壁障前表面应具有适当的

结构以便安装试件。

犆．３．３　试件准备

犆．３．３．１　从载货汽车的车架上取下一段车尾部结构，用于安装待试验的后下部防护装置。

犆．３．３．２　采用与实际相同的安装方式将防护装置固定在载货汽车的尾部结构上。

犆．３．３．３　按照载货汽车空载时的尺寸将制备好的试件用螺栓刚性地固定在固定壁障前端，后下部防护

装置的前表面与固定壁障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１０００ｍｍ，刚性的车尾部结构的下表面与地面的垂直距

离不小于８００ｍｍ（如果载货汽车空载时车尾部车架的下表面与地面的垂直距离小于８００ｍｍ，将其调

节到８００ｍｍ）。

犆．３．３．４　在试件和移动壁障上贴上易于高速摄影分析用的醒目的标志，作为钻入量、反弹速度测量的

测点和标尺。

犆．４　碰撞试验的实施

犆．４．１　移动壁障在碰撞瞬间应不再承受任何附加转向或驱动装置的作用。

犆．４．２　移动壁障到达后下部防护装置的路线的过程中，在横向任一方向偏离理论轨迹均不得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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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ｍｍ。

犆．４．３　在碰撞瞬间，移动壁障的速度应为３２
　０

－２ｋｍ／ｈ。如果试验在更高的速度下进行，并且后下部防

护装置满足要求，也认为试验合格。

犆．５　测量项目

犆．５．１　移动壁障碰撞车速的测量

在碰撞前１ｍ范围内测量移动壁障的运动速度。

犆．５．２　移动壁障钻入量的测量

使用不低于１０００幅／ｓ的高速摄影（像）机从正侧面拍摄碰撞过程，由图像分析测量碰撞过程中移

动壁障的钻入量。光学测量系统必须有确定碰撞零时刻的装置，以便确定钻入量测量的初始位置。

犆．５．３　移动壁障碰撞过程最大减速度值的测量

在移动壁障安装２个敏感轴向为水平纵向的加速度传感器，采用符合附录Ｄ的要求且ＣＦＣ为６０

的数据通道。

犆．５．４　移动壁障碰撞后反弹速度的测量

使用不低于１０００幅／ｓ的高速摄影（像）机从正侧面拍摄碰撞过程，由图像分析测量碰撞后移动壁

障的反弹车速。反弹车速的测量从最大钻入量位置为初始位置，测量反弹到约０．２ｍ位置的平均速度；

如果反弹距离小于０．２ｍ，反弹速度以０计，认为移动壁障的动能在碰撞过程中被后下部防护装置的塑

性变形能吸收，没有发生反弹。

４１

犌犅１１５６７—××××



附　录　犇

（规范性附录）

测试技术：仪器

犇．１　定义

犇．１．１

数据通道　犱犪狋犪犮犺犪狀狀犲犾

数据通道包括从传感器（或以某种特定方式结合在一起输出信号的复合传感器）到数据分析仪器

（可以分析数据的频率成分和幅值成分）的所有设备。

犇．１．２

传感器　狋狉犪狀狊犱狌犮犲狉

数据通道的第一环节，用来将被测的物理量转换成为其他的量（如电压），以便接后处理设备。

犇．１．３

通道的幅值等级　犮犺犪狀狀犲犾犪犿狆犾犻狋狌犱犲犮犾犪狊狊

犆犃犆

符合本附录规定的某些幅值特性的数据通道的表示方法。ＣＡＣ值在数值上等于测量范围的上限。

犇．１．４

特征频率　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犻犲狊

犉Ｈ、犉Ｌ、犉Ｎ 这些频率的定义如图Ｄ．１所示。

犇．１．５

通道的频率等级　犮犺犪狀狀犲犾狊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犮犾犪狊狊

犆犉犆

由某一数值表示，该值表明通道的频率响应位于图 Ｄ．１规定的限值内。ＣＦＣ值在数值上等于

犉Ｈ（Ｈｚ）值。

犇．１．６

灵敏度系数　狊犲狀狊犻狋犻狏犻狋狔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

在通道的频率等级内，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标定值拟合，所得直线的斜率即为灵敏度系数。

犇．１．７

数据通道的标定系数　犮犪犾犻犫狉犪狋犻狅狀犳犪犮狋狅狉狅犳犪犱犪狋犪犮犺犪狀狀犲犾

在对数坐标上，位于犉Ｌ 与犉Ｈ／２．５之间，用等间隔频率点的灵敏度系数的平均值表示。

犇．１．８

线性误差　犾犻狀犲犪狉犻狋狔犲狉狉狅狉

标定值与Ｄ．１．６定义的直线上对应读数之间的最大差值同通道幅值等级的比，用百分数表示。

犇．１．９

横向灵敏度　犮狉狅狊狊狊犲狀狊犻狋犻狏犻狋狔

当一个激励施加于与测量轴线垂直的传感器上时的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的比值。该值表示为主测

量轴横向灵敏度，以百分数表示。

犇．１．１０

相位滞后时间　狆犺犪狊犲犱犲犾犪狔狋犻犿犲

数据通道的相位滞后时间等于某正弦信号的相位滞后［用ｒａｄ（弧度）表示］除以该信号的角频率

［用ｒａｄ／ｓ（弧度／秒）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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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１．１１

环境　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

在给定的时刻，数据通道所处的外部条件与受到的影响的总称。

犇．２　性能要求

犇．２．１　线性误差

ＣＦＣ中任何频率下数据通道的线性误差的绝对值，在整个测量范围内，应等于或小于ＣＡＣ值的

２．５％。

犇．２．２　幅值对频率的关系

数据通道的频率响应应位于图Ｄ．１给定的限定曲线内。０ｄＢ线由标定系数确定。

犇．２．３　相位滞后时间

数据通道的输入与输出信号之间的相位滞后时间，在０．０３犉Ｈ 与犉Ｈ 之间，不应超过１／（１０犉Ｈ）ｓ。

犇．２．４　时间

犇．２．４．１　时基

时基应予记录并至少为１／１００ｓ，准确度为１％。

犇．２．４．２　相对时间延迟

两个或多个数据通道信号之间的相对时间延迟，不管何频率等级，应不超过１ｍｓ，除去因相位漂移

而产生的滞后。

信号混合在一起的两个或多个数据通道应具有相同的频率等级且相对时间延迟应不超过

１／（１０犉Ｈ）ｓ。

这一要求适用于模拟信号以及同步脉冲和数字信号。

犇．２．５　传感器横向灵敏度

传感器横向灵敏度在任何方向应不超过５％。

犇．２．６　标定

犇．２．６．１　概述

数据通道用可追朔到已知标准的基准设备进行标定，每年至少一次。与基准设备进行比较的方法

不应导致大于ＣＡＣ的１％的误差。基准设备的使用应限定在已标定的频率范围内。数据采集系统的

子系统可以单独标定，然后换算成总系统的精度。比如，可以用已知幅值的电信号模拟传感器的输出对

系统进行标定，而不需要传感器。

犇．２．６．２　用于标定的基准设备的精度

犇．２．６．２．１　静态标定

犇．２．６．２．１．１　加速度

误差应不超过通道幅值等级的±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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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２．６．２．１．２　力

误差应不超过通道幅值等级的±１％。

犇．２．６．２．１．３　位移

误差应不超过通道幅值等级的±１％。

犇．２．６．２．２　动态标定———加速度

基准加速度的误差表示成通道幅值等级的百分数，要求：

———４００Ｈｚ以下时不超过±１．５％；

———４００Ｈｚ～９００Ｈｚ之间不超过±２％；

———大于９００Ｈｚ时不超过±２．５％。

犇．２．６．２．３　时间

基准时间的相对误差应不超过１０－５。

犇．２．６．３　灵敏度系数和线性误差

测量数据通道的输出信号与已知变化幅值的输入信号的关系即可确定灵敏度系数和线性误差。数

据通道的标定应覆盖整个幅值等级。

对双向幅值通道，正值、负值均应标定。

如果标定设备不能产生要求的输入，标定应该在相应标准的限值内进行，限值应记录在测试报

告中。

在犉Ｌ 与犉Ｈ／２．５之间，整个数据通道应在有重要值的频率处或某一段频率范围内进行标定。

犇．２．６．４　频率响应的标定

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由数据通道的输出信号与已知输入信号的关系确定，输入信号在犉Ｌ 与１０倍

的ＣＦＣ或３０００Ｈｚ（取较小者）之间变化。

犇．２．７　环境影响

应进行定期检查以确定环境的影响（诸如电或磁通量等）。通常可以通过记录装备模拟传感器的备

用数据通道的输出来进行。如果输出信号过大，即应采取纠正措施，例如更换电线。

犇．２．８　数据采集通道的选择与确定

通过ＣＡＣ与ＣＦＣ确定数据通道。

ＣＡＣ应是１、２或５×１０犖，其中犖 为整数。

犇．３　传感器的安装

传感器应刚性固定以使其记录受振动的影响尽可能小。安装的谐振频率至少为数据通道所考虑的

犉Ｈ 频率的５倍。尤其是加速度传感器的安装应保证实际测量轴线相对于基准轴线的偏离角不得大于

５°，除非为分析安装的影响而采集数据。测量某一点的多轴向加速度时，每个加速度传感器轴线应距该

点１０ｍｍ内，每个加速度计的惯性质量中心应距该点３０ｍｍ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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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４　记录

犇．４．１　数字式磁带记录仪

带速应稳定，带速误差不超过使用带速的１０％。

犇．４．２　纸带式记录仪

在直接式数据记录情况下，纸带速度（以ｍｍ／ｓ表示）应至少为犉Ｈ 值（以Ｈｚ为单位）的１．５倍。在

其他情况下，纸带速度应保证获得相同的分辨率。

犇．５　数据处理

犇．５．１　滤波

在数据记录或处理过程中，都要进行相应于数据通道的频率等级的滤波。然而，在记录之前，应进

行比ＣＦＣ级别高的模拟滤波，以便使用记录仪至少５０％的频响范围，而且降低了记录仪器高频饱和或

导致数字处理过程中的频率混淆的危险。

犇．５．２　数字化

犇．５．２．１　采样频率

采样频率应至少等于８犉Ｈ。对于模拟记录仪，当记录和回放速度不同时，采样频率能被速比整除。

犇．５．２．２　幅值分辨率

数字长度至少为７位和一个符号位。

犇．６　试验结果的表示

试验结果应以Ａ４幅面纸给出。以图形表示的试验结果应有坐标轴，坐标轴采用相应于所选单位

的适当倍数的测量单位来定标（如１ｍｍ，２ｍｍ，５ｍｍ，１０ｍｍ，２０ｍｍ）。应使用标准国际单位制，但车

辆速度单位可以使用ｋｍ／ｈ，而碰撞加速度则可以用犵来表示，犵＝９．８１ｍ／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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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ＦＣ
犉Ｌ

Ｈｚ

犉Ｈ

Ｈｚ

犉Ｎ

Ｈｚ
Ｎ 对数坐标

１０００

６００

１８０

６０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１０００

６００

１８０

６０

１６５０

１０００

３００

１００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０．５

＋０．５

＋０．５

－９

－２４

∞

－３０

－１

－４

ｄＢ

ｄＢ

ｄＢ

ｄＢ／倍频程

ｄＢ／倍频程

ｄＢ

图犇．１　频率响应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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