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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修改采用国际无线电干扰特别委员会出版物CISPR 12:2009《车辆、船和内燃机 无线电骚扰

特性 用于保护车外接收机的限值和测量方法》（第6.1版）。考虑到国家标准的实用性，删除原附录H

“持续工作的项目”的内容。

本标准代替GB 14023—2011《车辆、船和由内燃机驱动的装置 无线电骚扰特性 限值和测量方法》。

本标准适用频率范围为30 MHz～1000 MHz。
本标准对GB 14023—2011做出的重大技术变动情况如下：

添加了规范性附录H，对车辆上装载的有意发射设备在车辆无线电骚扰特性测量中的豁免条件进行

了规定。包括车载非微功率有意发射设备、车载微功率有意发射设备豁免等。该附录，对整车强制认证

中的有意无线发射设备认定问题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因此作为规范性标准附录处理。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和附录H为规范性附录，附录C～G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无线电干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

参加起草单位： 广东省珠海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天津内燃机研究所（天

津摩托车技术中心）、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

究所、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

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浙江吉利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爱驰汽车（上

海）有限公司、襄阳达安汽车检测中心有限公司、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新基业汽车

电子有限公司、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张旭、刘媛、蒋立琴、张兴海、董宏、杨烁、高新杰、崔强、王洪武、邓福

启、付国良、刘新亮、练添生、李娟、荆锋、刘克涛、黄雪梅、郭文明、邓俊泳。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GB 14023—1992、GB 14023—2000、GB 14023—2006、GB

14023—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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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船和内燃机

无线电骚扰特性

用于保护车外接收机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的限值是用于对居住环境中使用的广播接收机在30 MHz～1000 MHz频率范围内提供保护。但

满足本标准的要求不能对距离车辆、船或装置在10 m内的居住环境中使用的新型无线电发射或接收机提供足

够的保护。

注 1：经验表明：符合本标准可以为用于居住环境中的其他发射类型（包括规定频率范围以外的无线电发射）的接收机提

供满意的保护。

本标准适用于可能对无线电接收造成干扰的电磁发射源。

这类发射源为：

a) 由内燃机、电驱动或两者共同驱动的车辆（见3.1）;

b) 由内燃机、电驱动或两者共同驱动的船（见3.2），测量方式与车辆相同，除非在本标准中对它们的

独特性能有明确的规定；

c) 配备有内燃机或动力电池的装置（见3.3）。

参照附录G的流程图来帮助确定本标准的适用性。

本标准不适用于飞行器、家用电器、牵引系统（火车、有轨电车和无轨电车）和非完整车辆。对于双模

式的无轨电车（例如既可用AC/DC电源驱动，又可用内燃机驱动），内燃机驱动部分属于本标准范畴，而AC/DC

电源驱动部分不属于本标准范畴。

注 2：车载接收机的保护见GB/T 18655。

本标准不包括车辆连接到电源上充电时的电磁骚扰的测量。用户可以参考对这种状况作出规定的测量方

法和限值的相关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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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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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4365 电磁兼容术语

GB/T 6113.101 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和测量方法规范 第1-1部分：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

备 测量设备

GB/T 6113.103 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和测量方法规范 第1-3部分：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辅助设

备 骚扰功率

GB/T 6113.104 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和测量方法规范 第1-4部分：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

备 辐射骚扰

GB/T 18655 车辆、船和内燃机 无线电骚扰特性 用于保护车载接收机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CISPR16-2-3:2006 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和测量方法规范 第2-3部分：骚扰和抗扰度的测量方法

辐射骚扰测量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除采用GB/T 4365的定义外，本标准还采用下列专门的定义：

3.1

车辆 vehicle

工作在陆地上的载人或载货的机械。

注:车辆包括(但不限于)乘用车、货车、客车、摩托车、农业机械、工程机械、物资装卸设备、采矿设备、地面处理车和雪

地车等。

3.2

船 boat

行驶在水面上，长度不超过15m的船只。

3.3

装置 device

由内燃机驱动的、主要不用于载人或载货的机械。

注:装置包括（但不限于）链锯、灌溉泵、扫雪机、空气压缩机、手推式地面处理机（walkbehind floor treatment machines）

和园林设备等。

3.4

脉冲点火噪声 impulsive ignition noise

由车辆、船或装置内的点火系统产生的不期望有的主要为脉冲性质的电磁发射。

3.5

点火噪声抑制器 ignition noise suppressor

高压点火线路中用以限制脉冲点火噪声发射的部分。

3.6

户外试验场地 outdoor test site (OTS)

类似于GB/T 6113中规定的开阔试验场，但不需要接地平板，且尺寸不同。

注：本标准中规定了特殊要求。

3.7

电阻性分电器电刷 resistive distributor brush

装在点火分电器盖内的电阻性电刷。

3.8

子频段 frequency sub-band

为统计评定由扫频测量得到的试验数据，而对30MHz～1000MHz频率范围规定的一段频谱。

3.9

典型频率 representative 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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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个子频段中用于与限值作比较的指定频率（仅用于6.4和6.5及附录A）。

3.10

特征电平 characteristic level

在每个子频段中的主导发射电平。特征电平是在天线的两个极化方向上以及在车辆、船或装置的所有规

定的测量方位所获得的最大测量值（已知的环境信号不作为特征电平的一部分）。

3.11

跟踪信号发生器 tracking generator

频率锁定在测量仪器接收频率上的试验信号（连续波）发生器。

3.12

射频骚扰功率 RF disturbance power

用吸收钳的电流互感器和射频测量仪所测得的射频功率。如同测量射频骚扰电压一样，它也用峰值或准

峰值方式进行测量。

3.13

火花放电 spark discharge

本标准中火花放电是指储存在点火线圈中的能量以电弧形式在测量用火花塞电极间进行的释放。

3.14

阻尼高压点火电缆 resistive high-voltage (HV)ignition cable

具有高阻尼（衰减）导线的点火电缆。

3.15

居住环境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骚扰源与无线电接收点之间具有10m保护距离并使用公共低压电网系统或以电池作为电源的环境场所。

注:例如,公寓、私人住宅、娱乐场所、剧场、学校、街道等。

3.16

动力电池 traction batteries

用于驱动电动汽车的大功率电池。

3.17

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发射设备 short range device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19年 第52号》技术要求的短距离无线通信设备。

4 骚扰限值

4.1 依据限值确定车辆/船/装置的符合性

30 MHz ～ 1000 MHz频率范围，车辆/船/装置应符合以下两种情况：

——平均值限值，车辆/船/装置的模式：“上电且发动机不运转（Key-On, Engine-Off）”（见5.3.2.1），

——峰值或准峰值限值，车辆/船/装置的模式：“发动机运转(Engine-Running)”（见5.3.2.2）

本标准给出的限值考虑了不确定度。

图1规定了符合性判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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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因为峰值检波器测量值总是高于或等于准峰值和平均值检波器测得的数据，而且适用的峰值限值总是高于或等于准峰值

和平均值限值。单个检波器测量方法能够使测试简单化，并且加快测试进度。
b
该流程图适用于每个单独频率点的测试，例如，只有一些超出限值频率点需要分别用准峰值检波器和平均值检波器重新

测量。

图 1 判定符合性方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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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峰值和准峰值检波器限值

当测量天线距离10m时，使用峰值或准峰值检波器测量的发射限值见图2中的表格和曲线。测量时，只需

要选择图2中的一种带宽。为了更准确地确定限值，应使用图2给出的限值计算公式。若测量距离为3m，则限

值应增加10dB。1)

限值Lbw [dB(μV/m)]——带宽、检波器和频率f(MHz) 的函数

频率，MHz（对数刻度）

注 1：装有驱动电机的车辆，见 5.3.2。

注 2：峰值测量，见 5.4。

注 3：根据积累的经验数据，在 120kHz 带宽，准峰值与峰值测量之间的修正系数为+20dB。

图 2 天线测量距离为 10m 的骚扰限值（峰值和准峰值检波器）

4.3 平均值检波器限值

当天线测量距离为10m，使用平均值检波器测量的发射限值见图3。不含有工作频率大于9kHz的电子振荡

器的车辆/船/装置可视作满足平均值要求，无须进行平均值检波器测试。符合GB/T 18655第5章规定的平均值

发射要求的车辆/船/装置，也被认为满足本条款所规定的平均值限值要求，不必再进一步测量。

若天线测量距离为3m，则限值应增加10dB。

CISPR 16-2-3的附录D解释了CISPR平均值检波器和符合CISPR 16-1:1999的平均值检波器的区别。这两种

检波器都可以用于这个标准，因为内燃机的脉冲重复率是高于10Hz的。

注：对于6.4的型式认证试验，可以使用一个替代方法，这个替代方法基于其他国家标准，可做细节上的调整。这个替代的

型式认证试验用于可以安装接收机的车/船/装置。如果根据GB/T 18655整车试验方法使用平均值检波器测量发射，车/船/装置

上安装的无线电广播天线上的信号强度在76 MHz至108 MHz频率范围内低于20dB(μV)(10μV)，则车/船/装置可以被认为是符合

平均值辐射发射限值，而不需再进一步测量。
1

1) 当采用不同的检波器模式和测量距离时，若测量结果发生矛盾，本标准规定以准峰值检波器及 10m 测量距离的测量结果为

准。



GB 14023—202×/IEC/CISPR 12:2009

6

图 3 天线测量距离为 10m 的骚扰限值（平均值检波器）

5 测量方法

5.1 测量仪器

测量仪器应当符合GB/T 6113.101的要求，手动或自动频率扫描方式均可使用。

注： 频谱分析仪和扫描接收机特别适用于骚扰测量。对于相同的带宽，频谱分析仪和扫描接收机的峰值检波器方式所显

示的峰值均大于准峰值。由于峰值检波比准峰值检波扫描速度快，所以发射测量采用峰值检波更方便。

在采用准峰值限值时，为了提高效率也可使用峰值检波器测量。任何的峰值测量值等于或超过试验限值

时，则使用准峰值检波器重新测量。

5.1.1 频谱分析仪参数

应按照所用的CISPR频段和检波方式，来调整频谱分析仪的扫描速率。最大的扫描速率应当符合 CISPR

16-2-3 的要求。

选择合适的频谱分析仪的带宽，使本底噪声至少比限值低6dB。

注： 为了达到低于限值6dB的本底噪声要求，可以在天线和频谱分析仪之间使用前置放大器。

推荐扫描时间和带宽列于表1中。

表 1 频谱分析仪的参数

频率范围

MHz

峰值检波器 准峰值检波器 平均值检波器

RBW a
扫描时间 BW b

扫描时间 RBW a
扫描时间

30～1000 100kHz/120kHz 100ms/MHz 120kHz 20s/MHz 100kHz/120kHz 100ms/MHz

a RBW 定义在-3dB。
b
BW 定义在-6dB。

若用频谱分析仪进行峰值测量，其视频带宽至少为分辨率带宽（RBW）的3倍。

5.1.2 扫描接收机参数

应按照所用的CISPR频段和检波方式，来调整调扫描接收机的驻留时间。最小的驻留时间应当依据

CISPR16-2-3 的要求。

应选择扫描接收机的带宽，使仪器的本底噪声至少比限值低6dB。

注： 为了达到6dB的背景噪声要求，可以在天线和扫描接收机之间使用前置放大器。

推荐驻留时间、最大的步长和带宽均列在表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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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扫描接收机的参数

频率范围

MHz

峰值检波器 准峰值检波器 平均值检波器

带宽 步长a 驻留

时间
带 宽 步长a 驻留

时间
带宽 步长a 驻留

时间

30～1000 120kHz 50kHz 5ms 120kHz 50kHz 1s 120kHz 50kHz 5ms
a
对于纯粹的宽带骚扰，最大扫频步长可以增大到某个不大于带宽的值。

5.1.3 天线类型

5.1.3.1 基准天线

该天线为平衡偶极子天线见GB/T 6113.104，采用自由空间天线系数。频率等于或高于80MHz时，天线长

度应为谐振长度；频率低于80MHz时，天线长度应等于80MHz的谐振长度。应使用一个合适的平衡-不平衡变换

器与馈线相匹配。

5.1.3.2宽带天线

只要能归一化到基准天线，任何线性极化的接收天线均可采用。

使用扫描测量自动接收系统进行测量时，须采用宽带天线。如果在测量场地的实际测试环境中宽带天线

的输出能归一化到基准天线的输出，则这种宽带天线可用于发射电平的测量（在本标准覆盖的频谱范围内）。

当采用宽带天线时，应满足GB/T 6113.104对复合天线的要求。考虑的因素包括：

（1）该天线的有效口径，包括它的极化响应（水平和垂直平面）；

（2）相位中心随频率移动的影响；

（3）地面反射特性的影响（包括可能在特殊频率点，如大约500MHz的垂直极化和900MHz的水平极化产生

的多路径电磁波反射）。

替代天线特性见附录C。

5.1.4 准确度

在不包括发射源和测量场地的情况下,由天线、馈线和测量仪器组成的测量系统，在30MHz～1000MHz频率

范围内，其测量电场强度的准确度为±3dB。见GB/T 6113.104的第4章。频率准确度应优于±1%。

注 1：为确保本标准规定的测量处在指定的容许偏差范围内，应考虑测量设备的所有有关特性（例如频率和幅值的稳定性、

镜像抑制、交叉调制、过载电平、选择性、时间常数、信噪比），以及那些对天线和馈线有影响的特性。

注 2：在30MHz～1000MHz的范围内，在电场测量中的测量偏差是合理的（见C.13），这些偏差是由于地面的电导率的变化

和影响重复性的其他因素所产生的。

5.2 测量场地的要求

5.2.1 户外试验场地（OTS）的要求

5.2.1.1 用于车辆和装置的户外试验场地

该试验场地应是一个以车辆或装置与测量天线之间连线的中点为圆心，最小半径为 30m 的圆形区域内没

有电磁波反射物的空旷场地。特殊情况时，测量设备、测量棚或装有测量设备的车辆可置于试验场地内，但

只能处在图 4 用交叉阴影线标示的允许区域内。

注： 在5.2.1.1和图4中规定的场地要求是将GB/T 6113.104应用于大型汽车的情况。

对于长度和宽度均小于2m的车辆和装置，可以在GB/T 6113.104的图2或图3所示尺寸的户外试验场地

（OTS）上测量。

5.2.1.2 用于船的户外试验场地

该试验场地应是一个在以受试发动机和测量天线之间的中点为圆心，最小半径为30m的圆形区域内没有电

磁波反射物的空旷场地。此外关于设备的情况见5.2.1.2.1和5.2.1.2.2中规定。特殊情况时，测量设备可置

于试验场地内，但只能处在图5用交叉阴影线标示的允许区域内。测量设备可以放置在试验场地内的测试棚、

车辆或非金属船只内。

船或需单独测试的船用发动机/电动机，应在图5所示的测量场地的盐水或淡水中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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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按照5.2.3.2和5.2.3.4的规定，尺寸10.0m±0.2m可以改变为3.00m±0.05m。

图 4 车辆和装置的测量场地（户外试验场地）

5.2.1.2.1 位于陆地上的测量设备

当测量设备位于陆地上时，在测试棚或车辆里面的测量设备可能位于测试场地内，但是只能安放在允许

的区域内，如图5的交叉阴影所示。

5.2.1.2.2 位于水上的测量设备

测量设备应安装在可以位于测试场地内的非金属的船或非金属的测试装置内，但只能在允许的区域内，

如图5所示的交叉阴影。

5.2.1.3 环境要求

为了保证没有足以影响测量值的外界噪声或信号，应在测量之前和测量之后，车辆、船或装置没有运转

的状态下测量环境噪声。这两次测量到的环境噪声电平应比第 4 章规定的骚扰限值至少低 6dB，有意的发射载

体除外。当按照第 6 章作评定时，超过限值的任何发射都需要核查，以确保排除那些不属于车辆/船/装置的

外界噪声或信号。

注： 更具体的说明见GB/T 6113.104的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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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船的测量场地（户外试验场地）

5.2.2 装有吸波材料的屏蔽室（ALSE）的要求

5.2.2.1 相关性

如果在装有吸波材料的屏蔽室中的测量结果与5.2.1要求的户外试验场地（OTS）所测量的结果具有相关

性，则可以使用装有吸波材料的屏蔽室。

注： 这样的试验室，因其稳定的电特性，所以具有可全天候测试、环境可控和重复性更好的优点。

5.2.2.2 环境要求

环境噪声电平应比第4章规定的骚扰限值至少低6dB。环境噪声电平必须定期验证或者在试验结果显示出

有不符合的可能性时进行验证。

5.2.3 天线要求

在每一个测量频率（包括起止频率），应分别进行水平极化和垂直极化的测量（见图 6、图 7）。

应避免天线单元与天线支架或升降系统之间的电耦合。

从理论上考虑天线和馈线的几何形状，要求馈线与天线单元之间不发生电耦合。

注： 当偶极子天线高度为3m（或测量距离为3m，天线高度为1.8m）时，馈线下降至地平面之前，馈线走向应水平地向后

延伸6m。其他的馈线走向若不影响测量结果或者这些影响可以包括在设备的校准中，也可以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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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1 高度

天线距离为 10m 时,天线中心离地面或地板(或水面)的高度为 3.00m±0.05m；测量距离为 3m 时，高度为

1.80m±0.05m。

（括号中是测量距离为3m的尺寸） 图未按比例

注： 1 受试设备

图 6 测量辐射骚扰的天线位置——垂直极化

（括号中是测量距离为3m的尺寸） 图未按比例

注： 1 受试设备

注： 2 发动机中心在天线中点的法线上

图 7 测量辐射骚扰的天线位置——水平极化

5.2.3.2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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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线参考点到车辆或装置边缘的金属部分的水平距离优先选用10.0m±0.2m。只要满足5.2.3.4的要求，

也可选用3.00m±0.05m距离进行替代测量。

5.2.3.3 辅助（多个）天线

允许使用辅助天线。但是如果两根天线相对，则一根应处于垂直极化，另一根应处于水平极化。

以车辆/船/装置与辅助天线之间的中点为圆心的空旷场地应符合 5.2.1.1 所述的试验场地要求。

5.2.3.4 天线的多个位置（仅适用于 3m 测量距离）

在 3m 距离测量时，如果车辆或装置的长度大于 3dB 天线波束宽度值，就需要确定多个天线位置。对于

每一位置均要进行水平极化和垂直极化测量。

若辐射骚扰的测量值低于限值减去增益衰减后的值，可不必确定天线的多个位置。增益衰减由试验配置

的几何尺寸和天线增益数据计算得到（见附录 B）。

注： 典型对数周期天线的3dB天线波束宽度近似为60°。在3m测量距离时，这种天线将产生大约3.5m的照射宽度，即天线

中心线两侧各1.75m，因此8m长车辆的每一侧要求有3个天线位置，以便定量确定该车辆的辐射特性。

5.3 试验条件

5.3.1 一般要求

应优先考虑在车辆/船/装置干燥时或雨停 10min 之后的测量值。外置的发动机或驱动电机和装置，通常在

使用时与水接触的那些表面无干燥的要求。

注： 露水和轻度受潮可能会严重影响具有塑料外壳的受试装置的测量值。

符合性判定的方法基于受试装置的干燥程度，见第 6 章。

5.3.2 车辆和船

应在车辆或船左右两侧进行测量（见图 6 和图 7）。

在进行测量时，所有和动力系统一起自动接通的电气设备，都应尽可能处在典型的正常工作状态，发动

机应处于正常工作温度。

对于同时装有独立电机驱动和内燃机驱动系统的车辆或船，驱动系统应分别测试。

如果可能，辅助发动机应按预定的正常方式运转并应与主发动机分别进行测量。

对装有多个发动机的车辆或船应要进行多次测量。测量时，应将几个发动机依次定位在天线正前方，具

体视辅助发动机的位置而定。

当分别测量时，舷内、船尾驱动装置和舷外发动机或驱动电机应安装在非金属船或非金属试验架上，并

按对装有舷内发动机/电动机的船的类似方法进行测量。

分别在两种不同的运行模式下对车辆或船进行测量。

-“上电且发动机不运转”模式，和

-“发动机运转”模式

这两种运行状态适用于装有内燃机和/或驱动电机的车辆/船（包括混合动力系统）。

5.3.2.1 “上电且发动机不运转”模式的运行状态

“上电且发动机不运转”模式的运行状态

——点火开关打开。

——发动机不运转。

——车辆的电气系统都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所有可连续运行的含有大于 9kHz 内置振荡器或重复信号的设备，都应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5.3.2.2 “发动机运转”模式的运行状态

由内燃机驱动的车辆/船，测量时发动机应按表3规定转速运转。对于峰值或准峰值测量，发动机的转速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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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内燃机运转速度

缸 数 发动机转速/（r/min）

单 缸 2500±250

多 缸 1500±150

由电动机驱动的车辆/船，测量时车辆在空载的测功机或非导电轴架上，以 40km/h 的恒速运行。如果最

高车速达不到 40km/h，则以最大车速运行。

由混合动力系统驱动的车辆，应在电动机和内燃机共同作用下，使车辆以40km/h速度运行的状态下测试。

如果不可能，则车辆需分别在单独由内燃机驱动下按表3规定转速运行和单独由电动机驱动，以40km/h的速度

运行。如果最高车速低于40km/h，则以最大车速运行。

5.3.3 装置

受试装置应在正常工作位置和高度，以正常满载和怠速空载的状态下测量其最大辐射骚扰值。如果可行

的话，应在受试装置的 3 个正交面进行测量。

装置的运行状态（“上电且发动机不运转”模式和“发动机运转”模式）应该在测试计划中确定。

根据情况应考虑以下条件：

——若装置的工作位置和高度可变动，受试装置火花塞的位置应高出地面 1.0m±0.2m。

——测量时，操作人员不应在测量场地内。必要时可用非金属装置在尽可能远的地方操作，使受试装置

保持正常的位置和规定的发动机转速。

5.4 数据采集

应在整个频率范围内进行测量。点频测量仅可用于 6.6 所述的情况，或者以前的测量结果覆盖整个频率

范围，而这些结果都可用并证明符合要求，那么点频测量也可用于型式认证。

为了统计评定，平均值、准峰值和峰值的测量结果应以 dB（μV/m）表示。

峰值测量的结果可根据图 2 中的带宽，选择其中一个带宽来表示。

用峰值检波器进行测量时，图2所示限值加上修正系数20lg（带宽（kHz）/120kHz）或20lg（带宽（MHz）

/1MHz）就可作为非120kHz或非1MHz的带宽时的限值。

6 评定方法

6.1 总则

车辆/船/装置结构上的某些差异对点火噪声发射未必有显著的影响，附录D给出了道路车辆结构差异的例

子。

6.2 限值线的应用

6.2.1 干燥条件下的测量

在车辆/船/装置干燥时或在雨停 10min 后的情况下进行的测量（见 5.3.1），应采用图 2或图 3 所示的限

值。

6.2.2 潮湿条件下的测量

如果在下雨或雨停后 10min 之内进行测量，若所测得的电平低于图 2或图 3 所示限值至少 10dB，则认为

车辆、船或装置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如果对符合性持有任何异议，应以干燥条件下进行的测量为准。

在潮湿条件下测量合格（如上所述），应当认为该结论有效。直至对它产生异议并在干燥条件下测量证

明其不合格。对于这类情况，在认为合格的期间售出的车辆/船/装置，不需要重新改进。

在潮湿条件下的测量结果符合标准时，还应特别注意批量产品的监督。

6.3 评定（总则）

评定单个车辆/船/装置，应采用完整扫描测量的数据。

多个车辆/船/装置的统计评定，应采用附录 A 所述的特征电平和计算方法，此特征电平应与对应的子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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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内的典型频率点的限值进行比较。

多个车辆/船/装置的峰值数据的统计分析要采用相同测量带宽的有关数据进行分析。

6.4 型式认证试验

应按第4章的要求进行检验。

6.4.1 单个样品

对新产品系列中的样品车辆/船/装置进行测量。测量结果应比第 4 章规定的限值至少低 2dB。

6.4.2 多个样品（可选项）

选择多个样品进行测试，应增加5个或5个以上的车辆/船/装置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应与6.4.1的测量数据

相结合。每个子频段的结果应低于第4章中子频段典型频率点上的限值（见6.3）。

6.5 批量产品的监督检验（质量监督）

6.5.1 单个样品

单个车辆或装置的测量结果比第4章规定的限值最多高2dB。

6.5.2 多个样品（可选项）

选择多个样品进行测试，应增加5个或5个以上的车辆/船/装置进行测试，测试的结果应与6.5.1测得的结

果相结合。在每一个子频段的测量数据都要按照附录A规定的方法进行统计评定，其结果与第4章中在该子频

段典型频率点上的规定限值相比最多允许高2dB（见6.3）。

6.6 研发样机的快速检验（可选，仅适用于准峰值检波器发射测量）

通过可选的、使用点频率的测试来估算车辆、船或装置发射电平的近似值，从而判定该电平是否有可能

满足第4章规定的限值。该测量中使用的点频率是附录A中给定的典型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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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测量结果的统计分析

A.1 车辆/船/装置的数量

为了以 80%的置信度保证批量生产的车辆/船/装置中，有 80%的产品符合规定的限值 L，应满足下

列条件：

………………………………（A.1）

式中： X —n 个车辆/船/装置测量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A.2）

式中：

iX —单个车辆/船/装置的测量结果；

k—随n而定的统计系数，由表A.1给定；

表 A.1 统计系数

n 6 7 8 9 10 11 12

k 1.42 1.35 1.30 1.27 1.24 1.21 1.20

S n
— n个车辆/船/装置测量结果的标准偏差；

………………………………（A.3）

X  X  i ，，S n 及 L都以相同的对数单位表示（例如：dB（μV/m）或 dB（μV）等）。

如果第一次的 n 个车辆/船/装置样品不能满足规定值，则应对第二次的 N 个车辆/船/装置样品进行

测量，并将所有结果作为由 n+N 个样品产生的结果加以评定。

注： 更详细的讨论见GB/Z 6113.403-2007的统计理论和应用。

A.2 用于分析的子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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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分析，30MHz～1000MHz频率范围至少分成14个子频段。每个倍频程（2：1的频率比率）近似

具有3个子频段。对于那些限值不为常数（即斜线）的区间，每个子频段的最高频率与最低频率的比率

应不大于1.34。子频段的范例见表A.2。

表 A.2 子频段的范例

子频段（MHz） 典型频率（MHz）

30～34

34～45

45～60

60～80

80～100

100～130

130～170

170～225

225～300

300～400

400～525

525～700

700～850

850～1000

32

40

55

70

90

115

150

200

270

350

460

600

750

900

A.3 数据采集

在每个子频段内进行扫描测量，以确定其最大发射电平（即特征电平），按第6章的方法将每个子

频段的特征电平与该子频段内典型频率的限值进行比较作出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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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距离天线 3m 处测量时替代发射限值的确定程序

B.1 由车辆长度尺寸、测量距离（车辆表面到天线参考点）以及天线的位置，计算出 right 与 left ，最

大天线角 max 为 right 与 left 之间的最大值（见图B.1）

例：测量距离d=3m,车辆长度L=5m，天线如图所示正对汽车前保险杠后1m处，可以得出 max =53°。

图 B.1 最大天线角的确定

B.2 从天线方向图上，在最大天线角 max 处读得天线增益衰减 amax（见图 B.2）。

因为天线增益与频率有关，所以应该使用整个频段内最大增益或在不同频段定义相应的增益衰减。

在那些频段的每个子频段，需要用到相应的最大增益衰减。

例：对于一个对数周期天线（80 MHz～1000MHz）以及 max =53°可以得出 amax=7dB。
注 1：增益的参考基准就是基准天线（见5.1.3.1）。

注 2：可以使用由制造商提供的方向图，除非天线有可见的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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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2 增益衰减 a 的计算

B.3 计算替代发射限值可以通过原限值减去依据条款B.2计算得出的最大增益损耗amax的绝对值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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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天线和馈线的维护与标定

C.1 引言

本附录包含一个符合 5.1.2 所述的天线和馈线的标定方法的示例，它可作为推荐的标定方法。适当

的天线和馈线标定方法对于说明馈线损耗和失配误差以及表征宽带天线（如果使用）的特性是非常重要

的。因为馈线用的同轴电缆容易受到很多的磨损和可能被不恰当使用，当需要替换电缆时，应使用推荐

的标定方法。

本附录也具有指导性，旨在帮助那些可能不熟悉天线和馈线标定方法的人员。其他方法，例如跟

踪发生器法、网络分析仪法或者窄带信号源法，同样可满足要求，本附录没有涉及的内容并非排斥对它

们的应用。

C.2 维护

天线和电缆的是单独标定还是组合标定由用户选择。优先推荐单独标定方法，因为：

a）提供天线时通常不带电缆；

b）任何电缆可与任何天线一起使用，而不需要将它们一起标定；

c）电缆比天线容易标定，几乎任何测试机构均可以标定它们。但有些实验室可能不易将复杂天线

与其连带的馈线一起标定；

d）天线或电缆中的任何一个被更改或替换，不需要重新标定另一个。

C.2.1定期校验

C.2.1.1电缆

应每月作核查。是否做临时校验取决于电缆使用或弯曲的频繁程度，以及它们是否长期地暴露在

太阳下或风雨中。

注： 如果温度和湿度不可控制，即使在导线管中的电缆仍可能发生问题。

C.2.1.2天线

因为天线比电缆磨损机会少，可不常校验，每年可能仅需一次或两次。

C.2.1.3物理检查

C.2.1.3.1电缆

严重的弯折（很尖锐的弯折），扁平点，磨损，拉长点，损坏的连接器/编织带，内绝缘层的污染，

或者电缆的老化，均需要替换电缆并重新标定。

C.2.1.3.2天线

损坏的部件或其他明显的机械问题，均需被修复或部分替换，并且应重新标定。

C.2.1.4 电气检查

应定期核查天线和电缆是否有较高的损耗或其他问题。如果某一特性（例如损耗）已经变化，则天

线、电缆或其组合，均需要重新标定。对于一些严重的特性变化，它们就可能需要更换并重新标定。

C.2.2电缆和天线的标定

替换馈线电缆或天线时，要应用下述要求：

C.2.2.1 如果天线系数中包括与天线配合使用的专用电缆的损耗及其他特性，那么应认为它们是匹配的

一对。如果两者中任何一个被替换，则天线和电缆应一起被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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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2.2 如果天线和电缆已经分别进行标定并有各自的损耗等，其中任何一个被替换，仅需标定替换的

部分。

C.3 天线特性

电场强度应以 dB（μV/m）为单位。测量系统的电场强度关系表达式是：

F=R+AF+T …………………………（C.1）
式中：F——电场强度，dB（μV/m）；

R——测量仪器读数，dB（μV）；

AF——天线系数（见 C.5 或 C.6 的定义），dB（1/m）；

T——馈线系数（见 C.7 的定义），dB。
对于宽带测量，F和R是测量仪器带宽的函数。

C.4 基准天线

见5.1.3.1。

C.5 天线系数

说明天线基准点的场强与带负载的天线端电压（见注 1）之间关系的系数称为天线系数，用 AF 来

表示，单位为 dB（1/m）。天线系数应包括平衡-不平衡变换器、阻抗匹配器、任何失配损耗和在天线谐

振频率之外工作等诸因素所造成的影响。

注 1：这是一个电压比，应当使用参数比乘以20lg来计算转换为分贝值。

注 2：这个系数是频率的函数，它通常由谐振偶极子天线的制造商提供。关于谐振偶极子天线在自由空间工作的天

线系数的资料，用于本附录是足够准确的。更高的准确度可以通过了解在试验环境中所使用的特定谐振偶极子

天线的天线系数来获得。确定天线系数的方法在ANSI C63.5中描述(见C.14)。

C.6 替代天线

替代天线的天线系数即为基准天线（谐振偶极子天线）的天线系数减去替代天线相对于基准天线的

增益（dB）。

C.7 馈线

馈线系数（损耗）应在检测频率范围内进行测量，该系数用 T 来表示，即

T=20lg（ ） dB ………………（C.2）

注： 推荐的馈线是双层编织或实心屏蔽的同轴电缆，以获得合适的屏蔽。允许把馈线损耗和失配误差计入测量仪

器校准中的电缆中去。若做到这一点，就可以将T从公式C.1中去除。

C.8 替代天线的标定设备

标定设备的主要功能是提供一个具有重复性的射频（RF）场强，用于将替代天线与基准偶极子天线

作比对。

C.8.1 标定信号发生器

替代天线的标定应使用具有内置跟踪发生器的测量仪器或网络分析仪，或同时使用信号发生器和测

量仪器。

标定信号发生器的输出误差不超过±1.0dB。标定信号发生器应能产生一个场强，该场强比测量仪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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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最小可测场强高 6dB，最好至少高 10dB。

脉冲发生器是准确性较差的标定信号发生器。

注 1：如果使用宽带脉冲发生器，它应能在30MHz～1000MHz频率范围内产生误差±3.0dB以内的均匀频谱。

注 2：经验表明：如果在脉冲发生器的输出端使用一个10dB的阻抗匹配衰减器，具有标称电压为100dB（μV/kHz）

的脉冲发生器能在接收天线上产生一个大约10dB（μV/m/kHz）的场强。这个场强随着发射天线的损耗和辐射特

性以及异常传播而变化。提供这个近似值以便能确定天线系数，进而可以估算所需要的测量系统的灵敏度和允

许损耗。

C.8.2 发射天线

为了便于测量和避免由调整天线引起的变化，推荐使用宽带天线。典型的宽带天线是30MHz～200MHz

的双锥天线和200MHz～1000MHz的对数周期天线。

C.9 替代天线系数的确定

如果使用替代天线（见 C.6），则天线系数应通过在预定的试验环境中用替代方法来确定。基准天

线应为偶极子天线（见 C.4）。替代方法要测量的辐射场是由 C.8 规定的发射天线和标定信号发生器产

生的。

注： 由这一方法伴随产生的误差因素包括测量仪器的非线性，周围物体对基准天线的影响以及替代天线相位中心

相对于基准天线相位中心的位置变化。

C.10 试验的几何条件

替代天线应置于其预定的试验位置。替换时，应使偶极子天线的基准点放置在替代天线的基准点相

同位置上。天线的基准点定义如下：

——偶极子天线的相位中心（中点）

——双锥天线的相位中心（中点）

——对数周期天线（包括复合天线）的纵轴顶端或特定规定的点

C.10.1 发射天线距离替代天线基准点的水平距离为10m，如图C.1所示（代替最近的车辆边缘），高度为

1m。

C.10.2 对于3m的测量距离，发射天线距离替代天线的水平距离为3m，详见图C.1。

C.11 试验程序

所采用的程序是按 C.10 所述位置，用基准天线测量基准场，得到测量仪的读数（通常是电压）；然

后用替代天线取代基准天线，测出第二个读数。

按 C.6 所述的方法计算出替代天线的天线系数。对水平极化和垂直极化都用这种方法进行测量，从

而确定两种情况下各自所需的不同天线系数。

注： 两种极化方向下基准天线的天线系数可以假定是相同的。

C.12 频率

确定天线系数值所需要的频率点数取决于被评定的替代天线。为充分描述这个函数，应考虑取足够

多的频率点数。

C.13 整个系统校验

由天线、馈线电缆、测量仪器和读出装置组成的整个测量系统应通过测量由C.8所述的用标定信号

发生器和天线产生的脉冲电场来校验。应定期进行这种系统校验，以便可以检测出系统性能的任何变化

（见图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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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未按比例

注： 当测量距离为3m时,水平距离10.0m±0.2m应改为3.00m±0.05m, 垂直高度3.00m±0.05m应改为1.80m±

0.05m。

图 C.1 替代天线系数的确定（测量距离为 10m）

C.14 参考文献

ANSI C63.5，电磁兼容——电磁干扰（EMI）控制辐射发射测量 天线的校准(9 kHz to 40 GHz)。

（ANSI C63.5，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 for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 Radiated

Emission Measurements in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EMI) Control – Calibration of

Antennas (9 kHz to 40 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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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影响点火噪声发射的机动车辆的结构特点

D.1 引言

为了指导产品试验和批准，应该注意车辆结构上的某些差异对点火噪声发射不一定有显著的影响。

因此，对一种变型车辆的测量可认为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且就影响点火噪声发射来说，这样的变型车辆

也可作为评估陆路车辆设计特性的基础。

D.2 下列结构的差异对点火噪声发射影响不大

注： 这里没有包含所有情况，仅是举例。

a）两门或四门的车辆，或者车辆全长相似的旅行汽车；

b）散热器金属护栅的结构不同，而栅格比例和安装方法大致相同；

c）翼子板的形状或发动机罩（机罩）的轮廓；

d）不同尺寸的车轮或轮胎；

e）等效电气特性（电容、电感、电阻）相同，厂商、牌号不同的非电阻性普通火花塞；

f）等效电气特性（电容、电感、电阻）相同，厂商、牌号不同的点火线圈和分电器；

g）安装在同样位置上的装饰件、加热器或空调器；

h）等效电气特性（电容、电感、电阻）相同，热值不同的电阻性普通火花塞；

i） 发动机运转所需的辅助电气装置（包括它的线束）的尺寸、形状和位置。

D.3 预期下列结构差异对点火噪声发射可能有显著影响

注： 这里没有包含所有情况，仅是举例。

a）压缩比有显著不同；

b）翼子板、顶篷或车身是采用塑料还是金属的；

c）金属空气滤清器的大小、形状和位置，以及使用塑料空气滤清器还是使用金属空气滤清器；

d）点火部件在发动机上或发动机舱内的位置；

e）发动机舱的大小、形状以及高压线束的位置；

f）发动机舱在车轮周围的开口显著不同；

g）转向机构是右置还是左置可能会影响车辆其他零部件的位置；

h）装有非驱动用辅助发动机的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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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资料性附录）

点火噪声抑制器插入损耗的测量

E.1 引言

测量点火噪声抑制器插入损耗有以下两种方法。

E.1.1 CISPR箱式法((50/75)Ω实验室法)

本方法见E.3所述

E.1.2 场强比较法

在这一方法中,抑制器(或抑制器组)的插入损耗由在开阔试验场上的测量车辆、船或装置所引起的

骚扰场强来确定。按公式(E.1)计算插入损耗 A:

A=E1-E2 ……………………………… (E.1)

式中：E1——未装抑制器时点火系统产生的场强，dB（μV/m）；

E2——同一点火系统装上抑制器（或抑制器组）后所产生的场强，dB（μV/m）。

注： 按第5章规定测量场强。

E.2 测量方法的比较

E.2.1 CISPR箱式法

用CISPR箱式法，只能在标准的实验室条件下，比较同类的单个抑制器的特性。目前，此方法适用

于30MHz～300MHz频率范围。测得的结果与实际观测到的抑制器效能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不允许采

用这种方法来测量抑制器组。例如，由四个电阻器和五根具有分布阻尼的电缆组成的抑制器组。然而，

在实际使用条件下事先已验证过的抑制器效能之后，此种方法能在它们的生产过程中提供一种快捷的监

控手段。

E.2.2 场强比较法

场强比较法可看作一种基准方法，因为所测得的结果，给出了实际使用观测到的抑制器插入损耗。

这种方法能自动地将影响插入损耗的各种因素都考虑进去，而且频率范围没有限制。其主要缺点是必须

在开阔试验场上（或5.2.2所规定的装有吸波材料的屏蔽室里）进行测量，并且必须测量完整的车辆/

船/装置。

E.3 CISPR箱式法（点火噪声抑制器插入损耗的(50/75)Ω实验室测量法）

E.3.1 一般条件和测量限制

点火噪声抑制器插入损耗按图E.1所示的试验电路进行测量。这种方法仅作为对同类型抑制装置的

一种比较法，并非想给出与发射测量的直接关系。

E.3.2 测量程序

在图 E.1 中,调节同轴开关②，以便信号发生器①的信号通过试验箱④和受试样品⑤，使测量仪器

⑦的输出指示器给出一个读数。固定衰减器③有 10dB 的衰减损耗。

随后，转动同轴开头②，让信号通过经校准的可变衰减器⑥并调节它，使测量仪器⑦的输出指示器

给出相同的读数。于是由校准的可变衰减器⑥的衰减读数减去固定衰减器③的衰减值，即得到点火噪声

抑制器的插入损耗。

E.3.3 试验箱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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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试验箱详见图E.2、图E.3和图E.4。对多数用途而言，该试验箱是适用的，然而对某些用途，

孔的位置和箱体尺寸可能需要修改。试验箱内抑制器的布置方法如图E.5～图E.11所示。CISPR试验箱内

连接到受试抑制器的所有非同轴引线应保持尽量短，或者按照图上标明的长度。在所有的布置中，火花

塞要改装以接受同轴输入，并由标准火花塞组件制成，这种组装件的火花塞端子与中心电极之间直接连

接。

E.3.4 测量结果

对于高阻抗点火噪声抑制器，特性阻抗为 Z1的电路插入损耗 a1 可换算为特性阻抗为 Z2的电路插入

损耗 a2；所用公式如下。

a2=a1+20lg（Z1/Z2） ………………………………（E.2）

图 E.1 试验电路

图 E.2 试验箱总体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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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制成的箱盖要形成U形交迭，与试验箱的上部推入紧密地配合。

图 E.3 试验箱盖详图

图 E.4 试验箱详图

图 E.5 直管型火花塞点火噪声抑制器

（屏蔽的或非屏蔽的）

图 E.6 直角型火花塞点火噪声抑制器

（屏蔽的或非屏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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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7 噪声抑制火花塞 图 E.8 电阻性分电器电刷

图 E.9 分电器盖内的噪声抑制器 图 E.10 噪声抑制分电器转子

图 E.11 噪声抑制点火电缆（电阻性或电抗性）

*表示受测噪声抑制器的所有连接导线应尽量短，或者按照图中所示。



GB 14023—202×/IEC/CISPR 12:2009

27

附录 F

（资料性附录）

确定高压点火系统的点火噪声抑制器衰减特性的测量方法

F．1 引言

本附录规定的测量方法用于评价内燃发动机点火系统高压部件中使用的点火噪声抑制器的效能。

例如，抑制性高压连接器，阻尼火花塞。

频率范围为30MHz～1000MHz。

F．2 点火噪声抑制器的推荐要求

点火噪声抑制器的限值和等级应由本标准的使用者根据表F.1的数值来指定。

注： 在交界频率处需要考虑较高的衰减作为限值。

表 F.1 限值

等级
范围1

30MHz～70MHz

范围2

70MHz～200MHz

范围3

200MHz～500MHz

范围4

500MHz～1000MHz

衰减值（dB）

1 6 14 8 6

2 12 20 14 12

3 18 26 20 18

4 24 32 26 24

5 30 38 32 30

6 36 44 38 36

F．3 测量布置

测量布置如图 F.1 和 F.2 所示。

使用 GB/T 6113.103 规定的测量仪器和吸收钳进行测量。

射频测量仪器设定到准峰值测量方式。

注 1：因为点火骚扰具有宽带特性，通过使用吸收钳可使系统谐振减到最小。所以该频率范围内不需要连续扫描，

可用步进（例如用对数）测量来代替。

通过调节压力室中的惰性气体压力，将在点火线圈输出端被测量的峰值电压设定到10kV，脉冲幅度

应尽可能稳定，脉冲频率应为50Hz。如果在本附录F.5中没有规定其他数值，测量距离a应为150mm。

注 2：高压防护——现代晶体管化点火系统的能量高到使人接触低压侧就可能在人体内产生危险的电流。因此抗高

压危险的防护是很有必要的。

注 3：吸收钳的防护——贯通吸收钳的点火电缆的绝缘可能不满足要求。因此，应先将点火电缆放置在吸收钳内，

再装入绝缘管内。

为了使火花放电稳定从而使射频频谱稳定，推荐使用空气流通的气压室（参考图 F.3）。
离金属部分（例如金属壁）的侧向最小距离应保持 400mm。如果使用不同的金属片来构成测量布置，

则不同的金属片应保证良好的电气连接。

接地片最小截面积为5mm
2
，最小宽度为8mm，最大长度为1200mm。

EUT(受试设备)与测量设备之间的连接要接近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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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 测量程序

按F.5的规定安装测量火花塞。

首先，在无点火噪声抑制器的情况下测量射频骚扰功率；然后，插入点火噪声抑制器重复进行测量。

注： 测量仪器输入端的过载保护——在记录无点火噪声抑制情况的过程中，大约有1kV的脉冲电压到达测量仪器的

输入端，这可能会损坏测量仪器。使用有足够的电压或脉冲阻尼的20dB衰减器，能够避免这个过载问题。

两次测量值的差即为点火噪声抑制器的插入损耗。

注：

1— 符合 F.5 要求的测量火花塞所提供的火花间隙；

2— 火花塞连接件；

3— EUT；

4— 无抑制元件和不带屏蔽的高压点火线；

5— 吸收钳；

6— 带电源的晶体管点火线圈系统和脉冲信号发生器（负端接地）；

7— 金属薄板的墙面和地面；

8— 桌面及其支承（非金属）；

9— 高压探头；

10— 峰值电压测量仪（例如，示波器）；

11— 接地片；

12— F.3 所述的带通风的压力室；

13— 测量电缆；

14— 射频骚扰测量仪；

a 测量距离（见F.3）。

图 F.1 测量布置（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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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符合 F.5 要求的测量火花塞所提供的火花间隙；

2— 火花塞连接件；

3— EUT；

4— 无抑制元件和不带屏蔽的高压点火电缆；

5— 吸收钳；

6— 带电源的晶体管点火线圈系统和脉冲信号发生器（负端接地）；

7— 金属薄板的墙面和地面；

8— 桌面及其支承（非金属）；

9— 高压探头；

10— 峰值电压测量仪（例如，示波器）；

11— 接地片；

12— F.3 所述的带通风的压力室；

13— 测量电缆；

14— 射频骚扰测量仪；

a 测量距离（见 F.3）。

图 F.2 测量布置（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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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压力室；

2— 带阻尼器的节流阀（要根据经验评价通风要求）；

3— 测量火花塞；

4— 无油无水压缩惰性气体的连接件。

图 a） 总图

b=M10×1，M12×1.25 或 M14×1.25

没有规定的数值可由制造商自行选择

材料：金属

图 b） 剖面图

图 F.3 通风的压力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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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 无抑制元件的测量火花塞

评价点火噪声抑制器应使用测量火花塞，它是火花塞组件的部件，亦可用其他方法（例如阻尼点火

电缆）来评价。

根据ISO 1919、ISO 2344、ISO 2704和ISO 2705等有关标准的规定，无点火噪声抑制器的火花塞均

可使用。电极间隙应调到0.7mm±0.1mm。

F．6 测量布置举例

由于抑制元件几何尺寸是极其不同的，所以制造商和用户之间应对连接件（见图F.4示例中第2个零

件）达成一致意见。

F．6.1 直角型火花塞点火噪声抑制器的连接

注：

1— 符合 F.5 要求的测量火花塞所提供的火花间隙；

2— 火花塞连接件；

3— EUT；

5— 吸收钳；

7— 金属薄板墙面；

a 测量距离（见图F.3）

注： 连接到吸收钳的高压点火电缆必须尽可能短。

图 F.4 分电器的直角型点火噪声抑制器的布置（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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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6.2 分电器转子的连接

注：

1— 符合 F.5 要求的测量火花塞所提供的火花间隙；

2— 火花塞连接件；

3— EUT；

4— 无抑制元件和不带屏蔽的高压点火电缆；

5— 吸收钳；

7—金属薄板墙面；

15—金属接地平面；

16—金属薄板墙面（7），金属接地平面（15），连接配件（19）和原有轴端（18）要作射频意义的电气连接；

18—原有轴端；

19—连接配件；

a 测量距离（见 F.3）。

图 F.5 高压点火部件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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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符合 F.5 要求的测量火花塞所提供的火花间隙；

2— 火花塞连接件；

3— EUT；

7— 金属薄板墙面；

15—金属接地平面。

图 F.6 分电器转子测量布置（俯视图）

F.6.3 带有集中式点火噪声抑制器的分电器盖的连接

由于分电器盖的几何尺寸是极其不同的，所以制造商和用户之间应对整个测量布置达成一致意见。

F.6. 4 阻尼点火电缆的连接

F.6.4.1 阻尼点火电缆总成

点火电缆总成以它们的原有长度l来进行测量；测量长度应选择为a=l+120mm。EUT和无抑制作用的

高压点火电缆之间应以防接触的绝缘材料来保护,它与吸收钳之间的最小距离应为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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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符合 F.5 要求的测量火花塞所提供的火花间隙；

2— 火花塞连接件；

3— EUT；

4— 无抑制元件和不带屏蔽的高压点火电缆；

5— 吸收钳；

7—金属薄板墙面；

8—桌面及其支承（非金属）；

17—防护绝缘物和现成的防护盖；

a 测量距离（见 F.6.4.1）；

l 阻尼点火电缆总成长度。

图 F.7 阻尼点火电缆总成的测试布置侧视图

F.6.4.2 未完工的阻尼点火电缆

这些电缆应优先以 0.5m 的测量距离来进行测量。

EUT的长度是从火花塞连接件（图F.1示例中第2个零件）测量到点火系统（图F.1示例中第6个零件）。

参考文献

ISO 1919：1998 道路车辆——M14×1.25 平座火花塞及其气缸盖安装孔

ISO 2344：1998 道路车辆——M14×1.25 锥座火花塞及其气缸盖安装孔

ISO 2704：1998 道路车辆——M10×1 平座火花塞及其气缸盖安装孔

ISO 2705：2006 道路车辆——M12×1.25平座火花塞及其气缸盖安装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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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资料性附录）

检查 GB14023 适用性的流程图

这个图的目的是用来帮助确定一个特定的产品是否由本标准覆盖，若此图和第1章发生冲突的

话，应以第1章为准。

(1)以双模式的无轨电车为例（比如既可用AC/DC电源驱动，又可用内燃机驱动），AC/DC电源部分不属于本标准范

畴。

(2)和电力电源的连接在其他相关标准中另有规定。

(3)自动电池供电的吸尘器是其它标准化技术分委员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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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规范性附录）

车载有意发射设备在电磁兼容测试中的豁免条件

H.1 概述

本附录对车辆上装载的有意发射设备在车辆无线电骚扰特性测量中的豁免进行规定。

可以豁免的车载有意发射设备，应符合H.2所述范围并符合H.3中相关要求。

H.2 车载有意发射设备范围

有意发射设备是通过向空间发射电磁能量而工作的设备。

车辆上装载的典型有意发射设备包括但不限于：近场通信（NFC）智能钥匙、无钥匙进入系统(PEPS)、

遥控钥匙（RKE）、直接式胎压监测系统（TPMS）、无线局域网、蓝牙、车载毫米波雷达、车载移动电

话机、LTE-V通信系统、盲区雷达、公交IC卡刷卡机、RFID识别设备、不停车收费系统等。

H.3 车载有意发射设备应满足的相关要求

H.3.1 微功率有意发射设备要求

微功率有意发射设备应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19年 第52号》的技术要求。

H.3.2 非微功率有意发射设备要求

非微功率有意发射设备应获得《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目录由国

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公布。

H.4 豁免规定

H.4.1 车载微功率有意发射设备豁免规定

对于车载微功率有意发射设备豁免规定如下：

——企业自愿性进行型号核准，须提供型号核准信息；

——企业委托检测机构对车载微功率发射设备依据H.3.1中技术要求进行检测；

——企业自行在通过ISO17025认可的实验室，对车载微功率发射设备依据H.3.1中技术要求进行检

测并提供检测报告。

由检测机构在检测报告中注明有意发射设备测试结果。

H.4.2 车载非微功率有意发射设备豁免规定

对于已经获得《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车辆有意发射设备，企业提供型号核准证，由检测机

构在检测报告中注明。

H.4.3 车辆有意电磁发射豁免范围

对于来自于车载有意发射设备的，经 H.4.1 和 H.4.2 确认符合 H.3 相关要求的电磁发射，该发射可

在车辆无线电骚扰特性测量中豁免。具体要求为：

对于车辆无线电骚扰测试中超过骚扰限值的频点，经确认为有意发射设备的工作发射（载波频率±

2.5 倍信道带宽范围内），该发射可以被豁免进行骚扰测试。

注：信道带宽规定可参考型号核准、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设备相关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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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 其它规定

若整车或部件其他电磁兼容标准中对有意发射另有相关规定，则以相关标准中规定为准。

参考文献

GB/T 12572-2008 无线电发射设备参数通用要求和测量方法

GB 13421-92 无线电发射机杂散发射功率电平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YD/T 1312.1-2012 无线通信设备电磁兼容性要求和测量方法 第1部分：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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