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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汽车“新四化”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电动汽车的销量逐步走高，“智能化”、“电动化”日

益成为汽车消费者购车过程中的重要诉求。如何引导企业生产更智能、更安全、更节能和更健康

环保的电动汽车，如何普及绿色智能消费和方便消费者在众多车型中挑选适合自己需求的智能电

动汽车，是一个公众和行业持续关注的问题。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推出了“中国汽车消

费者研究与评价规程”项目（China Car Consumer Research and Testing Programme，CCRT），旨在

通过性能测试与满意度测试的融合，直面消费者真实用车场景下的车辆性能表现与使用体验，提

供消费语言和工程语言转换的机制，探索建立消费需求引领技术进步的模式。

2020年汽车测评管理中心参考《CCRT管理规则（2018年版）》和《EV-TEST（电动汽车评

价）管理规则（2019 版）》，联合汽车行业深入研究智能化用车场景与技术发展特点，在原有

CCRT基础上引入了电动化、智能化测评项目，制定了《CCRT（智能电动汽车）管理规则（2020

年版）》，用以评价具备智能化功能的纯电动乘用车，扩展了 CCRT测评的车辆类型。

《CCRT（智能电动汽车）管理规则（2020年版）》聚焦智能电动汽车用户在车辆实际使用

过程中关注的各项性能，关注智能驾驶、智能体验、续航充电、质量与保障、健康环保、驾乘体

验、使用成本、造型与品质八个方面，通过客观测试、专家级主观评价、消费者满意度调研三种

方式进行评价。

随着智能电动汽车技术的不断进步与消费者对更好的“新四化”汽车产品的期望提升，CCRT

（智能电动汽车）会不断完善和提升，扩展参评车辆类型，持续推动智能电动汽车用户满意度，

引领汽车技术发展，推动智能电动汽车企业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培育产品品牌影响力。

《CCRT（智能电动汽车）管理规则（2020年版）》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1）在智能驾驶方面，引入跟车能力、其他障碍物识别与响应能力、巡线能力、行车组合控

制能力、智能泊车能力、系统提示能力、驾驶员监控能力 7个客观测试评价指标，并加入换道辅

助试验、OTA升级审查、仿真审查 3个加分项；

（2）在智能体验方面，引入智能提示、智能驾乘、智能交互 3个主观评价指标；

（3）在续航充电方面，引入中国工况续航、剩余里程显示准确度、百公里直流充电速率、充

电兼容性、电耗 5个评价指标和整车对外放电性能评价加分项；

（4）在驾乘体验方面，引入驾驶体验、乘坐舒适性、空间、座椅 4个主观评价指标；

（5）在健康环保方面，引入车内空气质量、噪声、有害物质、空调净化性能、人体电磁防护

5个客观测试评价指标，并在气味、噪声舒适性方面加入专家级主观评价与消费者调研评价方法；

（6）在质量与保障方面，引入可靠性、用户口碑 2个消费者调研评价指标和风险保障客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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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评价指标；

（7）在用车成本方面，引入维修成本、保养成本 2个评价指标；

（8）在造型与品质方面，引入外观、内饰 2个主观评价指标。

《CCRT（智能电动汽车）管理规则（2020年版）》于 2021年 1月 1日起正式实施。

2021年 2月，为优化运营管理流程，管理中心发布了《CCRT（智能电动汽车）管理规则（2020

年版）》补充修改说明，主要修订项为：

（1）新增了关于试验车辆召回的处置方式；

（2）新增了关于车辆利用空中下载（Over-the-Air，OTA）技术进行软件升级的处置方式；

（3）企业可申请安装驾驶辅助或自动驾驶软件选装包，并进行功能升级后的补充测试；

（4）调整了消费者调研样本量。

2021年 5月，为进一步优化规程，管理中心发布了《CCRT（智能电动汽车）管理规则（2020

年版）》补充修改说明（二），主要修订项为：

（1）取消“推荐车型”，对各性能板块进行“A、B、C、D”等级评定；

（2）一级指标“质量与保障”取消了智能风险保障、网络风险保障测评，并相应的调整了其

他二级指标的权重。

2021年《CCRT（智能电动汽车）管理规则（2020年版）》补充修改说明（二）发布后即正

式实施。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2021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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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1.1 宗旨

1.1.1 目的

CCRT（智能电动汽车）旨在面向消费者关注焦点，建立独立、公正、专业的智能电动汽车整

车性能测试评价体系。该测试评价体系将客观反映在售智能电动汽车的综合性能表现；从综合性

能和单项性能等方面为消费者提供购车参考；推动生产企业对智能电动汽车技术的提升和消费者

实际用车体验的重视，进而不断提高车辆综合性能和用户满意度。

1.1.2 说明

（1）针对智能电动汽车测试已有一系列国家标准，但这些标准没有完全覆盖消费者关心的某

些关键性指标，并且国家标准所规定的往往是车辆准入的最低要求，不能为消费者提供更丰富全

面的信息。为此，CCRT（智能电动汽车）聚焦消费者实际使用体验的关键点来设计测试评价体系，

除引用国家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外，还引入了一些国外先进的标准试验方法。针对国内外现有标

准尚未覆盖的评价指标，CCRT（智能电动汽车）广泛联合行业共同研究开发了新的评价场景与评

价方法，以满足消费者对车辆专业评价信息的需求。

（2）随着评价体系的推行、调研方法的创新、试验能力的完善，CCRT（智能电动汽车）保

留对评价体系不断进行完善和优化的权利。CCRT（智能电动汽车）会尽可能多地为消费者提供车

辆评价信息和实际使用体验情况，使结果贴近消费者的实际用车感受，不断推动汽车企业技术的

进步、创新开发能力的提升。

1.2 管理机构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汽车测评管理中心是 CCRT（智能电动汽车）的管理机构（下

称“管理中心”），负责组织实施 CCRT（智能电动汽车）相关事宜，包括确定年度计划，选定测

评车型，审定评价结果，处理争议和疑难问题，商定临时事项等。管理中心下设综合管理组、试

验管理部、技术管理部、品牌推广部，各部门职能如下：

（1）综合管理组

拟定年度实施计划；分析拟定车型；负责企业日常联络与行业合作交流。

（2）试验管理部

负责测评车辆采购、管理与处置；负责测评车辆公告管理、计划下达、过程监管、保障与特

情处理；根据测评数据计算测评结果；协调试验资源与进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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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技术管理部

组织测评规程、测评技术路线研究；组织各技术领域的测评对标研究、技术验证、测评规程

制修订；负责国内外技术交流等。

（4）品牌推广部

策划和组织测评结果发布；组织各类活动；进行公众科普推广；负责品牌管理、官方宣传平

台运营管理、与媒体和消费者沟通。

此外，设立咨询委员会，对 CCRT（智能电动汽车）的技术要求和运行提出意见和建议。咨

询委员包括汽车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政府主管部门及所属机构、消费者组织

及媒体代表等。

1.3 CCRT（智能电动汽车）指标体系与权重

1.3.1 指标设置

CCRT（智能电动汽车）共包含八个一级指标，每个一级指标的评分方法与测试方法将在后续

章节（第三至十章）分别展开描述。

1.3.2 指标权重

CCRT（智能电动汽车）的指标权重如表 1-1 所示。

表 1-1 CCRT（智能电动汽车）指标体系及权重

序号 一级指标名称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权重

1 智能驾驶 15%

跟车能力 30%

其他障碍物识别与响应能力 25%

循线能力 10%

行车组合控制能力 15%

智能泊车能力 10%

系统提示能力 10%

驾驶员监控能力 20%
换道辅助能力或远程升级能力（加

分项）
2%

仿真测试（加分项） 3%

2 智能体验 10%

智能提示 30%

智能驾乘 40%

智能交互 30%

3 续航充电 20%
中国工况续航 40%

续航里程估计准确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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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耗 30%

百公里充电速率 15%

充电兼容性 5%

对外高压放电（加分项） 1%

4 驾乘体验 15%

驾驶体验 60%

乘坐舒适性 20%

空间 10%

座椅 10%

5 健康环保 20%

车内空气质量 30%

空调净化性能 10%

有害物质 20%

车内噪声 20%

人体电磁防护 10%

6 质量与保障 8%

故障率 30%

用户口碑 30%

道路适应性风险保障 40%

7 用车成本 7%
维修成本 80%

保养成本 20%

8 造型与品质 5%

外观设计 20%

外观品质 30%

内饰设计 20%

内饰品质 30%

1.4 得分计算与结果评定

1.4.1 得分计算

CCRT（智能电动汽车）的总分根据各项性能指标得分及权重计算得出，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计算方法如式 1-1所示：

i

8

1i
i a



SS (1-1)

式中，S为 CCRT（智能电动汽车）评价总分，i为一级指标序号，Si和ai分别为序号为 i的一

级指标得分及权重。序号与权重参见表 1-1。

一级指标得分则通过本规程第三至十章节中的评分方法进行计算。

1.4.2 结果评定

为便于消费指引，CCRT（智能电动汽车）将一级指标按照表 1-2构建为五个性能板块，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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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的得分加权计算五个性能板块的得分，按照表 1-3进行分板块的等级评定。对于较大销

量配置中不包含或只包含部分先进驾驶辅助或自动驾驶功能的车型，在发布较大销量配置的车型

全部性能板块的等级基础上，可补充发布升级后的智能化性能板块等级。

表 1-2 CCRT（智能电动汽车）性能板块包含的一级指标与权重

序号 性能板块 包含的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所占权重

1 智能化
智能驾驶 60%

智能体验 40%

2 电动化 续航充电 100%

3 驾乘体验 驾乘体验 100%

4 健康环保 健康环保 100%

5 品质与保障

质量与保障 40%

用车成本 35%

造型与品质 25%

表 1-3 性能板块等级评定依据

性能板块得分 等级

≥88分 A
≥80分且＜88分 B
≥60分且＜80分

＜60分

1.5 CCRT（智能电动汽车）标记

CCRT（智能电动汽车）的标记如图1-1所示：

图 1-1 CCRT（智能电动汽车）标记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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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声明

CCRT（智能电动汽车）是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研究开发的智能电动汽车测试评价

规程，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拥有 CCRT（智能电动汽车）的全部权利。未经中国汽车

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书面许可，除企业自行进行技术开发的试验外，严禁其他机构使用 CCRT

（智能电动汽车）名义对汽车产品进行公开性的或盈利类的试验、评价和发布。

CCRT（智能电动汽车）评价车型的试验结果、得分及等级仅对所购买和测试的型号及对应配

置的车型有效。使用 CCRT（智能电动汽车）评价结果的各方应对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负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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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运行管理

2.1 测评车型选取

2.1.1 选取原则

2.1.1.1测评车型是指近两年内新上市的纯电动乘用车（M1 类车辆），由管理中心参考市场表现

选取。

2.1.1.2 测评车型中，上市六个月以内的消费者关注度高的热门车型，由公开投票方式选取。

2.1.1.3 测评车型在近期内没有停产计划。

2.1.2 确定程序

2.1.2.1 管理中心基于 2.1.1选取原则确定本批次候选车型，在选车过程中，若某车型存在召回事

件并且召回工作尚未结束，则不纳入候选车型。

2.1.2.2 将候选车型通知车辆生产企业，由企业反馈该车型相关技术信息（见附件 1）；

2.1.2.3 管理中心收到企业反馈信息后，从中选定本批次测评车型及其较大销量配置。

2.2 车辆购买

在确定测评车型后，管理中心按照随机原则，在事先不告知生产企业的情况下，独立地从该

车型经销商处购买车辆。购买过程接受媒体和消费者的监督。

车辆购买后，将在官方平台上公布所购测评车型、销售型号，并向车辆生产企业发送通知函

予以告知。

2.3 试验评价

2.3.1 制定试验计划

发布测评车型通告后，管理中心制定试验实施计划。试验实施计划应综合考虑试验条件，合

理应用试验资源，确保试验在所需时间节点前完成。

管理中心发布测评车型通告后，如发生相关车型召回事件，则在官方平台发布终止该车型本

次测评的通知，且不发布测评结果。

2.3.2 试验计划公示与安排

试验计划完成制订之后，CCRT（智能电动汽车）官方平台对评价车辆的试验计划安排进行公

开。在试验前应向生产企业发送 CCRT（智能电动汽车）试验实施通知表（见附件 2），通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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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试验车型、配置情况、试验内容、试验时间等。

2.3.3 试验准备

2.3.3.1 生产企业接到试验实施通知后，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向管理中心提供试验车辆基本信息、

参数表（见附件 3）和利用空中下载（Over-the-Air，OTA）技术进行软件升级的计划（若有，应

提供在相应监管部门的 OTA备案材料）。

2.3.3.2 对于有 OTA升级计划的试验车辆，经管理中心对相关材料审核同意后，在首项试验正式

实施前，由企业人员操作进行 OTA升级，并由管理中心人员监督并拍摄记录升级过程；首项试验

正式实施后，不再允许进行 OTA升级。

2.3.3.3试验前所有的准备工作，包括车辆准备、试验设备准备、试验条件的确认等均由管理中心

组织专业试验人员进行操作。生产企业的技术人员可在规定时间内观看试验的准备情况，并对必

要的参数予以确认，但不得对车辆及设备仪器进行任何操作。

2.3.3.4 CCRT（智能电动汽车）主观评价人员是由经过管理中心考核筛选的中汽测评主观评价师担

任，评价人员持管理中心发放的聘书，遵守 CCRT（智能电动汽车）主观评价的相关管理规定，

进行 CCRT（智能电动汽车）主观评价工作。每批次评价选取十名主观评价师，并采取回避原则

（即车辆生产企业的智能电动汽车主观评价师不得参与本企业生产车辆的评价工作）。为提升测

评公正度，主观评价人员不对外公开名单。

2.3.4 试验实施

客观测评试验及数据处理由专业试验人员按照操作规程进行，企业技术人员可在规定时间和

地点观看试验过程。主观评价由智能电动汽车主观评价师按照规定的评价规程进行，被测企业技

术人员不可观看。

客观测评和主观评价在管理中心认定的试验室、试验场进行。

对于较大销量配置中不包含或只包含部分先进驾驶辅助或自动驾驶功能的车型，在完成较大

销量配置的车型测试后，允许企业申请安装完整的先进驾驶辅助或自动驾驶软件选装包（在售），

并进行功能升级后的补充测试。

正式测评时不允许企业通过远程控制等方式针对试验车辆进行专门化的性能强化或通过限定

功能等方式阻碍试验。如果出现上述情况，则终止测评，并将相关情况公布。

2.3.5 数据管理

每项试验完成后，试验负责人应及时将试验获得的数据提交到数据管理系统，由管理中心统

一管理。



13

2.3.6 指标评分

管理中心依据本管理规则第三至十章评分方法，对试验数据进行处理，计算得到试验评价指

标分数。

2.3.7 结果审核

管理中心应在每项试验后根据试验数据对试验评价指标分数进行检验，确保准确性。

2.4 消费者评价

2.4.1 制订调研计划

在确定评价车型之后，管理中心开始制订调研计划，充分考虑调研执行效果，确保调研在所

需时间节点前完成。调研计划包含以下内容：

1) 总体调研的城市；

2) 调研准备时间、调研开始日期及结束日期。

2.4.2 调研准备

在调研准备期内，管理中心需完成以下准备工作：

1) 准备平板电脑调研问卷程序并完成测试。

2) 确定调研对象的范围，根据规则对调研对象进行筛选，确保受访者符合调研要求。

2.4.3 调研实施

1) 调研由管理中心指定的专业调研公司执行。

2) 用户调研采用邀约面访的形式进行，调研人员应按照调研规范进行问卷调研。

3) 调研人员应保证调研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并保证调研进度。

4) 调研结束后，管理中心将回收被访者录音、行驶证或驾驶证照片等材料用于复核。

2.4.4 数据复核

管理中心需要对调研回收数据进行复核，对于不满足规定要求的问卷，作废卷处理，且不能

计入最终的得分计算。

2.4.5 数据管理

数据复核后，管理中心应及时将最终数据提交到数据管理系统并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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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指标评分

管理中心在数据复核之后，委派数据计算负责人对每个用户评价指标按照本管理规则第三至

十章评分方法进行评分。

2.4.7 结果审核

在调研数据提交后，管理中心需根据调研数据对用户评价指标分数进行检验，如发现问题应

及时与调研数据及数据计算相关人员进行确认。

2.5 评价结果发布

评价结果示例展示如图 2-1所示：

图 2-1 CCRT（智能电动汽车）评价结果展示方式（示例）

2.6 经费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每年设立专项资金预算作为购买车辆及试验、管理的费用以

保证 CCRT（智能电动汽车）的长期运行。

2.7 试验过程外部人员和相关事务的管理

2.7.1 观看试验过程人员的管理

2.7.1.1 评价车型每项试验的具体试验时间将事先通知车辆生产企业，同时在官方网站和微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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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号上发布。

2.7.1.2 车辆生产企业在试验实施日三天前需将观看试验人员名单通知管理中心。

2.7.1.3 车辆生产企业人员进入试验室需佩戴企业观看证。

2.7.2 生产企业人员与试验相关事务的管理

2.7.2.1 车辆生产企业人员可在各项试验前确认试验车辆的状态。如发现问题，应及时与试验管理

部负责人员进行沟通，并最终达成一致意见。

2.7.2.2 车辆生产企业人员确认试验条件时，对于试验结果可能影响较大的内容，在和试验管理部

负责人员互相确认的同时，应将其另行记录在试验管理部制作的记录表中。

2.7.2.3 车辆生产企业人员在确认时，不得对试验车辆及试验用零部件进行任何操作。但当确认有

特别需要并且得到试验管理部负责人同意后，可由试验管理部相关人员进行相关操作。

2.8 对评价结果的异议的申诉和处理

生产企业对评价结果有异议时，可在结果发布后的 10天内以申诉单（见附件 4）的形式向管

理中心提出。管理中心应于接到企业申诉单的一个月内给予答复。仍存在争议时，管理中心可应

生产企业要求安排会议进行讨论。

由于试验实施过程中未按规程操作出现问题而导致评价结果有较大偏差时，可重新进行评价，

并在结果公布时予以说明，重新评价的费用由管理中心承担。

2.9 试验后车辆的处理

对于结果发布后没有异议的车辆，管理中心将按照内部管理文件进行车辆的处理。

2.10 CCRT（智能电动汽车）评价结果及相关标志的使用

CCRT（智能电动汽车）发布的结果及相关标志允许有关各方无偿使用，但用于商业目的时，

使用方须事先向管理中心说明标志使用的场所和形式。管理中心有权对其提出限制要求。

2.11 技术交流

管理中心每年至少举行一次 CCRT（智能电动汽车）专题研讨和技术交流活动，也可与评价

结果发布活动结合进行。生产企业和相关机构可与管理中心开展各种形式的交流与技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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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交流及公共宣传活动

管理中心可视需要参加或组织公共宣传活动，并与各方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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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智能驾驶

3.1评分方法

本测试评价方法测试对象包括自适应巡航系统、车道保持辅助系统、车道居中控制系统、智

能泊车辅助系统、组合控制驾驶辅助系统。

（1）若车辆同时具备自适应巡航系统和组合控制驾驶辅助系统，则只对组合控制驾驶辅助系

统测试评价；

（2）若车辆同时具备组合控制驾驶辅助系统和车道居中控制（或车道保持辅助）系统，则只

对组合控制驾驶辅助系统进行测试；

（3）若车辆不具备组合控制驾驶辅助系统，但同时具备自适应巡航系统和车道居中控制系统，

且两个系统可以同时开启，则同时开启两个系统进行测试；

（4）若车辆不具备组合控制驾驶辅助系统，但同时具备自适应巡航系统和车道居中控制系统，

且两个系统不可以同时开启，则对两个系统分别进行测试；

（5）若车辆不具备组合控制驾驶辅助系统，但同时具备自适应巡航系统和车道保持辅助系统，

则对两个系统分别进行测试；

（6）若车辆不具备组合控制驾驶辅助系统，但同时具备车道保持辅助系统和车道居中控制系

统，则仅对车道居中控制进行测试。

3.1.1 指标体系

智能驾驶下设指标如表 3-1所示：

表 3-1 智能驾驶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智能驾驶

跟车能力

前车静止识别与响应

前车低速识别与响应

前车减速识别与响应

前车切入识别与响应

前车切出识别与响应

跟随前车启停

其他障碍物识别与响应能力

锥桶识别与响应

目标车辆横置识别与响应

行人横穿识别与响应

循线能力
车道保持辅助

车道居中控制

行车组合控制能力 交通拥堵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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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高速驾驶辅助

智能泊车能力

平行车位

垂直车位

斜向车位

遥控泊车辅助持续遥控功能丢失（加分项）

遥控泊车辅助遥控功能误用（加分项）

系统提示能力
系统表述

状态显示

驾驶员监控能力
脱手检测

注意力监测

换道辅助能力或远程升级能力

（加分项）

换道辅助能力

远程升级能力

仿真测试能力（加分项）
测试流程合规性

测试结果通过性

3.1.2 指标权重分配

3.1.2.1二级指标权重分配

智能驾驶下设 9个二级指标：跟车能力、其他障碍物识别与响应能力、循线能力、行车组合

控制能力、智能泊车能力、系统提示能力、驾驶员监控能力、换道辅助能力或远程升级能力（加

分项）和仿真测试能力（加分项），各个二级指标权重如表 3-2所示。

表 3-2 智能驾驶所包含的二级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智能驾驶

1 跟车能力 30%
2 其他障碍物识别与响应能力 5%
3 循线能力 10%
4 行车组合控制能力 15%
5 智能泊车能力 10%
6 系统提示能力 10%
7 驾驶员监控能力 20%
8 换道辅助能力或远程升级能力（加分项） +2%
9 仿真测试能力（加分项） +3%

备注：如果通过加分项获得分值比例达 100%以上，按照 100%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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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三级指标权重分配

跟车能力包含前车静止识别与响应、前车低速识别与响应、前车减速识别与响应、前车切入

识别与响应、前车切出识别与响应和跟随前车启停，各个三级指标权重如表 3-3所示。

表 3-3 跟车能力分值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跟车能力

1 前车静止识别与响应 15%
2 前车低速识别与响应 25%
3 前车减速识别与响应 20%
4 前车切入识别与响应 25%
5 前车切出识别与响应 10%
6 跟随前车启停 5%

其他障碍物识别与响应能力包含锥桶识别与响应、目标车横置识别与响应和行人横穿识别与

响应，各个三级指标权重如表 3-4所示。

表 3-4 其他障碍物识别与响应能力分值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其他障碍物识别与响

应能力

1 锥桶识别与响应 30%
2 目标车横置识别与响应 30%
3 行人横穿识别与响应 40%

循线能力包含车道保持辅助和车道居中保持，各个三级指标权重如表 3-5所示。

表 3-5 循线能力分值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循线能力
1 车道保持辅助 20%
2 车道居中保持 80%

行车组合控制能力包含交通拥堵辅助和高速驾驶辅助，各个三级指标权重如表 3-6所示。

表 3-6 行车组合控制能力分值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行车组合控制能力
1 交通拥堵辅助 50%
2 高速驾驶辅助 50%



20

智能泊车能力包含平行车位、垂直车位、斜车位、遥控泊车辅助持续遥控功能丢失（加分项）

和遥控泊车辅助遥控功能误用（加分项），各个三级指标权重如表 3-7所示。

表 3-7 智能泊车能力分值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智能泊车能力

1 平行车位 55%
2 垂直车位 40%
3 斜向车位 5%
4 遥控泊车辅助持续遥控功能丢失（加分项） +5%
5 遥控泊车辅助遥控功能误用（加分项） +5%

备注：如果通过加分项获得分值比例达 100%以上，按照 100%计算

系统提示能力包含系统表述和状态显示，各个三级指标权重如表 3-8所示。

表 3-8 系统提示能力分值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系统提示能力
1 系统表述 60%
2 状态显示 40%

驾驶员监控能力包含脱手检测和注意力监测，各个三级指标权重如表 3-9所示。

表 3-9 驾驶员监控能力分值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驾驶员监控能力
1 脱手检测 60%

2 注意力监测 40%

换道辅助能力或远程升级能力包含换道辅助能力和远程升级能力，取二者得分最高项，如表

3-10所示。

表 3-10 换道辅助能力或远程升级能力（加分项）分值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换道辅助能力或远程

升级能力（加分项）

1 换道辅助能力
100%

2 远程升级能力

仿真测试能力包括高速前车紧急避障、低速重卡走走停停、隧道入口前车切入识别与响应、

弯道前车并线行驶和行人横穿马路 5个场景，各个三级指标的权重如表 3-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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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仿真测试能力分值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仿真测试能力

（加分项）

1 测试流程合规性 20%
2 测试结果通过性 80%

3.1.2.3四级指标权重分配

跟车能力各三级指标的测试场景所占权重如表 3-12所示。

表 3-12 跟车能力各测试场景分值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跟车能力

前车静止识

别与响应

1 试验车辆设置车速 60km/h，目标车辆在道路右侧。 25%
2 试验车辆设置车速 60km/h，目标车辆在道路中间。 25%
3 试验车辆设置车速 80km/h，目标车辆在道路左侧。 25%
4 试验车辆设置车速 80km/h，目标车辆在道路中间。 25%

前车低速识

别与响应

1 试验车辆设置车速 60km/h。目标车辆车速 20km/h，在

道路右侧行驶。
20%

2 试验车辆设置车速 60km/h。目标车辆车速 20km/h，在

道路中间行驶。
20%

3 试验车辆设置车速 120km/h。目标车辆车速 60km/h，
在道路左侧行驶。

20%

4 试验车辆设置车速 120km/h。目标车辆车速 60km/h，
在道路中间行驶。

20%

5 试验车辆设置车速 80km/h。目标摩托车车速 30km/h，
在道路中间行驶。

10%

6 试验车辆设置车速 80km/h。目标摩托车车速 30km/h，
在道路右侧行驶。

10%

前车减速识

别与响应

1 试验车辆设置车速 60km/h。目标车速 40km/h，减速度

4m/s2。 50%

2 试验车辆设置车速 100km/h。目标车速 80km/h，减速

度 4m/s2。 50%

前车切入识

别与响应

1 试验车辆设置车速 40km/h，目标车速 20km/h。 50%
2 试验车辆设置车速 80km/h，目标车速 60km/h。 50%

前车切出识

别与响应

1 试验车辆设置车速 50km/h，目标车速 40km/h。 50%
2 试验车辆设置车速 70km/h，目标车速 60km/h。 50%

跟随前车启

停
1 试验车辆设置车速 30km/h，目标车辆车速 20km/h。 100%

其他障碍物识别与响应能力各三级指标的测试场景所占权重如表 3-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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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其他障碍物识别与响应能力各测试场景分值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序号 四级指标 权重

其他障碍

物识别与

响应能力

锥桶识别与响应 1 试验车辆设置车速 40km/h，目标物为静置锥桶 30%

目标车横置识别

与响应
2 试验车辆设置车速 80km/h，目标物为静止横置 GST 30%

行人横穿识别与

响应
3 试验车辆设置车速 40km/h，行人速度 5km/h 40%

循线能力各三级指标的测试场景所占权重如表 3-14所示。

表 3-14 循线能力各测试场景分值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循线能力

车道保持辅助 1 80km/h，直道 100%

车道居中保持
1 60km/h，转弯半径 250m 50%
2 80km/h，转弯半径 500m 50%

行车组合控制能力各三级指标的测试场景所占权重如表 3-15所示。

表 3-15 行车组合控制能力各测试场景分值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行车组合

控制能力

交通拥堵辅

助

1 试验车辆设置车速 40km/h，弯道内存在静止目标车辆。 50%
2 试验车辆设置车速 40km/h，目标车辆在弯道内行驶车速

20km/h。
50%

高速驾驶辅

助

1 试验车辆设置车速 80km/h，弯道内存在静止目标车辆。 50%
2 试验车辆设置车速 80km/h，目标车辆在弯道内行驶车速

20km/h。
50%

智能泊车能力各三级指标的测试场景所占权重如表 3-16所示。

表 3-16 智能泊车能力各测试场景分值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智能泊车

能力

平行车位（55%）

1 平行车位两侧存在静止车辆 25%
2 平行车位两侧无其他障碍物 25%
3 平行停车位内存在障碍物 50%

垂直车位（40%）

1 垂直车位两侧存在静止车辆 25%
2 垂直车位两侧无其他障碍物 25%
3 泊车过程存在行人干扰 50%

斜向车位（5%）
1 斜向车位两侧存在静止车辆 50%
2 斜向车位两侧无其他障碍物 50%

遥控泊车辅助持续遥控功能丢失

（加分项）（5%）
1 遥控泊车辅助持续遥控功能丢失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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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控泊车辅助遥控功能误用

（加分项）（5%）
2 遥控泊车辅助遥控功能误用 100%

系统提示能力各三级指标的测试内容所占权重如表 3-17所示。

表 3-17 系统提示能力各测试场景分值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系统提示

能力

系统表述（60%）

1 系统定义 25%
2 驾驶员责任描述 25%
3 系统使用条件描述 25%
4 驾驶员状态监测描述 25%

状态显示（40%） 1 开启、关闭、激活状态 100%

驾驶员监控能力各三级指标的测试内容所占权重如表 3-18所示。

表 3-18 驾驶员监控能力各测试场景分值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驾驶员监

控能力

脱手检测（60%）
1 报警时间测试 80%

2 最小风险策略 20%

注意力监测（40%）

1 闭眼 40%

2 低头 40%

3 最小风险策略 20%

换道辅助能力或远程升级能力各三级指标的测试内容所占权重如表 3-19所示。

表 3-19 换道辅助能力或远程升级能力各测试场景分值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换道辅助

能力或远

程升级能

力

换道辅助能力
1 无干扰车换道

100%
2 有干扰车换道

远程升级能力

1 车载娱乐系统软件升级 30%

2 车身控制系统软件升级 30%

3 底盘控制系统软件升级 30%

4 驾驶辅助系统相关软件升级 10%

仿真测试能力各三级指标的测试内容所占权重如表 3-2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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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 仿真测试能力各测试场景分值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仿真测试

能力

测试流程合规性（20%） 1 测试流程审核报告 100%

测试结果通过性（80%）

1 高速前车紧急避障 20%

2 低速重卡走走停停 20%

3 隧道入口前车切入 20%

4 弯道前车并线行驶 20%

5 有遮挡行人横穿马路 20%

3.1.3 算分方法

3.1.3.1智能驾驶总分计算方法

智能驾驶总分根据二级指标得分及权重计算得出，保留小数点后一位，计算方法如式 3-1 所

示：

i

9

1i
i a



SS (3-1)

式中，S为智能驾驶的评价总分，i为二级指标序号，Si和ai分别为序号为 i的二级指标得分及

权重。序号与权重参见表 3-1。

3.1.3.2二级指标得分计算方法

二级指标得分根据三级指标得分及权重计算得出，保留小数点后一位，计算方式如式 3-2 所

示：

Si =
j=1

ni

Sij × bij� (3-2)

式中，j为二级指标内三级指标的序号， ni为第 i个二级指标的三级指标数量。Sij、bij分别为

序号为 i的二级指标内序号为 j的三级指标的得分和对应二级指标的权重。

3.1.3.3三级指标得分计算方法

三级指标得分根据四级指标得分及权重计算得出，保留小数点后一位，计算方式如式 3-3 所

示：

(3-3)

式中，j为三级指标内四级指标的序号， ni为第 i个三级指标的四级指标数量。Sij、bij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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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为 i的三级指标内序号为 j的四级指标的得分和对应三级指标的权重。四级指标得分按照 3.1.4

进行计算。

3.1.4得分说明

3.1.4.1 跟车能力得分说明

3.1.4.1.1 前车静止识别与响应得分说明

1）试验车辆未与目标车辆发生碰撞，且制动过程最大减速度不超过 5m/s2，得 100分；

2）试验车辆未与目标车辆发生碰撞，且制动过程最大减速度超过 5m/s2，得 70分；

3）试验车辆与目标车辆发生碰撞，得分按照下述公式 3-4计算：

得分 =70×
Vrel,test

tVrel,impacVrel,test 
(3-4)

其中：Vrel,test：试验开始时，试验车辆与目标车辆的相对速度；

Vrel,impact：试验车辆与目标物碰撞时，两者的相对速度，用碰撞时刻的试验车辆速

度减去目标物速度。

如果系统在某测试速度点对车速的减免作用＜5km/h 或 Vimpact（VUT 碰撞 GVT 时的

速度）＞50km/h，停止该场景下的试验。

3.1.4.1.2 前车低速识别与响应得分说明

1）试验车辆未与目标车辆发生碰撞，且能稳定跟随目标车辆行驶，制动过程最大减速度不超

过 5m/s2，得 100分；

2）试验车辆未与目标车辆发生碰撞，制动过程最大减速度超过 5m/s2，得 70分；

3）试验车辆与目标车辆发生碰撞，得分按照下述公式 3-5计算：

得分 =70×
Vrel,test

tVrel,impacVrel,test 
(3-5)

其中：Vrel,test：试验开始时，试验车辆与目标车辆的相对速度；

Vrel,impact：试验车辆与目标物碰撞时，两者的相对速度，用碰撞时刻的试验车辆速度减去

目标物速度。

如果系统在某测试速度点对车速的减免作用＜5km/h 或 Vimpact（VUT 碰撞 GVT 时的

速度）＞50km/h，停止该场景下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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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1.3 前车减速识别与响应得分说明

1）试验车辆未与目标车辆发生碰撞，且制动过程最大减速度不超过 5m/s2，得 100分；

2）试验车辆未与目标车辆发生碰撞，且制动过程最大减速度超过 5m/s2，得 70分；

3）试验车辆与目标车辆发生碰撞，得分按照下述 3-6计算：

得分 =70×
Vrel,test

tVrel,impacVrel,test 
(3-6)

其中：Vrel,test：试验开始时，试验车辆的行驶速度；

Vrel,impact：试验车辆与目标物碰撞时，两者的相对速度，用碰撞时刻的试验车辆速

度减去目标物速度。

如果系统在某测试速度点对车速的减免作用＜5km/h 或 Vimpact（VUT 碰撞 GVT时的速度）

＞50km/h，停止该场景下的试验。。

3.1.4.1.4 前车切入识别与响应得分说明

参考 3.1.4.1.2条款进行得分计算。

3.1.4.1.5 前车切出识别与响应得分说明

参考 3.1.4.1.1条款进行得分计算。

3.1.4.1.6 跟随前车起停得分说明

试验车辆未与目标车辆发生碰撞，当目标车辆重新起步后，试验车辆能自动起步并恢复设置

车速或稳定跟车，制动过程中减速度小于 5m/s2，得 100分。

3.1.4.2静止障碍物得分说明

参考 3.1.4.1.1条款进行得分计算。

3.1.4.3 循线能力得分说明

3.1.4.2.1 车道保持辅助能力得分说明

试验车辆前轮外沿不得超过车道线外沿 0.2m，得 100分。

3.1.4.2.2 车道居中保持能力得分说明

试验车辆前轮外沿不得接触车道线内沿，得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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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3 行车组合控制能力得分说明

3.1.4.3.1 交通拥堵辅助得分说明

3.1.4.3.1.1 弯道内静止目标车辆识别及响应得分说明

1）试验车辆的前轮外沿不得接触车道线内沿，未与目标车辆发生碰撞，且制动过程最大减速

度不超过 5m/s2，得 100分；

2）试验车辆的前轮外沿不得接触车道线内沿，未与目标车辆发生碰撞，且制动过程最大减速

度超过 5m/s2，得 70分；

3）试验车辆的前轮外沿不得接触车道线内沿，与目标车辆发生碰撞，得分按照下述公式 3-7

计算：

得分 =70×
Vrel,test

tVrel,impacVrel,test 
(3-7)

其中：Vrel,test：试验开始时试验车辆速度。

Vrel,impact：试验车辆与目标车辆碰撞时，两者的相对速度，用碰撞时刻的试验车辆

速度减去目标车辆速度。

3.1.4.3.1.2 弯道内慢行目标车辆识别及响应得分说明

1）试验车辆的前轮外沿不得接触车道线内沿，未与目标车辆发生碰撞并能跟随目标车辆稳定

行驶，且制动过程最大减速度不超过 5m/s2，得 100分；

2）试验车辆的前轮外沿不得接触车道线内沿，未与目标车辆发生碰撞，且制动过程最大减速

度超过 5m/s2，得 70分；

3）试验车辆的前轮外沿不得接触车道线内沿，与目标车辆发生碰撞，得分按照下述公式 3-8

计算：

得分 =70×
Vrel,test

tVrel,impacVrel,test 
(3-8)

其中：Vrel,test：试验开始时试验车辆速度。

Vrel,impact：试验车辆与目标车辆碰撞时，两者的相对速度，用碰撞时刻的试验车辆

速度减去目标车辆速度。

3.1.4.3.2 高速驾驶辅助得分说明

3.1.4.3.2.1 弯道内静止目标车辆识别及响应得分说明

参考 3.1.4.3.1.1条款进行得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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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3.2.2 弯道内慢行目标车辆识别及响应得分说明

参考 3.1.4.3.1.2条款进行得分计算。

3.1.4.4 智能泊车能力得分说明

3.1.4.4.1 平行车位得分说明

3.1.4.4.1.1 平行车位两侧存在静止车辆得分说明

平行车位两侧存在静止车辆的测试场景，得分规则见表 3-21。

表 3-21 平行车位两侧存在静止车辆的场景得分

四级指标 评价方法 项目分值

车位搜索能力 3次测试中至少 2次能够识别出目标车位 10

泊车能力

揉库次数

揉库次数≤4次 20

4次＜揉库次数≤6次 15

6次＜揉库次数≤9次 10

揉库次数＞9次 0

停车姿态α（-3°~3°）

-1°≤α≤1° 25

1°＜|α|≤2° 20

2°＜|α|≤3° 15

|α|＞3° 0

准确泊入目

标区域

横向控制评

价指标
（0.3 m≥ D_r、D_f ≥0.05 m） 15

纵向控制评

价指标
Δl≥0.1 m 10

避免碾压路缘石、碰撞边界车辆 20

3.1.4.4.1.2 平行车位两侧无其他障碍物得分说明

平行车位两侧无其他障碍物的测试场景，得分规则见表 3-22。

表 3-22 平行车位两侧无其他障碍物的场景得分

四级指标 评价方法 项目分值

车位搜索能力 3次测试中至少 2次能够识别出目标车位 10

泊车能力
揉库次数

揉库次数≤4次 20

4次＜揉库次数≤6次 15

6次＜揉库次数≤9次 10

揉库次数＞9次 0

停车姿态α（-3°~3°）
-1°≤α≤1° 25

1°＜|α|≤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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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级指标 评价方法 项目分值

2°＜|α|≤3° 15

|α|＞3° 0

准确泊入目

标区域

横向控制评

价指标
（0.3 m≥ D_r、D_f ≥0.05 m） 15

纵向控制评

价指标
Δl≥0.1 m 10

避免碾压路缘石 20

3.1.4.4.1.3 平行停车位内存在障碍物得分说明

测试车辆将该车位识别为不可用得 100分。

3.1.4.4.2 垂直车位得分说明

3.1.4.4.2.1 垂直车位两侧存在静止车辆得分说明

垂直车位两侧存在静止车辆的测试场景，得分规则见表 3-23。

表 3-23 垂直车位两侧存在静止车辆的场景得分

四级指标 评价方法 项目分值

车位搜索能力 3次测试中至少 2次能够识别出目标车位 10

泊车能力

揉库次数

揉库次数≤4次 20

4次＜揉库次数≤6次 15

6次＜揉库次数≤9次 10

揉库次数＞9次 0

停车姿态α（-3°~3°）

-1°≤α≤1° 25

1°＜|α|≤2° 20

2°＜|α|≤3° 15

|α|＞3° 0

停入目标区

域

横向控制评

价指标
Δd≥0.2 m 15

纵向控制评

价指标
Δx≤0.4 m 10

避免碰撞边界车辆 20

3.1.4.4.2.2 垂直车位两侧无其他障碍物得分说明

垂直车位两侧无其他障碍物的测试场景，得分规则见表 3-24。

表 3-24 垂直车位两侧无其他障碍物的场景得分

四级指标 评价方法 项目分值

车位搜索能力 3次测试中至少 2次能够识别出目标车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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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级指标 评价方法 项目分值

泊车能力

揉库次数

揉库次数（≤4次） 20

4次＜揉库次数≤6次 15

6次＜揉库次数≤9次 10

揉库次数＞9次 0

停车姿态α（-3°~3°）

-1°≤α≤1° 20

1°＜|α|≤2° 15

2°＜|α|≤3° 10

|α|＞3° 0

停入目标

区域

横向控制评价

指标
Δd≥0.1 m 10

纵向控制评价

指标
Δl≥0.1 m 10

提供车位备选供驾驶员选择，车辆准确泊入目标车位 10

避免碾压路缘石 20

3.1.4.4.2.3 泊车过程存在行人干扰得分说明

测试车辆将该车位识别为不可用得 100分。

3.1.4.4.3 斜向车位得分说明

3.1.4.4.3.1 斜向车位两侧存在静止车辆得分说明

斜向车位两侧存在静止车辆的测试场景，得分规则见表 3-25。

3-25 斜向车位两侧存在静止车辆的场景得分

四级指标 评价方法 项目分值

车位搜索能力 3次测试中至少 2次能够识别出目标车位 10

泊车能力

揉库次数

揉库次数（≤2次） 20

2次＜揉库次数≤4次 15

4次＜揉库次数≤7次 10

揉库次数＞7次 0

停车姿态α（-3°~3°）

-1°≤α≤1° 25

1°＜|α|≤2° 20

2°＜|α|≤3° 15

|α|＞3° 0

准确泊入目

标区域

横向控制评

价指标
Δd≥0.1 m 15

纵向控制评

价指标
Δx≤0.4 m 10

避免碰撞边界车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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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4.3.2 斜向车位两侧无其他障碍物得分说明

斜向车位两侧无其他障碍物的测试场景，得分规则见表 3-26。

表 3-26 斜向车位两侧无其他障碍物的场景得分

四级指标 评价方法 项目分值

车位搜索能力 3次测试中至少 2次能够识别出目标车位 10

泊车能力

揉库次数

揉库次数（≤2次） 20

2次＜揉库次数≤4次 15

4次＜揉库次数≤7次 10

揉库次数＞7次 0

停车姿态α（-3°~3°）

-1°≤α≤1° 20

1°＜|α|≤2° 15

2°＜|α|≤3° 10

|α|＞3° 0

停入目标

区域

横向控制评价

指标
Δd≥0.1 m 10

纵向控制评价

指标
Δl≥0.1 m 10

提供车位备选供驾驶员选择，车辆准确泊入目标车位 10

避免碾压路缘石 20

3.1.4.4.4 遥控泊车辅助持续遥控功能丢失得分说明

满足下列条件，得 100分：

泊车过程中，遥控功能丢失后，试验车辆检测到该故障并进行报警，退出泊车辅助状态，车

辆刹停，刹停距离不大于 0.7米。

3.1.4.4.5 遥控泊车辅助遥控功能误用得分说明

满足下列条件，得 100分：

遥控泊车辅助遥控功能在遥控距离 6m 内能够正常开启，且在 3.2.4.5.4.10测试方法 2）的三

次试验中，泊车功能均未开启。

3.1.4.5 系统提示能力得分说明

3.1.4.5.1 系统表述得分说明

审核试验车辆的用户使用手册内容：

1）系统定义：系统定义应能明确表明该系统为驾驶辅助系统，且明确说明该系统的功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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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分；

2）驾驶员责任描述：应明确说明驾驶员承担一切责任，得 100分；

3）使用条件描述：应能明确说明系统的使用条件，至少包含使用区域、天气条件、车道线要

求，得 100分；

4）驾驶员状态监测描述：应对能引起驾驶员监控能力系统报警的行为进行说明，及相应的报

警形式，得 100分。

3.1.4.5.2 状态显示得分说明

在车辆启动后，仪表或 HUD能明确表明该系统的关闭状态、开启状态以及激活状态，得 100

分。

3.1.4.6 驾驶员监控能力得分说明

3.1.4.6.1 脱手检测得分说明

报警时间检测：当驾驶员双手离开方向盘至发出视觉报警，时间间隔不得超过 15s；驾驶员

双手离开方向盘至发出声音报警，时间间隔不得超过 30s直至功能退出。该功能最晚在声觉报警

发出 30s内关闭或进入最小风险状态，关闭前伴随至少 5s的急促声觉报警，得 100分；

系统进入最小风险策略时，具备横向控制，得 100分。

3.1.4.6.2 注意力监测得分说明

按照 3.2.4.5.6.2进行测试，当驾驶员闭眼后，应在 4s内发出声音报警，并伴随视觉或触觉信

号，得 100分。

按照 3.2.4.5.6.2进行测试，当驾驶员低头后，应在 5s内发出声音报警，并伴随视觉或触觉信

号，得 100分。

系统进入最小风险策略时，具备横向控制，得 100分。

3.1.4.7 换道辅助能力或远程升级能力得分说明

当试验车辆具备换道辅助能力功能或远程升级功能，则对换道辅助能力或远程升级功能进行

测试，并取最高成绩作为此项最终得分。

3.1.4.7.1 换道辅助能力得分说明

分别进行无干扰车换道测试和有干扰车换道测试，若两项测试结果均符合下述要求，则得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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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无干扰车换道测试时，测试车辆能正确开启转向灯并顺利完成换道动作；

且在进行有干扰车换道测试时，测试车辆能顺利开启转向灯，但不能顺利完成换道动作。

3.1.4.7.2 远程升级能力得分说明

3.1.4.7.2.1 车载娱乐系统软件升级得分说明

车载娱乐系统能够联网下载 APP或者更新 APP，则该测试项得 100分。

3.1.4.7.2.2 车身控制系统软件升级得分说明

厂商能够提供相应的软件升级日志、OTA后台记录、测试报告，其中：

软件升级日志应包含软件升级说明、软件升级影响的功能、软件升级前后车辆 ECU软件版本

号、软件升级结果（成功或失败）、软件升级时间等内容；

OTA后台记录应包含软件升级历史说明、车辆 ECU软硬件历史版本号、软件升级历史结果、

软件升级历史时间等内容；

测试报告应包含测试车辆 VIN码、软件升级过程中的图片（升级说明、升级进度、升级结果

等）、软件升级后的测试结果、测试时间等内容。

提供上述材料中的两项，则该测试项得 100分。

3.1.4.7.2.3 底盘控制系统软件升级得分说明

参考 3.1.4.7.2.2条款进行得分计算。

3.1.4.7.2.4 智能驾驶系统相关软件升级得分说明

参考 3.1.4.7.2.2条款进行得分计算。

3.1.4.8 仿真测试能力得分说明

3.1.4.8.1 仿真测试能力流程合规性得分说明

厂商能够提供仿真测试能力流程及可靠性的证明，同时需对测试流程及测试结果进行陈述。

其中：仿真测试能力能力应为系统级/整车级测试平台。

3.1.4.8.1.1仿真测试能力流程完整性得分说明

测试流程完整性报告应包括所采用的核心软硬件、车辆动力学标定结果对比、传感器类型配

置、仿真方式、信号流示意图等。

全部提供则该测试项得 100分。

3.1.4.8.1.2仿真测试能力流程可靠性得分说明

测试流程可靠性报告应包含测试过程中的照片（平台配置、测试执行）、测试时间、测试地

点、测试人员、测试数据处理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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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提供则该测试项得 100分。

3.1.4.8.2 仿真测试能力结果通过性得分说明

仿真测试能力场景包括：前车紧急避障、低速重卡走走停停、隧道入口前车切入识别与响应、

弯道前车并线行驶、行人横穿马路。各场景分值如表 3-27所示。

表 3-27 仿真测试能力分值表

测试场景 测试用例 满分 总分

高速前车紧急避障 主车 90km/h，目标车 90km/h，障碍物触发距离 20m 20 20

低速重卡走走停停
主车 10km/h，目标车 10km/h，目标车以 3.5m/s2减速

度制度
20 20

隧道入口前车切入 主车 60km/h，1目标车 60km/h，2目标车 40km/h 20 20

弯道前车并线行驶 主车 50km/h，干扰车 30km/h 20 20

有遮挡行人横穿马路 主车 50km/h，行人 3km/h 20 20

3.1.4.8.2.1高速前车紧急避障得分说明

1）试验车辆未与障碍物发生碰撞，且制动过程最大减速度不超过 5m/s2，得 20分；

2）试验车辆未与障碍物发生碰撞，且制动过程最大减速度超过 5m/s2，得 14分；

3）试验车辆与障碍物发生碰撞，不得分。

3.1.4.8.2.2低速重卡走走停停得分说明

试验车辆未与目标车辆发生碰撞，当目标车辆重新起步后，试验车辆能自动起步并恢复设置

车速或稳定跟车，制动过程中减速度小于 5m/s2，得 20分。

3.1.4.8.2.3隧道入口前车切入得分说明

1）试验车辆未与目标车辆发生碰撞，且制动过程最大减速度不超过 5m/s2，得 20分；

2）试验车辆未与目标车辆发生碰撞，且制动过程最大减速度超过 5m/s2，得 14分；

3）试验车辆与目标车辆发生碰撞，不得分。

3.1.4.8.2.4弯道前车并线行驶得分说明

1）试验车辆未与目标车辆发生碰撞，且前轮外沿不得超过车道线外沿 0.2m，得 20分。

2）试验车辆未与目标车辆发生碰撞，但前轮外沿超过车道线外沿 0.2m，得 14分。

3）试验车辆与目标车辆发生碰撞，不得分。



35

3.1.4.8.2.5有遮挡行人横穿马路得分说明

1）试验车辆未与行人发生碰撞，且制动过程最大减速度不超过 5m/s2，得 20分；

2）试验车辆未与行人发生碰撞，且制动过程最大减速度超过 5m/s2，得 14分；

3）试验车辆与行人发生碰撞，不得分。

3.2 评价方法

3.2.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M1类纯电动乘用车。

3.2.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范的引用而构成本规范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

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范。

ISO 15622-2010《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s —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systems —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and test procedures》

ISO 22178-2009《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s — Low speed following (LSF) systems —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and test procedures》

ISO 22179-2009《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s — Full speed range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FSRA) systems —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and test procedures》

ISO 11270-2010《 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s — Lane keeping assistance systems (LKAS) —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and test procedures》

ECE R79 《 Uniform provisions concerning the approval of vehicles with regard to steering

equipment》

GRVA-ACSF《Uniform provisions concerning the approval of vehicles with regard to Automated

Lane Keeping Systems》

GB/T 20608-2006 《智能运输系统 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 性能要求与检测方法》

GB 5768.3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3部分：道路交通标线》

ISO 8855-1991 《Road vehicles - Vehicle dynamics and road-holding ability - Vocabu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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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6787 《 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s - Assisted parking systems （APS） -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and test procedures》

GB/T18385-2005 5.1 《电动汽车 动力性能试验方法》

JGJ 100 《车库建筑设计规范》

05MR404(GJBT-855) 城市道路-路缘石

3.2.3 术语定义

试验车辆 Vehicle Under Test

依照本试验规程进行测试的车辆。

目标车辆 Vehicle Target

本测试评价规程中所指定使用的目标车辆。

碰撞时间 Time To Collision

保持当前时刻的运动状态，试验车辆与目标车辆、成年假人目标、自行车目标物或踏板式摩

托车目标物发生碰撞所需的时间。

时距 Time Gap

当前时刻试验车辆以当前车速行驶，抵达目标位置所需的时间。

设定车速 Set Speed

在 L2级行车辅助系统激活下，车辆预期达到的车速（表显速度）。

预期车速 Desired Speed

在设定车速后，系统所能达到的最大稳定车速。

最小风险策略Minimum Risk Manoeuvre

在系统发出接管请求后，驾驶员长时间不接管，系统为降低风险而进行的控制策略。此状态

下，系统应至少保持对车辆的横向控制。

揉库次数 Number of parking

车辆泊车过程中，由档位切至 R 档且车辆运动计为第一次揉库，揉库过程中档位由 R 档切

换至 D 档或由 D 档切换至 R 档，分别计为一次揉库。

3.2.4 智能驾驶试验方法

3.2.4.1 总则

该部分描述了智能驾驶的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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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2 试验条件

3.2.4.2.1 试验场地条件

1）试验路面要求干燥、表面无可见水分、平整、坚实，坡度单一且保持在水平至 1%之间，

峰值制动力系数大于 0.9；

2）试验路面要求压实并且无可能造成传感器异常工作的不规则物（如大的倾角、裂缝、井盖

或是具有反射能力的螺栓等）；

3）车道宽度为 3.75m，车道线为白色实线或白色虚线，若为白色虚线，则虚实比为 9/6。

3.2.4.2.2 试验天气条件

1）天气干燥，没有降水，降雪等情况；

2）水平方向上的能见度不低于 1km；

3）风速不大于 10m/s；

4）对于在自然光条件下进行的试验，整个试验区域内的照明情况一致、光照强度不低于

2000Lux。除由于 VUT 和 VT 所造成的影响，在整个区域内不应有明显的阴影区域。试验不在朝

向或背离阳光直射的方向上进行。

3.2.4.3 设备要求

3.2.4.3.1 测试设备要满足动态数据的采样及储存，采样和存储的频率至少为 100Hz。目标车辆及

试验车辆之间使用 DGPS 时间进行数据同步。

3.2.4.3.2 目标车辆和试验车辆在试验过程中数据采集和记录设备的精度至少应满足以下要求。

试验车采集精度：

1）速度精度 0.1km/h；

2）横向和纵向位置精度 0.03m；

3）横摆角速度精度 0.1°/s；

4）纵向加速度精度 0.1m/s2；

5）方向盘角速度精度 1.0°/s。

目标物控制精度：

1）位置精度 0.05m；

2）速度精度 2km/h；

3）加速度精度 0.25m/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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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3.3 滤波要求

3.2.4.3.3.1 位置和速度采用原始数据，不进行滤波；

3.2.4.3.3.2 加速度采用 12 极无阶巴特沃斯滤波器过滤，截止频率为 10Hz；

3.2.4.3.3.3 横摆角速度采用 12 极无阶巴特沃斯滤波器过滤，截止频率为 10Hz。

3.2.4.3.4 目标车辆要求

目标车辆应为M1 类乘用车或用于替代实际M1 类乘用车（包含视觉、毫米波雷达、超声波

雷达、激光雷达和 PMD 属性），且可以承受最高达 50km/h 速度的撞击而不会对 VUT 和 VT 造

成损害的软目标物。

3.2.4.3.4.1 GVT 用于替代实际 M1 乘用车（包含视觉、雷达、激光雷达和 PMD 属性）。

3.2.4.3.4.2对于 GVT 规格的要求，参看“TB025 - Global Vehicle Target specification for Euro NCAP

v1.0.”。“津 CATARC” logo 的标志贴在 GVT车辆的车牌处。如图 3-1所示。详见：

https://cdn.euroncap.com/media/39159/tb-025-global-vehicle-target-specification-for-euro-ncap-v10.pdf

图 3-1 GVT 外观图

3.2.4.3.5 成年目标假人要求

3.2.4.3.5.1 PTA 用于替代行人（包含视觉、雷达、激光雷达和 PMD 属性）。

3.2.4.3.5.2 对 于 PTA 规 格 的 要 求 ， 参 看 “ARTICULATED PEDESTRIAN TARGET

SPECIFICATIONS ”。如图 3-2 所示。详见

https://cdn.euroncap.com/media/39159/tb-025-global-vehicle-target-specification-for-euro-ncap-v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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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PTA 外观图

3.2.4.3.5 儿童目标假人要求

3.2.4.3.5.1 PTC用于替代儿童（包含视觉、雷达、激光雷达和 PMD 属性）。

3.2.4.3.5.2对于 PTC 规格的要求，参看“ARTICULATED PEDESTRIAN TARGET

SPECIFICATIONS ”。如图 3-3 所示。详见

https://cdn.euroncap.com/media/39159/tb-025-global-vehicle-target-specification-for-euro-ncap-v10.pdf

图 3-3 PED 外观图

3.2.4.3.6 目标两轮车要求

3.2.4.3.6.1 TW用于替代实际两轮车（包含视觉、雷达、激光雷达和 PMD 属性）。

3.2.4.3.6.2对于 TW规格如图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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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TW 外观图

3.2.4.3 车辆坐标系

试验中采用 ISO 8855：1991中所指定的惯性坐标系，其中 x轴指向车辆前方，y轴指向驾驶

员左侧，z轴指向上(右手坐标系)。从原点向 x、y、z轴的正向看去，绕 x、y和 z 轴顺时针方向

旋转是侧倾角、俯仰角和横摆角。左舵和右舵试验车辆皆采用此坐标系。

3.2.4.4 试验程序

3.2.4.4.1 试验车辆准备工作

3.2.4.4.1.1 轮胎状态确认

使用与厂家指定轮胎配置(供应商、型号、大小、速度及载荷等级)一致的全新原厂轮胎来进

行试验。在确保与厂家指定轮胎配置(供应商、型号、大小、速度及载荷等级)相同的情况下，可

以允许换用厂家或厂家指定代理商所提供的替代轮胎。将轮胎充气至厂家推荐的标准冷态气压，

此冷态气压至少适用于普通载荷状态。

3.2.4.4.1.2 整车状态确认

3.2.4.4.1.2.1 确保试验车辆内已载有备胎（如果有此配置）和随车工具。车内不应再有其他物品。

3.2.4.4.1.2.2 确保已依照厂家推荐的当前载荷状态下的轮胎压力对所有轮胎充气。

3.2.4.4.1.2.3 测量车辆前后轴荷并计算车辆总质量，将此重量视为整车整备质量并记录。

3.2.4.4.1.3 设备安装及配载

3.2.4.4.1.3.1 安装试验用仪器设备。

3.2.4.4.1.3.2 根据配载质量要求（200kg扣除试验驾驶员及测试设备质量）对车辆进行配载，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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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靠。

3.2.4.4.1.3.3 在包含驾驶员的情况下，测量车辆前后轴荷。

3.2.4.4.1.3.4 将其与车辆整备质量做比较。

3.2.4.4.1.3.5 测得的车辆总质量与整备质量+200kg 之间的差距应在±1%之内，前后轴荷分布与满

油空载车辆轴荷分布之间的差距应小于 5%，如果车辆实际情况不符合此要求，在对车辆性能没有

影响的情况下对配载进行调整，并在调整之后确保固定牢靠。

3.2.4.4.1.3.6 重复 3.2.4.4.1.3.3 到 3.2.4.4.1.3.5 直至车辆前后轴荷和总质量可以达到 5.2.4.5 中的要

求。仔细调整配载尽可能的接近车辆原厂属性，记录最终轴荷。

3.2.4.4.2 试验准备工作

3.2.4.4.2.1 车辆状态要求

1）确保试验车辆内已载有备胎（如果有此配置）和随车工具。车内不应再有其他物品。

2）确保已依照厂家推荐的当前载荷状态下的轮胎压力对所有轮胎充气。

3.2.4.4.2.2 功能设置

确保自动紧急制动系统（AEB）开启，针对有不同跟车距离和报警级别的系统，试验开始之

前，将跟车距离和报警级别设置为中间级别或中间级别的更高一级（同样条件下，跟车时距更近、

报警时间更晚的配置）。配置示意如图 3-5、图 3-6 所示：

远 近

图3-5 跟车距离设置示意图

早 晚

图 3-6 报警时间设置示意图

3.2.4.4.2.3 企业提供信息

试验开始前，企业应提供车辆信息表。信息表详见附录 A样品参数表。

设置 1 设置 2

设置 1 设置 2 设置 3

设置 1 设置 2 设置 3 设置 4

设置 1 设置 2

设置 1 设置 2 设置 3

设置 1 设置 2 设置 3 设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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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4.2.4 主动机罩系统

当车辆的主动机罩系统失效后不影响系统正常工作时，试验前失效此系统。

3.2.4.4.2.5 安全气囊系统

当车辆的安全气囊系统失效后不影响系统正常工作时，试验前失效此系统。

3.2.4.5 试验项目

3.2.4.5.1 跟车能力

3.2.4.5.1.1 前车静止识别与响应

（1）测试场景

测试道路为至少包含一条车道的长直道，试验车辆驶向前方静止目标车辆，如图 3-7所示：

图 3-7 前车静止识别与响应测试场景示意图

（2）测试方法

系统激活后，设定车速由低到高依次进行试验。试验车辆在距离目标物 200m 前达到预期车

速，并以稳定状态驶向前方静止目标车辆，驾驶员双手握住方向盘，不得干扰系统的正常驾驶。

试验车辆设定车速及目标车摆放位置如表 3-28所示。

目标车辆摆放在道路左侧指：目标车辆左侧车轮外沿与左侧车道线内侧重合。

目标车辆摆放在道路右侧指：目标车辆右侧车轮外沿与右侧车道线内侧重合。

表 3-28 前车静止识别与响应测试参数表

试验车辆设定车速（km/h） 目标车辆位置及姿态

60
道路中间

道路右侧

80
道路中间

道路左侧

（3）试验退出条件

当满足下列条件时，试验退出：

1）单次试验，车速为零或发生碰撞，则该单次试验中止。

2）发生碰撞时，试验车辆速度大于 50km/h，则该测试项目测试中止。

3）试验车辆车速降低量小于 5km/h，则该测试项目测试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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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5.1.2 前车低速识别与响应

（1）测试场景

测试道路为至少包含一条车道的长直道，试验车辆驶向前方慢行目标车辆。如图 3-8所示：

图 3-8 前车低速识别与响应测试场景示意图

（2）测试方法

系统激活后，设定车速由低到高依次进行试验。试验车辆在距离目标物 200m 前达到预期车

速，并以稳定状态驶向前方低速目标车辆，驾驶员双手握住方向盘，不得干扰系统的正常驾驶。

试验车辆设定车速及目标车摆放位置如表 3-29所示。

目标物摆放在道路左侧指：目标车左侧车轮外沿与左侧车道线内侧重合。

目标物摆放在道路右侧指：目标车右侧车轮外沿与右侧车道线内侧重合。

表 3-29前车低速识别与响应测试参数表

试验车辆设定车速（km/h） 目标车辆车速（km/h） 目标车辆位置

60 20（汽车）
道路中间

道路右侧

120 60（汽车）
道路中间

道路左侧

80 30（摩托车）
道路中间

道路中间靠右 0.5m

（3）试验退出条件

当满足下列条件时，试验退出：

1) 单次试验，试验车辆车速小于目标车辆车速或发生碰撞，试验中止。

2) 发生碰撞时，试验车辆速度大于 50km/h，则该测试项目测试中止。

3) 试验车辆车速降低量小于 5km/h，则该测试项目测试中止。

3.2.4.5.1.3 前车减速识别与响应

（1）测试场景

测试道路为至少包含一条车道的长直道，试验车辆跟随前方车辆行驶，前方车辆突然制动。如

图 3-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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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前车减速识别与响应测试场景示意图

（2）测试方法

系统激活后，设定车速由低到高依次进行试验。试验车辆以相对稳定的跟车距离跟随目标车

辆行驶，然后前车施加 4m/s2的减速度。过程中驾驶员双手握住方向盘，不得干扰系统的正常驾

驶。试验车辆设定车速及目标车摆放位置如表 3-30所示

表 3-30前车减速识别与响应测试参数表

试验车辆设定车速（km/h） 目标车辆车速（km/h） 目标车辆减速度

60 40 4m/s2

100 80 4m/s2

（3）试验退出条件

当满足下列条件时，试验退出：

1) 单次试验，试验车辆车速小于目标车辆车速或发生碰撞，试验中止。

2) 发生碰撞时，试验车辆速度大于 50km/h，则该测试项目测试中止。

3) 试验车辆车速降低量小于 5km/h，则该测试项目测试中止。

3.2.4.5.1.4 前车切入识别与响应

（1）测试场景

测试道路为至少包含两条车道的长直道，中间车道线为白色虚线，车道宽度 3.75m。试验车

辆和目标车辆在各自车道内行驶，在试验车辆接近目标车辆过程中，目标车辆切入试验车辆所在

车道。如图 3-10所示。

图 3-10 前车切入识别与响应测试场景示意图

（2）测试方法

系统激活后，设定车速由低到高依次进行试验。试验车辆在距离目标物 200m 前达到预期车

速，并在车道内稳定行驶，目标车辆以某一速度匀速沿相邻车道中间匀速同向行驶并快速切入试

验车辆所在车道，并沿车道中间行驶。过程中驾驶员双手握住方向盘，不得干扰系统的正常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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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车辆设定速度、目标车辆速度、目标车辆切入时与试验车辆的距离、目标车辆切入过程持续

时间如表 3-31所示。

表 3-31 前车切入识别与响应测试参数表

试验车辆设定车速

（km/h）
目标车辆车速

（km/h）
试验车辆最前端与目标车辆最

后端时距（s）
切入动作持续时间

（s）
40 20

1.5 2.2
80 60

（3）试验退出条件

单次试验，试验车辆车速小于目标车辆车速或发生碰撞，试验中止。

3.2.4.5.1.5 前车切出识别与响应

（1）测试场景

测试道路为至少包含两条车道的长直道，车道宽 3.75m，试验车辆在任一车道行驶，试验车

辆的前方存在目标车辆。如图 3-11所示：

图 3-11 前车切出识别与响应测试场景示意图

（2）测试方法

系统激活后，设定车速由低到高依次进行试验。目标车辆 VT1沿车道中间行驶，试验车辆以

相对稳定的跟车距离跟随前方目标车辆 VT1 稳定行驶，在静止目标车辆 VT2 前方目标车辆 VT1

切出本车道，并沿相邻车道中间行驶。设定车速由低到高依次进行试验，过程中驾驶员双手握住

方向盘，不得干扰系统的正常驾驶。目标车辆速度、目标车辆 VT1 切出时与目标车辆 VT2 的距

离、目标车辆 VT1切入过程持续时间如表 3-32 所示。

表 3-32 前车切出识别与响应测试参数表

试验车辆设定车

速（km/h） VT1车速（km/h） VT1与 VT2 的距离（m）
目标车辆切出过程持续时间

（s）
50 40 25 2.2

70 60 37 2.2

（3）试验退出条件

1) 单次试验，试验车辆车速小于目标车辆车速或发生碰撞，试验中止。

2) 发生碰撞时，试验车辆速度大于 50km/h，则该测试项目测试中止。



46

3) 试验车辆车速降低量小于 5km/h，则该测试项目测试中止。

3.2.4.5.1.6 跟随前车启停

（1）测试场景

测试道路为至少包含一条车道的长直道，试验车辆于同车道内稳定跟随目标车辆，目标车辆

制动直至停止，一定时间后目标车辆起步加速。如图 3-12所示：

图 3-12 跟随前车启停测试场景示意图

（2）测试方法

系统激活后，试验车辆跟随前方目标车辆行驶，目标车辆在车道中间以 20km/h的速度匀速行

驶，试验车辆以相对稳定的跟车距离跟随目标车辆行驶至少 3 s后，目标车辆以 2m/s2的减速度减

速直至停止。试验车辆停止不超过 3 s后，目标车辆起步加速恢复至初始速度，加速度 2m/s2。过

程中驾驶员双手握住方向盘，不得干扰系统的正常驾驶。

（3）试验退出条件

当满足下列条件时，试验退出：

1) 试验车辆与目标车辆发生碰撞。

2) 试验车车辆稳定行驶。

3.2.4.5.2 其他障碍物识别与响应能力

3.2.4.5.2.1 锥桶识别与响应

（1）测试场景

测试道路为至少包含两条车道的长直道，在车道中间放置倾斜于道路方向 45度夹角的 5个锥

形交通路标（推荐尺寸：50cm*35cm）作为障碍物，试验车辆匀速驶向前方障碍物。如图 3-13所

示。

图 3-13 锥桶测试场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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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测试方法

系统激活后，试验车辆设置车速为 40km/h，在距离目标物 200m前达到预期车速，并匀速驶

向障碍物。

（3）退出条件

试验车辆与障碍物发生碰撞或避免碰撞。

3.2.4.5.2.2 目标车辆横置识别与响应

（1）测试场景

测试道路为至少包含两条车道的长直道，在车道中间横置静止的目标车辆作为障碍物，试验

车辆匀速驶向前方障碍物。如图 3-14所示。

图 3-14 目标车辆横置测试场景示意图

（2）测试方法

系统激活后，试验车辆设置车速为 80km/h，在距离目标物 200m前达到预期车速，并匀速驶

向障碍物。

（3）退出条件

1) 单次试验，试验车辆车速小于目标车辆车速或发生碰撞，试验中止。

2) 发生碰撞时，试验车辆速度大于 50km/h，则该测试项目测试中止。

3) 试验车辆车速降低量小于 5km/h，则该测试项目测试中止。

3.2.4.5.2.3 行人横穿识别与响应

（1）测试场景

测试道路为至少包含两条车道的长直道，场景布置如图 3-15所示。



48

图 3-15 行人横穿测试场景示意图

（2）测试方法

系统激活后，试验车辆设置车速为 40km/h，在距离行人行驶轨迹 100m前达到预期车速，并

匀速向前行驶。当试验车辆与行人行驶轨迹的 TTC为 3.6s时，行人以自出发点出发，经过 1m的

加速距离后，以 5km/h的速度运行行驶。

（3）退出条件

1) 单次试验，试验车辆车速小于目标车辆车速或发生碰撞，试验中止。

2) 试验车辆车速降低量小于 5km/h，则该测试项目测试中止。

3.2.4.5.3 循线能力

3.2.4.5.3.1 车道保持辅助

（1）测试场景

测试道路为一条长直道，车道一侧为白色虚线。如图 3-16所示。

图 3-16车道保持辅助能力测试示意图

（2）测试方法

试验中，试验车辆在车道内沿直线行驶，待试验车辆达到并以（80±2）km/h的恒定车速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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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使试验车辆以（0.4±0.1）m/s的偏离速度向虚线偏离。

（3）退出条件

当满足下列条件时，试验退出：

车道保持辅助系统未能将试验车辆保持在允许的车道偏离距离内；

车道保持辅助系统进行干预，使试验车辆保持在允许的车道偏离距离内，此过程试验车辆会

产生最大的横向位移，随后该位移减小，使试验车辆返回车道内。

3.2.4.5.3.2 车道居中保持

（1）测试场景

测试道路为一条长直道和弯道的组合，连接处平滑过渡，弯道长度应满足车辆行驶时间大于

5s，两侧车道线应为白色虚线或实线，无其他交通参与者。试验车辆由长直道驶向弯道。如图 3-17

所示：

图 3-17 车道居中保持能力测试场景示意图

（2）测试方法

依次对设定车速 60km/h、80km/h 进行试验，不同设定车速对应转弯半径如表 3-33所示，系

统激活后，驾驶员双手握住方向盘。车辆在进入弯道前达到稳定行驶状态。

表 3-33 循线能力测试参数表

转弯半径（m） 250 500

试验车辆

设定车速（km/h） 60 80

（3）退出条件

试验车辆前轮外沿接触车道线内沿。

R=500m

R=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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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5.4 行车组合控制能力

3.2.4.5.4.1交通拥堵辅助

3.2.4.5.4.1.1 弯道内静止目标车辆识别及响应

（1）测试场景

测试道路为一条长直道和弯道的组合，连接处平滑过渡。直道部分长度不小于 150m，弯道长

度不小于 200m，弯道转弯半径为 500m，在弯道尽头。如图 3-18所示：

图 3-18 弯道内静止目标车辆识别及响应示意图

（2）测试方法

系统激活后，设定车速为 40km/h。试验车辆以稳定状态驶向前方静止目标车辆，驾驶员双手

握住方向盘，不得干扰系统的正常驾驶。

（3）退出条件

当满足下列条件时，试验退出：

1) 单次试验，试验车辆车速小于目标车辆车速或发生碰撞，试验中止。

3.2.4.5.3.1.2 弯道内慢行目标车辆识别及响应

（1）测试场景

测试道路为一条长直道和弯道的组合，连接处平滑过渡。直道部分长度不小于 150m，弯道长

度不小于 200m，弯道最终转弯半径为 500m，弯道内存在慢行车辆。如图 3-19所示：

图 3-19 弯道内慢行目标车辆识别及响应示意图

（2）测试方法

系统激活后，设定车速为 40km/h，目标车辆以 20km/h 的车速在弯道内行驶。试验车辆在进

R=500m

R=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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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弯道前以预期车速稳定驶向目标车辆，驾驶员双手握住方向盘，不得干扰系统的正常驾驶。

（3）退出条件

当满足下列条件时，试验退出：

1) 单次试验，试验车辆车速小于目标车辆车速或发生碰撞，试验中止。

3.2.4.5.3.2 高速驾驶辅助

3.2.4.5.3.2.1 弯道内静止目标车辆识别及响应

（1）测试场景

测试道路为一条长直道和弯道的组合，连接处平滑过渡。直道部分长度不小于 150m，弯道长

度不小于 200m，弯道最终转弯半径为 500m，弯道尽头摆放静止目标车辆。如图 3-20所示：

图 3-20 弯道内静止目标车辆识别及响应示意图

（2）测试方法

系统激活后，设定车速为 80km/h。试验车辆以稳定状态驶向前方静止目标车辆，驾驶员双手

握住方向盘，不得干扰系统的正常驾驶。

（3）退出条件

当满足下列条件时，试验退出：

1) 单次试验，试验车辆车速小于目标车辆车速或发生碰撞，试验中止。

3.2.4.5.3.2.2 弯道内慢行目标车辆识别及响应

（1）测试场景

测试道路为一条长直道和弯道的组合，连接处平滑过渡。直道部分长度不小于 150m，弯道长

度不小于 200m，弯道最终转弯半径为 500m，弯道内存在慢行车辆。如图 3-21所示：

图 3-21 弯道内慢行目标车辆识别及响应示意图

R=500m

R=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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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测试方法

系统激活后，设定车速为 80km/h，目标车辆以 20km/h 的车速在弯道内行驶。试验车辆

在进入弯道前以预期车速稳定驶向目标车辆，驾驶员双手握住方向盘，不得干扰系统的正常驾驶。

（3）退出条件

当满足下列条件时，试验退出：

1) 单次试验，试验车辆车速小于目标车辆车速或发生碰撞，试验中止。

3.2.4.5.5 智能泊车能力

3.2.4.5.4.1总体要求

3.2.4.5.4.1.1试验场地要求

1）试验路面要求干燥、表面无可见水分、平整、坚实，坡度单一且保持在水平至 1%之间，

峰值制动力系数大于 0.9；

2）试验路面要求压实并且无可能造成传感器异常工作的不规则物（如大的倾角、裂缝、井盖

或是具有反射能力的螺栓等）。车位标线要求清晰可见，无明显破损、脱落等问题。

3）路缘石使用 05MR404（GJBT-855）所定义的 TF 型路沿，离地高度 h 为 10 -20 cm，宽

度 b 为 28-32 cm，倒角 c 为 45~90°。

4）车位标线颜色选择白色，且要求车位标线清晰可见，无破损。

3.2.4.5.4.1.2 试验天气要求

1）天气干燥，没有降水，降雪等情况； 水平方向上的能见度不低于 1 km；

2）风速不大于 10 m/s；

3）对于在自然光条件下进行的试验，整个试验区域内的照明情况一致、光照强度不低于 2000

Lux。除由于 VUT 和边界车辆所造成的影响，在整个区域内不应有明显的阴影区域。试验不在

朝向或背离阳光直射的方向上进行。

3.2.4.5.4.1.3 数据精度要求

1）速度精度要求 0.1km/h；

2）位置精度要求 0.02m。

系统性能表现测试按不同的试验场景分别进行，每个场景的测试分为车位搜索能力测试和泊

车能力测试两部分。

每个试验场景最多可进行 3次试验，若 3次中有 2次识别到车位并完成泊车，则视为该场景

通过试验，取 2次试验中结果较好的 1 次进行评分；若前 2次试验均能识别到车位并完成泊车，

则不进行第 3次试验。若 3次试验中有 2次及 2次以上车辆不识别车位或不能完成泊车，则该工

况未通过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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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下述各场景试验，若无特别说明，需满足以下有效性要求：

1) 试验车辆长度记为 X，宽度记为 Y；

2) 试验车辆搜索车位过程中车速为 10±2 km/h；

3) 试验车辆横向间距 d1、d2为 1.2±0.2 m；

4) 泊车能力试验期间，行车轨迹应避免与试验车辆所检测到的物体发生碰撞。

3.2.4.5.4.2 平行车位两侧存在静止车辆

（1）测试场景

车位由两辆边界车辆和路缘石限制，边界车辆在相同方向对齐，并相互平行，如图 3-22 所示。

图 3-22 平行车位两侧存在静止车辆示意图

根据车位的长度，按照表 3-34计算车位大小。

表 3-34 平行车位两侧存在静止车辆泊车能力试验场景

车位长 X0 车位宽 Y0 搜索车速 V 横向间距 d1、d2

X0=X+1.0，X≤4 m;
X0=1.25X，4 m<X<6 m;
X0=X+1.5，X≥6 m;

Y+0.2 m 10±2 km/h 1.2±0.2 m

（2）测试方法

启动车辆，开启智能泊车功能，驾驶试验车辆行驶至起点位置，确保试验开始前试验车辆车

速 V和横向间距 d1、d2满足表 3-30要求，搜索车位过程中试验车辆与目标车位横向间距 d1、d2

为 1.2m，搜索车速为 10 km/h。试验场景如图 3-23所示。选择右侧目标车位进行试验。

图 3-23 平行车位两侧存在静止车辆泊车示意图

1) 试验车辆提示搜索到车位，或者检测到系统故障，或者试验车辆驶过目标车位后直

至搜索不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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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试验车辆提示搜索到车位，驾驶员根据提示进行泊车操作，车辆自主控制泊车车速

和档位；

3) 试验车辆发出结束指令或接管请求，或者与边界车辆碰撞则结束本次试验；

4) 试验完成后，记录揉库次数，测量试验车辆前、后车轮外侧接地点与目标车位的路

缘石距离 D_f 、D_r、并由此计算停车姿态α，测试车辆最前端与最后端，分别距离两侧车辆

的距离为△l，如图 3-24所示。

图 3-24-1 D_r、D_f、△l示意图

图 3-24-2 α示意图

（3）退出条件

1) 系统提示能力故障；

2) 泊车过程中与两侧静止车辆发生碰撞；

3) 车辆无法完成泊车动作。

3.2.4.5.4.3 平行车位两侧无其他障碍物

（1）测试场景

车位由白色标线和路缘石构成，线宽 15 cm，如图 3-25所示。车位的长度 X0=5.9 m，车位的

宽度 Y0=2.4m。车位长度、宽度均为车位标线内侧距离（以下带车位标线场景相同）。车位范围

内不能有任何标线及其他障碍物。

图 3-25 平行车位两侧无其他障碍物示意图

试验时，按照表 3-35所列场景进行试验。

表 3-35 平行车位两侧无其他障碍物测试场景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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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位长 X0 车位宽 Y0 搜索速度 V 横向间距 d1、d2

5.9 m 2.4 m 10±2 km/h 1.2±0.2 m

（2）测试方法

1) 同平行车位两侧存在静止车辆泊车能力试验方法，试验场景如图 3-26所示。选择右侧目

标车位进行试验。

图 3-26 平行车位两侧无其他障碍物泊车示意图

2) 试验完成后，记录揉库次数，测量 VUT车辆前、后车轮外侧接地点与车位边界线内侧

的距离 D_r1、D_f1，并计算车辆停车姿态 α1，测试车辆最前端与最后端距离车位边界线内侧边

缘的距离为△l，如图 3-27 所示。

图 3-27-1 D_r1、D_f1示意图 图 3-27-2 α1、目标区域△l示意图

（3）退出条件

1) 系统提示能力故障；

2) 车辆无法完成泊车动作。

3.2.4.5.4.4 平行停车位内存在障碍物

（1）测试场景

车位由两辆边界车辆和路缘石限制，边界车辆在相同方向对齐，并相互平行，如图 3-28所示。

车位范围内存在一个锥桶（推荐尺寸：50cm*35cm），锥桶位置摆放于车位中央。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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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8 平行车位内存在障碍物示意图

试验时，按照表 3-36所列场景进行试验。

表 3-36 平行停车位障碍物测试场景

车位长 X0 车位宽 Y0 搜索车速 V 横向间距 d1、d2

X0=X+1.0，X≤4 m;
X0=1.25X，4m<X<6m;
X0=X+1.5，X≥6 m;

Y+0.2 m 10±2 km/h 1.2±0.2 m

（2）测试方法

启动车辆，开启智能泊车功能，驾驶试验车辆行驶至起点位置，确保试验开始前试验车辆车

速 V和横向间距 d1、d2满足表 3-32要求，搜索车位过程中试验车辆与目标车位横向间距 d1、d2

为 1.2m，搜索车速为 10 km/h。试验场景如图 3-29所示。

图 3-29平行停车位障碍物泊车示意图

（3）退出条件

1) 系统提示能力故障；

2) 泊车过程中与两侧静止车辆发生碰撞；

3) 车辆未检测到停车位内障碍物导致与障碍物发生碰撞；

3.2.4.5.4.5 垂直车位两侧存在静止车辆

（1）测试场景

车位由两侧静止车辆组成，两侧车辆长度与测试车辆长度相差 30cm以内，且两侧车辆放置

要求车辆最前端对齐。在车位前端 5.5 m 处放置一辆或多辆障碍车辆，限制垂直泊车的前部泊车

空间。车位的长度 X0=X，车位的宽度 Y0=Y+1.0m，如图 3-3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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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0垂直车位两侧存在静止车辆示意图

试验时，参照表 3-37设置车位。

表 3-37 垂直车位两侧存在静止车辆试验场景

车位长 X0 车位宽 Y0 搜索车速 V 横向间距 d1、d2

X Y+1.0m 10±0.2km/h 1.2±0.2m

（2）测试方法

1) 试验场景如图 3-31所示。随机选择左侧或右侧目标车位进行试验，试验过程中不得更换

目标车位相对试验车辆方向；

图 3-31 垂直车位两侧存在静止车辆泊车示意图

2) 试验完成后，记录揉库次数，测量试验车辆前后轮轮胎外侧接地点与边界车辆外边

缘的距离Δd，通过Δd计算停车姿态β。测试车辆最前端距离两侧车辆的前端参考线的距离为

Δx，如图 3-32中所示的矩形区域称为目标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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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1 β示意图 图 3-32-2目标区域 Δd示意图

图 3-32-3 目标区域Δx示意图 图 3-32-4目标区域Δx示意图

（3）退出条件

1) 系统提示能力故障；

2) 泊车过程中车辆轮廓与边界车辆及障碍车辆发生碰撞；

3) 车辆无法完成泊车动作。

3.2.4.5.4.6 垂直车位两侧无其他障碍物

（1）测试场景

采用三个连续的标线垂直车位进行试验。考查试验车辆是否能准确识别车位，可否给驾驶员

提供备选车位，在驾驶员选择车位后，车辆可以准确泊入。车位由白色标线构成，线宽 15 cm。

如图 3-33所示，车位的长度 X0=5.9m，宽度 Y0=2.4 m。在车位前端 5.5 m处放置一障碍车辆，限

制垂直泊车的前部泊车空间。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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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3垂直车位两侧无其他障碍物场景

试验时，按照表 3-38所列场景进行试验。

表 3-38 垂直车位两侧无其他障碍物试验场景

车位长 X0 车位宽 Y0 搜索速度 V 横向间距 d1、d2

5.9m 2.4 m 10±2 km/h 1.2±0.2 m

（2）测试方法

1) 试验场景如图 3-34所示。随机选择左侧或右侧目标车位进行试验，试验过程不得更

换目标车位相对试验车辆方向。

图 3-34 垂直车位两侧无其他障碍物泊车示意图

试验完成后，记录揉库次数，测量试验车辆前后轮轮胎外侧接地点与车位边界线内侧的距离

Δd，通过Δd计算车辆停车姿态β2。车辆最前端与最后端距离车位线内测距离为△x，如图 3-35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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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5-1 β2示意图 图 3-35-2 目标区域Δd示意图

（3）退出条件

1) 系统提示能力故障。

2) 泊车过程中车辆轮廓与障碍车辆发生碰撞。

3) 车辆无法完成泊车动作。

3.2.4.5.4.7 泊车过程存在行人干扰

（1）测试场景

采用一个垂直车位进行试验，并在车位中央放置儿童假人。车位由白色标线构成，线宽 15 cm。

如图 3-36 所示，车位的长度 X0=5.9 m，宽度 Y0=2.4 m。在车位前端 5.5 m 处放置一障碍车辆，

限制垂直泊车的前部泊车空间。

图 3-36垂直车位场景

试验时，按照表 3-39所列场景进行试验。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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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9 泊车过程存在行人干扰试验场景

车位长 X0 车位宽 Y0 搜索速度 V 横向间距 d1、d2

5.9 m 2.4 m 10±2km/h 1.2±0.2 m

（2） 测试方法

1) 试验场景如图 3-37所示。随机选择左侧或右侧目标车位进行试验，试验过程不得更换目

标车位相对试验车辆方向。

图 3-37 泊车过程存在行人干扰示意图

2) 小孩行人初始静止于车位中间。

（3） 退出条件

1) 系统提示能力故障；

2) 泊车过程中车辆未检测到行人从而发生碰撞。

3.2.4.5.4.8 斜向车位两侧存在静止车辆

（1）试验场景

如图 3-38 所示，两侧静止车辆相互平行，车辆最前端对齐，边界车辆倾斜角为 45°。车位的

长度 X0=X，车位的宽度 Y0=Y+1m。如图 3-38所示。

图 3-38 斜向车位两侧存在静止车辆场景

试验时，按照表 3-40所列场景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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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0 斜向车位两侧存在静止车辆试验场景

车位长 X0 车位宽 Y0 搜索速度 V 横向间距 d1、d2

X Y+1.0m 10±2km/h 1.2±0.2 m

（2）测试方法

1） 试验场景如图 3-39所示。随机选择左侧或右侧目标车位进行试验，试验过程不得更换目

标车位相对试验车辆方向。

图 3-39 斜向车位两侧无其他障碍物泊车示意图

2） 试验完成后，记录揉库次数，测量试验车辆前后轮轮胎外侧接地点与车位边界线内侧的

距离Δd，通过Δd计算车辆停车姿态β3，车辆最前端与两侧车辆最前端参考线投影距离为△x，如

图 3-40所示。

图 3-40-1 β3示意图 图 3-40-2 目标区域Δd示意图

图 3-40-3 目标区域Δx示意图 图 3-40-4 目标区域Δx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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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退出条件

1）系统提示能力故障。

2）泊车过程中车辆轮廓与两侧静止车辆发生碰撞。

3）车辆无法完成泊车动作。

3.2.4.5.4.8 斜向车位两侧无其他障碍物

（1）试验场景

采用三个连续的标线斜向车位进行试验。考查试验车辆是否能准确识别车位，可否给驾驶员

提供备选车位，在驾驶员选择车位后，车辆可以准确泊入。如图 3-41所示，车位两侧无其他障碍

物，车位由白色标线及路缘石构成，线宽 15 cm。如图 3-41所示，车位的长度 X0=7m，宽度 Y0=2.4

m。

3-41 斜向车位两侧无其他障碍物

试验时，按照表 3-41中场景进行试验。

表 3-41 斜向车位两侧无其他障碍物试验场景

序号 车位长 X0 车位宽 Y0 搜索速度 V 横向间距 d1、d2

1 7 m 2.4 m 10±2 km/h 1.2±0.2 m

（2） 测试方法

1）试验场景如图 3-42所示。随机选择左侧或右侧目标车位进行试验，试验过程不得更换目

标车位相对试验车辆方向。

3-42 斜向车位两侧无其他障碍物试验场景

2）试验完成后，记录揉库次数，测量试验车辆前后轮轮胎外侧接地点与车位边界线内侧的距

离Δd，通过Δd计算车辆停车姿态β4，车辆最前端、最后端距离车位线内测距离为△l，如图 3-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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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3-1 β4示意图 图 3-43-2 目标区域Δd示意图

图 3-43-3 目标区域△x示意图 图 3-43-4 目标区域△x示意图

（3）退出条件

1）系统提示能力故障。

2）车辆无法完成泊车动作。

3.2.4.5.4.9 遥控泊车辅助持续遥控功能丢失

（1）测试场景

采用置于两辆相互平行、同向放置的车辆中间的车位进行试验。车位的长度 X0=5.3 m，宽度

Y0=2.4 m，如图 3-44所示。

图 3-44遥控泊车辅助持续遥控功能丢失场景

试验时，按照表 3-42所列场景进行试验。

表 3-42 遥控泊车辅助持续遥控功能丢失试验场景

序号 车位长 X0 车位宽 Y0 横向间距 d1、d2 遥控横向距离 d3
1 5.3 m 2.4 m 1.2 m <6m

（2）测试方法

β4

Δd

Δd

Δx

Δ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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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验场景如图 3-45所示，当测试车辆结束车位扫描并停车后，测试人员在遥控距离有效

范围内应用遥控装置启动泊车功能，启动方式按照系统设计要求（一键泊车、长按泊车键泊车等）

进行，观察车辆是否能够正常实现泊车功能。

图 3-45遥控泊车辅助持续遥控功能丢失测试示意图

2) 当测试车辆结束车位扫描并停车后，测试人员在遥控距离有效范围内应用遥控装置启动

泊车功能，启动方式按照系统设计要求（一键泊车、长按泊车键泊车等）进行，在此过程中，注

入遥控故障。故障形式如表 3-43所示。

表 3-43 遥控泊车辅助故障形式表

序号 故障类型 故障注入形式

1 遥控故障

若为手机遥控，则直接在系统实现功能过程中将手机设置为飞行

模式；

若为遥控器遥控，则：

1）若为一键泊车，则按下泊车键后将遥控放入信号屏蔽箱内；

2）若为长按泊车键泊车或其它需持续操作遥控的方式，则将夹

具（模拟人手进行持续操作进行遥控泊车）及遥控一同放入

信号屏蔽箱内。

（3）退出条件

当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试验退出：

1) 单次试验，无法实现泊车功能；

2) 单次试验，遥控故障注入后，系统报警、功能退出/暂停、车辆刹停；

3) 单次试验，遥控故障注入后，试验车辆继续行驶，未停止泊车。

3.2.4.5.4.10 遥控泊车辅助遥控功能误用

（1）测试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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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置于两辆相互平行、同向放置的车辆中间的车位进行试验。车位的长度 X0=5.3 m，宽度

Y0=2.4 m，如图 3-46所示。

图 3-46 遥控泊车辅助遥控功能误用场景

试验时，按照表 3-44所列场景进行试验。

表 3-44遥控泊车辅助持续遥控功能丢失场景

序号 车位长 X0 车位宽 Y0 横向间距 d1、d2 遥控距离 d3

1 5.3 m 2.4 m 1.2 m 6.1m

（2）测试方法

1）试验场景如图 3-47所示。当测试车辆已结束车位扫描并停车后，测试人员在遥控距离 6m

内应用遥控装置启动泊车功能，观察车辆能否正常启动；

2）当测试车辆已结束车位扫描并停车后，测试人员应用遥控装置分别在垂直 A、B、C三点

6.1m处启动泊车功能并控制泊车。车辆长度为 L，B点为车辆外沿中点。

图 3-47 遥控泊车辅助遥控功能误用测试示意图

（3）退出条件

当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试验退出：

1）在遥控距离有效范围内不能正常开启车辆；

2）A,B,C三点任意一次试验中，泊车功能开启；



67

3）A,B,C三点三次试验中，泊车功能均未开启。

3.2.4.5.5 系统提示能力

3.2.4.5.5.1系统表述

对用户使用手册进行审查。审查内容包括：系统定义、驾驶员责任描述、使用条件描述和驾

驶员状态监测描述。

3.2.4.5.5.2系统显示

车辆启动后，在关闭系统的情况下记录仪表信息，检查 HUD信息；

车辆启动后，开启系统，并在系统未激活的状态下记录仪表信息，检查 HUD信息；

车辆启动后，开启系统，并在系统激活的状态下记录仪表信息，检查 HUD信息。

3.2.4.5.6 驾驶员监控能力

3.2.4.5.6.1脱手检测

（1）测试场景

测试道路为一条长直道和弯道的组合，道路总长不小于 625m，弯道转弯半径为 500m，试验

车辆以允许设定的最低车速在长直道内开启功能。

（2）测试方法

系统开启，驾驶员双手握住方向盘，待车辆行驶状态稳定，驾驶员双手脱离方向盘，并对方

向盘、仪表以及报警声音录制。如车辆具备MRM，则应确保车辆在弯道内进入MRM状态。

（3）退出条件

当满足下列条件时，试验退出：

1) 数据录制达到 1分 15秒；

2) 系统关闭或系统进入MRM。

3.2.4.5.6.2驾驶员监控能力

（1）测试场景

测试道路为一条长直道，长度不小于 300m，试验车辆以允许设定的最低车速在长直道内

开启功能。

（2）测试方法

系统开启，待车辆行驶状态稳定，驾驶员分别闭眼 2s以上以及低头 3s以上，并对仪表及驾

驶员面部进行图像录制，以及报警声音录制。

（3）退出条件

当满足下列条件时，试验退出：

（1）数据录制达到 1分 3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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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统关闭或系统进入MRM。

3.2.4.5.7 换道辅助能力或远程升级能力

3.2.4.5.7.1换道辅助能力

3.2.4.5.7.1.1无干扰车换道

（1）测试场景

测试道路为至少包含两条车道的长直道。测试车辆匀速行驶，且相邻车道无干扰车辆。如图

3-48所示。

图 3-48 相邻车道无车换道测试场景示意图

（2）测试方法

试验车辆设置车速为激活换道功能的最低车速，待车辆稳定行驶后，拨动转向杆，触发换道

动作。

（3）退出条件

试验车辆完成换道动作或车辆在本车道内行驶超过 10s。

3.2.4.5.7.1.2有干扰车换道

（1）测试场景

测试道路为至少包含两条车道的长直道。测试车辆匀速行驶，在相邻车道内存在目标车辆，

并以相同速度匀速行驶。如图 3-49所示。

图 3-49 相邻车道有车换道测试场景示意图

（2）测试方法

试验车辆设置车速为激活换道功能的最低车速，相邻车道内目标车辆以相同速度同向行驶且

位置始终保持在测试车辆前方 3m至测试车辆后方 3m的区域内。待车辆稳定行驶后，拨动转向杆，

触发换道动作。

（3）退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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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车辆触发换道动作或测试车辆在本车道内行驶超过 10s。

3.2.4.5.7.2远程升级能力审查要求

3.2.4.5.7.2.1车载娱乐系统软件升级

试验车辆在联网状态下，下载或更新 APP。

3.2.4.5.7.2.2车身控制系统软件升级

试验人员对企业提供的升级日志、OTA后台记录和测试报告进行审查。

3.2.4.5.7.2.3底盘控制系统软件升级

试验人员对企业提供的升级日志、OTA后台记录和测试报告进行审查。

3.2.4.5.7.2.4智能驾驶系统软件升级

试验人员对企业提供的升级日志、OTA后台记录和测试报告进行审查。

3.2.4.5.8 仿真测试能力

3.2.4.5.8.1 仿真测试能力流程合规性资料审查

虚拟仿真测试能力的测试对象应为与量产车保持一致的智能驾驶系统，测试方法应结合实际

情况进行灵活选择，包括但不仅限于模型在环MIL、软件在环 SIL、硬件在环 HIL、整车在环 VIL。

配置环境分为软件和硬件两部分。其中软件部分主要提供与实车参数保持一致的整车动力学模型、

与测试用例描述保持一致的仿真场景以及数据监控与分析管理平台；硬件部分面向所测试的系统

功能，应合理的选择台架设备，保证测试的合理性。

为保证结果的公平、公正，无论企业选择何种测试方法及实施机构，试验人员均需对企业提

供的测试流程合规性说明进行审查。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1) 测试流程完整性报告（所采用的核心软硬件、车辆动力学标定结果对比、传感器类型配

置、仿真方式、信号流示意图等）。

(2) 测试流程可靠性报告（测试过程中关键节点的照片、测试时间、测试地点、测试人员、

测试数据处理分析等）。

3.2.4.5.8.2 仿真测试能力实施方法

仿真测试能力实施由企业自主完成或委托第三方检测认证机构去开展，具体实施形式由企业

结合实际情况选择。

3.2.4.5.8.2.1高速前车紧急避障测试

1）测试场景

测试道路至少为符合中国高速公路定义的三车道，试验车辆位于左侧第一车道，跟随前方目

标车匀速行驶，车间时距设定为最小档。目标车前方存在路障，当距离路障 20m时紧急变道至第

二车道。如图 3-5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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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0 高速前车紧急避障测试场景示意图

2）测试方法

完成测试场景构建及环境配置后，激活系统，设置试验车辆及目标车辆的运动参数。试验车

辆及交通流参数如表 3-45 所示。

表 3-45 高速前车紧急避障测试参数表

试验车辆设定车速 目标车辆设定车速 目标车辆位置
变道触发距离

（目标车与障碍物）

90km/h 90km/h
左侧第一车道

与主车相对纵向距离为
30m

20m

3）试验退出条件

当满足下列条件时，试验退出：

i）试验车辆避开障碍物或发生碰撞，则该试验中止。

3.2.4.5.8.2.2低速重卡走走停停测试

1）测试场景

测试道路至少为符合中国城市道路定义的三车道，试验车辆位于中间车道，跟随前方目标车

（重型卡车）匀速行驶，车间时距设定为最小档；干扰车辆位于左侧第一车道及第三车道匀速行

驶。当系统稳定跟车运行后，目标车进行制动。如图 4-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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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1 低速重卡走走停停测试场景示意图

2）测试方法

完成测试场景构建及环境配置后，激活系统，设置试验车辆及目标车辆的运动参数。试验车

辆及交通流参数如表 3-46所示。

表 3-46 低速重卡走走停停测试参数表

试验车辆设定车速
目标车位置及

设定速度

干扰车位置及

设定速度

目标车制动

减速度

10km/h 中间车道
10km/h

左侧第一车道

左侧第三车道 10km/h 3.5m/s2

3）试验退出条件

当满足下列条件时，试验退出：

i）试验车辆车速小于目标车辆车速或发生碰撞，则该试验中止。

3.2.4.5.8.2.3隧道入口前车切入识别与响应测试

1）测试场景

测试道路至少为符合中国公路隧道定义的三车道，试验车辆位于中间车道巡线行驶，目标车

辆位于左侧第一车道匀速行驶；干扰车辆与目标车辆同车道，在其前方匀速行驶。进入隧道时，

目标车发现干扰车辆后向主车道切入。如图 3-52所示：

图 3-52 隧道入口前车切入识别与响应测试场景示意图

2）测试方法

完成测试场景构建及环境配置后，激活系统，设置试验车辆及目标车辆的运动参数。试验车

辆及交通流参数如表 3-47所示。

表 3-47 隧道入口前车切入识别与响应测试参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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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车辆设定

车速

目标车位置及

设定速度

干扰车位置及

设定速度

变道触发距离

（目标车与干扰车）

60km/h 左侧第一车道
60km/h

左侧第一车道
30km/h 10m

2）试验退出条件

当满足下列条件时，试验退出：

i）试验车辆车速小于目标车辆车速或发生碰撞，则该试验中止。

3.2.4.5.8.2.4弯道前车并线行驶测试

1）测试场景

测试道路至少为符合中国道路定义的两车道，道路类型为弯道。试验车辆位于左侧第一车道

巡线行驶，干扰车辆位于两车道中间并线行驶。如图 3-53所示：

图 3-53 弯道前车并线行驶测试场景示意图

2）测试方法

完成测试场景构建及环境配置后，激活系统，设置试验车辆及目标车辆的运动参数。试验车

辆及交通流参数如表 3-42所示。

表 3-42 弯道前车并线行驶测试参数表

试验车辆设定车速
干扰车位置及

设定速度
弯道半径

60km/h 两车道中间压线行驶
30km/h 250m

2）试验退出条件

当满足下列条件时，试验退出：

i）试验车辆车速小于目标车辆车速或发生碰撞，则该试验中止。

ii）当前车道试验车辆前路外沿接触车道内沿，则该试验中止。

3.2.4.5.8.2.5有遮挡行人横穿马路测试

1）测试场景

测试道路至少为符合中国道路定义的三车道，试验车辆位于中间车道巡线行驶，干扰车辆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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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于左侧第三车道，行人位于干扰车 1的前方，横向穿过马路。如图 4-54所示：

图 3-54 行人横穿马路测试场景示意图

2）测试方法

完成测试场景构建及环境配置后，激活系统，设置试验车辆及目标车辆的运动参数。试验车

辆及交通流参数如表 3-48所示。

表 3-48 行人横穿马路测试参数表

试验车辆设定

车速
行人位置及设定速度 干扰车 1位置 干扰车阵列间隔

50km/h 干扰车 1前方 0.5m
3km/h

左侧第三车道与主车纵

向相对距离为 80m 1m

3）试验退出条件

当满足下列条件时，试验退出：

i）试验车辆避开障碍物或发生碰撞，则该试验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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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智能体验

4.1评分方法

4.1.1 指标体系

智能体验下设指标如表 4-1所示：

表 4-1 智能体验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智能体验

智能提示

前向碰撞预警

人机交互

预警方式

预警时刻

车道偏离预警

人机交互

预警方式

预警时刻

预警漏报

盲区监测预警

人机交互

预警方式

预警时刻

预警漏报

抬头显示（加分项）

信息显示

清晰度

便利性

车门开启预警（加分项）

人机交互

预警方式

预警时刻

智能驾乘

自动紧急制动 制动效能

车道辅助系统
人机交互

车道控制

自适应巡航控制
人机交互

跟车控制

智能泊车辅助
人机交互

泊车舒适性

行车组合控制
人机交互

跟车与车道控制

智能交互 语音交互
人机交互

语音识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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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语音控制

语义联想

移动端交互

移动端显示

车辆控制

移动端预警

中控屏交互

界面信息显示性

中控屏操作性

娱乐系统操作

扩展应用

4.1.2 指标权重分配

4.1.2.1 二级指标权重分配

智能体验下设 3个二级指标：智能提示、智能驾乘和智能交互，各个项目权重如表 4-2 所示：

表 4-2 智能驾驶所包含的二级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智能体验

1 智能提示 30%

2 智能驾乘 40%

3 智能交互 30%

4.1.2.2 三级指标权重分配

智能提示包含前向碰撞预警、车道偏离预警、盲区监测预警 3个三级指标，另设 2个加分项

（抬头显示、车门开启预警），指标权重分配如表 4-3所示；

表 4-3 智能提示分值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智能提示

1 前向碰撞预警 40%

2 车道偏离预警 30%

3 盲区监测预警 30%

4 抬头显示（加分项） +5%

5 车门开启预警（加分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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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如果通过加分项获得分值比例达 100%以上，按照 100%计算

智能驾乘包含自动紧急制动、车道辅助系统、自适应巡航控制、智能泊车、行车组合控制 5

个三级指标。指标权重分配如表 4-4所示；

表 4-4 智能驾乘分值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智能驾乘

1 自动紧急制动 20%

2 车道辅助系统 20%

3 自适应巡航控制 20%

4 智能泊车 20%

5 行车组合控制 20%

智能交互包含语音交互、移动端交互、中控屏交互 3个三级指标，指标权重分配如表 4-5 所

示；

表 4-5 智能交互分值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智能交互

1 语音交互 30%

2 移动端交互 20%

3 中控屏交互 50%

4.1.2.3 四级指标权重设置

智能体验四级指标分别进行用户评价和专家级评价，用户评价占 25%，专家级主观评价占

75%；

4.1.3 算分方法

4.1.3.1 智能体验总分计算方法

智能体验总分根据二级指标得分及权重计算得出，保留小数点后一位，计算方法如式 4-1 所

示：

i

3

1i
i a



SS (4-1)

式中，S为智能体验的评价总分，i为二级指标序号，��和��分别为序号为i的二级指标得分及

权重。序号与权重参见表4-1。



77

4.1.3.2 二级指标得分算分方法

二级指标得分根据三级指标得分及权重计算得出，保留小数点后一位，计算方式如式5-2所示：

�� =
�=1

��

��� × ���� (4-2)

式中，j为二级指标内三级指标的序号， ��为第i个二级指标的三级指标数量。���、���分别为

序号为i的二级指标内序号为j的三级指标的得分和对二级指标的权重。

4.1.3.3 三级指标得分算分方法

当三级指标分别进行专家级主观评价和消费者评价时，专家级主观评价占75%，消费者调研

占25%，两类评价的四级指标都以均权处理，四级指标保留小数点后一位，计算方式如式4-3所示：

10
n
1%25

n
1%75

11k
ij

ijij

 


ijTijY n

l
l

T

n

k
Y

TYS
（4-3)

式中,
ij

nY 为第i个三级指标中第j个四级指标内专家级主观评价指标的数量。k为三级指标内专

家级主观评价指标的序号。
ijT

n 为第i个三级指标中第j个四级指标内消费者调研指标的数量。l为三

级指标内消费者调研指标的序号。

4.1.3.4 四级指标得分算分方法

4.1.3.4.1 专家级主观评价算分方法

等级打分评价方法是依据规定的评分依据对车辆各项性能指标进行打分的评价方法。本规程

采用十分制评分，评价人员根据车辆性能指标差距进行评分，为了使主观评价数据能够体现车辆

性能之间的细微差距，本标准采用 0.25分作为最小分度值，即把 1分分为 0、0.25、0.5、0.75四

个分数档，十分制评价等级及对应分数见表 4-6。

表 4-6 CCRT（智能电动汽车）主观评价评分依据

分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评价 极差 差 较差 稍差
勉强

接受
接受 较好 好 很好 完美

类别 不可接受
有条件

接受
可接受

评价者 所有用户抱怨 普通用户抱怨 挑剔用户抱怨 评价师抱怨 没有抱怨

缺陷
功能

丧失

严重

缺陷

有缺

陷

需要

改进
较多 少 很少 极少

几乎

感觉

不到

感觉不到

每位主观评价师对主观评价项目下的各子项进行评分，主观评价项目��的得分计算公式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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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所示，计算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 = 1
� ��th ���� ��th �Min（��th）�

�� h
（4-4）

其中，

��th为第 q个主观评价师对项目��的打分，��� ��th 为N名主观评价师中对项目��的最高打分，

��� ��th 为 N名主观评价师中对项目��的最低打分。

对最终的项目��进行百分制换算，得到该指标的最终得分，换算方法如表 4-7 所示；

表 4-7 CCRT（智能电动汽车）主观评价得分换算表

主观评价

分数 y
百分制

得分 Y
主观评价

分数 y
百分制

得分 Y
5.0 0 6.6 78

5.1 6 6.7 81

5.2 12 6.8 84

5.3 18 6.9 87

5.4 24 7.0 90

5.5 30 7.1 91

5.6 36 7.2 92

5.7 42 7.3 93

5.8 48 7.4 94

5.9 54 7.5 95

6.0 60 7.6 96

6.1 63 7.7 97

6.2 66 7.8 98

6.3 69 7.9 99

6.4 72 8.0 100

6.5 75

4.1.3.4.2 消费者评价算分方法

调研对象根据各项四级指标的评价指标描述和评价内容对车辆进行逐项评分，评分的范围为

1-10分；用户评价评分依据如表4-8所示：。

表 4-8 主观评分依据表

评分 评价

1分 表现极差，与您的需要相距甚远

2分 表现很差，与您的需要差距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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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评价

3分 表现较差，与您的需要有一定差距

4分 表现略差，与您的需要存在差距

5分 表现稍有不足，勉强满足您的需要

6分 刚刚够用，基本满足您的需要

7分 表现稍好，稍稍好于您的需要

8分 表现较好，一定程度上好于您的需要

9分 表现很好，明显好于您的需要

10分 表现非常完美，远远超出您的需要

99 不知道或无法评价

按式（4-5）将调研对象对单个题目的 10分制打分转化为百分制得分，再取平均值获得最终

得分，保留至小数后点后一位。

Y =
Yp � 1
Yq � 1

× 100 (4-5)

式中，Y为单个题目的评价得分，Yp为单个题目的打分，Yq为单个题目的满分分值。

4.2评价方法

4.2.1 专家级主观评价方法

4.2.1.1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M1类纯电动乘用车。

4.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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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8.3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3部分：道路交通标线

GB/T 12534 汽车道路试验方法通则

4.2.1.3评价条件

4.2.1.3.1 车辆条件

车辆应按照制造厂的技术要求进行检查及必要的调整，车辆需具备良好的动态性能，动力电

池、底盘、车身以及电器等无故障，车辆的轮胎气压按照车辆制造厂的规定进行调整，轮胎应经

过至少 200km的磨合，轮胎花纹深度应不少于初始花纹深度的 75%，且胎面良好，具备主动机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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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车辆，当车辆的主动机罩系统失效后不影响系统正常工作时，正式评价前失效此系统。

4.2.1.3.2 场地条件

主观评价要求的道路为清洁、干燥、平直的混凝土、沥青或相类似的路面，车道辅助系统评

价要求的道路为有车道线的直道和弯道，其中车道线应符合《GB 5768.3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3部分：道路交通标线》的相关要求。

4.2.1.3.3 气象条件

4.2.1.3.3.1 风速：平均风速应小于 5m/s；

4.2.1.3.3.2 温度：（0～40）℃；

4.2.1.3.3.3 天气：晴天或阴天，水平能见度不低于 1km。

4.2.1.3.4评价人员条件

4.2.1.3.4.1工程背景：熟知汽车基础知识及各项前沿技术；

4.2.1.3.4.2高感知力：熟知汽车消费市场产品动态和评价敏感度；

4.2.1.3.4.3客观公正：具备客观公正的立场和抗干扰能力；

4.2.1.3.4.4表达能力：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4.2.1.3.4.5驾驶能力：具备娴熟的车辆驾驶能力和车辆控制能力；

4.2.1.3.4.6数据库：具备丰富的评价车型经验以及各区格性能水平标杆的认知。

4.2.1.4 评价项目

4.2.1.4.1 智能提示评价项目

4.2.1.4.1.1前向碰撞预警评价方法

4.2.1.4.1.1.1 评价场景

（1）车对车

该场景评价前方目标物为车的场景，选用软目标气球台车作为目标物，气球台车目标物静止。

评价开始时，评价车辆前向碰撞预警灵敏度设置为中间级别或中间级别的更高一级（同等条件下，

报警更晚的配置），无设置功能则选择默认状态即可，评价车辆距离目标物的初始距离不得小于

100m。评价场景如图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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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车对车评价场景

进行车对车评价时，评价车辆与目标物保持在同一路径，目标车辆静止，评价车辆中线与目

标物中线保持一致，横向误差不得超过 1/4车宽，评价车辆选择 78~80km/h 的速度评价前向碰撞

预警功能。

（2）车对儿童行人

该场景评价前方目标物为儿童的场景，选用儿童假人作为目标物，儿童目标物静止。评价开

始时，评价车辆前向碰撞预警灵敏度设置为中间级别或中间级别的更高一级（同等条件下，报警

更晚的配置），无设置功能则选择默认状态即可，评价车辆距离目标物的初始距离不得小于 100m。

评价场景如图 4-2所示：

图 4-2 车对儿童行人评价场景

进行车对儿童评价时，评价车辆与目标物保持在同一路径，目标物静止，评价车辆中线与目

标物中线保持一致，横向误差不得超过 1/4车宽，评价车辆选择 78~80km/h 的速度评价前向碰撞

预警功能。

（3）车对成人自行车

该场景评价前方目标物为成人自行车的场景，选用成人自行车假人作为目标物，目标物静止。

评价开始时，评价车辆前向碰撞预警灵敏度设置为中间级别或中间级别的更高一级（同等条件下，

报警更晚的配置），无设置功能则选择默认状态即可，评价车辆距离目标物的初始距离不得小于

100m。评价场景如图 4-3 所示：

图 4-3 车对自行车评价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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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车对自行车评价时，评价车辆与目标物保持在同一路径，目标物静止，评价车辆中线与

目标物中线保持一致，横向误差不得超过 1/4车宽，评价车辆选择 78~80km/h 的速度评价前向碰

撞预警功能。

4.2.1.4.1.1.2人机交互

评价前向碰撞预警信号装置在仪表内或者中控屏内易于辨认的程度，前向碰撞预警功能设置

（例如灵敏度设置）或调节操作逻辑性是否便利；

4.2.1.4.1.1.3预警方式

评价前向碰撞预警系统的预警方式是否醒目能够引起驾驶员的注意，是否具备仪表内影像预

警、声音预警、辅助预警（安全带预紧、抬头显示、点制动等）等预警方式，预紧信息是否易于

理解而避免引起恐慌，预警强度是否合适；

4.2.1.4.1.1.4预警时刻

评价前向碰撞预警预警时机与驾驶员心里预期差距，预警时刻是否适中。

4.2.1.4.1.2车道偏离预警评价方法

4.2.1.4.1.2.1 评价场景

（1）评价车速为车辆车道偏离预警系统激活的最低车速至 120km/h；

（2）评价道路为清洁、干燥、平直的混凝土、沥青或相类似的路面，具备直道和弯道车道线（包

括实车道线和虚车道线），车道线符合《GB5768.3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3部分：道路交通标

线》的要求，如图 4-4所示：

图 4-4车道偏离预警评价场景

4.2.1.4.1.2.2人机交互

评价车道偏离预警系统图标指示器开关在车内位置是否便于操作，或信号装置在仪表内、中

控屏内易于辨认的程度，车道偏离预警功能设置或调节操作逻辑性是否便利，是否允许用户自定

义预警的强弱程度；

4.2.1.4.1.2.3 预警方式

评价车道偏离预警系统的预警方式是否有效，仪表内影像预警、声音预警、方向盘振动、座

椅靠背两侧振动等，预警方式是否醒目能够引起驾驶员的注意，预警强度是否合适；

4.2.1.4.1.2.4 预警时刻

将车道偏离预警灵敏度设置为中间级别或中间级别的更高一级（同等条件下，报警更晚的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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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评价车道偏离预警系统的预警时刻是否及时，车辆是否距离车道线适中距离开始预警；

4.2.1.4.1.2.5 预警漏报

评价车道偏离预警系统对车道线的识别能力，预警是否准确，有无漏报，是否存在正常行驶

中漏预警情况，车道偏离预警系统是否具备连续跨车道预警能力。

4.2.1.4.1.3盲区监测评价方法

4.2.1.4.1.3.1评价场景

（1）评价车速为 20~120km/h，正常并线场景，同时需要包含两车高速行驶（80km/h 以上）

以及两车相对速度差较大（目标车在盲区监测预警探测距离之外，以高于主车至少 60km/h以上的

速度从主车左/右后方超越主车）场景；

（2）评价道路为清洁、干燥、平直的混凝土、沥青或相类似的路面，如图 4-5所示；

（3）评价车辆模拟正常并线场景（主车与目标车的初始距离在 30米以上或在盲区监测预警

探测距离之外），评价车辆左侧或右侧有目标车，综合评价盲区监测性能。

图 4-5 盲区监测评价场景

4.2.1.4.1.3.2人机交互

评价盲区监测信号装置尺寸大小、在车辆上的位置是否便于驾驶员查看，盲区监测预警是否

具备合理的预警逻辑性（车辆在盲区监测预警时继续实施转向或开启转向灯时，盲区监测预警是

否明显增加预警强度）；

4.2.1.4.1.3.3预警方式

评价盲区监测系统的预警方式是否能够引起驾驶员的注意，预警强度是否合适，包括影像预

警和声音预警、有无辅助预警；

4.2.1.4.1.3.4预警时刻

如果盲区监测预警灵敏度可以设置，将盲区监测预警灵敏度设置为中间级别或中间级别的更

高一级（同等条件下，报警更晚的配置），评价盲区监测预警时刻（目标车距离评价车辆）是否

适中，是否符合驾驶员的心里预期；

4.2.1.4.1.3.5预警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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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盲区监测系统在日常使用场景中（尤其高速状态或者评价车辆与目标车速度差较大的情

况下）有无预警漏报。

4.2.1.4.1.4 抬头显示评价方法

4.2.1.4.1.4.1评价场景

（1）评价车速为 0~120km/h；

（2）评价场地无特殊要求；

（3）需包含白天光线强烈和夜晚两个场景。

4.2.1.4.1.4.2信息显示

评价抬头显示系统显示的信息量是否合适，重要信息显示是否齐全；

4.2.1.4.1.4.3清晰度

评价抬头显示系统显示是否清晰醒目，白天光线强烈或者夜晚是否可以清晰显示，字体大小、

颜色等是否适宜，抬头显示信息显示在水平方向距离是否清晰醒目；

4.2.1.4.1.4.4便利性

评价抬头显示显示是否利于驾驶员查看驾驶信息，抬头显示是否可以上下/左右调节，驾驶员

眼动范围大小，抬头显示显示方式或者信息量是否对驾驶员造成干扰，抬头显示是否支持用户自

由设置显示信息。

4.2.1.4.1.5车门开启预警评价方法

4.2.1.4.1.5.1评价场景

（1）评价车辆静止，目标车（包括机动车和两轮车）从评价车辆左右两侧驶过；

（2）评价场地无特殊要求；

（3）目标车车速：两轮自动车为 10km/h（±2km/h），电动两轮车为 20~25km/h，机动车为

20~50km/h；

（4）目标车与评价车辆横向距离在 1米以内，纵向初始距离在 30米以上或在车门开启预警

系统探测距离之外。

4.2.1.4.1.5.2 人机交互

评价车门开启预警信号装置尺寸大小、在车辆上的位置是否便于乘员查看，车门开启预警是

否具备合理的预警逻辑性（在车门开启预警时继续开门，车门开启预警系统是否明显增加预警强

度或阻止车门开启）；

4.2.1.4.1.5.3预警方式

评价车门开启预警系统的预警方式是否能够引起驾驶员的注意，预警强度是否合适，包括影

像预警和声音预警、有无辅助预警；

4.2.1.4.1.5.4预警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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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车门开启预警时刻（目标车距离评价车辆）是否适中，是否符合乘员的心里预期。

4.2.1.4.2 智能驾乘体验评价项目

4.2.1.4.2.1自动紧急制动评价方法

4.2.1.4.2.1.1评价场景

（1）车对车

该场景评价前方目标物为车的场景，选用软目标气球台车作为目标物，气球台车目标物静止。

评价开始时，评价车辆前向碰撞预警灵敏度设置为中间级别或中间级别的更高一级（同等条件下，

报警更晚的配置），无设置功能则选择默认状态即可，评价车辆距离目标物的初始距离不得小于

50m。评价场景如图 6所示：

图 4-6 车对车评价场景

进行车对车评价时，评价车辆与目标物保持在同一路径，目标车辆静止，评价车辆中线与目

标物中线保持一致，横向误差不得超过 1/4车宽，评价车辆选择 38~40km/h 的速度评价自动紧急

制动功能。

（2）车对儿童行人

该场景评价前方目标物为儿童的场景，选用儿童假人作为目标物，儿童目标物静止。评价开

始时，评价车辆前向碰撞预警灵敏度设置为中间级别或中间级别的更高一级（同等条件下，报警

更晚的配置），无设置功能则选择默认状态即可，评价车辆距离目标物的初始距离不得小于 50m。

评价场景如图 4-7所示：

图 4-7 车对儿童行人评价场景

进行车对儿童评价时，评价车辆与目标物保持在同一路径，目标物静止，评价车辆中线与目

标物中线保持一致，横向误差不得超过 1/4车宽，评价车辆选择 38~40km/h 的速度评价自动紧急

制动功能。

（3）车对成人自行车

该场景评价前方目标物为成人自行车的场景，选用成人自行车假人作为目标物，目标物静止。

评价开始时，评价车辆前向碰撞预警灵敏度设置为中间级别或中间级别的更高一级（同等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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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更晚的配置），无设置功能则选择默认状态即可，评价车辆距离目标物的初始距离不得小于

50m。评价场景如图 4-8所示：

图 4-8 车对自行车评价场景

进行车对自行车评价时，评价车辆与目标物保持在同一路径，目标物静止，评价车辆中线与

目标物中线保持一致，横向误差不得超过 1/4车宽，评价车辆选择 38~40km/h 的速度评价自动紧

急制动功能。

4.2.1.4.2.1.3制动效能

评价自动紧急制动系统作用后，评价车辆与目标物之间的安全距离是否足够，与驾驶员的心

里预期差异，制动过程中的总体安全感和信心感。

4.2.1.4.2.2车道辅助系统评价方法

车道辅助系统通常包含车道偏离预警、车道保持辅助、车道居中控制等。

4.2.1.4.2.1.1评价场景

（1）评价车速为车辆车道辅助系统激活的最低车速至 120km/h；

（2）评价道路为清洁、干燥、平直的混凝土、沥青或相类似的路面，具备直道和弯道车道线

（包括实车道线和虚车道线），车道线符合《GB5768.3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3 部分：道路交

通标线》的要求，如图 4-9所示：

图 4-9车道辅助系统评价场景

4.2.1.4.2.2.2人机交互

评价车道辅助系统图标指示器开关在车内位置是否便于操作，或信号装置在仪表内、中控屏

内易于辨认的程度，在车道辅助系统不可用、待激活、已激活、退出时功能状态是否清晰易懂，

车道辅助系统功能设置或调节操作逻辑性是否便利，车道控制信息在仪表内是否清晰醒目，功能

状态清晰易懂；

4.2.1.4.2.2.3车道控制

评价开始前确认车道辅助系统功能（具备车道纠偏还是车道居中保持），车道纠偏功能主要

评价纠正方向盘的时机是否及时，纠偏力矩大小是否适中，车道纠偏系统纠偏过程中是否会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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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盘较大幅度的摆动，导致车身轻微或小幅度晃动；车道居中保持主要评价车辆居中保持功能

进入/退出提示是否清晰，脱手提示清晰易懂且及时，是否能正确检测驾驶员脱手情况，是否在车

道内居中平稳行驶，车道居中保持系统对车辆施加转向是否自然平顺，不突兀。

4.2.1.4.2.3自适应巡航控制评价方法

4.2.1.4.2.3.1评价场景

（1）评价车速为 0~120km/h；

（2）评价道路为清洁、干燥、平直的混凝土、沥青或相类似的路面，包括直道和弯道；

（3）评价场景如下图 4-9 ~ 4-13所示：

图 4-9 巡航跟车

图 4-10 切入

图 4-11 切出

图 4-12 走停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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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弯道控制

4.2.1.4.2.3.2人机交互

评价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位置是否便于操作，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信息在仪表内（包括抬头

显示）易于辨认的程度，系统操作逻辑性和便利性，是否为全速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自适应巡

航控制系统退出功能和恢复功能的操作便利性，速度调节设置是否精准、易于调节；

4.2.1.4.2.3.3跟车控制

评价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在直道和弯道中巡航跟车、起停跟车、切入和切出等场景中系统响

应时间、跟车舒适性、加减速平顺性、加/减速度大小与驾驶员心里预期差异，自适应巡航控制系

统跟车距离设置是否合理，是否有多档位调节，各档位之间差值设置是否合理，跟车距离是否和

驾驶员心里预期一致。

4.2.1.4.2.4智能泊车辅助评价方法

4.2.1.4.2.4.1评价场景

（1）评价车速为低速，一般为 20km/h以下，泊车过程车速为 10km/h以下；

（2）在车辆能够完成泊车的前提下评价泊车舒适性；

（3）选取垂直车位、平行车位和斜向车位三种典型的泊车场景；

（4）垂直车位：车位置于两辆相互平行、同向放置的车辆中间。在车位前端 5.5 m 处（泊车

行进路线上）放置一障碍车辆，限制垂直泊车的前部泊车空间，车位宽度=评价车辆宽度+1.0m，

如图 4-14所示；

（5）平行车位：车位由两辆边界车辆和路缘石限制，边界车辆在相同方向对齐，右侧边缘距

离路肩不大于 0.3m，车辆左侧边缘保持平齐，如图 4-15所示；

（6）斜向车位：车位置于两侧静止车辆相互平行，车辆最前端对齐，边界车辆倾斜角为 45°

的车辆中间，斜向车位具有车位线，车位宽度=评价车辆宽度+1.0m，如图 4-16所示；

（7）平行车位中车位长度为 X，不同评价车辆，车位长度 X数值如下所示：

A、评价车辆长度为 4-6米，X=评价车辆长度*1.25

B、评价车辆长度≤4米，X=评价车辆长度+1.0m

C、评价车辆长度≥6米，X=评价车辆长度+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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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 垂直车位泊车场景示意图

图 4-15 平行车位泊车场景示意图

图 4-16 斜向车位泊车场景示意图

4.2.1.4.2.4.2人机交互

评价智能泊车辅助图标指示器或信号装置易于辨认的程度，界面操作逻辑性和便利性，智能

泊车辅助系统在泊车过程中的显示方式是否先进，车辆状态和环境感知的是否清晰，环境模拟展

示的信息是否具有丰富度与对比度，提示是否具有直观性和可理解性，是否为 360°全景影像显示，

显示效果是否清晰，各方位摄像头拼接部位是否连续、无断层、错位、色差等现象，画面是否失

真，图像轨迹与实车状态是否匹配，智能泊车辅助过程中是否能对不同状态的车位进行准确清晰

的展示，智能泊车辅助过程中的各个流程节点以及预警状态，能否对用户进行清晰且多样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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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语音提醒，界面反馈等，由驾驶员实施转向或制动操作时，智能泊车辅助系统是否及时退出，

智能泊车辅助系统搜索到车位之后，向驾驶员的提示方式是否合理；

4.2.1.4.2.4.3泊车舒适性

评价智能泊车辅助系统在泊车过程中的总体流畅程度，驾驶员按照系统提示操作泊车系统（档

位、制动踏板）的方式是否便利舒适，转向控制是否平顺自然、泊车过程中的制动控制是否突兀，

系统在泊车过程中的挡位操作提示、速度控制提示是否与转向控制具有一致性，泊车过程安全感

等。

4.2.1.4.2.5行车组合控制评价方法

4.2.1.4.2.5.1评价场景

（1）评价车速为 60~120km/h，主要以高速为主；

（2）评价道路为清洁、干燥、平直的混凝土、沥青或相类似的路面，包括直道和弯道。

4.2.1.4.2.5.2人机交互

评价横向和纵向控制信息在仪表内易于辨认的程度，横向和纵向控制组合系统操作逻辑性和

便利性，系统退出功能和恢复功能的操作便利性，跟车速度调节设置是否精准、易于调节；

4.2.1.4.2.5.3跟车与车道控制

评价组合控制系统在横向和纵向的控制能力是否协调，包括车道居中控制能力、目标识别能

力和响应时间、加减速平顺性、跟车舒适性和系统跟车距离设置是否合理、跟车过程中车道控制

能力等。

4.2.1.4.3智能交互评价项目

4.2.1.4.3.1语音交互评价方法

4.2.1.4.3.1.1 人机交互

评价语音交互系统的开启方式是否便利（按键开启、语音唤醒开启），响应是否迅速无延时，

有无语音唤醒引发误启动，启动后在线时间，是否支持连续对话，系统拟人化的智能度和亲和度

（自然语音水平）；

4.2.1.4.3.1.2语音识别能力

评价语音交互系统对语音指令、语速快慢等输入指令的识别准确率和识别速度，是否能区分

车厢内不同位置的乘客语音；

4.2.1.4.3.1.3语音控制

评价语音交互系统控制范围是否包含常用功能，控制功能范围是否全面（界面上可见的功能

均能直接语音控制，例如导航、蓝牙、收音机、空调系统、娱乐系统、车辆其它功能配置等），

是否能根据不同位置乘员指令区分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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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4.3.1.4语义联想

评价语音交互系统对复杂语令和多条语令的识别能力（例如语令我很热是否开启空调制冷或

者自动调低温度、同时打开空调和天窗等复杂语令）。

4.2.1.4.3.2移动端交互评价方法

4.2.1.4.3.2.1 移动端显示

评价移动端显示车辆状态信息的丰富程度（车门、后备箱、车窗、快慢充口盖、是否下电等）

以及重要信息（是否支持能耗显示、充电记录、剩余电量、剩余续驶里程等），是否可以显示充

电情况等；

4.2.1.4.3.2.2车辆控制

评价移动端界面可以控制（包括远程控制）的车辆功能丰富程度（例如车门控制、车内功能

控制、车辆启动、空调开启等）以及车辆功能响应时间是否迅速，数字钥匙（蓝牙、NFC）使用

是否人性化，移动端功能与车机互联的便捷性等；

4.2.1.4.3.2.3移动端预警

评价移动端对车辆异常状态（门窗未关、长时间未下电、车内功能未关等）预警的及时性和

准确性。

4.2.1.4.3.3中控屏交互评价方法

4.2.1.4.3.3.1界面信息显示

评价车辆中控屏内各模块功能信息显示的丰富程度和信息显示是否具备科技感，各模块功能

区分、交互界面是否清晰易懂；

4.2.1.4.3.3.2中控屏操作性

评价中控屏系统操作流畅程度和响应速度，中控屏菜单的排列逻辑性，菜单逻辑是否满足大

众使用习惯、常用功能和重要功能（如空调、导航）菜单是否易查找；

4.2.1.4.3.2.3娱乐系统操作性

评价中控屏娱乐功能的丰富程度，包括车辆收音机调频、搜台、电台存储的便利性，多媒体

播放操作便利性，车辆娱乐系统对图片、音乐、视频等外部存储卡的读取速度，读取是否顺畅无

卡滞，中控屏是否具备互联网功能，联网速度、网络稳定性及操作便利性；

4.2.1.4.3.2.4扩展应用

评价中控系统生态是否支持第三方应用市场各类车机软件，车机是否自带网络流量，可下载

软件应用的丰富性和使用应用的便利性，应用软件启动是否迅速、运行是否稳定顺畅、不卡顿、

不闪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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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消费者评价方法

4.2.2.1 调研对象

调研对象需满足以下条件：

1) 调研对象为评价车型的主要使用者，且该车为调研对象最常使用的车辆。

2) 购车后 3-12 个月。

3) 该车辆仅用于私人用途。

4) 调研对象为车辆选择和购买过程中的主要决策者。

5) 调研对象过去 6个月内未接受任何汽车行业有关的市场调查。

6) 调研对象不包括汽车生产制造、销售维修、运营服务等汽车行业、调研行业相关从业者。

7) 调研对象应为性别分散，学历分散，年龄阶段分散，行业、工作分散的汽车用户。

8) 调研对象覆盖首购、增购、换购的用户，且覆盖评价车型的多个配置版本。

4.2.2.2 调研城市

考虑不同地域的人群特点和使用需求差异，调研城市包括东北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北部沿

海地区、南部沿海地区、长江中游地区、黄河中游地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八大经济区域的 1-5

线代表城市。

4.2.2.3 调研方式

采用PAD问卷以邀约面访的形式进行调研。

4.2.2.4 样本数量

每个车型样本数量为 200个。

4.2.2.5 评分标准

调研对象根据各项评价指标的描述和评价内容对车辆进行逐项评分，评分的范围为1-10分。

评分依据参阅表4-8所示。

4.2.2.6 评价项目

4.2.2.6.1 智能提示

1）前向碰撞预警指在车辆使用及行驶过程中，对于前方碰撞的预警智能提示。用户按照极差

到完美（1-10分）对前向碰撞预警表现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 4-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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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前向碰撞预警评价题目

在您日常驾驶中，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前方碰撞预警显示的图形图像等提醒内容辨认难易程度及调节操作的便利性

前方碰撞预警提醒方式醒目程度，预警强度合理合适

前方碰撞预警提醒时机与您内心期望的一致性

2）车道偏离预警指在车辆使用及行驶过程中，偏离车道程度的预警智能提示。用户按照极差

到完美（1-10分）对车道偏离预警表现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 4-10所示：

表 4-10 车道偏离预警评价题目

在您日常驾驶中，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车道偏离预警显示的图形图像等提醒内容辨认难易程度及调节操作的便利性

车道偏离预警提醒方式醒目程度，预警强度合理合适

车道偏离预警提醒时机与您内心期望的一致性

车道偏离预警漏报情况

3）盲区监测预警指在车辆使用及行驶过程中，对于盲区情况的预警智能提示。用户按照极差

到完美（1-10分）对盲区监测预警表现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 4-11所示：

表 4-11 盲区监测预警评价题目

在您日常驾驶中，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盲区监测预警显示的图形图像等提醒内容辨认难易程度，是否有明显的强度变化

盲区监测预警提醒方式醒目程度，预警强度合理合适

盲区监测预警提醒时机与您内心期望的一致性

盲区监测预警漏报情况

4）抬头显示指在车辆使用及行驶过程中，抬头智能显示信息。用户按照极差到完美（1-10

分）对抬头显示表现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 4-12所示：

表 4-12 抬头显示评价题目

在您日常驾驶中，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抬头显示的信息量丰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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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头显示信息的清晰程度足够醒目

抬头显示调节操作的便利性

5）车门开启预警指在车辆使用及行驶过程中，针对车门开启预警提示，用户按照极差到完美

（1-10分）对开没预警表现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 4-13所示：

表 4-13 车门开启预警评价题目

在您日常驾驶中，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车门开启预警显示的图形图像等提醒内容辨认难易程度，是否有明显的强度变化

车门开启预警提醒方式醒目程度，预警强度合理合适

车门开启预警提醒时机与您内心期望的一致性

4.2.2.6.2 智能驾乘

1）自动紧急制动指在车辆使用及行驶过程中，对于出现的状况，采取自动减速制动保证安全。

用户按照极差到完美（1-10分）对自动紧急制动表现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 4-14所示：

表 4-14 自动紧急制动评价题目

在您日常驾驶中，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制动减速的大小、车身的俯仰程度，停车距离

2）车道辅助系统指在车辆使用及行驶过程中，对于车辆在车道中行驶出现的状况，采取智能

调整。用户按照极差到完美（1-10分）对车道辅助系统表现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 4-15 所示：

表 4-15 车道辅助系统评价题目

在您日常驾驶中，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辅助系统显示的图形图像等提醒内容辨认难易程度及调节操作的便利性

辅助系统功能产生效果的及时性，产生效果的平顺性

3）自适应巡航控制指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安装在车辆前部的车距传感器持续扫描车辆前方道

路，同时轮速传感器采集车速信号。用户按照极差到完美（1-10分）对自适应巡航控制表现进行

打分，评价题目如表 4-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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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自适应巡航控制评价题目

在您日常驾驶中，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自适应巡航控制显示的图形图像等提醒内容辨认难易程度及调节操作的便利性

自适应巡航控制跟车的舒适性和平顺性，及与您内心期望的一致性

4）智能泊车辅助指在停车过程中进行自动智能地停车流程。用户按照极差到完美（1-10 分）

对智能泊车辅助表现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 4-17所示：

表 4-17 智能泊车辅助评价题目

在您日常驾驶中，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智能泊车显示的图形图像等提醒内容辨认难易程度及调节操作的便利性

智能泊车的流畅程度、便利性和舒适度

5）行车组合控制指车辆使用过程中跟车与车道控制等。用户按照极差到完美（1-10 分）对行

车组合控制表现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 4-18所示：

表 4-18 行车组合控制评价题目

在您日常驾驶中，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行车组合控制显示的图形图像等提醒内容辨认难易程度及调节操作的便利性

行车组合控制能力和您的期望的一致性

4.2.2.6.3 智能交互

1）语音交互指在车辆使用过程中通过语音与驾驶人进行互动。用户按照极差到完美（1-10

分）对语音交互表现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 4-19所示：

表 4-19 语音交互评价题目

在您日常驾驶中，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语音交互开启便利性

语音交互识别能力

语音交互控制功能丰富性

语音交互对复杂语句的识别能力

2）移动端交互指在车辆使用过程中移动端与人互动情况。用户按照极差到完美（1-10分）对

移动端交互表现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 4-2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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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移动端交互评价题目

在您日常驾驶中，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移动端显示信息的丰富程度

移动端对车辆的控制功能丰富程度

移动端预警及时性和准确性

3）中控屏交互指在车辆使用过程中通过车内大屏与驾驶人进行互动。用户按照极差到完美

（1-10分）对中控屏交互表现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 4-21所示：

表 4-21 中控屏交互评价题目

在您日常驾驶中，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中控屏显示信息的丰富程度、清晰程度、样式美感

中控屏操作流畅程度和响应速度

中控屏娱乐系统功能丰富程度，流程程度，便利性

中控屏支持第三方应用丰富性，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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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续航充电

5.1 评分方法

5.1.1指标体系

表 5-1 续航充电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续航充电

中国工况续航

常温续驶里程

低温续驶里程

高速续驶里程

续驶里程估计准确度

常温续驶里程估计准确度

低温续驶里程估计准确度

高速续驶里程估计准确度

百公里充电速率
常温直流充电速率

低温直流充电速率

充电兼容性 常温直流充电兼容性

电耗 中国工况电耗

对外高压放电 ——

5.1.2 指标权重分配

5.1.2.1 二级指标权重分配

续航充电下设 6个二级指标：中国工况续航、续驶里程估计准确度，百公里充电速率、充电

兼容性、电耗和对外高压放电各个项目权重如表 5-2所示：

表 5-2续航充电所包含的二级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续航充电

1 中国工况续航 40%

2 续驶里程估计准确度 10%

3 百公里直流充电速率 15%

4 充电兼容性 5%

5 电耗 30%

6 对外高压放电 +1%

备注：如果通过加分项获续航充电部分得分比例达 100%以上，按照 100%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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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 三级指标权重分配

中国工况续航包含常温续驶里程、低温续驶里程和高速续驶里程 3个三级指标，指标权重分

配如表 5-3所示。

表 5-3 中国工况续航分值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中国工况续航

1 常温续驶里程 40%

2 低温续驶里程 30%

3 高速续驶里程 30%

续驶里程估计准确度包含常温续驶里程估计准确度、低温续驶里程估计准确度和高速续驶里

程估计准确度个三级指标，指标权重分配如表 5-4所示。

表 5-4 续驶里程估计准确度分值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续驶里程估计

准确度

1 常温续驶里程估计准确度 40%

2 低温续驶里程估计准确度 30%

3 高速续驶里程估计准确度 30%

百公里充电速率包含常温直流充电速率和低温直流充电速率 2个三级指标，指标权重分配如

表 5-5所示。

表 5-5百公里充电速率分值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百公里

充电速率

1 常温直流充电速率 50%

2 低温直流充电速率 50%

充电兼容性包含常温直流充电兼容性和充电兼容性满意度 2个三级指标，指标权重分配如表

5-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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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充电兼容性分值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充电兼容性
1 常温直流充电兼容性 75%

2 充电兼容性满意度 25%

电耗包含电耗满意度和中国工况电耗 2个三级指标，指标权重分配如表 5-7所示。

表 5-7 电耗分值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电耗
1 电耗满意度 25%

2 中国工况电耗 75%

5.1.3 算分方法

5.1.3.1 总分得分算分方法

总分根据二级指标得分及权重计算得出，保留小数点后一位，计算方法如式 5-1所示：

i

6

1i
i a



SS (5-1)

式中，S为续航充电的评价总分，i为二级指标序号，��和��分别为序号为i的二级指标得分及

权重。序号与权重参见表5-2。

5.1.3.2 二级指标得分算分方法

二级指标得分根据三级指标得分及权重计算得出，保留小数点后一位，计算方式如式5-2所示：

�� =
�=1

��

��� × ���� (5-2)

式中，j为二级指标内三级指标的序号，��为第i个二级指标的三级指标数量。���、���分别为序

号为i的二级指标内序号为j的三级指标的得分和对二级指标的权重。

5.1.3.3 三级指标得分算分方法

当三级指标分别进行客观测试和消费者调研时，客观测试占75%，消费者调研占25%，消费

者调研的四级指标以均权处理，四级指标保留小数点后一位，计算方式如式5-3所示：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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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为客观测试三级指标的序号。
ijT

n 为第i个三级指标中第j个四级指标内消费者调研指标

的数量。l为三级指标内消费者调研指标的序号。

5.1.3.3.1 客观测试算分方法

5.1.3.3.1.1 常温续驶里程得分计算方法

按照第五章 5.2.1.5条进行试验，得到常温续驶里程测试结果，以常温续驶里程测试结果为评

分依据，得分保留至小数点后一位，评分方法如表 5-7所示：

表 5-7 常温续驶里程评分表

指标名称 测量后计算值（km） 得分

常温续驶里程

＜200 0

=300 60

=500 100

注：续驶里程≥300km且≤500km，得分 60~100分，区间内线性插值。

5.1.3.3.1.2 低温续驶里程得分计算方法

按照第五章 5.2.1.5条进行试验，以低温续驶里程相对常温续驶里程下降率为评分依据，得分

保留至小数点后一位，评分方法如表 5-8所示：

表 5-8 低温续驶里程评分表

指标名称 测量后计算值 得分

低温续驶里程下降率

≥60% 0

=40% 80

≤30% 100

注：

1）下降率≤60%且≥40%，得分 0~80分，区间内线性插值；

2）下降率≤40%且≥30%，得分 80~100分，区间内线性插值；

3）空调性能减分有两项：

a）车内温度首次达到目标温度的时间高于 15分钟时，每增加 1分钟扣 2分，最多扣 10分；

b）15分钟后，直至测试结束，达不到温度区间的时间超过 1.5小时，扣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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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3.1.3 高速续驶里程得分计算方法

高速续驶里程保持度按照第五章 5.2.1.5条进行试验，以高速续驶里程相对常温续驶里程下降

率为评分依据，得分保留至小数点后一位，评分方法如表 5-9所示：

表 5-9 高速续驶里程保持度评分表

5.1.3.3.1.4 常温续驶里程估计准确度得分计算方法

按照第五章 5.2.1.6条进行试验，以常温续驶里程估计准确度为评分依据，得分保留至小数点

后一位，评分方法如表 5-10所示：

表 5-10 常温续驶里程估计准确度评分表

指标名称 确定系数 得分

常温续驶里程估计准确度
＜0.60 0

=0.99 100
注：续驶里程估计准确度≥0.60且≤0.99，得分 0~100分，区间内线性插值。

5.1.3.3.1.5 低温续驶里程估计准确度得分计算方法

按照第五章 5.2.1.6条进行试验，以低温续驶里程估计准确度为评分依据，得分保留至小数点

后一位，评分方法如表 5-11所示：

表 5-11 低温续驶里程估计准确度评分表

指标名称 确定系数 得分

低温续驶里程估计准确度
＜0.40 0

=0.99 100
注：续驶里程估计准确度≥0.40且≤0.99，得分 0~100分，区间内线性插值。

5.1.3.3.1.6 高速续驶里程估计准确度得分计算方法

按照第五章 5.2.1.6条进行试验，以高速续驶里程估计准确度为评分依据，得分保留至小数点

指标名称 下降率 得分

高速续驶里程下降率

≥45% 0

=30% 80

≤20% 100

注：1）下降率≤45%且≥30%，得分 0~80分，区间内线性插值；

2）下降率<30%且≥20%，得分 80~100分，区间内线性插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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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位，评分方法如表 5-12所示：

表 5-12高速续驶里程估计准确度评分表

指标名称 确定系数 得分

高速续驶里程估计准确度
＜0.40 0

=0.99 100
注：续驶里程估计准确度≥0.40且≤0.99，得分 0~100分，区间内线性插值。

5.1.3.3.1.7 常温直流充电速率得分计算方法

按照第五章 5.2.7条进行试验，以直流百公里充电时间为评分依据，得分保留至小数点后一位，

评分方法如表 5-13所示：

表 5-13 直流百公里充电时间评分表

5.1.3..3.1.8 低温直流充电速率得分计算方法

按照第五章 5.2.7条进行试验。低温直流充电以低温充电时间增加率和充电电量比例 E3：E2

作为评分依据，评分方法表 5-14所示。

表 5-14低温直流充电评分表

指标名称 计算值 得分

低温直流充电时间增加率
≥1 0

≤0.2 100

注：增加率在 0.2与 1之间，得分 100~0分，区间内线性插值；

如在试验过程中发生一次充电异常中止，重新连接后可恢复，则不扣分，非充电时间不计入指

标计算值；

如在试验过程中发生两次充电异常中止，结束试验，该项目不得分；

如果 E3：E2<0.8或>1.3时，扣 20分。

5.1.3.3.1.9 常温直流充电兼容性得分计算方法

用 5 款直流充电桩进行试验，每款桩试验满分 20 分，总分 100 分。根据第五章 5.2.1.8 条进

指标名称 计算值（h/100km） 得分

直流百公里充电时间
≥2 0

≤0.25 100

注：充电时间≤2h且≥0.25h，得分 0~100分，区间内线性插值；

如在实验过程中发生车端非操作原因导致的充电异常终止，该车对此充电桩的充电兼容性扣 5
分；如在试验过程中发生两次充电异常终止，结束试验，该项目不得分。



103

行试验，对于每一款桩，评分方法如表 5-15所示：

表 5-15直流充电兼容性评分表

指标名称 测试项目通过情况 得分

直流充电兼容性

5.2.1.8.3测试不通过 0

5.2.1.8.3测试通过，

5.2.1.8.4测试未通过
10

5.2.1.8.3~5.2.1.8.4两项测试全部通过 20

5.1.3.3.1.10 纯电动汽车中国工况电耗得分计算方法

按照本章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并进行电耗计算，并以电耗作为评分依据。纯电动乘用车产

品，根据Y=0.006M+8的组合公式计算，得分保留至小数点后一位，评分方法如表 5-16所示：

表 5-16 常温电耗评分表

指标名称 测量值（kWh/100km） 得分

电耗

≥1.2Y 0

=Y 60

≤0.7Y 100

注：1）车辆电耗≤1.2Y且≥Y，得分 0~60分，区间内线性插值；

2）车辆电耗<Y且≥0.7Y，得分 60~100分，区间内线性插值；

3）M为被测车辆整备质量，单位 kg。

5.1.3.3.2 消费者调研算分方法

消费者调研评价算分方法参阅 4.1.3.4.2。

5.1.3.4 加分指标得分算分方法

针对支持对外高压放电的车辆，按照 5.2.1.9进行试验，当最大输出功率不低于 1.5kW，测试

通过，得续航充电指标下 1%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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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评价方法

5.2.1 客观测试方法

5.2.1.1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M1类电动汽车。

5.2.1.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范的引用而构成本规范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

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范。

GB/T 18386.1 《电动汽车 能量消耗量和续驶里程试验方法》

GB/T 38146.1—2019 中国汽车行驶工况 第 1部分：轻型汽车

GB/T 12534《汽车道路试验方法通则》

QC/T 658-2009 《汽车空调制冷系统性能道路试验方法》

GB/T 18385-2005《电动汽车动力性能试验方法》

GB/T 19596-2004 《电动汽车术语（ISO 8713:2002,NEQ）》

GB/T 18487.1-2015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一般要求》

GB/T 27930-2015 《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与电池管理系统之间的通信协议》

GB/T 20234.1-2015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第 1部分：通用要求》

GB/T 20234.2-2015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第 2部分：交流充电接口》

GB/T 20234.3-2015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第 3部分：直流充电接口》

GB 18384-2020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第 3部分人员触电防护》

DB31/T634-2012 《电动乘用车运行安全和维护保障技术规范》

C-NCAP管理规则最新版

GB/T 37130-2018 《车辆电磁场相对于人体曝露的测量方法》

GB 8702-2014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ECE R10.06 《 Uniform provisions concerning the approval of vehicles with regard to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GB 18352.6-2016 《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

GB 4208-2008《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T/CSAE 150-2020《道路车辆复杂电磁环境适应性要求和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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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4208-2008《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5.2.1.3 术语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5.2.1.3.1 电动汽车的整车整备质量 complete electric vehicle curb mass

包括车载储能装置在内的整车整备质量。

5.2.1.3.2 基准质量 reference mass

指汽车的整备质量加上100kg。

5.2.1.3.3 选装装备质量 mass of the optional equipment

在生产企业技术条件规定的标准车辆装备之外，其他可选的选装装备组合的质量。

5.2.1.3.4 设计最大许用装载后质量 technically permissible maximum laden mass

指以车辆的构造特点和设计性能为基础的能装载到车辆的最大质量。

5.2.1.3.5 车辆最大负载 maximum vehicle load

指设计最大许用质量减去基准质量再减去选装质量后的质量。

5.2.1.3.6 代表性负荷质量 mass representative of the vehicle load

代表性负荷质量指一定百分比的车辆最大负载，电动车为车辆最大负载的15%。

5.2.1.3.7 电动汽车测试质量 test mass of electric vehicle

电动汽车续驶里程和能耗测试中，电动试验车辆的基准质量、选装装备质量及代表性负荷质

量三者之和。

乘员质量及其装载要求按GB/T 1253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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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3.8 续驶里程 range

电动汽车在动力蓄电池完全充电状态下，以一定的行驶工况运行，直至达到测试结束条件结

时，车辆能连续行驶的最大距离（适用于低温续驶里程和高速续驶里程）或通过计算得到的等效

里程（适用于常温续驶里程）。

5.2.1.3.9 中国乘用车行驶工况 China light-duty vehicle test cycle for passenger car（CLTC-P）

M1类车辆使用的中国汽车行驶工况。

5.2.1.3.10 充电 charging

将交流或直流电网（电源）调整为校准的电压/电流，为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提供电能，也可

额外地为车载电气设备供电。

5.2.1.3.11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 EV supply equipment/EVSE

设备或组合式设备，以充电为目的提供专用功能将电能补给给电动汽车。

5.2.1.3.12 电动汽车充电系统 EV charging system

包括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和满足车辆充电相关功能的系统。

5.2.1.3.13 电动汽车直流充电系统 DC EV charging system

为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提供直流电源的充电系统。

5.2.1.4 指标定义

5.2.1.4.1中国工况续航

CCRT（智能电动汽车）规定了中国工况续航的试验方法和评分方法，采用中国工况为典型工

况，对常温、低温、高速等环境条件进行约束，最终得到常温、低温、高速条件下一系列续航里

程。

5.2.1.4.2 剩余续驶里程估计准确度

CCRT（智能电动汽车）规定了剩余续驶里程估计准确的评分方法和试验方法，对常温、低温

中国工况下以及高速工况下车辆表现剩余里程与实际剩余里程的差异进行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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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4.3 百公里充电速率

指电动汽车行驶100km所需要的充电时间。CCRT（智能电动汽车）规定了电动汽车百公里充

电时间的试验和计算方法，使用常温直流百公里充电时间及低温直流百公里充电时间作为评分依

据。

5.2.1.4.4充电兼容性

CCRT（智能电动汽车）规定了电动汽车直流充电桩相互匹配时充电兼容性的试验方法，使用

与典型直流充电桩匹配的通过率作为评分依据。

5.2.1.5 中国工况续航试验方法

5.2.1.5.1 总则

该部分描述了续驶里程和能量消耗量的试验方法。

5.2.1.5.2 试验条件

5.2.1.5.2.1 车辆条件

试验车辆的轮胎气压按照制造厂的规定进行调整；

车上的照明、信号装置以及辅助设备应关闭，除非试验和车辆白天运行对这些装置有要求；

除驱动用途以外，所有的储能系统应充到制造厂规定的最大值（电能、液压、气压等）；

试验驾驶员应该按车辆制造厂推荐的操作程序使动力蓄电池在正常运行温度下工作；

试验前，试验车辆应至少用安装在试验车辆上的动力蓄电池行驶 1000km 的磨合里程（车辆

磨合试验条件及试验方法见附录 C）。

5.2.1.5.2.2 环境温度条件

室内试验分为常温、低温、高速等速试验：

在(23±3)℃常温下进行常温试验；

在(-7±3)℃的温度条件下进行低温试验，试验中开启空调制暖；

在(23±3)℃常温下进行高速等速试验。

5.2.1.5.3 试验程序

5.2.1.5.3.1 总则

能量消耗量和续驶里程试验分为：常温试验、低温试验、高速等速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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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过程中应该选用最经济的行驶模式进行续驶里程和能量消耗量的试验，但要求在此模式

下车速能跟上CLTC-P工况曲线。若跟不上曲线则采用其它能跟上曲线的行驶模式。

5.2.1.5.3.2 试验循环

5.2.1.5.3.2.1 试验循环如 GB/T 38146.1—2019附录 A所述的中国轻型汽车行驶工况 CLTC-P，包括

低速（1部）、中速（2部）和高速（3部）3个速度区间。

5.2.1.5.3.2.2 若车辆最高车速小于 CLTC-P 的最高车速，在目标车速大于车辆最高车速时，按照

GB 18352.6—2016附件 CA.5的规定对试验循环进行修正。

5.2.1.5.3.3 速度曲线公差

车辆实际速度和测试循环规定的速度之间的允许公差如下：

公差上限，+2.0km/h，时间在±1.0秒之内；

公差下限，-2.0km/h，时间在±1.0秒之内，见图 5-1。

图 5-1 速度曲线公差

在每个行驶循环中，允许超出公差范围的累计时间，应不超过4s，在试验报告中应注明超出

公差的总时间。

5.1.2.5.3.4 结束试验循环的标准

5.1.2.5.3.4.1 进行低温续驶里程试验时：

a) 若车辆最高车速不小于 CLTC-P 的最高车速，不能满足 5.2.1.5.3.3规定的公差要求时，

应停止试验；

b) 若车辆最高车速小于 CLTC-P 的最高车速，对于超过车辆最高车速的部分，按照 GB

18352.6—2016附件 CA.5的规定对试验循环进行修正，此时要求驾驶员将加速踏板踩到

底，允许车辆实际车速超过 5.2.1.5.3.3规定的公差上限，但不能满足 5.2.1.5.3.3规定的公

差下限要求时，应停止试验；在目标车速不超过车辆最高车速时，不能满足 5.2.1.5.3.3

规定的公差要求时，应停止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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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5.3.4.2进行常温续驶里程试验时，若车辆在恒速段 CSSE连续 4 s 不能满足 5.2.1.5.3.3 规定的

公差下限要求，应停止试验。

5.1.2.5.3.4.3 进行高速等速续驶里程试验时，当车辆的行驶速度连续 4 s 不能满足 5.2.1.5.3.3 规定

的公差下限要求，应停止试验。

5.1.2.5.3.4.4达到试验结束条件时，挡位保持不变，使车辆滑行至最低稳定车速或 5 km/h，再踩下

制动踏板进行停车。

5.2.1.5.4 动力蓄电池的初次充电

5.2.1.5.4.1 总则

除非车辆制造厂或动力蓄电池制造厂有其他的规定，动力蓄电池的初次充电按5.2.1.5.4.2和

5.2.1.5.4.3的规定进行。如果所规定的几个试验或测量连续进行，第一次充电可认为是初次充电。

5.2.1.5.4.2 动力蓄电池的放电

首先，试验车辆以30分钟最高车速的70%±5%的稳定车速行驶，使车辆的动力蓄电池放电。

放电在车速不能达到30分钟最高车速的65%时结束。也可根据汽车生产企业规定的程序进行

REESS放电，应保证REESS能够放电至SOC最低值。

5.2.1.5.4.3 动力蓄电池的充电

5.2.1.5.4.3.1 常规充电

常规充电推荐采取交流充电方式，充电功率应不高于42 kW。当存在多种交流充电方式（例

如传导充电、感应充电等）时，应使用传导充电的方式。如果有多个可用的传导充电功率水平，

则应使用最高的充电功率。如果汽车生产企业推荐，则可以选择较低的充电功率。如果车辆仅有

直流充电方式，可以选择直流充电方式。充电应连续进行，若充电过程中发生断电，则测试失败，

需要重新开始进行完全测试。充电模式应根据汽车生产企业的建议进行选择。

REESS应在5.2.1.5.2.2规定的环境温度下，使用下列方式之一进行充电：

a) 车载充电器（如装有）；

b) 标准外接充电器。

上述的充电程序不包括任何自动或手动启动的特殊充电程序，如均衡充电模式或维护模式。

实际销售车辆具备的无需进行额外操作的充电策略不认为是特殊充电程序。

5.2.1.5.4.3.2 充电结束的标准

当车载或外部仪器显示 REESS 已完全充电时，判定为充电完成。如果车载或外部仪器发出明

显的信号提示 REESS 没有充满，在这种情况下，最长充电时间为：3×汽车生产企业规定的 REESS

能量(kWh)/供电功率(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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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5.5 浸车预处理

5.2.1.5.5.1 常温试验前，车辆应该在(23±3)℃的常温环境中浸车12-15个小时。

5.2.1.5.5.2低温试验前，车辆应该在(-7±3)℃低温环境中浸车12-15小时。在此期间，要求每小时平

均环境温度应保持在(-7±3)℃内；瞬时温度不得低于-13℃，也不得高于-1℃，且不得连续3分钟低

于-10℃或高于-4℃。

5.2.1.5.5.3 高速等速试验前，车辆应该在常温环境中浸车12-15小时。

5.2.1.5.6 续驶里程试验

5.2.1.5.6.1 车辆道路负荷的设定

a）常温、高速续驶里程测试行驶阻力设定按照GB 18352.6-2016附件CC中的规定进行设定。

b）低温续驶里程测试行驶阻力。将常温续驶里程测试中的底盘测功机阻力值的A、B、C乘以

1.1倍，作为低温续驶里程测试中的底盘测功机阻力设定。

5.2.1.5.6.2 低温试验空调设定

试验循环开始时，空调需要设置到外循环及吹脚模式，可以按照企业指定的温度及风量设置

方案进行空调设定，使车内测试点的平均温度尽快达到20℃以上，之后到试验结束期间应尽量保

持在不高于22℃且不低于20℃的范围内。若车辆生产企业没有提交明确操作要求，则按如下步骤

操作：

a）对于自动控制式空调，设定为“自动模式”，温度设定为最高，空气循环开关置于外循环及

吹脚模式。空调设置需且仅需满足该4项设置要求；若“自动模式”下，有不同于该4项设置要求时，

可切换到手动模式进行控制。车内温度达到20℃后，调节温度旋钮，使车内测试点的平均温度尽

量保持在不高于22℃且不低于20℃的范围内。

b）对于手动控制式空调，将温度调节开关置于最大加热模式位置；风量调节开关置于最大挡

位；空气循环开关置于外循环及吹脚模式。车内温度达到20℃后，将风量调节开关置于中挡，调

节温度旋钮，使车内测试点的平均温度尽量保持在不高于22℃且不低于20℃的范围内。

c）对于具有中排、后排出风口的车辆，关闭或封闭中排和后排出风口；对于无法通过设置或

控制开关关闭的，需要进行人工强制封闭。前排出风口开度置于最大，出风口方向置于中间位置。

试验过程中，以不小于1Hz的采集频率实时连续记录车辆乘员舱内测试点的温度变化（温度

测试点的分布见附录A），计算并监测所有测试点的平均温度，记录该平均温度初次达到20℃的

时间tL。之后到试验结束期间，要求该平均温度每10分钟的平均值保持在不高于24℃且不低于20℃

的范围内，每1分钟的平均值不得高于25℃且不得低于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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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5.6.3 试验工况及测试流程

5.2.1.5.6.3.1 常温续驶里程试验工况

进行常温续驶里程测试的测试工况是基于中国工况的组合工况。工况速度片段由2个试验循环

段和2个恒速段组成，见图 5-2。其中DS1和DS2为试验循环段，CSSM和CSSE为恒速段，由较高的

恒定车速构成，用以尽快放电，减少测试时间，触发试验结束条件时及时停止试验。

图 5-2 M1类车辆目标车速

5.2.1.5.6.3.1.1试验循环段

试验循环段由5.2.1.3.9规定的试验循环构成，每个试验循环段包括2个由5.2.1.3.9规定的试验循

环。

5.2.1.5.6.3.1.2恒速段

5.2.1.5.6.3.1.2.1速度要求

恒速段的车速设置推荐为 100km/h；若车辆的 30分钟最高车速小于推荐车速，则恒速段的车

速应设置为车辆的 30分钟最高车速。

试验循环段结束后，车辆加速至恒速段的过程需平稳，并应在 1min内完成。恒速段结束后的

停车操作应按照 5.1.2.5.3.4.4的规定进行。

5.2.1.5.6.3.1.2.2里程要求

恒速段 CSSE的里程应依据 5.2.1.5.8.3规定的 REESS,STPE 的百分比进行确定。试验循环段 DS2之

后 REESS 的剩余能量应不超过 REESS,STPE 的 10%，若不能满足要求，则试验需要重新进行。

恒速段 CSSM的里程按照公式计算：

M 1 E 2CSS est DS CSS DSd BER d d d    …………………………………(1)

式中：

MCSSd ——恒速段 CSSM的里程，单位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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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BER ——采取缩短法进行试验，车辆在底盘测功机上行驶里程的估计值，单位 km；

1DSd ——试验循环段 DS1的里程，单位 km；

ECSSd ——恒速段 CSSE的里程，单位 km；

2DSd ——试验循环段 DS2的里程，单位 km。

5.2.1.5.6.3.2 高速等速法试验工况

进行(100±2）km/h的等速试验，试验过程中允许停车两次，每次停车时间不允许超过2分钟，

按照本章5.1.2.5.3.4.3规定的要求，触发试验结束条件时及时停止试验。

记录试验期间试验车辆的停车次数和停车时间。试验循环工况结束，车辆停止时，记录试验

车辆驶过的距离BER，单位用千米（km）来表示，测量值按四舍五入圆整到整数，该距离即为高

速等速法测量的续驶里程。同时记录所用时间，单位用小时（h）来表示。

5.2.1.5.6.3.3 低温续驶里程试验工况

低温续驶里程测试重复运行CLTC-P工况。

5.2.1.5.6.3.4 常温续驶里程试验

a）按照本章5.2.1.5.4的要求对动力蓄电池进行初次充电；

b）在动力蓄电池充电结束后的12小时内，按本章5.2.1.5.5要求进行浸车预处理；

c）浸车完成后，进行CLTC-P组合工况法进行续驶里程试验至试验循环结束，在测试过程中，

按照本章5.2.1.5.7.1实时记录REESS电流和电压值。

a) 试验后按本章 5.2.1.5.4.3要求再次为 REESS充电，测量从外部充入的电量（见 6.3.4）。

b) 计算车辆常温条件下续驶里程 BERN；

d）在每两个步骤执行之间，如果需要移动车辆，不允许使用车上的动力将车辆移动到下一个

试验地点，且确保再生制动系统未起作用。

5.2.1.5.6.3.5 低温续驶里程试验

a）按照本章5.2.1.5.4的要求对动力蓄电池进行初次充电；

b）在动力蓄电池充电结束后的12小时内，按本章5.2.1.5.5要求进行浸车预处理；

c）浸车完成后，进行CLTC-P工况法条件下的续驶里程试验至试验循环结束（见本章

5.2.1.5.6.3.1），按要求设定空调（见本章5.2.1.5.6.2）,记录试验车辆驶过的距离BERL；

d）在每两个步骤执行之间，如果需要移动车辆，不允许使用车上的动力将车辆移动到下一个

试验地点，且确保再生制动系统未起作用。

5.2.1.5.6.3.6 高速续驶里程试验

a）按照本章5.2.1.5.4的要求对动力蓄电池进行初次充电；

b）在动力蓄电池充电结束后的12小时内，按本章5.2.1.5.5要求进行浸车预处理；

c）浸车完成后，进行高速等速续驶里程试验至试验循环结束，记录试验车辆驶过的距离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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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在每两个步骤执行之间，如果需要移动车辆，不允许使用车上的动力将车辆移动到下一个

试验地点，且确保再生制动系统未起作用。

注：5.2.1.5.6.3.4至5.2.1.5.6.3.6中，若进行续驶其他项目充电结束后48小时内，步骤a)可选做。

5.2.1.5.7常温续驶里程测试 REESS电流和电压的确定

从试验开始直到达到 5.1.2.5.3.4 规定的要求时停止试验。试验过程中应按照规定测量所有

REESS 的电流和电压，不允许在浸车期间关闭任何 REESS 的电流电压测试仪器。如果使用的是

按时积分设备，则应在测试期间保持设备的工作状态。

5.2.1.5.7.1 REESS 电流测量和电压测量

5.2.1.5.7.1.1 REESS电流应在测试中使用夹装式或密闭式电流传感器测量。

5.2.1.5.7.1.2 电流传感器应通过连接到REESS电缆对REESS电流进行测量。所测电流应为REESS

总电流。电流传感器取样频率，电流数据记录频率最小为20Hz。

5.2.1.5.7.1.3 用外部测量设备测量 REESS 电压时，应在车上合适、安全和方便的连接点进行测量。

电压数据记录频率最小为 20Hz。

5.2.1.5.7.2 REESS 充电和电量的测量

试验结束后，车辆应在 2 h内按照 5.2.1.5.4.3.1的规定进行充电，充电方式应与试验前一致。

采取交流充电方式时电量测量设备应安装于车辆插头和供电设备之间；如果采取直流充电方式，

则电量测量设备应安装于供电设备和电网之间。当达到 5.2.1.5.4.3.2的要求时，REESS 充电结束。

测量从外部充入的电量 ACE 以及充电时间。

5.2.1.5.7.3 REESS充电和电量的测量

试验结束后，车辆应在 2 h内按照 6.3.2.3.1的规定进行充电，充电方式应与试验前一致。采

取交流充电方式时电量测量设备应安装于车辆插头和供电设备之间；如果采取直流充电方式，则

电量测量设备应安装于供电设备和电网之间。当达到 6.3.2.3.2的要求时，REESS充电结束。

按照 6.3.2.3.1的规定测量从外部充入的电量 ACE 以及充电时间。当达到 6.3.2.3.2的要求时，

停止电量测量。

5.2.1.5.8常温能耗和续驶里程的计算

5.2.1.5.8.1能量消耗量和续驶里程计算的相关公式

计算车辆的能量消耗量和续驶里程的公式如下 。

REESS,
DC,

j
j

j

E
EC

d


 …………………………………………(2)

式中：

DC,jEC ——基于 REESS电能变化量的第 j个速度区间的能量消耗量，单位Wh/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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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速度区间的序号，对于完整的试验循环， j记为 c；

jd ——车辆在第 j个速度区间的行驶里程，单位 km；

REESS, jE ——第 j个速度区间所有 REESS的电能变化量，单位Wh，按照公式计算：

REESS, REESS, ,
1

=
m

j g j
g

E E


  ………………………………………(3)

式中：

g ——REESS编号；

m——REESS总数量；

REESS, ,g jE ——第 j个速度区间的时间范围内，编号为 g 的 REESS 电能变化量，单位Wh，按

照公式计算：

   end

0
REESS, , REESS, , ,

1
3600

t

g j g j g jt
E U t I t dt    …………………………(4)

式中：

0t ——第 j个速度区间的开始时刻，单位 s；

endt ——第 j个速度区间的结束时刻，单位 s；

 REESS, ,g j
U t ——第 j个速度区间的时间范围内，编号为 g 的 REESS 在 t时刻的电压值，单位 V；

  ,g j
I t ——第 j个速度区间的时间范围内，编号为 g 的 REESS 在 t时刻的电流值，单位 A。

5.2.1.5.8.2能量消耗量

能量消耗量按照公式计算：

ACEEC
BER

 ………………………………………………(5)

式中：

EC——基于从外部获取的能量消耗量，单位Wh/km；

ACE ——按照 5.2.1.5.7.2的规定测量得到的来自外部的电量，单位Wh；

BER——按照 5.2.1.5.8.3的规定计算得到的续驶里程，单位 km。

5.2.1.5.8.3常温续驶里程

缩短法的续驶里程按照公式计算：

REESS,STP

DC

E
BER

EC
 …………………………………………（6）

式中：

BER——续驶里程，单位 km；

REESS,STPE ——缩短法试验前后，REESS的电能变化量，单位Wh；

DCEC ——基于 REESS电能变化量的能量消耗量，单位Wh/km。

其中， REESS,STPE 和 DCEC 分别按照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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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 2 EREESS,STP REESS,DS REESS,CSS REESS,DS REESS, CSS=E E E E E       ……………………（7）

式中：

1REESS,DSE ——按照 5.2.1.5.8.1的规定计算得到的试验循环段 DS1所有 REESS的电能变化量，

单位Wh；

MREESS,CSSE ——按照 5.2.1.5.8.1 的规定计算得到的恒速段 CSSM所有 REESS 的电能变化量，

单位Wh；

2REESS,DSE ——按照 5.2.1.5.8.1的规定计算得到的试验循环段 DS2所有 REESS的电能变化量，

单位Wh；

EREESS,CSSE ——按照 5.2.1.5.8.1的规定计算得到的恒速段 CSSE所有 REESS 的电能变化量，单

位Wh。

 
4

DC DC,
1

= c c
c

EC EC K


 ………………………………………（8）

式中：

c——试验循环的序号，两个试验循环段 DS1和 DS2共计 4个试验循环；

DC,cEC ——基于 REESS电能变化量的第 c个试验循环的能量消耗量，单位Wh/km；

cK ——第c个试验循环的权重系数，按照公式计算：

 

 

REESS,

REESS,STP

1 2

, 2

1 , 2
2

c

c

E
c

EK
K K c





  
 


………………………………………（9）

式中：

REESS,cE ——按照 5.2.1.5.8.1 的规定计算得到的第 c个试验循环所有 REESS的电能变化量，单

位Wh。

5.2.1.5.9 续驶里程下降率的计算

低温续驶里程下降率：（BERN-BERL）/BERN×100%，百分比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高速续驶里程下降率：（BERN-BERS）/BERN×100%，百分比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式中：

BERN——常温续驶里程试验期间行驶的总距离即常温续驶里程，单位为千米（km）；

BERL——低温续驶里程试验期间行驶的总距离即低温续驶里程，单位为千米（km）；

BERS——高速等速续驶里程试验期间行驶的总距离即高速续驶里程，单位为千米（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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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6 续驶里程估计准确度试验方法

5.2.1.6.1 续驶里程估计准确度的计算

续驶里程估计准确度试验与中国工况续驶里程试验同时进行。为了计算续驶里程估计准确度，

需要采集表征仪表显示剩余续驶里程与实际剩余续驶里程，如果被测车辆无剩余续驶里程仪表显

示功能，则该部分试验不进行，该部分不得分。以仪表显示剩余里程为观测值用�� 表示，实际剩

余里程为回归直线用���表示，通过确定系数这种拟合优度算法评价其偏差情况。。

图 5-3 续驶里程估计数学模型

续驶里程估计准确度包含常温续航（缩短法）、低温续航和高速续航，应该使用下式计算续

驶里程准确度：

式中：

2R ——续驶里程准确度确定系数，结果保留至小数点后四位；

iy ——仪表显示剩余里程，续驶里程试验过程中每个工况循环结束时仪表盘显示剩余里程数

值（高速续航测试时，每15km采集一个样本；常温续航（缩短法）试验循环段采集每一个工况循

环结束的 iy ，常温续航（缩短法）恒速段每15km采集一个样本），当电量较低仪表无显示时计为

“0”，单位为千米（km），保留至整数位；

iŷ ——实际剩余里程，记录对应仪表显示剩余里程（ iy ）时车辆已行驶过的里程，用车辆

完成续驶里程的里程值减去采样时已行驶的里程计算得到，单位为千米（km），保留至整数位；

y——所有采样点记录的仪表显示剩余里程的平均值，单位为千米（km），保留至整数位。

�h = 1 � �������h�
�������h�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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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7 百公里充电速率试验方法

5.2.1.7.1 试验条件

直流充电设备规格：60kW、120kW的直流充电设备；

所有充电设备均应符合GB/T 34657.1-2017、GB/T 34658-2017、GB/T 20234.1-2015、GB/T

20234.2-2015和GB/T 20234.3-2015要求。

5.2.1.7.2 车辆预处理

按本章5.2.1.5.4.2规定的方法对车辆进行预处理，放电至最小荷电状态。

5.2.1.7.3 常温充电速率试验程序

5.2.1.7.3.1 车辆充电前应在(25±5)℃环境中浸车 12小时以上，并在此环境下进行测试。

5.2.1.7.3.2对直流充电试验，在充电桩与电动汽车之间，以不小于 1Hz 的采集频率实时连续记录

充电过程中的电量，记录充电到 80% SOC对应的充电时间 t1（单位以 h表示，数值精确到小数点

后两位），同时记录充电充到 80%SOC（依据直流充电通信报文）对应的充电电量 E1和充电时间

t3。

5.2.1.7.3.3 充电速率计算方法

直流充电速率：E1与t1的比值（kWh/h，数值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5.2.1.7.3.4 百公里充电时间计算方法

直流百公里充电时间：本章5.2.1.5.6.3.4测量计算得到的常温电耗与直流充电速率的比值（单

位用小时表示,数值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备注：如在试验过程中，首次发生充电异常终止的情况，待测车辆重新进行车辆预处理并重

新一次试验；如在试验过程中，第二次发生充电异常终止的情况，结束试验。

5.2.1.7.4 低温直流充电时间增加率试验程序

5.2.1.7.4.1 车辆充电前应在-10±2℃环境中浸车14-16小时，并在此环境下进行测试。

5.2.1.7.4.2 对直流充电试验，在充电桩与电动汽车之间，以不小于1Hz的采集频率实时连续记录充

电过程中的电量，记录充电至80% SOC（依据直流充电通信报文）对应的充电时间t2（单位以h表

示，数值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与充电电量E2。

5.2.1.7.4.3 计算低温充电时间和常温充电时间比例t2：t1和充电电量比例E2：E1。

注：如在试验过程中，首次发生充电异常终止的情况，待测车辆重新进行车辆预处理并换桩

重新进行一次试验；如在试验过程中，第二次发生充电异常终止的情况，结束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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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8 充电兼容性试验方法

5.2.1.8.1 总则

车桩兼容性试验是指直流充电兼容性测试。

须使用符合 GB/T 34657.1-2017、GB/T 34658-2017、GB/T 20234.1-2015、GB/T 20234.2-2015

和 GB/T 20234.3-2015要求的直流充电桩，进行充电兼容性测试。

测试时，记录所用的充电桩类型，以及详细测试结果。

5.2.1.8.2 试验条件

5.2.1.8.2.1 试验应在常温环境中进行。

5.2.1.8.2.2 测试样品交付时需要包括必要的操作文件，以及和测试设备相连所需的接口部件（如

连接器，充电插头等）。测试样品供应商应提供样品安全工作限值，以保证整个测试过程的安全。

5.2.1.8.3 正常充电操作测试

将车辆插头与插座完全插合，在直流充电桩侧启动充电，车辆应能正常启动充电。达到充电

结束条件后，车辆应能正常停止充电。

5.2.1.8.4 非工作充电接口的带电检查

在直流充电过程中，测量交流车辆插座端子（L、N、PE 两两之间）的交直流电压，其电压

值应不大于 30 Va.c.(rms) 且不大于 60 Vd.c.或电路存储的总能量小于 0.2 J。

5.2.1.9 整车对外放电试验方法

放电功率测试（能够在额定功率下稳定工作 30min），电压（输出交流额定电压为 220Vac或

380Vac，交流电压精度应不超过额定电压的±5%）、交流电压的频率应为（50±0.5）Hz范围内。

5.2.1.10 中国工况电耗试验方法

参考 5.2.5 中国工况续航试验方法进行试验测试，根据 5.2.5.8 能量消耗量的计算方法进行电

耗测算。

5.2.2 消费者调研

调研对象、调研城市、调研方式、样本数量、评分标准参阅 4.2.2.1-4.2.2.5。

5.2.2.1 续航里程

续航指在车辆充电后的使用时间。用户按照极差到完美（1-10 分）对续航表现进行打分，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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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题目如表 5-16所示：

表 5-16 续航评价题目

在您日常驾驶中，请用 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1.车辆常温情况下续驶里程的满意程度

2.车辆低温情况下续驶里程的满意程度

3.车辆高速情况下续驶里程的满意程度

5.2.2.2 剩余里程估计准确度

剩余里程估计准确度指车辆剩余可行驶里程数的显示准确程度。用户按照极差到完美（1-10

分）对剩余可行驶里程估计准确度表现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 5-17所示：

表 5-17 剩余可行驶里程估计准确度评价题目

在您日常驾驶中，请用 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1.车辆常温情况下剩余可行驶里程显示的准确程度

2.车辆低温情况下剩余可行驶里程显示的准确程度

3.车辆高速情况下剩余可行驶里程显示的准确程度

5.2.2.3 充电速率

充电速率指车辆充电的速度快慢。用户按照极差到完美（1-10分）对充电速率表现进行打分，

评价题目如表 5-18所示：

表 5-18 充电速率评价题目

在您日常驾驶中，请用 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车辆常温情况下充电速率的满意程度

车辆低温情况下充电速率的满意程度

5.2.2.4 充电兼容性满意度

充电兼容性满意度指用户对车辆充电口匹配充电桩的满意程度。用户按照极差到完美（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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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对充电兼容性表现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 5-19所示：

表 5-19 充电兼容性评价题目

在您日常驾驶中，请用 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车辆充电接口与公共充电桩的匹配程度

5.2.2.5 电耗满意度

电耗满意度指用户对车辆日常驾驶中产生电耗的满意程度。用户对车辆电耗的主观感受，照

极差到完美（1-10分）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 5-20所示：

表 5-20 电耗满意度评价题目

在您日常驾驶中，请用 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1.该车的电耗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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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驾乘体验

6.1 评分方法

6.1.1指标体系

驾乘体验下设指标如表 6-1所示：

表 6-1 驾乘体验体表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驾乘体验

驾驶体验

驾驶坐姿

动力驾驶性

加速时间（客观测试）

制动性能

制动距离（客观测试）

转向性能

操稳性能

避障操纵性能（客观测试）

乘坐舒适性

车身舒适性

振动舒适性

冲击舒适性

空间

乘员空间

储物空间

行李箱空间

座椅

座椅舒适性

座椅操作性

安全带舒适性

座椅动态性能

6.1.2 指标权重分配

6.1.2.1 二级指标权重分配分配

驾乘体验下设 4 个二级指标：驾驶体验、乘坐舒适性、空间、座椅。各个项目权重如表 6-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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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驾乘体验所包含的二级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驾乘体验

1 驾驶体验 60%
2 乘坐舒适性 20%
3 空间 10%
4 座椅 10%

6.1.2.2 三级指标权重分配

驾驶体验包含驾驶坐姿、动力驾驶性、加速时间、制动性能、制动距离、转向性能、操稳性

能、避障操纵性能 8个三级指标，其中 5项专家级主观评价指标，3项客观测试指标，指标权重

分配如表 6-3所示；

表 6-3 驾驶体验分值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驾驶体验

1 驾驶坐姿 10%
2 动力驾驶性 10%
3 加速时间 10%
4 制动体验 15%
5 制动距离 15%
6 转向体验 10%
7 操稳性能 15%
8 避障操纵性能 15%

乘坐舒适性包含车身舒适性、振动舒适性、冲击舒适性 3个三级指标。指标权重分配如表 6-4

所示；

表 6-4 乘坐舒适性分值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乘坐舒适性

1 车身舒适性 40%
2 振动舒适性 30%
3 冲击舒适性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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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包含乘员空间、储物空间和行李箱空间 3个三级指标，指标权重分配如表 6-5所示。

表 6-5 空间分值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空间

1 乘员空间 50%

2 储物空间 30%

3 行李厢空间 20%

座椅包含座椅舒适性、座椅操作性、安全带舒适性、座椅动态性能 4个三级指标，指标权重

分配如表 6-6所示。

表 6-6 座椅分值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座椅

1 座椅舒适性 40%

2 座椅操作性 30%

3 安全带舒适性 10%

4 座椅动态性能 20%

6.1.3分值计算方法

6.1.3.1 总分计算方法

CCRT（智能电动汽车）驾乘体验项目的评价结果包括总分以及二级指标得分。

总分根据二级指标得分及权重计算得出，保留小数点后一位，计算方法如式 6-1所示：

i

4

1i
i a



SS (6-1)

式中，S为驾乘体验的评价总分，i为二级指标序号，Si和ai分别为序号为i的二级指标得分及权

重。序号与权重参见表6-1。

6.1.3.2 二级指标得分算分方法

二级指标得分根据三级指标得分及权重计算得出，保留小数点后一位，计算方式如式6-2所示：

�� =
�=1

��

��� × ����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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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j为二级指标内三级指标的序号， ��为第i个二级指标的三级指标数量。���、���分别为

序号为i的二级指标内序号为j的三级指标的得分和对二级指标的权重。

6.1.3.3 三级指标得分算分方法

当三级指标只有客观测试项目时，三级指标得分按照四级指标均权处理进行得分计算。

当三级指标分别进行专家级主观评价和消费者调研评价时，专家级主观评价占75%，消费者

调研占25%，两类评价的四级指标都以均权处理，四级指标保留小数点后一位，计算方式如式6-3

所示：

10
n
1%25

n
1%75

11k
ij

ijij

 


ijTijY n

l
l

T

n

k
Y

TYS （6-3)

式中,
ij

nY 为第i个三级指标中第j个四级指标内专家级主观评价指标的数量。k为三级指标内用

户评价指标的序号。
ijT

n 为第i个三级指标中第j个四级指标内消费者调研指标的数量。l为三级指标

内消费者调研指标的序号。

6.1.3.3.1 专家级主观评价算分方法

专家级主观评价算分方法参阅4.1.3.4.1。

6.1.3.3.2 消费者调研评价算分方法

消费者调研评价算分方法参阅4.1.3.4.2。

6.1.3.3.3 驾驶体验客观测试算分方法

6.1.3.3.3.1 加速时间测试得分说明

以试验测得的加速时间作为评分依据，得分保留至小数点后一位，评分方法如表 6-7、6-8、

6-9所示：

表 6-7 0-50km/h加速时间评分表

加速时间（s） 得分

≥5 0

≤3 100

注：（0-50）km/h加速时间≤5s且≥3s，得分0~100分，区间内线性插值

表 6-8 50-80km/h加速时间评分表

加速时间（s）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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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

≤2.5 100

注：（50-80）km/h加速时间≤6s且≥2.5s，得分0~100分，区间内线性插值

表 6-9 0-100km/h加速时间评分表

加速时间（s） 得分

≥15 0

≤6 100

注：（0-100）km/h加速时间≤15s且≥6s，得分0~100分，区间内线性插值

6.1.3.3.3.2 制动距离测试得分说明

以试验测得的制动距离作为评分依据，得分保留至小数点后一位，评分方法如表6-10、6-11所示：

表 6-10 干地制动距离评分表

制动距离（m） 得分

≥60 0

50 60

≤38 100

注：

1）制动距离≤50m，≥38m，得分60-100分，在区间内线性差值；

2）制动距离≤60m，≥50m，得分0-60分，在区间内线性差值。

表 6-11 湿地制动距离评分表

制动距离（m） 得分

≥40 0

35 60

≤24 100

注：

1）制动距离≤35m，≥24m，得分60-100分，在区间内线性差值；

2）制动距离≤40m，≥35m，得分0-60分，在区间内线性差值。

6.1.3.3.3.3 避障操纵性能测试得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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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试验获得的最高通过车速和最大横摆角速度作为评分依据，两项性能各按满分10分进行评分，

得分保留至小数点后一位，然后以两项得分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该项最终得分。评分方法如表6-12

所示：



127

表 6-12 避障操纵性能评分表

最高通过车速（km/h） 得分

≤11.5 0

43 60

≥64 100

最大横摆角速度（°/s） 得分

≥93.5 0

53 60

≤26 100
注：

1）最高通过车速≥43km/h，≤64km/h，得分60-100分，在区间内线性差值；

2）最高通过车速≥11.5km/h，≤43km/h，得分0-60分，在区间内线性差值；

3）最大横摆角速度速≤53°/s，≥26°/s，得分60-100分，在区间内线性差值；

4）最大横摆角速度≤93.5°/s，≥53°/s，得分0-60分，在区间内线性差值；

5）最终得分为两项得分的平均值。

6.2 评价方法

6.2.1 专家级主观评价方法

6.2.1.1 评价条件要求

本评价方法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评价条件参阅 4.2.1.1-4.2.1.3。

6.2.1.2 评价项目

6.2.1.2.1 驾驶体验评价项目

6.2.1.2.1.1 驾驶坐姿

6.2.1.2.1.1.1 调节范围

综合评价车辆方向盘、座椅的调节范围和踏板、换挡机构的操作行程是否符合驾驶舒适性的

需求，是否容易获得良好的驾驶姿势；

6.2.1.2.1.1.2 驾驶支撑性

评价车辆座椅、车门内板、踏板、地板、中央副仪表台等对乘员驾驶的支撑性是否舒适，是

否利于乘员舒适的驾驶坐姿；

6.2.1.2.1.1.3 踏板系统

评价制动踏板、加速踏板的高度、角度位置合理性、踏板尺寸大小、踏板表面防滑处理及有

无松旷感、是否利于操作，制动踏板和加速踏板的相互位置关系，是否利于驾驶员在两踏板之间

切换。



128

6.2.1.2.1.2 动力驾驶性

6.2.1.2.1.2.1 动力性

评价起步和超越加速过程中电机扭矩大小、动力响应是否及时、起步是否吃力、加速线性度

及加速连续性等；

6.2.1.2.1.2.2 换挡机构

正常驾驶坐姿，评价换挡杆位置的合理性及在挡刚性感（车辆在挡时换挡杆的晃动情况），

是否利于操作，换挡行程是否紧凑以及换挡力大小是否适中；

6.2.1.2.1.2.3 踏板系统操作性

评价加速踏板力是否适中、自由行程、踏板总行程及行程分配是否合理，加速踏板开度大小

与加速度的线性程度；

6.2.1.2.1.2.4 起步平顺性

评价车辆起步时起步加速度大小及起步响应快慢，车辆起步过程中加速度平顺性以及蠕行车

速是否平稳适中；

6.2.1.2.1.2.5 行驶平顺性

评价车辆的匀速行驶平顺性、加速平顺性和减速平顺性（制动能量回收强度调到最低强度）；

6.2.1.2.1.2.6 顿挫感

在不同车速下，快速踩/松加速踏板，评价加速度大小及加速响应时间、动力系统扭矩变化是

否引起车身振荡及顿挫。

6.2.1.2.1.3 制动体验

6.2.1.2.1.3.1 制动踏板感觉

评价制动踏板力是否适中、车辆制动效能、踏板行程随制动踏板力变化而变化的线性程度，

制动踏板自由行程和有效行程的行程分配是否合理，是否可以精确控制踏板力，减速度与驾驶员

预期是否一致；

6.2.1.2.1.3.2 制动效能

在不同速度下，评价轻微制动、中度制动和紧急制动时的制动效能和信心感；

6.2.1.2.1.3.3 制动舒适性

车辆在正常行驶时，评价车辆以恒定制动力和瞬态制动力进行制动时，车身的俯仰角大小，

具备制动能量回收系统的车辆在正常行驶时，评价不同强度等级下制动能量回收系统的回馈舒适

性；

6.2.1.2.1.3.4 制动振动噪声

评价车辆制动时有无制动异常振动和噪声。

6.2.1.2. 1.4 转向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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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2.1.4.1 转向力

评价驻车、低速（≤10km/h）转向时左右两侧转向力大小，是否有转向力突变、抖动及摩擦感，

中高速正常行驶时转向力大小是否适中，转向力大小随车速和侧向加速度变化的线性程度；

6.2.1.2.1.4.2 转向响应

评价车辆直线行驶和弯道行驶时，转向响应是否及时、转向响应和侧向加速度、横摆角速度

的响应是否为渐进的；

6.2.1.2.1.4.3 转向回正

评价车辆低速（≤10km/h）时方向盘回正能力，转向回正是否匀速，有无较大的残留角，中高

速（60-100km/h）回正是否匀速、是否存在较大的超调，左右回正是否一致；

6.2.1.2.1.4.4 转向精准性

评价转向盘输入的转角与对应车身横摆的一致性，转向盘输入转角与对应的车身横摆应该是

渐进的。

6.2.1.2.1.5 操稳性能

6.2.1.2.1.5.1 直线行驶稳定性

不同的车速下，评价车辆在无转向输入的情况下在平坦路面跑偏程度、直线加速和减速时的

直线行驶稳定性；

6.2.1.2.1.5.2 弯道行驶稳定性

评价车辆是否有适度的不足转向，较高的侧向加速度行驶时车辆侧倾角大小、侧倾速度及左

右对称性，前后轴的侧倾是否一致；

6.2.1.2.1.5.3 瞬态操纵稳定性

车辆紧急变线时，评价车辆紧急变线的车身稳定性、有无侧滑、甩尾及整体稳定性水平和车

身稳定控制系统的灵敏度和干预程度是否突兀。

6.2.1.2.2 乘坐舒适性评价项目

6.2.1.2.2.1 车身舒适性

评价车身随路面上下低频起伏程度的大小、平路面时的车身的车身俯仰程度和侧倾程度；

6.2.1.2.2.2 振动舒适性

评价车辆通过普通路面和粗糙路面时悬架的隔振能力和平滑感，以及传递到方向盘、座椅、

地板的振动大小；

6.2.1.2.2.3 冲击舒适性

评价车辆较低车速（20-40km/h）经过大路障和较高速度（50-70km/h）通过小路障时候的冲

击感、突然感、车身车轮运动控制、是否存在余振，以及车辆在各种路面障碍冲击下，冲击的声



130

音音量大小及声品质。

6.2.1.2.3 空间评价项目

6.2.1.2.3.1 乘员空间

6.2.1.2.3.1.1 前排空间

评价车辆前排头部空间、肩部空间、肘部空间、臀部空间、膝部空间、脚部空间（驾驶员区

域包含歇脚区）是否合适，A柱造型是否引起乘员压抑感；

6.2.1.2.3.1.2 第二排空间

评价车辆第二排头部空间、肩部空间、臀部空间、膝部空间、脚部空间，后排总体横向宽度

和压抑感，第二排地板中部有无凸起；

6.2.1.2.3.1.3 第三排空间

评价车辆第三排头部空间、肩部空间、臀部空间、膝部空间、脚部空间，第三排总体横向宽

度。

6.2.1.2.3.2 储物空间

评价车辆车厢内部储物空间布置合理性、数量、有效空间大小及物品取放便利性，包括中央

副仪表台区域、手套箱、车门内板、座椅下方及侧面、顶盖区域；

6.2.1.2.3.3 行李厢空间

评价车辆行李厢空间大小及有效容积、离地高度、装载难易程度，SUV/MPV 车型关注后排

座椅放倒后与行李厢的平整性。

6.2.1.2.4 座椅评价项目

6.2.1.2.4.1 座椅舒适性

6.2.1.2.4.1.1 座椅尺寸

评价车辆座椅坐垫及靠背尺寸大小是否合适，乘员乘坐是否舒适；

6.2.1.2.4.1.2 坐垫舒适性

评价车辆座椅坐垫填充物/面料硬度、乘坐有无异物感、坐垫对臀部、腿部的支撑包裹性、坐

垫角度是否合适；

6.2.1.2.4.1.3 靠背舒适性

评价车辆座椅靠背填充物硬度、靠背对背部、肩部的支撑包裹性、靠背角度调节是否合适；

6.2.1.2.4.1.4 腰部支撑

评价车辆座椅腰部支撑的位置是否合适、腰部支撑可调节程度是否舒适；

6.2.1.2.4.1.5 进出舒适性

评价车辆座椅在乘员进出时坐垫及靠背的边缘是否对乘员臀部、腿部及背部造成不适感（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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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及背部边缘要有一定的支撑，过软或过硬都不舒适）；

6.2.1.2.4.1.6 座椅配置

评价车辆座椅的调节功能是否丰富、方便，座椅是否具备电动调节、座椅记忆、座椅加热、

通风、座椅按摩等功能；

6.2.1.2.4.1.7 头枕舒适性

评价车辆头枕尺寸大小是否合适、车辆头枕支撑是否柔软舒适、头枕与乘员头部的距离是否

合适，乘员自然坐姿状态下头部轻微后仰是否能接触头枕。

6.2.1.2.4.2 座椅操作性

6.2.1.2.4.2.1 座椅前后调节

评价车辆座椅前后位置调节是否利于操作；

6.2.1.2.4.2.2 座椅上下调节

评价车辆座椅上下位置调节是否利于操作；

6.2.1.2.4.2.3 靠背调节

评价车辆座椅靠背位置调节是否利于操作；

6.2.1.2.4.2.4 头枕调节

评价车辆头枕上下、前后位置调节是否利于操作；

6.2.1.2.4.2.5 后排座椅调节

评价车辆后排座椅前后调节、后排放倒等是否利于操作（尤其是 SUV、MPV车型）；

6.2.1.2.4.2.6 功能键操作性

评价车辆座椅电动调节、座椅加热、座椅记忆、通风、按摩等功能按键的操作性。

6.2.1.2.4.3 安全带舒适性

6.2.1.2.4.3.1 操作性

评价车辆安全带拉出及卷收过程中，拉出力是否适中，安全带拉出是否顺畅无卡滞；卷收速

度是否适中，卷收是否顺畅无卡滞；安全带上下调节是否便利；评价安全带使用过程中是否便利，

安全带插入时与周边部件有无干涉；后排安全带带扣锁是否硌臀，后排安全带是否良好固定；

6.2.1.2.4.3.2 舒适性

评价安全带的佩戴舒适性，肩部、颈部、胸腹部有无压迫感。

6.2.1.2.4.4 座椅动态性能

6.2.1.2.4.4.1动态舒适性

评价车辆在动态行驶过程中，座椅对乘员的支撑性、包裹性、隔振性等是否舒适；

6.2.1.2..4.2动态包裹性

评价车辆座椅在车辆转弯、变线等动态行驶过程中，座椅的包裹性，座椅是否在动态行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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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提供足够强度的支撑和包裹。

6.2.2 消费者调研评价方法

6.2.2.1 评价条件要求

调研对象、调研城市、调研方式、样本数量、评分标准参阅 4.2.2.1-4.2.2.5。

6.2.2.2 评价项目

6.2.2.2.1 驾驶体验评价项目

1）驾驶体验包含驾驶坐姿，指车辆方向盘、座椅、踏板、换挡机构的调整范围，制动踏板、

加速踏板的高度和位置、车辆内部部件对身体的遮挡，用户按照极差到完美（1-10分）对驾驶坐

姿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6-13所示：

表 6-13 驾驶坐姿

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在驾驶过程中，方向盘和座椅的调整范围，刹车或油门踏板的踩踏深浅，换挡机构的操

作前后范围

在驾驶过程中，座椅、门板、地板、仪表台等对身体的支撑舒适性

在驾驶过程中，踏板高度\踏板位置\踏板尺寸大小\踏板防滑处理\踏板便于踩踏\加速和刹

车踏板相互位置，切换便利情况

2）驾驶体验包含动力驾驶性，指动力响应及时性及加速线性程度，换挡操作的操作里和便捷

性，踏板踩踏力和便利性，起步和行驶的平顺性，车辆的顿挫感等感受，用户按照极差到完美（1-10

分）对动力驾驶性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6-14所示：

表 6-14 动力驾驶性

在您日常驾驶中，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车辆加速操作中，动力输出及时性及平滑顺畅程度

挡杆位置设计合理性，档杆操作力大小，操作顺畅程度

油门踏板的空行程，踩下用力大小，踩踏踩到底的感受，油门踏板踩踏深度的增加，车

辆加速感的增加感受

起步时，车辆加速感的大小、响应速度、平滑顺畅程度、速度可控性和稳定程度

行驶过程中（匀速、加速、减速），车辆速度感受的平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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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行驶中，快速踩踏或者松开油门踏板时，加速感的变化和顺畅感受

3）驾驶体验包含制动体验，指制动踏板整体使用感受及对车速影响，用户制动的信心感，制

动时的车身俯仰情况，制动时车辆产生的振动和噪声等感受，用户按照极差到完美（1-10分）对

制动体验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 6-15所示：

表 6-15 制动体验

在您日常驾驶中，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刹车踏板空行程，踩下用力大小，踩下后，刹车踏板踩踏深度的增加，车辆速度降低的

快慢

轻微踩刹车时，中速踩刹车时，重踩刹车或紧急制动时，车辆制动速度降低给您带来的

信心感

刹车时，车身点头和抬头变化

刹车时，车辆异常声音和振动

4）驾驶体验包含转向体验，指车辆不同速度时转向力的大小，车辆对转向操作的响应情况，

方向盘转动后车辆指哪打哪的情况，方向盘转动后的回正能力等感受，用户按照极差到完美（1-10

分）对转向体验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 6-16所示：

表 6-16 转向体验

在您日常驾驶中，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泊车或低速时，方向盘转向力大小及平顺程度，正常行驶中，转向力大小和转向效果变化情

况

直线行驶时和弯道行驶时，转动方向盘后车辆产生转向效果的及时性

低速时和高速时，方向盘转向回正能力及回正速度均匀平顺

转向时，车辆指哪打哪，转向精准

5）驾驶体验包含操稳性能，指车辆直线行驶和弯道行驶时车辆的稳定程度，车辆紧急变线时

整体的稳定性水平，用户按照极差到完美（1-10分）对操稳性能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6-17所

示：

表 6-17 操稳性能

在您日常驾驶中，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车辆直线行驶能力

弯道行驶时，车辆的侧倾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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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变线时，车身无侧滑，甩尾等情况，整体的稳定性

6.2.2.2.2 乘坐舒适性评价项目

1) 乘坐舒适性包含车身舒适性，指车辆通过轻微起伏路面时，车辆的起伏大小、俯仰大小、

侧倾大小，用户按照极差到完美（1-10分）对车身舒适性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6-18所示：

表 6-18 车身舒适性评价题目

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车辆通过轻微起伏路面时，车辆的起伏大小、俯仰大小、侧倾大小

2） 乘坐舒适性包含振动舒适性，指车内地板、座椅、方向盘、档把、内饰板、整体的振动

程度，用户按照极差到完美（1-10分）对振动舒适性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6-19所示：

表 6-19 振动舒适性评价题目

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行驶时，车内地板、座椅、方向盘、挡把、内饰板、整体的振动程度

3） 乘坐舒适性包含冲击舒适性，指车辆通过深坑/减速带/井盖等路障时，振动的幅度及振动

发出的声音，用户按照极差到完美（1-10分）对冲击舒适性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6-20所示：

表 6-20 冲击舒适性评价题目

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车辆通过深坑/减速带/井盖等路障时，振动的幅度、振动发出的声音

6.2.2.2.3 空间评价项目

1） 空间包含乘员空间，指用户对车内前排和第二排空间充足程度的感受，分为头部、肩部、

肘部、臀部等详细的空间感受。用户按照极差到完美（1-10分）对乘员空间表现进行打分，评价

题目如表6-21、表6-22、表6-23所示：

表 6-21 车内前排空间评价题目

在您日常驾驶中，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车内前排，头部空间、肩部空间、肘部空间、臀部空间、膝部空间、脚部空间、A柱造型

对空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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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2 车内第二排空间评价题目

在您日常驾驶中，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车内第二排，头部空间、肩部空间、肘部空间、臀部空间、膝部空间、脚部空间、总体

横向宽度大小、地板中部凸起情况

表 6-23 车内第三排空间评价题目

在您日常驾驶中，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车内第三排，头部空间、肩部空间、肘部空间、臀部空间、膝部空间、脚部空间、总体

横向宽度大小

2）空间包含车内储物空间，指在车内前部和两侧各类存放小件物品空间的可用性和使用便捷

性感受。用户根据空间的大小、尺寸和操作是否方便的感受进行评价，按照极差到完美（1-10分）

对车内储物空间表现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6-24所示：

表 6-24 车内储物空间评价题目

在您日常驾驶中，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中控台区域\手套箱区域\车内车门扶手区域\车内座椅下方及侧面区域，等位置储物空间大

小及取放物品的便利性

3）空间包含行李厢空间，指行李箱有效空间的大小和行李厢离地高度对用户使用的影响。用

户根据主观感受，按照极差到完美（1-10分）对行李厢实际表现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6-25所

示：

表 6-25 行李厢空间评价题目

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行李厢有效空间大小、离地高度、装货取货的难易程度、座椅放倒后行李厢的平整程度

6.2.2.2.4 座椅评价项目

1） 座椅包含座椅舒适性，指座椅实际的尺寸大小，坐垫和靠背的舒适程度，座椅对身体的

作用感受，进出车的整体感受，座椅的配置和功能，头枕舒适性等方面用户的实际满意程度。用

户按照极差到完美（1-10分）对座椅舒适性感受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6-26所示：

表 6-26 座椅舒适性评价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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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日常驾驶中，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座椅尺寸大小

坐垫软硬程度、角度的舒适性、对臀部、腿部的支撑包裹性

靠背软硬程度、对臀部、腿部的支撑包裹性、靠背调节找到合适位置的能力

腰部支撑位置合理性、找到合适位置的能力

进出车时，座椅对身体的支撑舒适性

座椅电动调节、记忆、加热、通风、按摩等功能的丰富程度，与您期望的一致性

头枕尺寸大小、支撑软硬、与头颈的距离感表现、自然坐姿状态下，头枕对头部的轻靠

感受

2） 座椅包含座椅操作性，指用户为找到座椅最舒适的位置而进行座椅调解时，调节功能的

便捷程度和示意的明确程度。用户按照极差到完美（1-10分）对座椅操作性进行打分，评价题目

如表6-27所示：

表 6-27 座椅操作性评价题目

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座椅前后调节操作便利性

座椅上下调节操作便利性

座椅靠背调节操作便利性

座椅头枕调节操作便利性

后排座椅调节操作便利性

座椅各类功能键操作便利性

3） 座椅包含安全带舒适性，指用户对安全带操作便捷性和舒适性的主观感受。用户按照极

差到完美（1-10分）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6-28所示

表 6-28 安全带舒适性评价题目

在您日常驾驶中，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安全带拉出力大小、收回速度适中，平滑顺畅程度，操作便利性

安全带佩戴舒适性

4） 座椅包含座椅包裹性，指动态驾驶过程中座椅对驾驶员支撑性和包裹性的主观感受。用

户按照极差到完美（1-10分）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6-2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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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9 座椅包裹性评价题目

在您日常驾驶中，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正常驾驶过程中，座椅的支撑性、包裹性、隔振性

急转弯或变线驾驶过程中，座椅的支撑性、包裹性、隔振性

6.2.3 驾驶体验客观测试总体要求

6.2.3.1 车辆磨合

在客观测试开始前，所有测试车辆应在选定试验场地内进行 1000km磨合，磨合按照附录 C：

试验规范要求进行。磨合后应检查车辆状态，保证车辆各系统无异常。

6.2.3.2 测试车辆状态

如测试项目对测试车辆状态无特殊要求，则测试车辆在试验前应满足以下要求：

1）轮胎：采用车辆购置时原配轮胎，胎面良好，花纹清晰，无明显偏磨情况；充气压力满足

该车型使用要求。如原配轮胎损坏，则应更换为与原配轮胎同品牌型号轮胎。

2）模式：对于具备不同驾驶模式的车辆，应选择车辆的默认模式进行试验；如车辆无默认模

式，则应选择经济模式进行试验（加速时间客观测试除外）。

3）变速器挡位：对于配备自动变速器的车辆，优先使用“D”挡进行测试（加速时间客观测试

除外）。

4）驱动形式：对于可以手动选择二驱和四驱模式的车辆，选择二驱模式进行试验（加速时间

客观测试除外）。

5）其它：车辆其它配置、系统设置均保持为车辆购置时状态不变，试验前可根据需要对车辆

状态进行检查和记录，但不做调整；试验时采用默认设置进行测试。

6.2.4 驾驶体验客观测试测试方法β4

6.2.4.1加速时间测试方法

6.2.4.1.1 范围

本方法规定了 CCRT 驾驶体验客观测试中车辆 0-50km/h 加速时间、50-80km/h 加速时间、

0-100km/h加速时间的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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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1.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程的引用而成为本规则的条款。

GB/T 18385-2005 电动汽车动力性能试验方法

6.2.4.1.3 车辆条件

试验时，车辆动力蓄电池 SOC应处于 80%以上，车辆胎压调整至厂家规定的标准胎压，车窗

与空调全部保持关闭状态，关于车辆试验质量，参照 GB/T18385-2005进行。

6.2.4.1.4 环境条件

大气温度为 5℃～32℃；大气压力为 91kPa～104kPa。高于路面 0.7m处的平均风速小于 3m/s，

阵风风速小于 5m/s。相对湿度小于 95%。试验不能在雨天和雾天进行。

6.2.4.1.5 预热

试验车辆应以制造厂估计的 30分钟最高车速的 80%速度行驶 10km，使电机及传动系统预热。

6.2.4.1.6 （0-50）km/h加速时间试验

6.2.4.1.6.1 将试验车辆加载到试验质量，增加的载荷应合理分布；

6.2.4.1.6.2 将试验车辆停放在试验道路的起始位置，并起动车辆；

6.2.4.1.6.3 将加速踏板快速踩到底，使车辆加速到(50±1)km/h；

6.2.4.1.6.4 记录从踩加速踏板到车速达到(50±1)km/h的时间；

6.2.4.1.6.5 以相反方向行驶再做一次相同的试验；

6.2.4.1.6.6 (0-50)km/h加速时间是两次测得时间的算术平均值（单位：s）。

6.2.4.1.7 （50-80）km/h 加速时间试验

6.2.4.1.7.1 将试验车辆加载到试验质量，增加的载荷应合理分布；

6.2.4.1.7.2 将试验车辆停放在试验道路的起始位置，并起动车辆；

6.2.4.1.7.3 将试验车辆加速到(50±1)km/h，并保持这个车速行驶 0.5km 以上；

6.2.4.1.7.4 将加速踏板快速踩到底，使车辆加速到 80km/h；

6.2.4.1.7.5 记录从踩加速踏板到车速达到(80±1)km/h的时间，如果最高车速小于 80km/h，则达到

最高车速即可，并在报告中记录下最后的车速；

6.2.4.1.7.6 以相反方向行驶再做一次相同的试验；

6.2.4.1.7.7 (50-80)km/h加速时间是两次测得时间的算术平均值（单位：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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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1.8 （0-100）km/h 加速时间试验

6.2.4.1.6.1 将试验车辆加载到试验质量，增加的载荷应合理分布；

6.2.4.1.6.2 将试验车辆停放在试验道路的起始位置，并起动车辆；

6.2.4.1.6.3 将加速踏板快速踩到底，使车辆加速到(100±1)km/h；

6.2.4.1.6.4 记录从踩加速踏板到车速达到(100±1)km/h的时间；

6.2.4.1.6.5 以相反方向行驶再做一次相同的试验；

6.2.4.1.6.6 (0-100)km/h加速时间是两次测得时间的算术平均值（单位：s）。

6.2.4.2制动距离测试方法

6.2.4.2.1 干地制动距离测试方法

6.2.4.2.1.1 范围

本方法规定了 CCRT驾驶体验客观测试中车辆干地制动距离的测量方法。

6.2.4.2.1.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程的引用而成为本规则的条款。

GB 21670-2008 乘用车制动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6.2.4.2.1.3 试验条件

应满足 GB/T 21670-2008中 5.1.2.1至 5.1.2.7的要求。

6.2.4.2.1.4 试验准备

6.2.4.2.1.4.1 确认车辆状态

确认试验车制动系统的结构（制动回路数量及布置方式、制动力调节功能及调节方式、制动

器型式、应急制动型式、驻车制动作用方式、制动管路接头及制动液类型等项目）；确认试验车

辆的防抱死系统的管路连接方式。

6.2.4.2.1.4.2 记录环境参数

测量试验场地的环境参数，包括温度、湿度、气压、风速等。

6.2.4.2.1.4.3 驾驶员

驾驶员在试验开始之前，应充分了解试验车在各种状态（冷态、热态和各种失效状态）下的

制动情况以确保安全。

6.2.4.2.1.4.4 仪器设备

按照相应仪器操作规程安装速度传感器、踏板力计和减速度计等试验设备。

6.2.4.2.1.4.5 车辆负荷

车辆试验负荷应满足装载至车辆最大设计总质量。

6.2.4.2.1.5 试验方法

6.2.4.2.1.5.1 试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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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载状态下，确认车辆最热的车轴上的行车制动器的平均温度处于 65℃~100℃，试验车以

100km/h（误差<3%）车速，进入 N挡，快速踩下制动踏板直到 ABS系统开始工作或踏板力达到

500N，制动器进行两次全行程制动。记录制动初速度、制动距离、减速度、踏板力、车轮抱死情

况、制动稳定性以及制动过程中出现的异常情况。

6.2.4.2.1.5.2 试验状态判断

每次试验过程中，制动控制力不超过最大许用值（≤500N），车身不应偏出规定的通道时。

若试验状态不符合上述规定，则该次试验结果无效，需重新进行。

6.2.4.2.1.6 数据处理

6.2.4.2.1.6.1 数据修正

实际制动距离（S2）应按以下公式校正为规定初速度（100km/h）下的制动距离（S1）：

S1=（V规定
2/V实际

2）×S2

式中：V规定为规定初速度，即 100km/h；V实际为实际初速度。

6.2.4.2.1.6.2 数据表达

取两次试验结果中制动距离最短的一次作为试验最终结果。

6.2.4.2.2 湿地制动距离测试方法

6.2.4.2.2.1 范围

本方法规定了 CCRT驾驶体验客观测试中车辆湿地制动距离的测量方法。

6.2.4.2.2.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程的引用而成为本规则的条款。

GB/T 12543-2009 汽车加速性能试验方法

GB/T 21910-2008 轿车轮胎湿路面相对抓着性能试验方法

6.2.4.2.2.3 试验条件

6.2.4.2.2.3.1 试验场地

要求与 GB/T 21910-2008中 5.1和 5.2一致。

6.2.4.2.2.3.2 气候条件

要求与 GB/T 21910-2008中 5.3一致。

6.2.4.2.2.4 试验准备

6.2.4.2.2.4.1 试验仪器

需满足 GB/T 21910-2008中 6.2.2的要求。

6.2.4.2.2.4.2 试验轮胎胎压及负荷

试验前检查车辆轮胎在环境温度下的充气压力，将轮胎胎压调整至车辆满载状态下规定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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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

车辆试验负荷应满足装载至车辆最大设计总质量。

6.2.4.2.2.5 试验方法

将试验车在启动路段加速至 85±2km/h，一旦车辆进入试验路面，进入 N挡，同时进行紧急制

动，激活 ABS 系统作用于每个车轮，并维持制动直至车辆停止。要求每次制动试验都严格控制

在同一测试区域，每次试验实际行驶的路面的纵向误差不大于 5m，横向误差不大于 0.5m。记录

试验车辆从 80km/h 车速降到 20km/h车速过程中，车辆行驶的距离。 每次试验的前两次试验数据

舍去不用，试验车辆至少完成 6次有效测试。

6.2.4.2.2.6 数据处理

6.2.4.2.2.6.1 数据计算

所有有效试验数据的算术平均值、标准偏差和变化系数的计算方法按照 GB/T 12543-2009中

的 5.1内容执行。

6.2.4.2.2.6.2 数据验证

要求 6次有效试验数据的变化系数不应大于 3%，否则判定此次试验结果无效，全部试验需重

新进行。

6.2.4.2.2.6.3 数据表达

以 6次有效试验数据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最终试验结果。

6.2.4.3 避障操纵性能测试方法

6.2.4.3.1 范围

本方法规定了 CCRT驾驶体验客观测试中车辆避障操纵性能的测量方法。

6.2.4.3.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程的引用而成为本规则的条款。

GB/T 6323-2014 汽车操纵稳定性试验方法

ISO 3888:2-2011 乘用车-急剧变换车道操纵用试验车道-第 2部分：避障

6.2.4.3.3 试验条件

应满足 GB/T 6323-2014中 4.2.1至 4.2.3的要求。

6.2.4.3.4 试验准备

6.2.4.3.4.1 仪器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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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满足 GB/T 6323-2014中 3的要求。

6.2.4.3.4.2 轮胎

试验前，以试验车速直线行驶 10km，或者沿半径 15m的圆周、以侧向加速度达 3m/s2的相应

车速行驶 500m（左转与右转各进行一次），使轮胎升温。

6.2.4.3.4.3 试验载荷

试验载荷状态为轻载状态，即试验车辆整备质量加试验设备和驾驶员及试验员后的总质量。

按表 6-30根据车辆宽度确定标桩间距和各部分长度，在场地上按图 6-1所示布置标桩。

注：图中 6表示偏移量

图 6-1 避障操纵性能试验场地

表 6-30 避障操纵性能试验场地参数

序号 长度（m） 偏移量（m） 宽度b（m）

1 12 ---- 1.1×w+0.25

2 13.5 ---- ----

3 11 1 w+1

4 12.5 ---- ----

5 12 ---- 1.3×w+0.25，但不小于3

注：表中 w表示车辆宽度

6.2.4.3.5 试验方法

1）试验前，接通各测试仪器并预热到正常工作温度。试验驾驶员应具有较丰富的驾驶经验，

在正式试验前，按图 6-1所示路线，进行多次练习；

2）正式试验时，配备手动变速器的试验车辆，将挡位置于最高挡，配备自动变速器的试验车

辆，将挡位置于“D”挡。车辆以一定车速进入第 1 段试验路段。在第 1 段（如图 6-1 所示）进线

2m后，松开加速踏板，电动机以结合状态行驶完后续通道；记录整个过程中车辆参数和通过标桩

区域时间。



143

3）试验从较低车速（这里指进入 1段车速，推荐 50km/h）开始，逐步提高车速，直到试验

驾驶员感觉车辆无法控制为止。

6.2.4.4.6 数据处理

以通过标桩区域时间 t最小的一次试验作为有效试验，对该次试验中采集的试验数据进行处

理和分析，得到车辆的最高通过车速和最大横摆角速度值。其中最大横摆角速度由记录数据选取，

最高通过车速 Vmax通过标桩区域时间 t内车速平均值算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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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健康环保

7.1 评分方法

7.1.1指标体系

健康环保下设指标如表 7-1所示：

表 7-1 健康环保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健康环保

车内空气质量

常温 VOC测试

高温 VOC测试

常温气味专家主观评价

高温气味专家主观评价

气味消费者满意度

空调净化性能 灰尘过滤效率

有害物质
高危零部件

豁免零部件

车内噪声

车内噪声满意度

车内噪声专家主观评价

120km/h等速噪声

60km/h等速噪声

人体电磁防护 人体电磁防护

7.1.2 指标权重分配

7.1.2.1 二级指标权重分配分配

健康环保下设 5个二级指标：车内空气质量、空调净化性能、有害物质、车内噪声、人体电

磁防护。各个项目权重如表 7-2所示：

表 7-2 健康环保所包含的二级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权重

健康环保

1 车内空气质量 30%
2 空调净化性能 10%
3 有害物质 20%
4 车内噪声 20%
5 人体电磁防护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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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2 三级指标权重分配

车内空气质量包含常温 VOC测试、高温 VOC测试、常温专家气味主观评价、高温专家主观

评价、消费者气味满意度 5个三级指标，指标权重分配如表 7-3所示。

表 7-3 车内空气质量分值表

二级指标 序号 三级指标 权重

车内空气质量

1 常温 VOC测试 20%

2 高温 VOC测试 20%

3 常温气味专家主观评价 20%

4 高温气味专家主观评价 20%

5 常温气味消费者满意度 20%

空调净化性能包含灰尘过滤效率 1个三级指标。指标权重分配如表 7-4所示。

表 7-4空调净化性能分值表

二级指标 序号 三级指标 权重

空调净化性能 1 灰尘过滤效率 100%

有害物质包含高危零部件和豁免零部件 2个三级指标，指标权重分配如表 7-5所示。

表 7-5有害物质分值表

二级指标 序号 三级指标 权重

有害物质
1 高危零部件 30%

2 豁免零部件 70%

车内噪声包含 120km/h匀速噪声水平、60km/h 匀速噪声水平、车内噪声满意度、车内噪声专

家主观评价 4个三级指标，指标权重分配如表 7-6所示。

表 7-6车内噪声分值表

二级指标 序号 三级指标 权重

车内噪声

1 120km/h匀速噪声 30%

2 60km/h 匀速噪声 30%

3 车内噪声满意度 20%

4 车内噪声专家主观评价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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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电磁防护指标包含人体电磁防护 1个三级指标。指标权重分配如表 7-7所示；

表 7-7 人体电磁防护性能分值表

二级指标 序号 三级指标 权重

人体电磁防护 1 人体电磁防护 100%

7.1.3分值计算方法

7.1.3.1 总分计算方法

CCRT（智能电动汽车）健康环保项目的评价结果包括总分以及二级指标得分。

总分根据二级指标得分及权重计算得出，保留小数点后一位，计算方法如式 7-1所示：

i

5

1i
i a



SS (7-1)

式中，S为健康环保的评价总分，i为二级指标序号，Si和ai分别为序号为i的二级指标得分及权

重。序号与权重参见表7-1。

7.1.3.2 二级指标得分算分方法

二级指标得分根据三级指标得分及权重计算得出，保留小数点后一位，计算方式如式7-2所示：

�� =
�=1

��

��� × ���� (7-2)

式中，j为二级指标内三级指标的序号，��为第i个二级指标的三级指标数量。���、���分别为序

号为i的二级指标内序号为j的三级指标的得分和对二级指标的权重。

7.1.3.3 三级指标得分算分方法

三级指标根据四级指标均权处理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一位，计算方式如式7-3所示：

��� =
1
����

×
�=1

����

��� (7-3)

式中,����为第i个二级指标中第j个三级指标内四级指标的数量。k为四级指标的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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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指标得分说明

7.1.4.1 客观测试评价指标项得分说明

7.1.4.1.1 车内空气质量得分说明

按照本章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

以试验获得的常温、高温工况下车内八项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浓度测量值作为评分依据，按

照测量值/基准值确定单项污染物得分系数，单项污染物得分=单项污染物得分系数×满分值。车内

空气质量常温 VOC得分和高温 VOC得分分别为测试场景下八项污染物得分之和。评分方法如表

7-8和 7-9：

表 7-8 常温 VOC评分表

名称 满分值
基准值

测量值/基准值 得分系数
mg/m3

车内空气

质量（常温）

苯 20 0.05 ≥1
≥0.9且<1
≥0.8且<0.9
≥0.7且<0.8
≥0.6且<0.7
≥0.5且<0.6
≥0.4且<0.5
≥0.3且<0.4
≥0.2且<0.3
≥0.1且<0.2

<0.1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甲苯 10 1.00

二甲苯 10 1.00

乙苯 10 1.00

苯乙烯 10 0.26

甲醛 20 0.10

乙醛 10 0.20

丙烯醛 10 0.05

表 7-9 高温 VOC评分表

名称 权重得分
基准值

测量值/基准值 得分系数
mg/m3

车内空气

质量（高温）

苯 20 0.10 ≥1
≥0.9且<1
≥0.8且<0.9
≥0.7且<0.8
≥0.6且<0.7
≥0.5且<0.6
≥0.4且<0.5
≥0.3且<0.4
≥0.2且<0.3
≥0.1且<0.2

<0.1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甲苯 10 2.00

二甲苯 10 2.00

乙苯 10 2.00

苯乙烯 10 0.52

甲醛 20 0.35

乙醛 10 0.40

丙烯醛 10 0.10

以《汽车车内空气的气味评价规范》（T/CMIF13）为车内气味检验标准，分别测量常温气味，

车内气味评价得分划分如表 7-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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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0 车内气味评价评分表

名称 气味等级 得分

车内气味评价
（常温）

≥5.0
4.5
4.0
3.5
3.0
≤2.5

0
30
60
80
90
100

车内气味评价
（高温）

≥5.5
5.0
4.5
4.0
3.5
≤3.0

0
30
60
80
90
100

7.1.4.1.2 空调净化性能测试得分说明

空调滤清器过滤效率如符合表 7-11的规定，该项得满分，否则该项记为 0分。

表 7-11 空调净化性能评分表

空气动力学直径（μm） 分级过滤效率（%）

0.3 ≥95%

7.1.4.1.3 有害物质测试得分说明

1）对《有害物质高风险零部件清单》中所有零部件材料的有害物质情况进行检查，统计其中

完全不含有害物质的材料节点数量，计算其占材料节点总数的比例，得分=（高风险零部件不含有

害物质材料节点总数/高风险零部件材料节点总数）*100；

2）对《有害物质豁免零部件清单》中所有豁免零部件材料的有害物质提前达标情况进行检查，

统计其中提前达标零部件数量，计算其占符合豁免项范围要求的零部件总数的比例，得分=（豁免

零部件提前达标数/符合要求的豁免零部件总数）*100；

3）在不拆解车辆，且不对零部件进行破坏性试验的原则下，通过相关专业检验设备对样车中

不含有害物质高风险零部件材料进行抽样检验，并与其材料数据表单进行对比，材料数据表单中

显示不含且设备未检出，视为符合，否则该零部件相应节点按照含有有害物质进行得分的计算。

7.1.4.1.4 车内噪声测试得分说明

依据标准《GB/T 18697-2002 声学 汽车车内噪声测试方法》，以试验测得的 60km/h和 120km/h

车速下驾驶员右耳位置 A计权声级数值作为评分依据，计算 60km/h 和 120km/h 两种工况下车内

噪声性能得分。评分方法如表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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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2车内噪声评分表

测量值（60km/h） 测量值（120km/h）
得分

dB（A） dB（A）

≥65.0 ≥75.0 0

≥63.5且<65.0 ≥73.50且<75.0 10

≥62.0且<63.5 ≥72.0且<73.5 20

≥61.0且<62.0 ≥71.0且<72.0 30

≥60.0且<61.0 ≥70.0且<71.0 40

≥59.0且<60.0 ≥69.0且<70.0 50

≥58.0且<59.0 ≥68.0且<69.0 60

≥57.0且<58.0 ≥67.0且<68.0 70

≥56.0且<57.0 ≥66.0且<67.0 80

≥55.0且<56.0 ≥65.0且<66.0 90

<55.0 <65.0 100

7.1.4.1.5 人体电磁防护测试得分说明

根据《车辆电磁场相对于人体曝露的测量方法》（GB/T 37130-2018）进行试验，测量车辆在

匀速行驶、加速和减速工况下磁场辐射值，依据《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中的公

众参考限值要求计算最小裕量，并以该裕量值作为评分依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电磁辐射得分

计算。评分方法如表 7-13：

表 7-13人体电磁防护评分表

名称 裕量（dB） 得分系数

人体电磁防护

≥25 100

15 60

3 20

<3 0

7.1.4.2 消费者调研评价指标项得分说明

消费者调研评价算分方法参阅 4.1.3.4.2。

7.1.4.3 专家主观评价指标项得分说明

专家主观评价算分方法参阅 4.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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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评价方法

7.2.1 客观测试评价

7.2.1.1 车内 VOC测试方法

7.2.1.1.1 范围

本方法规定了 CCRT-智能电动汽车试验评价中车内空气质量试验的试验方法。

本方法适用于 CCRT-智能电动汽车评价所选全部车型的车内空气质量试验。

7.2.1.1.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程的引用而成为本规则的条款。

GB/T 27630-2011 乘用车内空气质量评价指南

HJ/T 400-2007 车内挥发性有机物和醛酮类物质采样测定方法

ISO 12219-1-2012 Interior air of road vehicles -- Part 1: Whole vehicle test chamber --

Specification and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in cabin interiors

7.2.1.1.3 试验准备

1） 被检验车辆且未经销售者或者使用者擅自改变车辆内饰的车辆。受检车辆在接受检验前，

不得进行影响车内挥发性污染物排放的任何人为改造，除非这些改造措施是制造厂必须的生产过

程，或者运输过程的一部分。

2） 受检车辆在正式实验开始前，需在 25±2℃的环境温度下进行 24h的静置预处理。预处

理期间，车辆的所有门窗都处于打开状态，发动机和车上所有电器设备都处于关闭状态，所有用

于运输保护目的的内饰保护膜都已被移除。

3） 受检车辆内部不得临时安放影响检验结果的吸附或净化装置，除非这些装置是按照制造

厂的制造要求所必须配置的装置。

4） 车辆燃油箱中的燃料种类和燃料量按制造厂的规定添加。

5） 进口车辆的检验时间根据到达中国市场的时间确定。

6） 同一测试批次的被试车辆，应在同一试验场地进行测试，且测试时间间隔不超过 3个月。

7） 国内生产的乘用车车辆检验时间应为新车下线（生产日期）后 28±5 天。

7.2.1.1.4 试验方法

按 HJ/T 400－2007中 4规定的采样方法进行采样，按 HJ/T 400－2007中 5规定的分析方法对

采样样品进行分析，得到八项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在标准状态下的质量体积浓度。



151

高温模式是指标准化升高温度下（包括 ISO 12219-1 下控制辐照度方式），对受检车辆车舱

内空气质量进行评价的模式。

7.2.1.1.5 数据处理

根据八项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在标准状态下的质量体积浓度（测量值）与基准值的比值，确定

各单项污染物的得分系数。根据得分系数和单项满分值，确定该单项污染物得分。

7.2.1.2 车内气味等级评价方法

7.2.1.2 1 范围

本方法规定了 CCRT试验评价中汽车气味等级评价的试验方法。

本方法适用于 CCRT评价所选全部车型的汽车气味等级评价试验。

7.2.1.2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程的引用而成为本规则的条款。

T/CMIF 13 汽车车内空气气味评价规范

7.2.1.2 .3 试验准备

7.2.1.2.3.1 气味评价环境舱要求

应符合 T/CMIF 13中要求。

7.2.1.2.3.2 试验车辆要求

1）应符合 T/CMIF 13中的要求；

2）检验时间应为新车下线（生产日期）后 28±5 天。

7.2.1.2.3.3 味评价员要求

应符合 T/CMIF 13中要求。

7.2.1.2.3.4 车辆气味评价试验准备流程

应符合 T/CMIF 13中要求。

7.2.1.2.4 试验方法

应符合 T/CMIF 13中要求。

7.2.1.2.5 数据处理

7.2.1.2.5.1 气味强度评分描述标准要求

车内空气的气味强度评分等级分为 1-6 级，评分标准见表 7-14。气味评价员在给气味强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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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时，允许给出 0.5级的评分等级。

表 7-14 气味强度评分标准

气味强度评分等级 气味强度评分标准描述

1级 无气味，不易感觉到

2级 有气味，可以感觉到，轻微强度

3级 有明显气味，可以明显感觉到，中等强度

4级 有明显气味，强度较大

5级 有明显气味，强度很大

6级 不可忍受的气味

7.2.1.2.5.2 车内空气气味的评价结果

车内空气气味评价结果的产生方法应符合T/CMIF 13中要求。

7.2.1.3 空调过滤性能测试方法

空调净化性能主要考察空调滤芯净化效率，在试验空气流量 300m3/h（或企业指定流速）条件

下，使用“ISO 12103-A2”灰尘测试。

试验按 GB/T 32085.1-2015 或 QC/T 998-2015 的要求进行。

7.2.1.4 有害物质测试方法

以《汽车禁用物质要求》（GB/T 30512-2014）和其附录 A《禁用物质的豁免》的标准要求为

依据标准，分别确定有害物质高风险零部件清单（见表 7-15）和有害物质豁免零部件清单（见表

7-16）。根据企业提交的材料数据表单 ID信息，基于中国汽车材料数据系统（CAMDS）中的材

料数据信息，对测评车型有害物质情况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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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5 高危零部件清单

编

号
零部件通用名称

本企业

零部件

名称

零部

件编

号

供应

商名

称

材料数

据报表

编号/版
本

有害物质

备注
Pb Hg Cd Cr6

+
PB
B

PB
DE

1 轮速传感器

2 左前制动油管

3 左外后视镜

4 冷凝器总成

5 左前车门限位器

6 左前门内饰板

7 左前车门锁

8 驾驶员侧安全带卷收

器

9 左遮阳板

10 空调鼓风机总成

11 左前车门内开启手柄

拉索总成

12 前舱盖撑杆

13 前风窗洗涤壶

14 左前车门铰链组件

15 空调高低压管总成（压

缩机进出管路）

16 三角警示牌

17 汽车钥匙总成

18 天线组件（调频）

19 后风窗玻璃总成

20 左前轮胎气门嘴

21 慢充线束（充电口至充

电机）总成

22 动力电池上下端板紧

固件

23 动力电池冷却系统温

度传感器

24 驱动电机控制器

25 汽车端充电插头

26 减速器壳体组件

备注：

1.零部件编号与材料数据报表编号一一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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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标准件，选择该零部件使用量最多的型号，取其一进行填报；

3.有害物质：若零部件含有害物质则用“●”表示，不含有用“○”表示；

4.如零部件为总成下级零部件，无单独 ID号，可填写上一层级零部件总成 ID号；

5.涉及多个或对称零部件，且零部件名称未指定具体部件的，可任选一个表单提交，并在备

注注明实际填报部件，如：氧传感器可选前氧传感器或后氧传感器材料数据报表提交。

表 7-16 豁免零部件清单

编

号

零部件

通用名称

零部件

编号

材料数

据报表

编号/版
本

备注（替代部

件）

说明

部位/材料
对应 GB/T30512豁免

范围

1
驱动电机定或
转子铁芯

车身 钢材
1.机械加工用钢材和镀
锌钢

2 铝车轮 - 铝材 2.铝材

3 气门嘴 - 铜合金 3.铜合金

4
驱动电机控制
器

线束铜芯 端子 3.铜合金

5 起动用蓄电池 -
电极/栅板/
电解液

5.蓄电池

6 减震器 - 减震器总成 6.减震器

7
电动摇窗控制
单元

- PCB焊料
9.电路板及其他电气部
件用焊料

8
安全气囊控制
器

- PCB焊料
9.电路板及其他电气部
件用焊料

9 转向灯闪光器 -
电容/晶体
管/继电器

等

11.灯泡玻璃和火花塞
釉层除外的具有含铅玻
璃或陶瓷基复合材料的
电气元件

10
驾驶员座椅针
织护套

安全带织带 织物 23.十溴二苯醚

备注：

1.零部件编号与材料数据报表编号一一对应；

2.对于企业申报车型不存在对应零部件的情况，方可选择替代部件；

3.如零部件为总成下级零部件，无单独 ID号，可填写上一层级零部件总成 ID号；

4.涉及多个或对称零部件任选一个表单提交，如：前大灯可选左前大灯材料数据报表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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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5 车内噪声测试方法

7.2.1.5.1 范围

本方法规定了CCRT试验评价中车内噪声水平的试验方法。

本方法适用于CCRT评价所选全部车型的车内噪声试验。

7.2.1.5.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程的引用而成为本规则的条款

GB/T 18697-2002 声学 汽车车内噪声测试方法

7.2.1.5.3 试验条件

应符合GB/T 18697-2002中5至7条款的要求。

7.2.1.5.4 试验准备

7.2.1.5.4.1 车辆的载荷

应符合GB/T 18697-2002中8.2的要求。

7.2.1.5.4.2 开口、窗户、辅助装置、可调节座椅

应符合GB/T 18697-2002中8.3的要求。

7.2.1.5.4.3 测点的布置

选取驾驶员右耳位置作为试验测点，测点位置应符合GB/T 18697-2002的9.1中测点B的要求。

7.2.1.5.5 试验方法

选取60km/h和120km/h两个速度点，记录测点处的A计权声级的数值。试验时，汽车以所选择

的车速匀速行驶经过试验路段（车速误差范围±1km/h），对于每一试验车速需往返各测两次，每

次测量时间不少于5s。

测试车辆如配备手动变速器，挡位应处于最高的挡位；如配备自动变速器，挡位应位于“D”

挡。使得不必换挡即可覆盖所选车速范围。

如果所显示的声级计读数有波动，则应该确定读数的平均值，个别很高的峰值可不予考虑。

7.2.1.5.6 数据处理

分别以 60 km/h和 120 km/h两个速度下往返两次得到的有效试验数据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最终

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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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6 人体电磁防护测试方法

依据标准 GB/T 37130-2018 《车辆电磁场相对于人体曝露的测量方法》。

a）测试场地可选在室内或室外进行，环境电场、磁场曝露应低于限值的 10%，如使用测功机

进行测试应根据车辆整备质量设备道路负荷；

b）测量时所有能由驾驶员或乘客手动打开，且持续工作时间超过 60s的车载电器都应处于典

型负载状态，推荐状态应至少包括：车辆前照灯设为远光状态、仪表灯为最大亮度、前刮水电动

机以最大速度工作、空调工作、收音机打开且设为中等音量、座椅加热打开（车载手机无线充电

器对测量结果的影响予以豁免）；

c）所有可以调节的座椅都应在前后可动范围内调至中央位置，上下可动范围内调至最低位置。

所有可调节角度的椅背，调至(15±5)°后倾角度；

d）在测试过程中，车辆电量应在 20%-80%之间；

e）行驶状态测量：车辆的行驶状态包括匀速状态、加速状态和减速状态，应按照 b）对车载

电器设备进行设置。其中，匀速状态时车辆速度为 40km/h，加速状态时车辆以大于等于 2.5m/s2

的加速度从静止开始加速到 90km/h 或达到最高速度为止，减速状态时车辆以大于等于 2.5m/s2的

减速度从 90km/h或最高速度开始减速直到停车为止；

f）车辆处于匀速状态时，使用可覆盖 10Hz～400 kHz频段的磁场曝露分析仪，分别对车内各

个座椅的头部、胸部、生殖、脚底板进行测试，记录各位置的最小裕量值（dB），进一步找出裕

量最小的位置，再对此位置进行加速工况和减速工况等恶劣工况的测试，以获得恶劣工况下的车

内磁场辐射测试结果。最终，取该位置在匀速状态、加速状态和减速状态测得的最小裕量值的最

小值作为评分依据。

7.2.2 消费者调研评价

7.2.2.1评价条件要求

调研对象、调研城市、调研方式、样本数量、评分标准参阅 4.2.2.1-4.2.2.5。

7.2.2.2 评价项目

7.2.2.2.1 车内气味舒适性

车内气味舒适性指车内空气质量指新车提车后一个月内，车内来自织物、皮革、塑料气味浓

重程度以及气味消散速度的用户感受。用户根据车内气味程度及消散速度的主观感受，按照极差

到完美（1-10分）对车内气味舒适性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 7-18 所示：

表 7-18 气味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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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车提车后的一个月里，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1.车内织物或皮革的气味

2.车内的塑料味

3.车辆行驶时，车内部刺激性引起您不适的气味

4.车内味道消散速度

7.2.2.2.2 车内噪声满意度

噪声满意度指车辆在不同速度行驶时车内噪声的用户感受，以及日常行驶时电机噪声、轮胎

噪声、风噪的感受。用户根据噪声大小和来源的主观感受，按照极差到完美（1-10分）对车内噪

声表现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 7-19所示：

表 7-19 噪声满意度

在您驾驶和乘坐这款车的过程中，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1.日常驾驶时，车辆电机噪声

2.日常驾驶时，车辆不同位置的风噪声

3.日常驾驶时，车辆路面噪声和轮胎噪声

4.日常驾驶时，车辆电器正常工作时产生的噪声

7.2.3 专家主观评价

7.2.3.1评价条件要求

本评价方法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评价条件参阅 4.2.1.1-4.2.1.3。

7.2.3.2评价项目

7.2.3.2.1 电机噪声：评价车辆正常匀速行驶、加减速行驶时电机声音大小；

7.2.3.2.2 风噪：车辆不同速度下行驶（≤120km/h），评价不同位置风噪声大小和风噪出现的车速

大小及随着车速的上升风噪的变化；

7.2.3.2.3 胎噪：评价车辆在光滑沥青路面、粗沥青路面、混凝土路面行驶（50-80km/h），路面

噪声、轮胎噪声、轮胎轰鸣声及轮胎花纹噪声；

7.2.3.2.4 电器噪声：评价空调压缩机工作噪声、风扇工作噪声是否与出风量相匹配、雨刮系统、

玻璃升降器（含天窗）、电动真空泵、座椅电机、外后视镜电机、电子驻车工作时噪声大小，有

无非正常工作噪声；

7.2.3.2.5 异响：评价车辆在一般路面上正常行驶时车辆有无异响（如内饰件异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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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质量与保障

8.1评分方法

8.1.1指标体系

质量与保障下设指标如表 8-1所示：

表 8-1 质量与保障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质量与保障

故障率 ——

用户口碑 ——

道路适应性风险保障

常规电磁环境适应性风险保障

复杂电磁环境适应性风险保障

涉水环境适应性风险保障

8.1.2指标权重分配

8.1.2.1 二级指标权重分配

质量与保障下设故障率、用户口碑和道路适应性风险保障 3个二级指标，指标权重如表 8-2

所示：

表 8-2 质量与保障二级指标权重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质量与保障

1 故障率 30%
2 用户口碑 30%

3 道路适应性风险保障 40%

8.1.2.2 三级指标权重分配

道路适应性风险保障包含常规电磁环境适应性风险保障、复杂电磁环境适应性风险保障、涉

水环境适应性风险保障 3个三级指标，指标权重分配如表 8-3所示。

表 8-3 道路适应性风险保障分值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道路适应性风

险保障

1 常规电磁环境适应性风险保障 25%

2 复杂电磁环境适应性风险保障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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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涉水环境适应性风险保障 50%

8.1.3 算分方法

8.1.3.1 总分算分方法

质量与保障总分根据二级指标得分及权重计算得出，保留小数点后一位，计算方法如式 8-2

所示：

(8-2)

式中，S为质量与保障的评价总分，i为二级指标序号，��和��分别为序号为i的二级指标得分

及权重。序号与权重参见表8-2。

8.1.3.2 二级指标得分算分方法

故障率、用户口碑直接通过8.1.2.2.1 和 8.1.2.2.2 计算得分，其余二级指标得分根据三级指标

得分及权重计算得出，保留小数点后一位，计算方式如式8-3所示：

�� =
�=1

��

��� × ���� (8-3)

式中，j为二级指标内三级指标的序号， ��为第i个二级指标的三级指标数量。���、���分别为

序号为i的二级指标内序号为j的三级指标的得分和对二级指标的权重。

8.1.3.2.1 故障率得分说明

故障率以用户对各部件故障的提及率作为评分依据，总体得分为各部件故障率得分的平均值，

保留至小数后点后一位，评分方法如表8-4所示：

表 8-4 故障率评分表

单项故障提及率（%） 得分

≥15 0

0 100

注：1) 单个部件故障率＜15%，＞0%，得分0-100分，在区间内线性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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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2.2 用户口碑得分说明

用户口碑以用户评分作为依据，调研对象根据各项评价指标的描述和评价内容对车辆进行逐

项评分，按式（8-4）将调研对象对单个题目的5分制打分转化为百分制得分，再取平均值获得最

终得分，保留至小数后点后一位。

Y =
Yp � 1
Yq � 1

× 100 (8-4)

式中，Y为单个题目的评价得分，Yp为单个题目的打分，Yq为单个题目的满分分值。

8.1.3.3 三级指标得分算分方法

8.1.3.3.1 常规电磁环境适应性风险保障得分说明

按照 8.2.3.1进行试验，电场强度从低等级到高等级依次试验。以不同电场强度下，车辆功能

是否正常作为评分依据，评分方法如表 8-5所示：

表 8-5 电磁抗扰评分表

指标名称 电场强度(V/m) 是否通过 得分

常规抗扰

30
不通过 0

通过 60

60
不通过 60

通过 80

100（20MHz~30MHz）
70（30MHz~2GHz）

不通过 80

通过 100

8.1.3.3.2 复杂电磁环境适应性风险保障得分说明

按照 8.2.3.2进行试验，在全国范围内选择 3个典型地点的电磁环境信号作为试验信号在暗室

内进行回放。以不同测试地点电磁环境下的车辆功能是否正常作为评分依据，评分方法如表 8-6

所示。

表 8-6 车辆复杂电磁环境适应性测试评分表

指标名称 车辆功能正常的测试地点数目 得分

车辆复杂电磁环境适应性

0 0

1 60

2 80

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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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3.3 涉水环境适应性风险保障得分说明

按照 8.2.4进行试验后，试验结果判定：

（1）车辆在涉水试验过程中停驶

（2）车辆报绝缘故障

（3）绝缘电阻的测量结果不满足 GB 18384-2020《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中 5.1.4.1的要求

（4）涉水试验后乘员舱地毯出现积水

（5）涉水试验后乘员舱地毯出现水渍

评分方法如表 8-7所示：

表 8-7 涉水电安全评分表

指标名称 试验结果 评分

涉水电安全

出现 1）、2）、3）任意一项 0

不出现 1）、2）、3）任意一项，且出现 4） 70

不出现 1）、2）、3）、4）任意一项，且出现 5） 90

不出现 1）、2）、3）、4）、5）任意一项 100

8.2 评价方法

8.2.1 故障率评价方法

故障率指用户车辆正常使用过程中，非事故或碰撞导致的各类部件故障的提及率。用户根据

自身回忆各类大小故障对曾经发生故障的部件进行选择，统计提及率，评价题目如表8-8所示：

表 8-8 故障率评价题目

请问您的车辆以下哪些部件曾经发生过故障？[多选]

1.电动机

2.车身油漆

3.轮胎

4.空调

5.外车灯

8.仪表板

7.中控台

8.车身

9.娱乐系统

10.导航系统

11.保险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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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车门

13.电池

14.车窗

15.误报错误报警

18.车内灯/阅读灯

17.雨刷/喷洗器

18.喇叭

19.遥控锁

20.门锁及拉手

21.转向指示灯

22.座椅

23.充电口（快充）

24.充电口（慢充）

25.电控系统

8.2.2 用户口碑评价方法

用户口碑指用户在使用车辆后对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推荐该车辆或品牌的意愿，用户根据意愿

按照评价题目表 8-9、表 8-10问题进行选择。

表 8-9 车型推荐评价题目

您是否会将此部车推荐给您的朋友、亲戚或是同事？

1. 绝对不会

2. 可能不会

3. 说不好

4. 可能会

5. 绝对会

表 8-10品牌推荐评价题目

您是否会将给您的朋友、亲戚或是同事推荐这个品牌的其他车型？

1. 绝对不会

2. 可能不会

3. 说不好

4. 可能会

5. 绝对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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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电磁环境适应性风险保障能力试验方法

8.2.3.1 常规抗扰测试试验方法

依据欧盟法规 ECE R10.06《Uniform provisions concerning the approval of vehicles with regard to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中电磁抗扰测试方法、频率范围、严酷等级要求，并在其基础上，

提出了比法规中限值 30V/m更严格的测试要求。试验过程中，车辆的状态设置见附录 B表 B.1。

测试方法及步骤：

a）本试验应在电波暗室的转鼓上进行；

b）测试过程中车速应稳定在 50km/h；

c）设置车辆状态见附录 B表 B.1；

d）电磁辐射抗扰采用替代法，天线为垂直极化，在 20MHz～800MHz 频率范围内使用 AM

调制方式，1kHz调制信号，80％调制深度；在 800MHz～2000MHz 频率范围内使用 PM调制方式，

脉冲宽度 577µs，周期 4600µs；

e）记录试验过程中和试验结束后车辆的状态。

8.2.3.2 车辆复杂电磁环境适应性测试试验方法

依据 T/CSAE 150-2020《道路车辆复杂电磁环境适应性要求和试验方法》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试验，试验过程中，车辆状态设置见附录 B表 B.2。选择三个典型地点的电磁环境信号作为试验

信号，参数如表 8-17所示，试验中进行车辆状态的记录。如车辆试验状态没有出现附录 B表 B.2

所示失效情况，则认为车辆符合对应测试地点的抗扰要求。

表 8-11 车辆复杂电磁环境适应性测试试验信号参数

序号 试验信号 中心频率(MHz) 信号带宽(MHz) 试验等级(V/m)

1 典型地点一 15 10 82

2 典型地点二 15 26 92

3 典型地点三 15 23 98

8.2.4 涉水环境适应性风险保障能力试验方法

按照 DB31/T 634-2012《电动乘用车运行安全和维护保障技术规范》中 4.6.2.4规定的涉水试

验条件进行试验，每次试验后在车辆仍是潮湿的情况下，应按照 GB 18384-2020《电动汽车安全

要求》6.2.1中的试验方法进行绝缘电阻测量。另外，在车辆放置 24小时后，再按照 GB 18384-2020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6.2.1中的试验方法进行绝缘电阻测量。

注：本项试验中，试验条件及限值要求参考 DB31/T634-2012，测试方法参考 GB 1838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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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用车成本

9.1 评分方法

9.1.1指标体系

用车成本下设指标如表 9-1所示：

表 9-1 用车成本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用车成本
维修成本

维修成本满意度

低速耐撞性

保养成本 保养成本满意度

9.1.2指标权重分配

9.1.2.1 二级指标权重分配

维保成本下设 2个二级指标：维修成本、保养成本，各个项目权重如表 9-2所示：

表 9-2 用车成本下设的二级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用车成本
1 维修成本 80%

2 保养成本 20%

9.1.2.2 三级指标权重分配

维修成本下设 2个三级指标：维修成本满意度、低速耐撞性，各个项目权重如表 9-3所示：

表 9-3维修成本下设的三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维修成本
1 维修成本满意度 25%

2 低速耐撞性 75%

保养成本下设 1个三级指标：保养成本满意度，各个项目权重如表 9-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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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4保养成本下设的三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保养成本 1 保养成本满意度 100%

9.1.3分值计算方法

9.1.3.1 总分计算方法

CCRT（智能电动汽车）用车成本项目的评价结果包括总分以及二级指标得分。

总分根据二级指标得分及权重计算得出，保留小数点后一位，计算方法如式 9-1所示：

i

2

1i
i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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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为用车成本的评价总分，i为二级指标序号，Si和ai分别为序号为 i的二级指标得分及

权重。序号与权重参见表 9-1。

9.1.3.2 二级指标得分算分方法

二级指标得分根据三级指标得分及权重计算得出，保留小数点后一位，计算方式如式 9-2 所

示：

�� =
�=1

��

��� × ���� (9-2)

式中，j为二级指标内三级指标的序号，ni为第 i个二级指标的三级指标数量。Sij、bij分别为

序号为 i的二级指标内序号为 j的三级指标的得分和对二级指标的权重。

9.1.4指标得分说明

9.1.4.1 客观测试评价指标项得分说明

9.1.4.1.1 低速耐撞性测试得分说明

低速碰撞可维修性测试分为四个项目：前保险杠静态评价和后保险杠静态评价，正面低速结

构碰撞试验和尾部低速结构碰撞试验，各项目分值如表 9-5所示：

表 9-5低速碰撞可维修性分值表

测试项目 满分

前保险杠静态评价 10

后保险杠静态评价 10

正面低速结构碰撞试验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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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部低速结构碰撞试验 30

低速碰撞可维修性测试得分由如下公式进行计算：

总得分=正面低速结构碰撞试验得分+尾部低速结构碰撞试验得分+前保险杠静态评价得分+

后保险杠静态评价得分。若在任何试验工况中, 被动安全系统（安全带，安全气囊，座椅，主动

式机罩等）发生了不可修复的保护作用，需在总得分后注明。

9.1.4.1.1.1 前保险杠静态评价和后保险杠静态评价

（1）防撞梁的全宽几何尺寸评价

前后防撞梁的全宽几何尺寸评价满分都为 5分，要求如下：

 防撞梁的有效重合尺寸≥75mm。

 若防撞梁有效重合尺寸＜75mm，但防撞梁有效高度≥100mm。

若防撞梁系统符合上述要求之一，则视为通过全宽几何尺寸的评价。

（2）防撞梁的有效宽度比率评价

前后防撞梁的有效宽度比率评价满分都为 5分，要求如下：

 防撞梁的有效宽度比率≥70%

若防撞梁系统符合上述要求，则视为通过有效宽度比率的评价。

9.1.4.1.1.2低速结构碰撞的评价方法

车辆在完成低速结构碰撞后，对碰撞后车辆进行损伤评估，评估的原则是客观准确地计算将

车辆修复至碰撞前状态所需的维修费用，维修费用包含配件费、工时费和辅料费。

在完成低速结构碰撞后，参考表 9-6 完成正面低速结构碰撞的维修费用评估，参考表 9-7 完

成尾部低速结构碰撞的维修费用评估。表格中零部件为重点关注零部件，若试验中有其它零部件

损伤，以实际损伤零部件为准。

表 9-6 正面低速结构碰撞损伤评估表

编号 零部件 更换/维修 配件费 工时费 备注

1 前保险杠皮

2 中网

3 前部高价值雷达或传感器

4 前机盖

5 前翼子板

6 前大灯

7 前门

8 前风挡玻璃

9 冷凝器

10 中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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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零部件 更换/维修 配件费 工时费 备注

11 散热器

12 前纵梁

13 前防撞梁

14 车轮及悬架

15 前副车架

16 新能源专属零部件

表 9-7 尾部低速结构碰撞损伤评估表

根据表格 9-6 计算正面低速结构碰撞的总维修费用，结合试验车辆的新车销售指导价，计算

正面低速结构碰撞的维修费用比：

正面低速结构碰撞的维修费用比 R = 正面低速结构碰撞的总维修费用

厂商的新车销售指导价
× 100% (9-3)

对照表 9-8，对正面低速结构碰撞的维修费用比进行得分匹配，得到正面低速结构碰撞的对应

分数。

编号 零部件 更换/维修 零件费 工时费 备注

1 后保险杠皮

2 后部高价值雷达或传感器

3 后备箱盖/尾门

4 后尾灯

5 排气管

6 后防撞梁

7 后纵梁

8 后地板

9 后围板

10 新能源专属零部件

正面低速结构碰撞的维修费用比 R 对应分数

R<5.0% 50

5.0%≤R<6.0% 47.5

6.0%≤R<7.0% 45

7.0%≤R<8.0% 42.5

8.0%≤R<9.0% 40

9.0%≤R<10.0% 37.5

10.0%≤R<11.0% 35

11.0%≤R<12.0%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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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8 正面低速结构碰撞的分数匹配表

根据表格 9-7 计算尾部低速结构碰撞的总维修费用，结合试验车辆的新车销售指导价，计算

尾部低速结构碰撞的维修费用比：

尾部低速结构碰撞的维修费用比 R = 尾部低速结构碰撞的总维修费用

厂商的新车销售指导价
× 100% (9-4)

对照表 9-9，对尾部低速结构碰撞的维修费用比进行得分匹配，得到尾部低速结构碰撞的对应

分数。

表 9-9 尾部低速结构碰撞的分数匹配表

尾部低速结构碰撞的维修费用比 R 对应分数

R<1% 30
1.0%≤R＜1.5% 28.5
1.5%≤R＜2.0% 27
2.0%≤R＜2.5% 25.5
2.5%≤R＜3.0% 24
3.0%≤R＜3.5% 22.5
3.5%≤R＜4.0% 21
4.0%≤R＜4.5% 19.5
4.5%≤R＜5.0% 18
5.0%≤R＜5.5% 16.5
5.5%≤R＜6.0% 15
6.0%≤R＜6.5% 13.5
6.5%≤R＜7.0% 12
7.0%≤R＜7.5% 10.5

12.0%≤R<13.0% 30

13.0%≤R<14.0% 27.5

14.0%≤R<15.0% 25

15.0%≤R<16.0% 22.5

16.0%≤R<17.0% 20

17.0%≤R<18.0% 17.5

18.0%≤R<19.0% 15

19.0%≤R<21.0% 12.5

21.0%≤R<23.0% 10

23.0%≤R<25.0% 7.5

25.0%≤R<27.0% 5

27.0%≤R<30.0% 2.5

30.0%≤R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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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部低速结构碰撞的维修费用比 R 对应分数

7.5%≤R＜8.0% 9
8.0%≤R＜8.5% 7.5
8.5%≤R＜9.0% 6
9.0%≤R＜9.5% 4.5
9.5%≤R＜10.0% 3
10.0%≤R＜10.5% 1.5

10.5%≤R 0

9.1.4.2 消费者调研评价指标项得分说明

消费者调研评价算分方法参阅 4.1.3.4.2。

9.2 评价方法

9.2.1 客观测试评价

9.2.1.2 低速耐撞性

9.2.1.2.1低速耐撞性测试方法

前保险杠静态评价：评估前防撞梁的全宽几何尺寸和有效宽度比率。

后保险杠静态评价：评估后防撞梁的全宽几何尺寸和有效宽度比率。

正面低速结构碰撞试验：车辆以 15公里/小时的速度撞击前方的刚性壁障。

尾部低速结构碰撞试验：前部为刚性接触面的移动壁障以 15公里/小时的速度撞击前方静止

的车辆。

9.2.1.2.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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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8385—2005 电动汽车 动力性能 试验方法

9.2.1.2.3术语定义

9.2.1.2.3.1主动式头枕

当检测到撞击时，通过触发机构和动力（由弹簧、火药等提供）的作用，头枕的位置会改变

（通常会更靠近乘员的头部），来减少鞭打损伤。

9.2.1.2.3.2气囊

作为安全带的附属设备，在车辆碰撞过程中快速自动充气，防止乘员撞击车辆内部物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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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盘，仪表盘等。

9.2.1.2.3.3壁障

一个钢制壁障，详见附录 D。

9.2.1.2.3.4安全带预紧器

当检测到撞击时，安全带预紧器在弹簧或火药的作用下，张紧安全带以消除松弛量。

9.2.1.2.3.5整备质量

调整车辆至正常运行状态，即没有驾驶员、乘客和货物，燃油箱中加满燃油或根据厂家规定

操作，并带有随车工具和备胎（如果这些由车辆制造厂商作为标准装备提供），此时的车辆质量

即为整备质量。

9.2.1.2.3.6移动壁障

一个前端固定有刚性壁障的移动小车，总质量是 1400 kg ± 5 kg，详见附录 E。壁障的尺寸固

定，其余的移动小车的尺寸可自选。

9.2.1.2.3.7重叠率

重叠率/偏置率基于在前轴或后轴的轮罩处测得的车辆宽度计算。前碰时，在试验车辆的前轴

区域测量车辆宽度；后碰时，在试验车辆的后轴区域测量车辆宽度。

9.2.1.2.3.8车辆宽度

测试车辆的车身宽度，测量该宽度时，需要包括刚性的装饰件和板件的突出部分，不包括反

光镜、灯具、胎压指示等部分。通常在前轮或后轮的拱罩处测量相对应的车辆宽度。

9.2.1.2.3.9保险杠壁障：

保险杠壁障尺寸应符合附录 F要求，能够安装在坚硬的不可移动的固定壁障上且高度可调。

其中能量吸收装置性能应符合附录 G要求。

9.2.1.2.4试验规程

9.2.1.2.4.1试验设施

试验区域应足够大来容纳加速轨道，壁障和试验必须的技术设备。临近壁障的最后 5米轨道

应平整，干燥，干净。

9.2.1.2.4.2车辆检查

试验车辆到达碰撞试验室后，对该车辆进行详细检查，以确定车辆之前是否有过任何碰撞损

坏或修复。进一步检查车辆，确认车辆是否能够正常运行，并记录车辆存在的缺陷。进行测试评

价前，应当修复车辆存在的缺陷，并检查和确认车辆外观、配置和车辆的基本参数。

9.2.1.2.4.3车辆前期准备

燃油箱中加注燃油至油箱额定容积，或排空燃油箱中燃油，计算燃油箱额定容量时的燃油质

量，汽油密度以 0.74 g/ml 计，柴油密度以 0.84 g/ml计，在乘员舱或行李箱靠近燃油箱位置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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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重块，配重块质量为燃油箱额定容量时的燃油质量 90％。检查并调整各轮胎气压至车辆单人载

重、低速行驶时制造商所规定的气压值；检查车辆的其他液体（如发动机机油、变速箱油、制动

液、洗涤液、防冻液等）是否达到最高液位并予以调整。建议将空调系统排空，试验后加压检查

其是否有泄漏。确认备用轮胎和随车工具已就位，清除车辆中任何与车辆无关的物品。测量和记

录车辆质量和前后轴的轴荷，车辆质量即为整车整备质量。

纯电动汽车可跳过燃油质量的处理步骤。纯电动汽车和可外接充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需按 GB/T

18385—2005的 5.1进行完全充电。

9.2.1.2.4.4试验车辆质量

试验车辆的质量是整备质量加安装在驾驶员位置上的以标准三点式安全带固定的 75±5kg 的

假人或者配重块的质量。如果因为某种原因无法达到该质量，车辆可以在低于该质量的状态下进

行试验，但该试验质量必须体现在试验报告中。

任何车载试验设备的重量应通过移除配重块或零部件的方式进行补偿。由增加配重块或车载

试验设备，或者移除零部件导致的最终质量的变化，不能使车辆的前后轴重量比率变化大于 5%。

车辆可以在高于确定的试验质量下进行试验。但该试验质量必须体现在试验报告中。

9.2.1.2.4.5车辆试验状态

若可调，制动踏板、加速踏板、安全带固定点和转向柱应位于其行程范围的中点或最接近中

点的位置，前排座椅调整到前后和上下行程的中间位置，座椅靠背角应调整到典型位置（23°，用

SAE J826所述的三维 H点装置测量）或制造厂商指定的位置，头枕位于行程的最上位置，根据试

验需要，试验车辆车窗可打开或关闭。

点火开关应转到“ON”位置，所有安全设备（安全带预紧器、气囊等）保持工作状态。观察仪

表板上的安全气囊指示灯应足够长时间，确认车辆系统处于工作状态（发动机不应启动，除非用

它来驱动试验车辆）。变速器应处于空挡位置，完全松开驻车制动器。关闭所有车门，根据需要

可以锁止或不锁止。如果配备天窗，天窗应关闭。对于软顶/敞篷车辆，车顶应关闭。

9.2.1.2.5前后保险杠静态评价测量

9.2.1.2.5.1防撞梁有效高度

9.2.1.2.5.1.1防撞梁高度测量方法

在拆除前后防撞梁表面所有可拆卸部件后，使用与车辆所处平面垂直的圆柱形杆与防撞梁前

表面接触，保持圆柱形杆位置固定。具体测量方法如图 9-1 所示。以防撞梁接触点为基准，标记

防撞梁表面与圆柱形杆水平距离（X方向）小于或等于 10mm 的点（测量中不考虑螺栓孔、线卡

孔结构），测量最上和最下两个标记点的垂直距离，即为防撞梁高度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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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 保险杠高度测量方法示意图

9.2.1.2.5.1.2防撞梁有效高度的测量位置

测量防撞梁左侧吸能盒中心位置（L）、防撞梁右侧吸能盒中心位置（R），并以垂直线作为

标记线，再取左右两侧标记之间的中点做为防撞梁中心位置（C），并以垂直线做为标记线。取

每个标记线左右两侧各 50mm 距离为各测量位置的测量区域，每个测量区域均取防撞梁高度最小

值。具体测量位置示意如图 9-2。

图 9-2 防撞梁高度测量位置示意

注： 表示测量位置区域

9.2.1.2.5.1.3防撞梁有效高度的计算

防撞梁有效高度为三个测量位置的修正防撞梁高度加权平均值，其中防撞梁中间位置权重为

50%，防撞梁左侧吸能盒中间位置（L）及防撞梁右侧吸能盒中间位置（R）均为 25%，计算公式

如下：

防撞梁有效高度 = hC × 0.5 + �hR + hL� × 0.h5 (9-6)

前后防撞梁分开测量，防撞梁有效高度评价要求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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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2.5.1.4防撞梁的有效重合尺寸

对应每个防撞梁高度测量位置区域，前防撞梁标记离地垂直距离为 455mm的点，后防撞梁标

记离地垂直距离为 405mm 的点，有效结合尺寸取决于防撞横梁有效高度和保险杠壁障间的重叠

率。具体测量方法如图 9-3所示。

图 9-3 防撞梁的有效重合尺寸测量方法示意

9.2.1.2.5.2防撞梁有效宽度比率

9.2.1.2.5.2.1防撞梁有效宽度测量

防撞梁有效宽度测量如图 9-4 所示。当车辆防撞梁两端高度小于其有效高度时（参见

9.2.1.2.5.1.3），两端的宽度将不被计算在防撞梁的有效宽度尺寸内，记录防撞梁有效宽度：w。

图 9-4 防撞梁有效宽度测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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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2.5.2.2车辆宽度测量

用与车辆所处平面垂直的圆柱形杆过车辆轴线靠近车辆两侧，记录两侧接触点，测量两点 Y

向间距，记录为车辆宽度：w车。车辆前后宽度分别记录，对应前后防撞梁宽度，如图 9-5 所示。

图 9-5 车辆宽度测量示意

9.2.1.2.5.2.3防撞梁有效宽度比率计算

按照如下公式计算防撞梁宽度比率：

防撞梁有效宽度比率 = 100 × w
w
车

(9-7)

前后防撞梁分开测量，防撞梁有效宽度比率评价要求相同。

9.2.1.2.6正面、尾部低速结构碰撞试验方法

9.2.1.2.6.1数据测量

记录试验车辆在碰撞前后的状态，图 9-6示意了试验前后至少应拍摄的试验照片位置。

图 9-6 碰撞试验前后的拍摄照片位置示意图

9.2.1.2.6.2 高速视频图像采集

试验时采用高速摄像记录视频图像。使用高速摄像时，拍摄速率通常设为 500-1000 FPS；试

验车辆外部可喷涂非反光材料，以便于高速摄像拍摄；车底部件可涂成各种颜色，以便于区分；

试验车辆上可做标记，为高速摄像提供参考点。根据需要，试验标记可沿车辆纵向方向和其他重

要区域布置且间隔 200mm。车辆门缝处可做上述标记，用于分析碰撞过程中车门的相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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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2.6.3 试验前后车辆闭合件间隙和底盘测量

为了检测车辆的变形情况，准确的评估低速结构碰撞中覆盖件和底盘损伤情况，试验前后进

行覆盖件间隙和底盘测量。正面低速结构碰撞，覆盖件间隙的测量点参考附录 I中 1-8（发动机罩），

20~29（左前门和右前门）和 9~16（如有天窗，则需要测量）所示，底盘测量参考附录 H中 1~10

所示。尾部低速结构碰撞，覆盖件间隙的测量点参考附录 I中 40-51（行李箱或后尾门），25~27

（两门车型左右侧）或者 25~35（四门车型左右侧）和 9~16（如有天窗，则需要测量）所示，底

盘测量参考附录 H中 11~20所示。

9.2.1.2.6.4正面低速结构碰撞试验方法

壁障的尺寸应符合附录 D中所示的尺寸。随机安装在车辆的左侧或右侧，壁障可以固定在刚

性碰撞墙上，或者直接锚定在地板上，碰撞时不能移动。在任一种情况下，壁障的前面应垂直，

误差±1°以内。该壁障的前面应相对于试验车辆的纵向轴线垂线成 10°±1°。车辆前端应与壁障前面

相重叠 40%±25毫米。该重叠是在初次碰撞时，通过在车辆纵向轴线方向上的壁障的边缘投影到

车辆前端的方法来测量，见附录 D。

碰撞发生时，车辆应不受任何牵引力。碰撞速度为150
+1km/h，该速度应在接触壁障前 1米内

测量。

9.2.1.2.6.5尾部低速结构碰撞试验方法

移动壁障应符合附录 E中所述的固定尺寸（其余的尺寸可自定）。壁障前表面垂直度在最初

碰撞时应在±1°内。移动壁障的轴线应与轨道对齐，保证其沿直线运动。移动壁障应装备有刹车系

统或者其他制动措施，防止发生二次碰撞。重量为 1400kg±5kg。

车辆试验位置应保证移动壁障和试验车辆尾部重叠 40%±25mm，并且其纵向轴线和试验车辆

纵向轴线形成夹角 10º(±1°)。重叠是在最初碰撞时测量，由移动壁障纵向轴线方向的侧边投影到

车辆尾部的位置所决定，见附录 E。

若试验车辆已进行前部碰撞试验，则需确定是否用该车进行后部碰撞试验。应详细检查该车

辆，以确保前部碰撞中的损伤不会对后部碰撞的结果产生不利影响。试验车辆需在试验区域定位，

以确保移动壁障撞击车辆后部一侧。一般情况，后部碰撞侧与前部碰撞侧相反，除非有证据表明

另一侧更合适。

碰撞发生时，移动壁障应不受任何牵引力。碰撞速度为150
+1km/h，该速度应在接触壁障前 1

米内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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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消费者调研评价

9.2.2.1调研对象

调研对象、调研城市、调研方式、样本数量、评分标准参阅 4.2.2.1-4.2.2.5。

9.2.2.2 评价方法

9.2.2.2.1 维修成本满意度

维修成本满意度指车辆发生事故后在 4S店进行维修所需要费用的用户满意程度。用户对维修

费用的主观感受，按照极差到完美（1-10分）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 9-13 所示：

表 9-13 维修成本满意度评价题目

在您日常驾驶中，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该车4S店的维修价格合理性

9.2.2.2.2 保养成本满意度

保养成本满意度指车辆在 4S店进行日常保养所需费用的用户满意程度。用户对保养费用的主

观感受，按照极差到完美（1-10分）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 9-14 所示：

表 9-14 保养成本满意度评价题目

在您日常驾驶中，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该车4S店的保养价格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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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造型与品质

10.1 评分方法

10.1.1指标体系

造型与品质下设指标如表 10-1所示：

表 10-1 造型与品质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造型与品质

外观设计 外观设计消费者评价

外观品质
外观品质消费者评价

外观品质专家评价

内饰设计 内饰设计消费者评价

内饰品质
内饰品质消费者评价

内饰品质专家评价

10.1.2 指标权重分配

10.1.2.1 二级指标权重分配

造型与品质下设 2个二级指标：外观、内饰。各个项目权重如表 10-2所示：

表 10-2造型与品质所包含的二级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造型与品质

1 外观设计 20%
2 内饰设计 20%

3 外观品质 30%
4 内饰品质 30%

10.1.2.2 三级指标权重分配

外观设计包含外观设计消费者评价 1个三级指标，指标权重分配如表 10-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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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3 外观设计分值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外观设计 1 外观设计消费者评价 100%

外观品质包含外观品质消费者评价、外观品质专家评价 2个三级指标，指标权重分配如表 10-4

所示；

表 10-4 外观品质分值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外观品质
1 外观品质消费者评价 25%
2 外观品质专家评价 75%

内饰设计包含内饰设计消费者评价 1个三级指标，指标权重分配如表 10-5所示

10-5内饰设计分值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内饰设计 1 内饰设计消费者评价 100%

内饰品质包含内饰品质消费者评价、内饰品质专家评价 2个三级指标。指标权重分配如表 10-6

所示；

表 10-6 内饰品质分值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序号 测试项目 权重

内饰品质
1 内饰品质消费者评价 25%
2 内饰品质专家评价 75%

10.1.3分值计算方法

10.1.3.1 总分计算方法

CCRT（智能电动汽车）驾乘体验项目的评价结果包括总分以及二级指标得分。

总分根据二级指标得分及权重计算得出，保留小数点后一位，计算方法如式 10-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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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 (10-1)

式中，S为造型与品质的评价总分，i为二级指标序号，Si和ai分别为序号为i的二级指标得分及

权重。序号与权重参见表10-1。

10.1.3.2 二级指标得分算分方法

二级指标得分根据三级指标得分及权重计算得出，保留小数点后一位，计算方式如式10-2所

示：

�� =
�=1

��

��� × ���� (10-2)

式中，j为二级指标内三级指标的序号，��为第i个二级指标的三级指标数量。���、���分别为序

号为i的二级指标内序号为j的三级指标的得分和对二级指标的权重。

10.1.3.3 三级指标得分算分方法

三级指标根据四级指标均权处理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一位，计算方式如式10-3所示：

��� =
1
����

×
�=1

����

��� (10-3)

式中,����为第i个二级指标中第j个三级指标内四级指标的数量。k为四级指标的序号。

10.2 评价方法

10.2.1 专家级主观评价方法

10.2.1.1 评价条件要求

本评价方法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评价条件参阅 4.2.1.1-4.2.1.3。

10.2.1.2 评价项目

10.2.1.2.1 外观品质

10.2.1.2.1.1 外观件匹配

评价机盖、翼子板、前后保险杠、灯具、车门、侧围、尾门等车身及外饰件匹配的间隙和面

差大小、间隙面差是否左右均匀一致，是否对称；

10.2.1.2.1.2 外观件质感

从视觉及触觉上评价车身及外饰件边缘的平整度、有无凹凸毛刺、有无油漆流挂、橘皮、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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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感等漆面质量、漆面光洁度、外饰件外观效果和品质感，同色金属件和非金属件之间有无色差；

10.2.1.2.1.3 操作品质

评价车辆机盖、后备厢/尾门、车门、油箱盖等开启关闭时操作力大小、车门关闭时吸入感的

操作品质和声品质。

10.2.1.2.2 内饰品质

10.2.1.2.2.1 内饰件匹配

评价车辆内饰中控面板、门内饰板、座椅、方向盘、中央副仪表台等与周边零件配合的间隙

面差大小及是否均匀；

10.2.1.2.2.2 内饰感知质感

从视觉、触觉、听觉方面评价内饰感知质量，内饰零部件是否存在尖锐棱角、毛刺等，材质

是否为软性材质和皮革材质，遮阳板、出风口、手套箱等内饰功能件操作是否有异响；

10.2.1.2.2.3 车内功能开关品质

评价车辆中控区域开关（点火开关、空调开关、紧急报警开关、仪表亮度调节开关等）、方

向盘区域开关（灯光开关、雨刮开关、巡航开关、方向盘多功能按键、喇叭等）、车门座椅区域

开关（电动车窗开关、外后视镜调节开关、中控锁开关、电动座椅调节按键等）、天窗控制区域

开关（顶灯开关、眼镜盒开关、天窗开关等）、换挡区域开关（EPB开关、驾驶模式选择开关、

驾驶辅助开关、娱乐系统操作开关等）的操作力、开关行程、挡位感、阻尼感、有无松旷、声品

质及外观质感。

10.2.2 消费者调研评价

10.2.2.1 评价条件要求

消费者调研评价算分方法参阅4.1.3.4.2。

10.2.2.2 评价项目

10.2.2.2.1 外观设计

1) 外观设计前脸设计，指用户对车辆前脸线条、车灯等造型设计的喜好程度。用户根据对

前脸设计的主观感受，按照极差到完美（1-10分）对前脸设计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10-7所示：

表 10-7 前脸设计评价题目

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该车前脸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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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观设计包含侧面设计，指用户对车辆侧面线条、轮廓造型设计的喜好程度。用户根据

对侧面设计的主观感受，按照极差到完美（1-10分）对侧面设计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10-8所

示：

表 10-8 侧面设计评价题目

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该车侧面线条和轮廓的设计

3) 外观设计包含车尾设计，指用户对车辆尾部线条、车灯等造型设计的喜好程度。用户根

据对车尾设计的主观感受，按照极差到完美（1-10分）对车尾设计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10-9

所示：

表 10-9 车尾设计评价题目

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该车车尾部的设计

4) 外观设计包含外观整体协调性，指用户对车辆前脸、侧面、车尾造型设计整体协调性的

综合感受。用户根据外观整体协调程度的主观感受，按照极差到完美（1-10分）对外观整体协调

性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10-10所示：

表 10-10 外观整体协调性评价题目

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该车的外观各个角度协调性和整体感

10.2.2.2.2 外观品质

1） 外观品质包含外观件匹配，指车辆外观件各部分缝隙大小及均匀性、面差大小的用户感

受。用户根据外观品质的主观感受，按照极差到完美（1-10分）表现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10-11

所示：

表 10-11 外观件匹配评价题目

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机盖部分、保险杠部分、车灯部分、车门部分、缝隙大小和面面高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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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观品质包含操作品质，指在操作车辆的各类外观件过程中的声音、力度给用户带来品质

方面的主观感受，按照极差到完美（1-10分）表现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10-12所示：

表 10-12 操作品质评价题目

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开启关闭车辆机盖、开启关闭车辆后备箱/尾门、开启关闭车辆车门、开启关闭车辆油箱

盖等用力大小和声音大小

3） 外观品质包含外观件质感，指车辆外观件各部分平整程度，凹凸情况，外观品质感，漆

面质感的用户主观感受，按照极差到完美（1-10分）表现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10-13所示：

表 10-13 外观件质感评价题目

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外饰件边缘的平整度\有无凹凸毛刺\外观效果和品质感\漆面质量、漆面光洁度

10.2.2.2.3 内饰设计

1) 内饰设计包含中控区域，指用户对车内中控台、挡杆、中央扶手、方向盘等造型设计的

喜好程度。用户根据对中控区域设计的主观感受，按照极差到完美（1-10分）对中控区域设计进

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10-14所示：

表 10-14 中控区域评价题目

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车内中控台的造型设计、挡杆、中央扶手等所在的中央通道造型设计、方向盘的造型设计

2) 内饰设计包含仪表台，指用户对车内仪表盘造型设计的喜好程度。用户根据对仪表台设

计的主观感受，按照极差到完美（1-10分）对仪表台设计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10-15所示：

表 10-15 仪表台评价题目

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该车仪表盘造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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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内饰设计包含车内两侧，指用户对车内两侧如门饰板、装饰面板设计的喜好程度。用户根

据对车内两侧设计的主观感受按照极差到完美（1-10分）对车内两侧设计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

表10-16所示：

表 10-16 车内两侧评价题目

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车内门饰板、装饰面板造型设计

10.2.2.2.4 内饰品质

1） 内饰品质包含内饰件匹配，指内饰件各部分缝隙大小及均匀性、面差大小的用户感受。

用户根据外观品质的主观感受，按照极差到完美（1-10分）表现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10-17所

示：

表 10-17 内饰件匹配评价题目

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中控面板、内饰面板、座椅、方向盘、仪表的缝隙大小和面面高度差

2）内饰品质包含内饰感知质感，指内饰件触感、颜色、纹理等用户的感受。用户根据内饰件

感知质感，按照极差到完美（1-10分）表现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10-18所示：

表 10-18 内饰件感知质感评价题目

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内饰整体协调感、软硬程度、手感、颜色搭配的合理程度和层次感

3） 内饰品质包含车内功能开关品质，指车内功能和配置的开关等按键操作力、阻尼感、声

品质等用户的感受。用户按照极差到完美（1-10分）表现进行打分，评价题目如表10-19所示：

表 10-19 车内功能开关品质评价题目

请用1-10分对汽车以下方面的真实表现打分：

中控区域、方向盘区域、车门座椅区域、天窗控制区域、换挡区域、驾驶辅助等开关的

操作力、操作感受、声音品质、外观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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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温度测量位置

（规范性附录）

温度测量位置

A.1 在前排座椅每个乘员座布置温度测量点。对于纵向可调节的座椅，应使其位于行程的

中间位置或最接近于中间位置的向后位置锁止。对于高度可以单独调节的座椅，应调整至制造厂

设计位置或最低位置。座椅靠背角应调整至制造厂设计角度或从铅垂面向后倾斜 25°角的位置。

A.2温度测量点位置如图 A.1所示。

图 A.1 温度测量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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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电磁抗扰试验车辆状态及失效判定准则

（规范性附录）

电磁抗扰试验车辆状态及失效判定准则

进行常规抗扰试验时，车辆的试验条件和失效判定准则参见表 B.1所示

表 B.1 常规抗扰测试车辆试验条件及失效判定准则

车辆试验条件 失效判定准则

车速为 50km/h±20%；若车辆装有巡航控制系统，应

使用该系统是车辆保持恒定的速度且不会失效
速度变化大于运行速度的±10%

近光灯打开（手动模式）
照明关闭（前灯和后灯）

调节器意外启动

特定警告（例如旋转/闪烁灯、信号棒、警报器）打开 特定警告关闭

组合仪表正常工作
意外警告；

里程表变化不一致。

转速表 数据记录错误（测试后检查数据）

后视系统
后视镜意外移动；

显示丢失或冻结。

前刮水器开到最大速度（手动模式） 前刮水器完全停止

驾驶员侧的转向灯打开
频率改变（低于 0.75Hz或高于 2.25Hz）；

占空比改变（低于 25%或高于 75%）

可调悬挂处于正常位置 变化范围超出车辆制造商的规定

驾驶员座位和方向盘处于中间位置 位置变化大于总范围的 10%

报警器关闭 报警器非预期激活

驾驶员侧安全气囊和安全约束系统运行 非预期激活

自动门关闭 非预期打开

可调节缓速制动杆处于常规位置 非预期激活

刹车踏板没有压下 意外启动制动器并意外启动制动灯

紧急呼叫系统 功能激活/破坏（抗扰度测试之前和之后进行的测试）

盲点系统以主动警告（障碍物检测）运行 失活警告提醒

空调制冷模式，风速最大 空调模式变化，风速变化

多媒体屏开启（如有） 多媒体屏花屏、黑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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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车辆复杂电磁环境适应性试验时，车辆的试验条件和失效判定准则参见表 B.2所示

表 B.2 复杂电磁环境适应性测试车辆试验条件及失效判定准则

车辆试验条件 失效判定准则

车速为 50km/h±20%；车辆驱动转毂。若车辆装有

巡航控制系统，如车辆安装有定速巡航装置，应

开启

速度变化大于运行速度的±10%

近光灯打开（手动模式）
照明关闭（前灯和后灯）

调节器意外启动

特定警告（例如旋转/闪烁灯、信号棒、警报器）

打开
特定警告关闭

组合仪表正常工作
意外警告；

里程表变化不一致。

转速表工作 数据记录错误（测试后检查数据）

后视系统工作
后视镜意外移动；

显示丢失或冻结。

前刮水器工作于最大速度 前雨刮完全停止

驾驶员侧的方向指示灯工作
频率改变（低于 0.75Hz或高于 2.25Hz）；

占空比改变（低于 25%或高于 75%）

可调悬挂处于正常位置 变化范围超出车辆制造商的规定

驾驶员座位和方向盘处于中间位置 位置变化大于总范围的 10%

报警器关闭 报警器意外激活

喇叭关闭 喇叭意外激活

安全气囊工作 意外激活

自动门关闭 意外打开

可调节缓速制动杆处于常规位置 意外激活

刹车踏板没有压下 意外启动制动器并意外启动制动灯

紧急呼叫系统
功能激活/破坏（抗扰度测试之前和之后进行的测

试）

盲点系统以主动警告（障碍物检测）运行 失活警告提醒

空调制冷模式，风速最大 空调模式变化，风速变化

多媒体屏开启（如有） 多媒体屏花屏、黑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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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试验规范要求

（规范性附录）

C1 试验条件

C1.1 道路条件

试验道路可以为试验场内一般公路、高速环路、铺装路面的社会道路，道路表面无明显湿滑。

C1.2 环境条件

无影响安全的雨、雪、雾、风天气。

C1.3 车辆条件

车辆轮胎气压，四轮定位参数符合厂家规定值。

车内不得搭载与试验无关的人和物，无易飞溅物，配载需固定好。

轮胎花纹深度不低于新胎的 90%。

C1.4 磨合里程

磨合里程设定为 1000km。

C2 试验方法

C2.1 车速、里程校正

参照 GB/T 12548对样车车速表和里程表进行校正。

C2.2 磨合要求

序号 试验里程 载荷状态 加速操作 车速要求 减速操作

1 0-500km 半载
轻度踩踏

板加速
≤Vmax

正常制动

减速

2 500-1000km 满载
中重度踩

踏板加速

从静止加速到 80%Vmax （不超过

120km/h），以规定的减速度减速到

60km/h，再加速到 80%Vmax （不超

过 120km/h），重复该过程，达到规

定里程

以3m/s2的

减速度减

速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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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正面碰撞壁障图纸和工况描述

关键参数：

U = 40% 重叠率

B = 车辆宽度 (正面)
R = 150 mm 半径

F = 试验车辆
A = 10°
壁障的高度应超过车辆正面的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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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尾部碰撞移动壁障图和工况描述

关键参数：

MB = 移动壁障 H = 壁障高度(700mm+/-10 mm)
F = 试验车辆 h = 离地间隙(200 mm +/- 10 mm)
R = 半径 (150 mm) r = 半径 (50 mm)
U = 40% 重叠 B = 车辆宽度 (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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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保险杠壁障尺寸要求尾部碰撞移动壁障图和工况描述

保险杠壁障尺寸要求尾部碰撞移动壁障图和工况描述

图 F3.1 保险杠主壁障和能量吸收器的俯视图

图 F3.2 保险杠主壁障和能量吸收器的截面图

图 F3.3 网形能量吸收器及保险杠盖板



191

图 F3.4 主壁障尺寸图

图 F3.5 后防护板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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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能量吸收装置性能要求

能量吸收器的压溃强度应当用安装在刚性支架上的吸收器来评估，类似于一种保险杠壁障；

刚性压溃面板的加载速度为450 ± 50 mm/min：

（1）当开展垂直加载压溃工况时，使用的刚性矩形面板的长度为160mm，宽度至少覆盖塑

性吸收的完整高度（例如100mm）；压溃过程中，压溃力-变形曲线必须置于图 F4.1 所示的通

道中；

图 F4.1 能量吸收器力-变形通道-垂直加载

（2）当开展偏心加载压溃工况时，使用的刚性矩形面板的长度为 160mm，宽度至少覆盖塑

性吸收的一半高度（例如 50mm）；压溃过程中，加载面板必须能沿着碰撞面旋转，如图 F4.2 所

示，压溃力-变形曲线必须置于图 F4.3 所示的通道中。

图 F4.2 偏心加载面板示例

图 F4.3 能量吸收器力-变形通道-偏心加载

能量吸收器的碰撞表面应具有一定的硬度值，其范围在30-150Bhn2间，且要求碰撞表面的动

态摩擦系数在 0.2-0.5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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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车辆底盘测点

当进行车辆底盘测点，使用下表进行记录。建议的测量点在图中标记。记录的数据是碰撞试

验前后的差值，以 mm 为单位。对于预计较大变形的位置（例如纵梁），测量点可以增加。每个

测量点都应拍照记录，记录其标号和位置。正面碰撞和尾部碰撞的数据分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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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车身覆盖件测量

下表可以用来记录试验前后车身覆盖件的间隙，以 mm为单位。参考点如下图所示。正面碰

撞和尾部碰撞的数据分开记录。

试验编号： 日期：

试验前 试验后 变化量

引擎盖 24
1 25
2 26
3 27
4 28
5 29
6 左后门

7 30
8 31

天窗 32
9 33
10 34
11 35
12 右后门

13 30
14 31
15 32
16 33

左前门 34
20 35
21 后备箱/后尾门

22 40
23 41
24 42
25 43
26 44
27 45
28 46
29 47

右前门 48
20 49
21 50
22 5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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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CCRT（智能电动汽车）评价车型信息反馈表

CCRT（智能电动汽车）评价车型信息反馈表

车辆生产企业

车辆型号

（公告型号）
产品商标

最新改型上市时间 总销量/该配置销量

销售型号

（市场型号）

车辆基本参数及配置

外形尺寸 长×宽×高（mm）

质量
整车最大总质量（kg）
整车整备质量（kg）

电机

（多个电

机请附

表）

电机类型

电机生产企业

电压（V）
峰值功率/额定功率（kW）

峰值转矩/额定转矩（N·m）

电池

电池类型

电池容量（Ah）
电池电量（kWh）
额定电压（V）
电压范围（V）

低温充电可承受最低温度

电池热管理系统类型

是否具备低温充电预热功能

驱动方式 前轮/后轮/四轮驱动

制动系统
操控方式（机械、液压或气压）

轮边制动型式（盘式或鼓式）

在生产信息

或改型计划
一年内是否停产？如停产，何时停产？

是□否□

正在进行何种改型？
车身□结构□
安全配置□其它□

如是，改型后何时上市？

专卖店信息 请提供京津地区及其他地区大型专卖店信息：（请另附页）

企业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话/手机

邮政编码 传真

通讯地址

负责人签名

或企业公章 年月日

注：所填信息为该车型较大销量配置情况，并附相关证明材料；

如企业有意评价本公司其它车型，且有一定销量，也可按上述内容提供车型信息，列入候选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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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CCRT（智能电动汽车）试验实施通知表

CCRT（智能电动汽车）试验实施通知表

车辆生产企业

车辆型号

配置情况

试验内容及

试验实施日期

健康环保 年 月～ 年 月

磨合、滑行 年 月～ 年 月

主观评价

（智能体验+噪声等）
年 月～ 年 月

网联 年 月～ 年 月

智能驾驶 年 月～ 年 月

续航 年 月～ 年 月

信息安全 年 月～ 年 月

电磁测试 年 月～ 年 月

充电 年 月～ 年 月

涉水试验 年 月～ 年 月

仿真测试 年 月～ 年 月

低速碰撞 年 月～ 年 月

注意事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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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CCRT（智能电动汽车）试验车辆基本参数表

CCRT（智能电动汽车）试验车辆基本参数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车辆商标、名称 销售型号

制造厂 公告型号

车辆识别代号（VIN）

车辆生产日期

车辆基本

参数及配置

外形尺寸
长×宽×高（mm）

轴距（mm）

质量

整车最大总质量（kg）

整车整备质量（kg）

前后轴荷分配（空载）

前后轴荷分配（满载）

电机

（多个电机请

附表）

电机类型

电机生产企业

电压（V）

峰值功率/额定功率（kW）

峰值转矩/额定转矩（N·m）

电池

电池类型

电池容量（Ah）

电池电量（kWh）

额定电压（V）

电压范围（V）

低温充电可承受最低温度

电池热管理系统类型

是否具备低温充电预热功能

驱动方式 前轮/后轮/四轮驱动

车身稳定系统（ESP）

悬架形式

制动系统
操控方式（机械、液压或气压）

轮边制动型式（盘式或鼓式）

车辆性能

参数

动力性

0-50/50-80/0-100km/h加速时间 / /

最高车速

30min最高车速

续驶里程

电耗

续驶里程（NEDC）（km）

续驶里程（60km/h）（km）

百公里电耗（NEDC)（kWh/100km）

充电

充电时间（交流）

充电时间（直流）

交流规格要求（电压、功率）

直流规格要求（电压、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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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CCRT（智能电动汽车）试验异议申诉单

CCRT（智能电动汽车）试验异议申诉单

生产企业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车辆型号

试验时间

提出申诉试验项目

申诉理由

申请再次试验的时间

处理意见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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