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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六重型柴油车排放与能耗评价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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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人们对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深化，国家也越来越重视机动车在排放与能耗方面的问题，

国六重型柴油车排放与能耗评价方法不断提升，是作为实际道路上排放能耗管理的重要手段。本文将着重

分析国六重型柴油车在使用过程中的排放及能耗检测方法，以发展生产使用更符合国家标准的重型柴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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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green ecologi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cept, the country is also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issue of motor vehicle emissions and energy consumption, the sixth national 
heavy diesel vehicle emissions and energy consumption evaluation method is constantly improving, 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energy consumption management on the actual road emissions.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mission and energy consumption detection methods of the sixth national heavy diesel vehicle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production and use of heavy diesel engines more in line with the national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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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当今社会科学与技术不断的发展，我国的

机动车保有量的增加速度也在不断地升高。日益增

多的机动车在给人们带来便捷出行的同时，也带来

了一些环境污染的问题。现阶段移动源的环境污染

已经逐渐凸显出来，成为了我国大中小各个城市空

气污染的重要来源。因此，移动源的污染防治工作

必须要提上日程，加快其治理。 
2020 年，全国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达到 3.72 亿

辆，其中汽车的保有量达到 2.81 亿辆，与 2019 年

相比，汽车保有量增长率达到了 7.5%。从 2015 年

到 2020 年，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分别是 2.79 亿辆、2.
95 亿辆、3.1 亿辆、3.27 亿辆、3.48 亿辆、3.72 亿

辆。六年来，机动车保有量从 2.79 亿辆提高到 3.72
亿辆，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5.7%。从 2015 年至 2020
年，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分别是 1.62 亿辆、1.94 亿辆、

2.17 亿辆、2.4 亿辆、2.6 亿辆、2.81 亿辆，六年来，

汽车保有量从 1.62 亿辆提高到 2.81 亿辆，年均增长

率达到了 8.2%[1-4]。 
根据《中国移动源环境管理年报（2021）》，

2020 年，重型柴油车在机动车中的占比虽然不足

10%，但是其排放的氮氧化物占汽车排放总量的

88%，颗粒物超过 99%，是我国机动车污染防治的

重中之重[5-6]。为了能够拥有更好的生活环境，我国

进一步加强机动车污染防治力度，相继出台了严格

的排放标准，尤其是重型柴油机的排放与能耗问题。

在 GB17691-2018《重型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

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7]（简称重型车国六标

准）标准发布后，各个发动机厂家就排放检测进行

了技术升级设计，以提升重型车检测技术和评价方

式，贯彻落实国家的第六阶段机动车污染排放要求，

逐步降低机动车辆排放及能耗，提高机动车的排放

标准，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2 国六重型柴油车的基本概述和规范 
我国重型柴油车的排放标准一直沿用西欧发达

国家的法规体系，在 2000 年开始出台机动车排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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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并严格按照标准执行。因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需

求，为了能够更好地规范管理重型柴油车的排放与

能耗，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也相应出

台重型柴油车的排放与能耗评价标准。比如我国第

一阶段的排放标准简称为“国一”以此类推，到如今

“国六”排放及能耗高标准，这对我国重型柴油车排

放及能耗管控变得更加严格，国六重型车将成为排

放技术标准全球最严的国家之一。 
在 2018 年公布的国六标准，我国已经经历了五

个阶段排放与能耗标准规范，每一次的排放升级都

在不断提升我国对重新柴油车的高品质要求。国六

的高标准和以往的标准要求相比，更注重排放的优

化和能源减耗。国六标准要求在汽车的测试循环系

统和排放限值中做了创新性的改革，完善更多车载

系统的相关技术要求，从而升级重型柴油车，减少

汽车损耗，提高汽车使用寿命。 
3 国六重型柴油车排放与能耗评价方法 
3.1 PEMS 测试的排放与能耗测试技术 
PEMS（Portable Emission Measure System）测

试法是车辆在实际道路运行条件下，利用放置在车

辆上的跟车排放测试系统直接实时测量机动车瞬时

污染物排放、排气流量的测量方法。车载排放测试

系统通过将排气管与车载气体污染物和微粒测量装

置直接连接，直接采集车辆排放的尾气污染物，实

时测量整车排放的体积浓度和体积流量，计算得到

的污染物质量排放和颗粒物排放[8-14]。 
PEMS 测试法可以将重量轻、体积小的排放测

试系统安装到各种被测车辆上，可以在实际道路运

行条件下进行实时准确的测量，能够反映外界环境

条件的变化对车辆排放的影响，得到实际运行中所

有可能运行模式下的排放数据，在研究机动车实际

道路排放特征方面具有很强优势。另外，车载排放

测试方法不仅可以保证测试的精度和可靠性，还可

以节约大量的测试时间成本，为机动车排放数据的

研究提供了便捷有效的测试方法。因此，车载排放

测试方法是排放数据的重要研究方向，近年来得到

了重点关注和发展。截止目前，国内外已经有不少

研究人员开发了车载排放测试仪器并开展了车载测

试验[15-20]。 
机动车保有量在逐年增加，机动车的排放和能

耗问题比较凸显。由于机动车的检测技术比较复杂，

在日常工业生产中很难给出准确的数字，结合实验

室的测试环境和车辆真实行驶情况进行有效分析。

PEMS 测试的技术发展在很早以前就开始应用，不

同阶段的技术要求都有所不同，PEMS 测试技术要

求在不断提升。而 PEMS 测试更符合汽车真实环境

测试标准，能够准确反映重型车的排放实际数值，

不仅要有实验室的测试环境，还要有真实车辆的实

际测试数据，因此 PEMS 测试对汽车生产企业提出

更高的标准。PEMS 测试在针对型式车样时，应注

重新生产车的生产一致性和车辆使用符合性要求。

根据 PEMS 试验程序要求，所测试的车辆必须要具

有代表性和规范性，明确规范所试验的路线进行准

确的规范，将对重型柴油车的有效载荷、环境条件、

冷却液温度、燃料、润滑油、反应剂等有严格标准

要求。比如车辆的有效载荷国六 a 阶段与国六 b 阶

段不同，国六 a 载荷范围是 50%-100%，国六 b 的载

荷则在 10%-100%范围，载荷的范围扩大。在实际

道路上的 PN 控制将高于实验室的限值要求，将是

实验室的 2 倍之多。PEMS 测试有利于有效控制国

六重型柴油车的排放与能耗，提升我们生活中的空

气质量，带来更好的健康收益。 
3.2 OBD 远程监控技术 
OBD 就是“车载自动诊断系统”，有效读取车辆

行驶中相关参数，可以实时监测到发动机的运行状

态，可以远程监控重型柴油机运行信息。不仅如此，

OBD 远程监控还可以监测车辆的定位、氮氧化物排

放值、排气烟度、尿素液位、发动机冷却液温度、

发动机燃料流量、车速、发动机转速、故障指示灯

状态等[21]，及时反馈车辆的信息，OBD 安装在重型

车辆中可以有效监测车辆的排放及能耗问题从而达

到 GB17691-2018 标准，更好地对车辆进行检测，

相当于车辆行驶过程中的黑匣子，及时反馈车辆实

际排放与能耗情况，提高汽车的使用寿命，提高行

程的安全性以确保数据的真实有效。有了这一功能，

生态环境监管部门可以随时地通过远程终端读取到

车辆的 OBD 信息，包括车辆的行驶速度、发动机的

参数、后处理系统的状态以及 OBD 的故障码等，可

以及时地判断车辆的实际排放状况和维修相关情

况，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在用车监管的效率，有助于

减少重型柴油车在实际道路上的污染物排放。 
3.3 排放油耗联合管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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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六重型柴油车与国五差异不大，在其基础上

增加了车辆外观检查、车载诊断系统（OBD）及调

整污染物排放限值技术，排放和油耗的联合管控是

国六标准增加的重要评价方式。联合管控将独立的

两方面评价方式，也就是将排放测试与油耗测试的

两个部门之间做联合，污染物排放必须满足国六标

准的排放值，政府部门可以更真实把控排放数据。

联合管控不仅是管理部门之间监测联合，还应注重

检测试验技术的联合，比如联合电子技术的应用。

重型柴油车排放与能耗实验检测中有很多不确定因

素，所行驶的线路不存在指定要求，只要符合试验

行驶的具有代表性路线都可以作为循环路线，从而

联合电子技术应用，完善实验的路谱和相关参数的

特征要求，实现多个维度控制和检测重卡尾气排放

问题，以提高检测实验评价的效率[22]。 
4 结束语 
当前我国重型柴油机整体保有量比较低，但是

其排放污染物比较重，是机动车污染率最高的车辆。

国家相继出台重型柴油车的标准规范，不断加严车

辆排放标准，从车辆的设计、生产、下线到上路行

驶，相关的汽车生产企业都要建立完善的排放与能

耗检测系统，不仅要满足市场需求，还要贯彻落实

国家对重型车辆的管理规范标准，为实施可持续发

展目标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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