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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热管理性能道路评价——动力总成冷却及热保护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夏季高温环境下测试汽车动力冷却及热保护性能的道路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装有强制循环液冷式内燃机、非独立式空调系统的各类汽车，其他汽车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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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3730.2-1996 道路车辆 质量 词汇和代码 

GB/T 12534-1990 汽车道路试验方法通则 

GB/T 12542-2009 汽车热平衡能力道路试验方法 

GB/T 18352.6-2016 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QC/T 658-2009 汽车空调制冷系统性能道路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环境温度 ambient temperature 

汽车行驶时周围环境阴影下距离地面 1.5~2.0米处的空气温度。 

3.2 

相对湿度 relative humidity（RH） 

指空气中的绝对湿度与同温度和气压下的饱和绝对湿度的比值（通常用百分比表示），可以通过温

湿计测量。 

3.3 

许用温度 abort temperature 

系统及零部件正常工作所允许的最高温度。 

3.4 

整车整备质量 complete vehicle curb mass 

在给定型号的动力总成及对应车辆配置状态下的车辆总质量。 

整备质量在整车下线质量基础上，同时应至少包含以下要素的质量： 

——冷却液（加至产品定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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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滑油（加至产品定义状态） 

——清洗液（包括风窗玻璃清洗液和大灯清洗液） 

——燃油（不低于燃油箱有效容积的90%） 

——备胎（如果不装备胎，则应含有车辆轮胎应急维修工具） 

——随车工具（如千斤顶、扳手、牵引钩等......） 

3.5 

车辆满载质量 gross vehicle mass（GVM） 

车辆的满载质量等于整车整备质量+N*75kg+车顶最大载荷质量+选装部件质量 

——N为整车设计最大乘客数量 

——车顶最大载荷质量为定义整车使用车顶行李架的车型，行李架允许装载的最大质量 

——选装部件质量为给定动力总成和级别上，可能由于部件选装而造成质量差异，如选装天窗，

则选装质量=带天窗的车顶质量-钢板车顶质量 

3.6 

整车热保护 thermal protect 

整车、系统和部件的某部位温度超过其许用温度的上限，对其造成潜在危害，加速零件老化或导

致整车性能降低。 

4试验仪器及材料 

试验过程中用于热性能数据采集的设备包括：热电偶 、模拟电压、流量传感器、压力传感器、风

扇转速传感器、日光强度传感器、环境压力传感器、环境湿度传感器、转速表或测速仪、多通道数据记

录仪和车辆总线工具，仪器描述及精度应满足表 1 要求。数据采集频率应设置为 1Hz。 

表 1 试验仪器与精度要求 

序号 项目名称 描述 精度 

1 热电偶(K型或T型) 
用于监测制冷回路、冷却回路、机舱零部件及车内

外空气的温度 
≤±1.5℃ 

2 模拟电压 用于监测鼓风机、冷却风扇等电器部件的电压值 ≤±1% 

3 液体流量计 用于监测冷却回路及制冷回路的流量 ≤±1% 

4 相对压力传感器 用于监测冷却回路及制冷回路的压力 ≤±2% 

5 风扇转速传感器 用于检测冷却风扇的转速 ≤±1% 

6 日光强度传感器 用于监测当地日照强度 ≤±5% 

7 大气压力传感器 用于监测当地环境压力 ≤±1% 

8 相对湿度传感器 用于监测当地环境相对湿度 ≤±2% 

9 转速表或测速仪 用于监测车速及发动机转速 ≤±1% 

10 数据记录仪 数据记录仪通道数应大于传感器数量  

11 车辆总线工具 用于读取车辆总线信号数据  

注：1.试验应使用符合此标准的仪器和设备，不应使用车辆上的同类仪器代替。 

2.试验所用仪器应保证其量程满足测试过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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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试验车辆 

5.1性能要求 

道路试验应使用在环境风洞中完成动力冷却和空调降温试验、在性能道上完成简单的动力性试验，

并完成当前阶段相关问题整改的车辆；或使用另一台技术状态完全一致的车辆，确保试验用车冷却、

空调降温和动力性满足当前阶段设计要求。以便在道路实验过程中出现的突发情况，能够迅速找到原

因与解决问题的方案。 

5.2 状态检查 

确认车辆状态达到当前阶段的设计要求，并记录车辆基本信息在车辆信息表（见表 A.1）中，包括

整车、发动机、变速箱、冷却系统等相关信息。 

5.2.1车辆若为新下线状态，车辆应按照 GB/T 12534 进行磨合，磨合里程至少为 3000 km。特殊情

况下，可以选择里程数超过 1000 km 的车辆。车辆若非新下线状态，需要检查车辆保养记录，最后一

次保养后的行驶里程如超过 5000 km 需要更换冷却液、发动机机油、变速箱机油，其它零部件和油液

更换应按照车辆使用说明书规定进行。 

5.2.2 车辆应安装前牌照或安装一个与前牌照尺寸相等的盖板。 

5.2.3 车辆轮胎冷充气压力应符合车辆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误差不超过+10 kPa。前驱车的前轮胎压

增加 0.1bar，后驱车的后轮胎胎压增加 0.1bar。建议轮胎增加氮气，稳定胎压。 

5.2.4 试验辅料包括发动机冷却液、发动机润滑油、变速器润滑油及驱动桥润滑油，必须满足发动

机、变速箱等设计要求，并按照车辆使用说明书进行加注或添加至规定的加注量。 

5.2.5 制冷剂的充注应符合要求并无泄漏。 

5.2.6 试验车辆应按车辆满载质量进行加载，加载后需要测量前后轮轮眉离地高度并记录在车辆信

息表（见表 A.1）中。 

5.3 传感器安装 

根据车辆结构、原理，按照表 B.1 的规定选择测量点并安装传感器。 

6  试验流程及方法 

6.1 数据采集 

连接各个传感器与数据采集设备，检查各采集信号，确保正常后启动数采系统，并开始记录数据。 

6.2 预处理 

6.2.1试验人员进入车内并驾驶车辆。 

6.2.2 每个试验工况开始前对车辆进行充分预热，在起点附近道路以 70-100kph 的车速行驶 15 分钟

或待车辆冷却风扇按照水温控制逻辑至少两次自动运行，试验道路参见附录 C 的道路要求。 

6.3 试验过程及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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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处理完成后，按试验道路路径要求由起点向终点行驶，过程中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提

高车速以满足表 2 中的平均车速目标要求。到达终点后在 1 分钟内开到预先选择遮挡物前，车前的位

置与遮挡物的距离要求小于 1±0.2m，车头朝背风方向停车熄火，各测点温度开始下降至 10~15 分钟，

试验终止。 

6.4 试验道路 

道路试验场地及行驶路线见表 2，包括：试验道路名称、最佳试验季节、目标热环境、最低允许热

环境、评价内容。 

表 2 道路试验场地及行驶路线 

序号 道路名称 最佳试验时间 目标热环境[2] 平均车速目标[3] 

1 吐鲁番干沟北坡 6月-8月 
环境温度44ºC 

日照强度1000w/m² 
≥80km/h 

2 重庆黑山谷北门 7月-8月 
环境温度42ºC 

日照强度1000w/m² 
≥37km/h 

3 川西海子山 6月-7月 
环境温度28ºC 

日照强度1200w/m² 
≥70km/h 

4 吐鲁番三道岭 6月-8月 
环境温度42ºC 

日照强度1000w/m² 
≥115km/h 

5 重庆城区 7月-8月 
环境温度 42ºC 

日照强度 1000w/m² 
≤10km/h 

 

试验道路的基本信息如长度、坡度、起始点和路径地图、道路所代表的的气候及道路类型等信息

见附录C。 

备注： 

[1] 道路3、道路4、道路5仅针对部分车型具备代表性，各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取。 

[2] 目标热环境是指对试验时道路爬坡起点处环境温度和日照强度的要求； 

如实际环境温度比目标热环境中环境温度低10ºC及以上、日照强度比目标热环境中目标值低

300w/m²及以上，则不建议进行试验； 

如实际环境温度比目标热环境中环境温度低10ºC以内、日照强度比目标热环境中目标值低

300w/m²以内，可进行试验。这种情况下，冷却液水温可根据实际环境温度与目标热环境中环境温

度的差值进行修正。 

[3] 道路1-4在试验过程中，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快的通过试验道路。如平均车速未达到

目标值，应对其原因进行分析，如果是试验车辆以外的原因(如道路堵车、下雨等)，应重复进行试

验，直到平均车速达到目标值。 

    道路5在试验过程中，应跟随车流正常行驶，但如果平均车速大于目标值，说明道路拥堵状况

不满足试验要求，应择日重新进行试验。测试过程中发动机不准人为熄火。 

6.5 空调设置 

——模式设定：全冷吹面； 

——温度设定：最低； 

——鼓风机设定：最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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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风口格栅：最大风口截面积位置； 

——后吹风风道（如果有）：开 

——进气模式：进气置于外循环位置。对于进气模式无法手动调节的自动空调，若初始状态为内

循环模式，则可按照每次 1ºC 的方式提高设置温度，直到其转换为外循环模式；但若试验过程中

自动空调自动转换成内循环则采用内循环； 

——压缩机：开。 

6.6 变速器档位选取 

6.6.1对于搭载自动变速器的车辆： 

档位由变速器自动决定，但如果出现档位搜寻(即 1km 行驶路程中出现 4 次以上变档)，可以考虑

手动将其锁定在较低档位。 

6.6.2 对于搭载手动变速器的车辆，应选择最可能满足车速要求的档位，在此基础上： 

如果有两个档位均可能满足车速要求，则对于搭载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车型，应选择更高或传动比

更小的档位；而对于搭载自然吸气发动机的车型，则应在满足表3发动机转速要求的前提下，选择更低

或传动比更大的档位。 

表 3 最大发动机转速 

发动机最大功率及扭矩 发动机转速要求 

<100kW 且<200N.m <4500rpm 

≥100kW 或≥200N.m 

且≤150kW 且≤250N.m 
<4000rpm 

>150kW 或>250N.m <3500rpm 

7  记录 

采样时间间隔 1s。 

应记录数采系统中的所有原始数据。 

任何异常必须记录并体现在试验报告中。 

记录试验车辆的相关信息（见表 A.1）。 

记录道路的相关信息（见表 C.1-表 C.4)。 

8  报告 

试验报告应由试验负责人编写。 

试验报告的内容样本见表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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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车辆信息表 

表 A.1  车辆信息表 

整车 

样车名称  样车阶段  

生产厂家  生产日期  

VIN 码  车辆额定总质量（kg）  

样车颜色(内/外)  车辆长×宽×高(mm)  

驾驶形式  门的数量  

玻璃类型  玻璃贴膜  

转向形式  

驱动形式  

车身形式  

悬架形式  

制动形式  

座位数  

空调系统总成  

试验前已行驶里程 （km）  

车辆加载后前后轮轮眉离地高度（m） LF:      RF:       LR:       RR: 

发动机 

发动机型号（是否带增压）  

发动机排量（L）  

机油型号  

冷却液型号/用量（L）  

缸数  

气门数  

额定功率（kW）  

最大扭矩（N·m）  

发动机生产厂家  

变速箱 

变速箱型号  

变速箱油粘度等级/用量 （L）  

变速箱类型  

冷却系统 

节温器 

生产厂家  

型号  

初开、全开温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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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热器 

生产厂家  

结构型式及尺寸 （mm）  

换热量（kW）  

冷凝器 

生产厂家  

结构型式及尺寸（mm）  

换热量（kW）  

蒸发器 

生产厂家  

结构型式及尺寸（mm）  

制冷量（kW）  

中冷器 

生产厂家  

结构型式及尺寸（mm）  

换热量 （kW）  

油冷器 

生产厂家  

结构型式及尺寸（mm）  

换热量（kW）  

冷却风扇 

生产厂家  

风量（m³/h）  

功率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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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测点布置列表 

表 B.1  测点布置列表 

序

号 
参数 传感器安装位置 说明 

1 环境温度 车辆顶盖、远离热源、通风且无阳光直射处 必测 

2 环境相对湿度 同环境温度测量传感器安装位置一致 必测 

3 日照强度 车辆顶盖处，远离热源 必测 

4 油底壳机油温度 机油标尺末端处 必测 

5 发动机出水温度 发动机出水管的进水口中心处 必测 

6 发动机进水温度 发动机进水管的进水口中心处 必测 

7 散热器冷却液流量 / 选测 

8 变速器润滑油温度
a
 变速器进油管中心处 必测 

9 驱动桥润滑油温度
b
 驱动桥油底壳内 必测 

10 助力转向润滑油温度
c
 位于助力转向润滑油储油罐内 必测 

11 发动机舱空气温度 
发动机前、后、左、右、上、下的中间位置及发动

机舱温度最高处（一般在排气歧管位置） 
选测 

12 格栅处进气口空气温度 

位于流动中心 

必测 

13 空滤器入口空气温度 必测 

14 空滤器出口空气温度 必测 

15 增压器出口空气温度 必测 

16 中冷器进口空气温度
d
 必测 

17 中冷器出口空气温度
d
 必测 

18 节气门前进气温度 必测 

19 冷凝器进风温度 
最少 9点，位于冷凝器前面平均分配、正对进风方

向 
必测 

20 中冷器进风温度
d
 

最少 3点，位于中冷器前面平均分配、正对进风方

向（风冷式） 
必测 

21 发动机散热器进风温度 
最少 9点，位于散热器前面平均分配、正对进风方

向 
必测 

22 发动机散热器出风温度 最少 9点，与散热器进风温度测点对应 必测 

23 发动机冷却风扇转速 安装于风扇护套上，激光发射点正对风扇扇叶反光

条 
选测 

24 发动机排气温度（歧管） / 必测 

25 发动机排气温度（尾管） / 必测 

26 外循环空调进风温度 

见 QC/T 658-2009规定 

监测 

27 内循环空调进风温度 监测 

28 左侧仪表盘出气口温度 监测 

30 左中仪表盘出气口温度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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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右中仪表盘出气口温度 监测 

32 右侧仪表盘出气口温度 监测 

33 左前方呼吸平面温度 
参考图 D.1，要求每个座位测量一个呼吸平面温

度，如测点影响驾驶员驾驶安全，可将驾驶员测点

移至驾驶员和副驾驶中部代替 

监测 

34 右前方呼吸平面温度 监测 

35 左后方呼吸平面温度 监测 

36 右后方呼吸平面温度 监测 

37 压缩机排气压力 压缩机高压端加注口处 必测 

38 压缩机吸气压力 压缩机低压端加注口处 必测 

39 压缩机离合器电压 / 必测 

40 发动机风扇电流  选测 

41 发动机风扇电压 / 必测 

42 鼓风机电压 / 必测 

43 鼓风机电流 / 必测 

44 车速 / 必测 

45 发动机转速 / 必测 

46 电子节温器线束温度  靠近热源位置。 选测 

47 发电机线束温度  靠近热源位置。 选测 

48 转向助力泵信号线表面温度  靠近热源位置。 选测 

49 氧传感器线束温度   靠近氧传感器端。 选测 

50 机油报警器线束温度  靠近机油报警器端。 选测 

51 发动机主线束温度  靠近热源位置。 必测 

52 水温传感器线束温度  靠近水温传感器端。 选测 

53 压缩机线束表面温度  靠近热源位置。 选测 

54 起动电机线束温度  靠近热源位置。 选测 

55 氧传感器插接件表面温度  插接件上表面。 选测 

56 电子风扇线束插接件表面温度   插接件上表面。 选测 

57 喷油嘴线束温度  喷油嘴线束表面。 选测 

58 真空助力器环境温度  真空助力器侧面，靠近热源方向侧。 选测 

59 制动油壶表面温度
c
  靠近热源位置。 选测 

60 制动液温度  制动液壶内温度。 选测 

61 增压器废气控制阀执行器表面温度
d
  控制阀执行器上表面。 选测 

62 PRV阀表面温度
d
  PRV阀上表面。 选测 

63 单向阀温度
d
   单向阀上表面。 选测 

64 增压器真空软管表面温度
d
  真空软管靠近排气歧管侧表面。 选测 

65 调压器出气软管温度
d
  出气软管靠近排气歧管侧表面。 选测 

66 进气泄压阀软管温度
d
  进气软管靠近排气歧管侧表面。 选测 

67 增压器壳体表面温度
d
  壳体上表面。 选测 

68 增压器进水管表面温度
d
  进水管靠近排气歧管侧表面。 选测 

69 增压器回水管表面温度
d
  回水管靠近排气歧管侧表面。 选测 

70 点火线圈表面温度  点火线圈上表面。 选测 

71 高压阻尼线表面温度  靠近热源位置。 选测 

72 排气管吊耳表面温度  催化器附近吊耳表面。 必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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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油箱表面距离消声器最近处表面温

度 
 距离消声器（排气管）最近处表面。 

必测 

74 起动电机表面温度  靠近热源位置。 选测 

75 起动电机线束表面温度  靠近热源位置。 选测 

76 电磁开关表面温度  靠近热源位置。 选测 

77 蓄电池环境温度  靠近热源位置。 选测 

78 发电机环境温度  靠近热源位置。 选测 

79 ECU 环境温度  靠近热源位置。 选测 

80 保险盒表面温度  保险盒上方表面温度。 选测 

81 保险盒内空气温度  保险盒内上方表面空气温度。 选测 

82 发动机悬置橡胶表面温度  悬置橡胶中心位置表面。 选测 

83 风扇罩表面温度  靠近热源位置。 选测 

a 有单独分动器的应在分动器内安装温度传感器，以变速器润滑油温度和分动器润滑油温度高者作为变

速器润滑油温度。 

b 根据总成结构、原理尽可能将传感器置于其温度最高处，试验时温度传感器应完全浸入润滑油中，在

不碰到旋转部件的前提下远离壳体 30mm以上。 

c 只针对液压助力的转向系统。 

d 只针对具有涡轮增压的系统 

e 第 46至 83测点为热保护相关测点，应根据试验车型的具体结构进行调整。 

 

图 B.1 车内乘员席测量温度点位置侧视图 

 

图 B.2 车内乘员席测量温度点位置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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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试验道路信息 

 

 

C.1 吐鲁番干沟北坡道路 

 

图 C.1  吐鲁番干沟北坡道路 

    干沟北坡道路是高温干旱地区、中等坡度高车速道路的代表，这种道路环境主要位于新疆地区，对车

辆动力冷却及热保护性能要求非常高，极易影响车辆动力性和空调舒适性。该道路是吐和高速的一部分，

位于托克逊县至库尔勒的路线上，平均坡度约为 4.0%。道路长度为大约 50.4km。海拔从 68 米至 1748

米，平均车速 80km/h，在山顶处浸车 10 分钟。山脚环境温度 44 ºC。推荐试验开始时间 14:00-16:00。 

表 C.1  吐鲁番干沟北坡道路 

 试验起点 爬坡起点 爬坡终点-浸车 试验结束 

托克勒长信服务区 托克勒长信服务区 山顶停车场 试验结束并保存数据 

时刻     

环境温度     

地面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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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2  吐鲁番干沟北坡道路海拔曲线 

 

C.2 重庆黑山谷北门道路 

 

 

图 C.3  重庆黑山谷北门道路 

    黑山谷北门道路是高温高湿地区、超大坡度低车速道路的代表，这种道路环境主要位于南方山地及丘

陵地区，对车辆动力冷却及热保护性能要求非常高，极易影响车辆动力性和空调舒适性。该道路是低速重

庆市省道 S414 的一部分，位于万盛城区至黑山谷旅游景区北门的路线上，平均坡度约为 8.1%。道路长度

为大约 8.2km。海拔从 329 米至 1022 米，平均车速 37km/h，在山顶处浸车 10 分钟。山脚环境温度 42 

ºC。推荐试验开始时间 13:00-15:00。 

表 C.2  重庆黑山谷北门道路 

 试验起点 爬坡起点 爬坡终点-浸车 试验结束 

万盛汽车站 中国石油加油站 黑山谷爱峡居酒店 试验结束并保存数据 

时刻     

环境温度     



T/CSAE XX－2020 

  

 

13 

地面温度     

 

 

图 C.4 重庆黑山谷北门道路坡度曲线 

 

C.3 川西海子山道路 

 

 

图 C.5  川西海子山道路 

    川西海子山道路是高海拔地区、中等坡度中等车速道路的代表，这种道路环境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

对部分车辆动力冷却及热保护性能要求非常高。用于考察车辆动力冷却及热保护性能，以及这些性能对车

辆动力性的影响。该道路是国道 318 线(川藏公路)的一部分，位于巴塘县至理塘县的路线上，平均坡度约

为 4.9%。道路长度为大约 25.3km。海拔从 3587 米至 4668 米，平均车速 70km/h，在山顶处浸车 10 分钟。

山脚环境温度 28 ºC。推荐试验开始时间 13:00-14:00。 

表 C.3  川西海子山道路 

 试验起点 爬坡起点 爬坡终点-浸车 试验结束 

德达乡 德达乡 海子山 试验结束并保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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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     

环境温度     

地面温度     

 

 

图 C.6 川西海子山道路海拔曲线 

 

C.4 吐鲁番三道岭道路 

 

 

图 C.7  吐鲁番三道岭道路 

    吐鲁番三道岭道路是高温干旱地区、低坡度超高车速道路的代表，这种道路环境全国各地均可能出

现，对部分车辆动力冷却及热保护性能要求非常高，极易影响车辆动力性和空调舒适性。该道路是 G30 连

霍高速的一部分，位于哈密至吐鲁番的路线上，平均坡度约为 2.0%。道路长度为大约 52.3km。海拔从

1249 米至 1620 米，平均车速 115km/h，在山顶处浸车 10 分钟。山脚环境温度 42 ºC。推荐试验开始时间

14:00-16:00。 

表 C.4  吐鲁番三道岭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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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起点 爬坡起点 爬坡终点-浸车 试验结束 

三道岭西立交桥 了墩停车区 一碗泉服务区停车场 试验结束并保存数据 

时刻     

环境温度     

地面温度     

 

 

图 C.8 吐鲁番三道岭道路坡度曲线 

C.5 重庆城区道路 

 

 

图 C.9  重庆城区道路 

重庆城区道路是高温高湿地区、城市堵车道路的代表，用于考察发动机进气冷却以及前端模块进气性

能，以及这些性能对车辆动力性和空调舒适性的影响。该道路位于江北区、渝中区和南岸区，从观音桥附

近的建新西路为起点，途经黄花园大桥至渝中区解放碑，最后经东水门大桥至上新街。道路长度为大约

12km，途经红绿灯 25 个，平均车速 8km/h。环境温度 42 ºC。推荐试验开始时间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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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5 重庆城区道路 

 试验起点 途经点 1 途经点 2 途经点 3 终点 试验结束 

建新西路 建新东路 北区路 邹容路 上新街站 试验结束并保存数据 

时刻       

环境温度       

地面温度       

日照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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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试验报告样本 

 

表 D.1  试验报告样本 

样品名称  样品编号  

试验人员  驾驶员  

试验时间 2019 年 X 月 X 日 试验地点 X 道路 

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 环境湿度 日照强度 

工况 1 
X℃（山底）至 X℃

（山顶） 

X%RH 至 X%RH 
XW/㎡至 XW/㎡（选择大部

分日照强度区间） 

工况 2    

工况 3    

试验标准依据 《夏季热管理性能道路客观评价方法》 

试验内容 

工况 1、XX 爬坡工况； 

工况 2、XX 高速工况。 

试验结果 

（试验结果一

览表，体现具

体试验数据，

且超温数值需

用红色字体标

出。） 

关键测量点 温度限值 工况 1 工况 2 工况 3 工况 4 工况 5 

发动机水温       

......       

......       

......       

......       

备注：1、试验过程中需记录试验异常； 

      2、车辆信息详见附录 A； 

      3、测点布置详见附录 B； 

      4、详细数据一览表、曲线图及问题点分析见报告附件 1-3。 

 

试验结论 

1、该车整车冷却性能在 XX 路段满足实地使用要求； 

2、XX 零部件热害性能在 XX 路段最高温度超过限值，最高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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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建议  

报告编制  报告审核  报告批准  

 

附件 1：各工况数据一览表 

关键测量点 温度限值 工况 1 工况 2 工况 3 工况 4 工况 5 

发动机水温       

......       

......       

......       

......       

备注：1、试验过程中 XX 工况出现 XX 异常，详见附件 3 问题点分析 

填写说明：试验结果一览表应体现具体试验数据，且超温数值需用红色字体标出，异常数据必须注明 

 

附件 2：各工况曲线图及分析 

曲线图 结果分析 

 

1.试验曲线图体现各测量点

具体温度变化趋势，重点温

度点必须体现； 

2.爬坡工况可体现路谱信

息； 

3.曲线图中试验异常必须标

明（示例：红色圈注处因道

路 XX 导致车速降低，热害

点温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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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车辆问题点分析 

问题点图 结果分析 

 

说明：热害点 X 原状态在

XX 工况下超温 X℃，且

超温 X 分钟，存在超温风

险；经排查热源位置隔热

措施不完善，增加 XX 措

施后热害温度降至限值范

围内，故建议参考此方案

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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