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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对应于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ECE R50-2004《关于摩托车、轻便摩托车前位灯，

后位灯，制动灯，转向信号灯和牌照灯认证的统一规定》，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主要差异

如下： 
——删除了管理条款； 
——删除了“制造厂一致性检验的 低要求”附件； 
——牌照板的尺寸和测量点根据我国国情相应更改。 
主要技术要求，如：一般技术要求、发光强度、光色、测试屏幕则与上述法规一致。 
本标准代替 GB 17510-1998《摩托车光信号装置配光性能》，与前版相比较主要变化如

下： 
——修改了前版 3.2 和 4.2 中转向信号灯的分类与限值； 
——删除了前版 3.3 中原有的 1 类和 2 类牌照板的尺寸规格； 
——修改了前版 4.2 制动灯的 大限值； 
——修改了前版 5.1 中前位灯的光色要求； 
——修改了前版 9.1 中不同型式的判定原则； 
——增加了与前照灯混合的前位灯的 大限值； 
——增加了对多个安装位置的灯具的检测要求； 
——增加了非灯丝灯泡信号灯的检测要求。 
——增加了闪烁工作的灯具的检测要求。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GB17510-1998 废止。新申请型式检验的装置，必须符合本标准。 
本标准实施的过渡要求：对于本版标准实施前已通过型式检验的装置，对照本版标准相

应规定如有不符，给予 24 个月的过渡期。 
本标准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上海汽车灯具研究所和国家摩托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天津）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费音、俞培锋、李钢。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 17510-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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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  托  车  光  信  号  装  置  配  光  性  能  
（报批稿）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用前位灯、后位灯、制动灯、转向信号灯和后牌照灯

有关配光性能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等。 
本标准适用于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用前位灯、后位灯、制动灯、转向信号灯和后牌照灯。 
在本标准中，上述各种信号灯也称为装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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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

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以使用这些文件的 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4599 汽车用灯丝灯泡前照灯配光性能 
GB 4785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 
GB 18100 摩托车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 
GB 15766.1 道路机动车辆灯丝灯泡—尺寸、光电性能要求 
ECE R37 关于机动车及其挂车灯具认证用灯丝灯泡认证的统一规定 

3 术语和定义 

GB18100 确立的以及下述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按在车辆上的安装位置和功能，规定装置的类别和光分布 小角范围； 

3.1.1 前位灯（见图 1） 

 a）单独安装的前位灯； 
 b）成对安装的前位灯。 

 

V=+15° ~ -10° V=+15° ~ -10° 
a）单独安装的前位灯 b）成对安装的前位灯（右侧） 

图 1 前位灯的类别和光分布最小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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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后位灯（见图 2） 
 a）单独安装的后位灯； 
 b）成对安装的后位灯。 

  
V=+15° ~ -10° V=+15° ~ -10° 

a）单独安装的后位灯 b）成对安装的后位灯（右侧） 

图 2 后位灯的类别和光分布最小角 

3.1.3 转向信号灯（见图 3） 
 a）11 类装置     与邻近近光灯的 小两灯间距不小于 75mm 的前转向信号灯； 
 b）11a 类装置    与邻近近光灯的 小两灯间距不小于 40mm 的前转向信号灯； 
 c）11b 类装置    与邻近近光灯的 小两灯间距不小于 20mm 的前转向信号灯； 
 d）11c 类装置    与邻近近光灯的 小两灯间距小于 20mm 的前转向信号灯； 
 e）12 类装置    摩托车后部安装的转向信号灯。 

 
V=±15° 

11 类、11a 类、11b 类、11c 类和 12 类转向信号灯 

图 3 转向信号灯的类别和光分布最小角 

3.1.4 制动灯（见图 4） 

 
V=+15° ~ -10° 

制动灯 

图 4 制动灯的光分布最小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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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图 1、图 2、图 3 和图 4 中垂直角 V 为相对于水平面的角度，水平面以上为正，水平面

以下为负；水平角 H 为相对于基准轴线和车辆向前行驶方向的角度，在装置的光度测量状

态，在基准轴线以右为正，在基准轴线以左为负。箭头指示车辆向前行驶方向。 

3.3 按照照明的区域，规定后牌照灯的照明区域和测量点如图 5 所示；尺寸为

220mm×140mm。 
 

单位：mm 

 

图 5 后牌照灯的照明区域和测量点 

4 装置的不同型式 

在以下主要方面有差异的装置： 

a)  商标名称或商标； 

b)  光学系统的特性（发光强度等级，光分布 小角，使用的灯丝灯泡或光源模块的种类等）； 

c)  装置的类别。 

但是，灯丝灯泡颜色或者滤光片颜色的改变不影响型式的变化。 

5 技术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装置应设计和制造成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即使受到振动，仍能保证满足使用要求和符

合本标准规定。 

5.1.2 对于使用的光源模块，应当设计为即使在黑暗中也能将其安装在正确的位置上；并且

能够防止误操作。 

5.1.3 如果使用灯丝灯泡，则该灯泡应符合 GB 15766.1 或 ECE R37 规定。 

5.2 配光性能 

5.2.1 前位灯、后位灯、制动灯和转向信号灯的光度分布要求见图 6，图中格栅线交叉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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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为百分数，它表示本标准要求的该方向发光强度 小值与基准轴线方向光强度 小值的

比值，图中的 H=0°和 V=0°对应的是基准轴线方向。 

 在发光强度分布范围（见图 6）内，各种装置发出的光应均匀，即在格栅线围成的范围

内任一方向测得的发光强度不得小于该方向周围诸方向中 小的发光强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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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发光强度分布范围 

5.2.2 前位灯、后位灯、制动灯和转向信号灯在基准轴线上的发光强度应符合表 1 规定，并

且在光分布 小角范围内的发光强度不应低于表１规定的 小发光强度限值。 

表 1 前位灯、后位灯、制动灯和转向信号灯在基准轴线上的发光强度     单位：cd 
灯具名称 小值 大值 光分布 小角范围内 小发光强度限值 
后位灯 4 12a 0.05 
前位灯 4 60b 0.05 
制动灯 40 185 0.3 

11 类转向信号灯 90 700c 0.3 
11a 类转向信号灯 175 700c 0.3 
11b 类转向信号灯 250 800c 0.3 
11c 类转向信号灯 400 860c 0.3 
12 类转向信号灯 50 350 0.3 

a 当后位灯与制动灯组成混合灯时，允许在水平面下 5°以下方向上发光强度为 60cd。 
b 当前位灯与前照灯混合时， 大值为 100cd。 
c 该限值仅应用于H=±5°和V=±10°的范围内，H=±5°和V=±10°的范围外 大光强度限值为 400cd。 

5.2.3 对于多光源的单灯： 
5.2.3.1 在任何一个光源失效的情况下，仍应符合 小发光强度值要求。 
5.2.3.2 在所有光源点亮的情况下，其发光强度 大限值由表1规定的 大值乘以1.4给出。 
5.2.3.3 所有串联在一起的光源可以看作一个光源。 

5.2.4 若后位灯与制动灯组合或混合成一个装置，则在 H=±10°和 V=±5°范围内的 11 个测

量方向（见图 6）上，同时点亮该两灯时与单独点亮后位灯时实际测量的发光强度的比值应

不小于 5。 
如果后位灯与制动灯是包含不止一个光源的单灯，则上述测量值应当将所有光源全部点

亮后测量得出。 
5.2.5 装置在车辆上有超过一个的安装位置或在一个区域内可以有多个不同的位置时，应当

在所有位置上重复进行光度测量；或者，按区域相对于制造商规定的基准轴线的极限位置进

 
 

4 



GB 17510-xxxx 
 

行测量。 
25.2.6 后牌照灯照射在各测量点（见图 5）的亮度应不小于 2cd/m ，并且符合下述亮度均

匀性要求： 

cmB
L

BB /2 0
12 ≤

−
 

 式中：B1和BB2——任意两测量点的亮度，cd/m ； 2

 B0——图 4 中所示诸测量点的 小亮度，cd/m2； 
 L——B1和B2之间的距离，cm。 

5.2.7  牌照灯的制造商应当规定一个或以上的位置，或者是一个和牌照板相关的区域，适

合安装该装置；当灯泡安装在制造商指定位置上的时候，发射光对于照亮的牌照板平面上任

何一个点的入射角不应当超过 82°，这个角度从距离牌照板表面 远的照明区域的极端位置

测量；若装置内具有一个以上的照明光学单元，则本条要求仅适用于由有关单元提供照明的

照明区域的相关部分。 

6 光色 

6.1 前位灯发射白色光；后位灯和制动灯发射红色光；转向信号灯应发射琥珀色光；后牌照

灯应发射不使后牌照板颜色发生明显改变的白色光。 
6.2 若后牌照灯与其他后部灯复合或组合为一个装置，该装置应不向后直接发射非红色光。 
6.3 各种光色的色度特性应符合 GB4785 的规定。 

7 试验方法 

7.1 试验暗室、装置及设备，应符合 GB4599 的规定。 
7.2 对装用可更换灯丝灯泡的装置，测量时应在装置中使用标准灯泡，并使它工作于发出试

验光通量的状态。 
7.3 装用几个光源的装置的测量 
7.3.1 在装用批量生产的 6.75V 或 13.5V 可更换灯丝灯泡的装置，可使用批量生产的灯泡

测量，所产生的发光强度值应予修正。试验光通量与试验电压（6.75V 或 13.5V）下光通量

的平均值之比为修正系数。所使用的每个灯丝灯泡的实际光通量与其平均值的偏差应不大于

±5%；也可以在每个灯泡的位置上逐一使用工作于试验光通量状态的标准灯泡进行测量，

并将每个位置上的单独测量结果相加。 

7.3.2 在装用不可换光源或其他光源的场合，按照制造商规定的电压测量，需要时制造商应

提供专用的供电装置。 
7.4 对于所有不是装用灯丝灯泡的装置，点亮后 1min和 30min应分别进行发光强度的测量，

其结果应符合表 1 大值和 小值的要求；在每个测量点在点亮后 1min 的发光强度可以由

点亮 30min 后的发光强度计算得到，其换算系数为 HV 点在点亮后 1min 和 30min 的发光强

度的比值。对于转向灯，应当在闪烁状态进行测量（1.5Hz，灯亮时间与一次闪烁全过程的

时间比为 50%）。 
7.5 按照制造商规定的基准轴线和基准中心确定装置的初始测量位置。 
7.6 测量距离必须使光度学二次方反比例定律适用。 
7.7 从基准中心观察，光接收器的张角应在 10’到 1°范围内。 
7.8 各测量方向的角度偏差不大于 0.25°。 
7.9 测量前装置应充分预燃，使其光性能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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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1 通常光度值应在光源持续点亮的情况下测量； 
 对于闪烁工作的灯具，需避免在测量过程中使灯具过热。如果由于装置结构的限制，允

许在闪烁状态下进行测量，比如，使用发光两极管（LED）或者需要间歇工作才能避免过热

的情况。 
 如果这样，必须在 f=（1.5±0.5）Hz 的频率下转换开关，并且在 95%光强度峰值时测

量，脉冲持续时间应大于 0.3s。 
 在装用可更换灯丝灯泡的灯具中，灯丝灯泡必须在试验光通量下点亮。在所有其它的情

况下，使用本标准 7.2 和 7.3 中规定的电压，电压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应不超过 0.01s。 
 在闪烁测量的情况下， 终的测量结果应是测量中 大的发光强度。 
7.10 后牌照灯的亮度在漫反射率已知的无色漫反射面上测量。无色漫反射面的尺寸与牌照板

尺寸相同或者大于测量点要求的尺寸。测量时应将其中心定位于测量点的中心。无色漫反射

面应放置在牌照板通常应处于的位置，且在托架前 2mm 处。亮度测量应垂直于漫反射面测

量，允许在图 5 所示的测量点的任何方向上有 5°的偏差，测量点为直径 25mm 的圆。应根

据将漫反射率修正为 1.0 的修正系数对亮度测量结果进行修正。 
7.11 色度检验应使用 A 光源（色温为 2 856K）。对于使用不可更换光源的灯具，则应在 6.75V
或 13.5V 电压下进行测量。对光分布角范围外部分须目视观察是否有颜色锐变。 
7.12  用目视方法观察后牌照灯照明时牌照板的颜色变化。 

8 检验规则 

8.1 装置的不同型式按本标准第 4 章规定判定。 
8.2 装置应进行型式检验和生产一致性检验。符合本标准 8.3 或 8.4 相应规定的，则认为该

装置通过型式检验或生产一致性检验。 
8.3 型式检验 
8.3.1 制造商应提供： 
8.3.1.1 装置的用途； 
8.3.1.2 对于转向信号灯，需说明种类； 
8.3.1.3 足以识别该型式装置的图纸一式三份，并标明基准轴线（H=0°，V=0°），基准中

心和安装在车辆上的几何位置；如果有不同的安装情况或安装位置则需注明，包括： 
8.3.1.3.1 装置在车上的安装位置相对于车辆基准平面的基准轴线的不同的安装角度； 
8.3.1.3.2 装置相对于地面的不同角度； 
8.3.1.3.3 对于装置本身的基准轴线的不同的旋转角度； 
8.3.1.3.4 对于后牌照板照明装置，该装置允许相对于要照明的后牌照板放置的区域有多个安

装位置。 
8.3.1.4 一份简明的技术说明书。除了不可更换光源模块的装置外，应规定所使用的灯丝灯

泡类型； 
8.3.1.5 装置两只（对于可更换光源的装置，包括灯丝灯泡）。 
8.3.2 每只装置应符合本标准 5.1 规定。 
8.3.3 按本标准第 7 章规定进行试验，每只装置应符合本标准 5.2 和第 6 章规定。 
8.4 生产一致性检验 
8.4.1 对型式检验合格的装置，用从批量产品中随机抽取的样品来判定其生产一致性。 
8.4.2 随机抽取的样品应符合本标准 5.1 规定。 
8.4.3 按本标准第 7 章规定进行试验，随机抽取的样品应符合本标准第 6 章规定。 
8.4.4 按本标准第 7 章规定进行试验，前位灯、后位灯、制动灯和转向信号灯样品的配光性

能应符合将表 1 中的发光强度 小值减小为原数值的 80%、发光强度 大值增大为原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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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20%后的要求。 
8.4.5 按本标准第 7 章规定进行试验，后牌照灯样品的配光性能应符合本标准 5.2.6 规定，

安装位置应符合本标准 5.2.7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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