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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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87 Rev1 Amend4《关于机动车的昼间行驶灯

的认证的统一规定》，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主要差异如下： 
——修改了范围；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删除了 ECE R87 中有关管理方面的下列章节和附件： 
4．标志； 
5．认证； 
12．昼间行驶灯的型号改进和认证扩展； 
13．生产一致性； 
14．未能达到生产一致性的处罚； 
15．产品完全终止生产； 
16．进行认证试验的技术服务部门及管理部门的名称及地址； 
附件 1“关于遵照 87 号法规的某类型的昼间行驶灯的认证的授予/扩展/废止/收回或产品

停产的通知”； 
附件 2“认证标志的布局示例”； 
附件 4“光色的色度坐标”； 
附件 5“生产一致性控制过程的最低要求”； 
附件 6“检验员抽样的最低要求”； 
——增加了检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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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海拉车灯有限公司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华、俞培锋、于雅丽、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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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  车  昼  间  行  驶  灯  配  光  性  能  

（报批稿）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昼间行驶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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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N 类汽车使用的各种类型昼间行驶灯。 
在本标准中，昼间行驶灯也称为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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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4599 汽车用灯丝灯泡前照灯 
GB 4785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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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4785 中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4 昼间行驶灯的不同型式  

在以下主要方面有差异的昼间行驶灯： 
——商标名称或商标； 
——光学系统的特性（发光强度等级，光分布最小角，使用的灯丝灯泡或光源模块的种类等）； 

    但是，灯丝灯泡颜色或者滤光片颜色改变可以视为同一型式。 

5 要求 

5.1 昼间行驶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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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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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昼间行驶灯如与其他功能相混合使用同一光源，可以使用电光源控制器来操控发光强

度。 
5.4 昼间行驶灯的光色应为白色，其色度特性应符合 GB 4785 规定。 
5.5 如果使用灯丝灯泡，应符合 GB15766.1 或 ECE R37 规定。 
5.6 发光面面积不应小于 40cm2。 
5.7 配光性能 
5.7.1 昼间行驶灯在基准轴线上的发光强度应不小于 400cd。 
5.7.2 每个灯具所发出的各个测量方向的光，投射到图 1 配光分布上点的发光强度，不应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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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图 1 上所示各点百分比值与 400cd 的乘积。 
5.7.3 在任何方向上，灯具发出的光强度应不大于 800cd。 
5.7.4 对有一个以上光源组成的昼间行驶灯，当其中任一光源因故障不亮时，应满足规定 
的最小发光强度；当所有光源全部点亮时，不能超过规定的最大发光强度。 

100

图 1 配光分布 
5.7.5 H=0°和 V=0°的方向对应为基准轴线（安装在车辆上时，它为水平且平行于车辆

的纵向面，指向所要求的可见度的方向）,它通过基准中心。图１已经给出不同方向上

的最小数值，它是用每个灯具轴线上（H=0°和 V=0°的方向）要求的最小值百分比表示。 
5.7.6 在下述 6.10 的配光区域，应与 5.7.5 相同，即它所发出在网格线形成的区域内

的每个方向的发光强度应达到网格线上指定方向上百分比最低要求的值。 
5.8 耐热性能 
5.8.1 灯具在耐热性试验后，并且在环境温度下达到稳定时，灯具上不应看到有扭曲、变形、

裂痕或者颜色变化等现象。 
5.8.2 如对 5.8.1 结果有疑问，应对配光性能进行复测，测量结果至少达到它在耐热试验前

所测得结果的 90%。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暗室、装置及设备应符合 GB4599 规定。 
6.2 应确定灯具基准轴线方向上的视表面边界。 

6.3 配光测试时的电压 
6.3.1 对于可更换灯丝灯泡的昼间行驶灯，配光测试时使用无色的、符合 GB15766.1 或 ECE 

R37 类型的标准灯泡，在规定的试验光通量下进行测量。 
6.3.2 对于不可更换光源或其它光源的昼间行驶灯：应在 6.75V、13.5V 或 28.0V 的电压下

进行测量。必要时，制造商应提供为此类光源所需的专用电源，并在制造商规定的电压下进

行测量。 
6.4 配光测试前，应将光源以测试时的电压点亮，使其光性能趋于稳定。 
6.5 当进行配光测试时，应进行适当的遮蔽，以避免杂散光。 
6.6 对于不同光源昼间行驶灯的配光测量要求： 
6.6.1 对于不可更换灯光源，应用灯具内现有的光源。 
6.6.2 对于可更换光源的昼间行驶灯：当使用灯丝灯泡，在 6.75V、13.5V 或 28.0V 电压下

进行测量时，应修正所产生的发光强度值。规定的试验光通量与试验电压（6.75V、13.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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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28.0V）下的光通量平均值之比是修正系数，应使用每个实测光通量与其平均值偏差不大

于±5%的灯丝灯泡；或者，可以在每一个灯丝灯泡位置上，依次使用标准灯丝灯泡，在规

定的试验光通量下进行测量，并将每个位置上的测量结果相加。 
6.6.3 对于使用电光源控制器的灯具： 
6.6.3.1 如使用电光源控制器作为灯具一部分，所有配光、光色应在 6.75V、13.5V 和 28.0V
电压下进行相应测量。 
6.6.3.2 如使用电光源控制器不作为灯具一部分，应根据制造商要求对灯具输入电压，并要

求制造商提供电光源控制器。 
6.6.4 对于所有不装有灯丝灯泡昼间行驶灯，经过 1min 和 30min 的点亮后，它们的发光强

度都应满足 5.7 规定的最大和最小发光强度值的要求。点亮 1min 时的各点的发光强度，通

过点亮 1min 和点亮 30min 时在 HV 上的发光强度的比值与点亮 30min 时各点的发光强度测

量结果得出。 
6.7 配光性能的测量距离，应保证能应用光度学中的距离平方反比定律。 
6.8 从灯具基准中心观察时，光接收器的张角是介于 10'至 1°之间。 
6.9 在图 1 中任何一个方向上测量时，其角度偏差应不大于 15'。 
6.10 当昼间行驶灯安装在车上，有不止一个位置或者在一个区域内的多个不同位置时，配

光测量应在每个位置，或者在制造商指定的基准轴区域内的极限位置进行重复测量。 
6.11 耐热性试验 
6.11.1 试验方法 

昼间行驶灯应在环境温度应为 23 ±5℃ ℃的条件下，使用该昼间行驶灯所指定的灯丝灯

泡；对于不可更换光源应使用灯具中现有的光源，经历 20min 的老化和 1h 的持续点灯的试

验。 
6.11.2 试验电压 
6.11.2.1 对于可更换光源的昼间行驶灯，应按 GB15766.1 或与之相对应的 ECE R37 所规定

的最大功率的 90%调节灯丝灯泡电压。除非制造商另有规定，否则在所有情况下使用标称

电压 6V、12V 或 24V 的灯丝灯泡功率。在前一种情况下，应以功率最大的灯丝灯泡进行试

验。 
6.11.2.2 对于不可更换光源的昼间行驶灯，其试验电压应按照 6.3.2的要求进行。 
6.12 色度检验 
6.12.1 色度检验应使用标准 A 光源（色温 2856K）。 
6.12.2 对于不可更换光源昼间行驶灯，应在试验电压下进行检验。 

7 检验规则 

7.1 昼间行驶灯的不同型式按第 4 章规定判定。 
7.2 昼间行驶灯应进行型式检验和生产一致性检验。符合 7.3 或 7.4 相应规定的，则认为该

昼间行驶灯通过型式检验或生产一致性检验。 
7.3 型式检验 
7.3.1 制造商应提供对昼间行驶灯与汽车及地面的基准面上的基准轴线以不同倾角的方法

安装在汽车上，或绕其基准轴的旋转的方法安装在汽车上进行详细叙述的技术说明。并且： 
a) 显示足够细节以识别该类型的昼间行驶灯的图纸（一式三份），图上应表明昼间行驶

灯安装在车上的几何位置，和在试验中作为基准轴的观察轴线（水平角 H=0°，垂直角 V=0°）
以及在上述试验中的作为基准中心的点与发光面。 

b) 一份简明技术说明书，除了不可更换光源的昼间行驶灯，应规定所使用的灯丝灯泡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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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样灯两只（对于可更换光源昼间行驶灯，包括灯丝灯泡）。 
7.3.2 每只样灯应符合 5.1、5.2、5.3、5.5和 5.6 相应规定。 
7.3.3 按第 6 章规定进行试验，每只样灯应符合 5.4、5.7 和 5.8 相应规定。 
7.4 生产一致性检验 
7.4.1 对型式检验合格的产品，用随机抽取的样灯来判定其生产的一致性。 
7.4.2 随机抽取的样灯，应符合 5.1、5.2、5.3、5.5和 5.6 相应规定。 
7.4.3 按第 6 章规定进行试验，随机抽取的样灯应符合 5.4 和 5.8 规定。 
7.4.4 按第 6 章规定进行试验，随机抽取的样灯应符合 5.7 相应规定，允许其中： 

a) 最小发光强度不小于 5.7 规定值的 80%； 
b) 最大发光强度不大于 5.7 规定值的 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