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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发布《北京市重型

汽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远程监测管理车

载终端安装管理办法（试行）》的通告
来源：机动车处 时间：2020 年 04 月 26 日 字体：【大 中 小】

为减少重型汽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进一步做好排放

远程监测管理车载终端安装工作，持续改善本市环境空气质量，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北京市

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

际，我局制定了《北京市重型汽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远程监测管理

车载终端安装管理办法（试行）》。现予以发布，自 2020 年 5 月 1 日

起施行。

特此通告。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

2020 年 4 月 24 日

（联系人：秦 鑫，联系电话：68717229）

附件

北京市重型汽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

远程监测管理车载终端安装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对本市重型汽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管，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和《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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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

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本市注册登记的重型柴油车、重型燃气

车和在用非道路移动机械，以及长期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行驶的外埠重型

柴油车、重型燃气车。

本办法中的在本市注册登记的重型柴油车、重型燃气车是指已在本

市登记注册，且未安装排放远程监测管理车载终端的国五及以上排放标

准的在用重型柴油车和重型燃气车。

本办法中的本市在用非道路移动机械是指本市国四及以上排放标

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

本办法中的长期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行驶的外埠重型柴油车、重型燃

气车是指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连续两个自然年分别办理进京通行证

次数达到 12 次及以上的，且符合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的外埠重型柴油

车和重型燃气车。

第三条 重型汽车或者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排放远程监测管理车

载终端安装和运行维护费用由重型汽车或者非道路移动机械所有者或

者使用者承担。

第四条 本市在用重型柴油车、重型燃气车的所有者或者使用

者，应于 2020 年 5 月 1 日起，向重型汽车生产企业申请安装排放远程

监测管理车载终端，并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安装工作。



3

在本条规定的完成安装时间期限前，如果重型汽车已经达到强制报

废年限，或者重型汽车强制报废年限距离规定完成安装时间期限在一年

（含）以内的，可不安装排放远程监测管理车载终端。

第五条 重型汽车所有者或者使用者按照附件的要求安装排放

远程监测管理车载终端时，重型汽车生产企业应当予以配合。车载终端

要与市生态环境局排放远程监测管理平台联网。

国家正式出台排放远程监测标准后，重型汽车生产企业尚未完成安

装工作的，应按照国家标准规定的技术要求安装排放远程监测管理车载

终端，并与市生态环境局排放远程监测管理平台联网。

第六条 重型汽车生产企业应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安装车载终端的

联系方式，做好申请登记工作，并定期向市生态环境局反馈登记情况。

第七条 非道路移动机械生产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标准《非道路移

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三、四阶段）》

（GB20891）规定的具体时间节点和要求，安装排放远程监测管理车载

终端，并与市生态环境局排放远程监测管理平台联网。

第八条 重型汽车或者非道路移动机械所有者或者使用者维护

保养时，重型汽车或者非道路移动机械生产企业应当予以配合并遵守以

下规定：

（一）向重型汽车或者非道路移动机械所有者或者使用者提供运维

手册，提示所有者或者使用者将排放远程监测管理车载终端维护工作纳

入重型汽车或者非道路移动机械日常维护保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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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合环保一致性和在用符合性自查，可以按照相关标准规范

的要求，对排放远程监测管理车载终端进行检测、检验或者校准等自查

工作，确保数据真实、完整和有效，并保存自查文件。

第九条 重型汽车或者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所有者或者使用者可

以通过排放远程监测管理车载终端的报警灯等相关指示器，实时了解车

载终端联网或者正常运行等情况。

第十条 重型汽车或者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所有者或者使用者应

按照重型汽车或者非道路移动机械生产企业的要求，定期对排放远程监

测管理车载终端进行维护。

第十一条 长期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行驶的外埠重型柴油车、重型燃

气车，其所有者或者使用者应按照国家和注册地所在省（市）生态环境

部门的要求安装排放远程监测管理车载终端，并与本市生态环境局排放

远程监测管理平台联网。

第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重型柴油车”和“重型燃气车”是指最大

总质量在 3.5 吨（含）以上的柴油车和燃气车，包括混合动力柴油车、

混合动力燃气车。

本办法所称“自然年”是指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附件：在用重型汽车安装排放远程监测管理车载终端的技术

要求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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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重型汽车安装排放远程监测管理

车载终端的技术要求

一、功能要求

（一）车载终端的自检、时间、日期和 OBD 信息采集

应符合 GB17691-2018 第 Q.5.1、Q.5.2 和 Q.5.3 的要求。

（二）发动机数据采集

1．安装在符合 GB 17691—2005 国五阶段的重型车上的车载终端应

至少采集表 1 中规定的数据。

表 1 车载终端采集数据

数据项

安装在符合

GB17691-2005

第五阶段重型车上车

载终端

车速 √

大气压力(直接测量或估计值) √

发动机最大基准扭矩 √

发动机净输出扭矩（作为发动机最大基准

扭矩的百分比），或发动机实际扭矩/指示扭

矩（作为发动机最大基准扭矩的百分比，例如

依据喷射的燃料量计算获得）

√

摩擦扭矩（作为发动机最大基准扭矩的

百分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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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转速 √

发动机燃料流量 √

NOx 传感器输出[注] √（SCR 系统必须传）

SCR 入口温度[注] √（SCR 系统必须传）

SCR 出口温度[注] √（SCR 系统必须传）

DPF 压差[注] √（DPF 系统必须传）

进气量 √

反应剂余量[注] √（SCR 系统必须传）

发动机冷却液温度 √

经纬度 √

注：若该重型汽车未采用 SCR 技术则涉及 SCR 及尿素相关参数可不

上传；若该重型汽车未采用 DPF 技术则涉及 DPF 相关参数可不上传。

2．重型汽车生产企业应确保车载终端采集和上传的数据与重型汽

车实际数据一致。按照国家标准开展排放远程监测管理车载终端数据一

致性等相关试验，并按车型提供一致性检测报告（满足整车视同条件的，

也可提供视同报告）。相关试验可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或者由重型汽车

生产企业自行开展。

(三)数据上传功能

1．车载终端按规定的通讯协议进行上传。OBD 信息应至少 24 小时

内上传一次，发动机数据流信息至少 30s 内上传一次。

2．发动机启动后 60s 内必须开始传输数据，发动机停机后可以不

传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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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补发

当数据通信链路异常时，车载终端应将上报数据进行本地存储。在

数据通信链路恢复正常后，在发送上报数据的同时补发存储的上报数

据。补发的上报数据应为恢复通讯时刻前 5*24 小时内，通信链路异常

期间存储的数据，数据格式与上报数据相同，并标识为补发信息上报

（0x03）。

（五）数据存储

数据存储应符合 GB 17691—2018 第 Q.5.5 的要求。

（六）定位功能

车载终端应能提供 GB/T 32960.3 中规定的定位信息。精度要求应

满足：

1．水平定位精度不应大于 5m；

2．最小位置更新率为 1Hz。

3．定位时间：

（1）冷启动：从系统加电运行到实现捕获时间不应超过 120s；

（2）热启动：实现捕获时间应小于 10s。

二、性能要求

（一）在用车安装排放远程监测管理车载终端，原则上不得占用原

有 OBD 插口，如需占用的，应再预留出 OBD 插口，供管理部门日常监管

使用。

（二）重型汽车生产企业的车载终端应连接牢固，防止行驶中震动、

颠簸等导致零部件脱落。当车载终端拆除或者脱落等各种原因，造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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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终端无法联网或者不正常运行的，重型汽车生产企业应通过车载终端

的报警灯等相关指示器提示重型汽车驾驶员。若无车载终端的报警灯等

相关指示器的，重型汽车生产企业应采用其他方式及时通知重型汽车所

有者或者使用者。

（三）按 GB17691—2018 附录 Q.7 规定，车载终端的电气适应性能、

环境适应性能和电磁兼容性能应符合 GB/T 32960.2 第 4.3.1-4.3.3

的要求。

（四）盐雾防护性能，车载终端在参照 GB/T 2423.18—2012 规定

的严酷等级(5)进行四个试验循环后，应没有降低正常功能的变化（例

如，密封功能，标志和标签应清晰可见），功能状态应达到

GB/T28046.1—2011 定义的 C级。

（五）定位性能，包括仿真定位精度和整车导航定位精度。

1．仿真定位精度

首次定位时间：冷启动：TTFF≤120s；热启动：TTFF≤10s。

位置更新频率：待测件应能自动、连续更新位置信息，频率至少为

1Hz。

2．整车导航定位精度

整车导航定位精度测试采用高精度（误差在 2 厘米以内）的 RTK 差

分定位接收机作为基准，整车行驶时间超过 15 分钟后，对车载终端的

定位轨迹误差求平均值，在 HDOP≤3 或 PDOP≤4 的情况下，要求误差在

5m 以内。

三、联网要求



9

重型汽车生产企业需要填写重型汽车联网申请表（申请表模板见附

表）,提交至市生态环境局。

附表

联网申请表

生产企业名称： 填写日期：

类 别 项 目 信 息

生产企

业

联系人

信息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检测报

告信息

该车型号是否提

交过一致性检测报告

是

否，首次提交写明报告编号：

________________

该车型号上传有

效数据最小比例

在线监

控的数据信

息

(勾选)

车载终端信息流

（在上传项前划

“√”）

□1 车速

□3 发动机最

大基准扭矩

□5 摩擦扭矩

□7 发动机燃料流

量

□2 大气压力

□4 发动机净输出

扭矩（实际扭矩或

指示扭矩）

□6 发动机转速

□8 NOx 传感器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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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SCR 入口温度

□11 DPF 压差

□13 反应剂余量

□15 经纬度

出

□10 SCR 出口温

度

□12 进气量

□14 发动机冷却

液温度

上述车载终端信息流未选择项的情况说明：

OBD信息流

（在上传项前划

“√”）

□1 OBD 诊断

协议

□3 诊断支持状态

□5 车辆识别码

□7 标定验证码

□8 故障码总数

□2 MIL 灯状

态

□4 诊断就绪状态

□6 校准标识符

（即软件标

定识别号）

□9 故障码信息列

表

上述 OBD信息流未选择项的情况说明：

我公司郑重承诺，以上填表内容真实准确，我公司对其真实性负全

部责任。

（生产企业公章）

注：具体车辆信息见附表。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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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信息汇总表

序

号

车

牌号码

车辆识

别代码

(VIN)

车

辆型号

发动

机型号

所属单

位/个人名

称

联

系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