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路车辆 火花塞匹配性试验方法》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主要工作过程、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

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1、 任务来源： 

本标准的制定是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下发的 2020 年第一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计划号为

2020-0306T-QC,项目名称为《道路车辆 火花塞匹配性试验方法》，主要起草单位为株洲湘火炬火

花塞有限责任公司。 

2、背景和意义： 

火花塞在发动机点火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发动机的动力性、经济性及排放特

性。火花塞与发动机的匹配性要考虑的方面非常多，比如点火性能、热值匹配性、点火需求电压

与线圈可供电压匹配性、冷起动性能、抗积碳性能等。目前在火花塞的开发过程中，各火花塞厂

家的火花塞匹配性试验项目、方法以及试验的技术条件各不相同，这给主机厂认可火花塞的匹配

性带来了较大的困惑。 

为规范火花塞的匹配性试验，提升我国发动机开发过程中火花塞匹配的科学性，迫切需要制

定一个指导性的技术文件，来确定火花塞匹配所需的试验项目、试验方法、试验要求。该标准充

分考虑了当今主流火花塞厂家的试验规范，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可操作性。 

  

3、 主要工作过程： 

株洲湘火炬火花塞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工作需要及时组成了标准研究工作组，并于 2018 年 5

月 10日完成了草案的编制。为按计划推动《道路车辆 火花塞匹配性试验方法》的前期研究以及

获取广泛的行业意见，株洲湘火炬火花塞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湖南大学机械

与运载工程学院、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长沙汽车电器研究所、湖南省内燃机质

量监督检验授权站（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吉利罗佑发动机零部件

有限公司、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博世汽车技术服务（中国）有限公司、一汽海马动力有

限公司、株洲建设雅马哈摩托车有限公司、江门市大长江集团有限公司、南京三维电器有限公司、

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 20余名代表参加了 2018年 11月 28号-11月 29号在厦门召开的本标准研

究工作会议，株洲湘火炬火花塞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在会议中介绍了标准的

相关内容并展示了试验设备、试验原理，各代表在会议中广泛发表了意见，并对标准的具体内容

进行了集中的讨论和交流，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该标准的起草有利于规范行业火花塞匹配性试验方

法中的术语、技术条件及要求，同意该标准的起草。标准工作组对各代表的意见进行了整理和归

纳，并在 5月 10号编制的草案的基础上进行了有限的修改和添加，于 2019 年 1月完成了初稿。 



 

根据发动机对火花塞的最新技术要求，标准工作组再次对 2019 年 1 月完成的初稿进行了仔

细的研讨，于 2020年 7月 20 号前形成此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提交至汽标委，决定向行业内

各汽车主机厂、火花塞生产厂、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等多家单位发出《道路车辆 匹配性试验方法》

标准征求意见函。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解决的主要问题，修订标准时应列出

与原标准的主要差异和水平对比；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基于目前行业内主流火花塞生产商和主机厂在火花塞匹配的主要试验方法，通过由火

花塞生产商主要起草，各主机厂依据起草草案进行补充和修改的方式，并反复验证和试验确定了

道路车辆火花塞匹配性试验方法。 

标准编写格式严格遵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

有关规定起草。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是根据国内火花塞与汽车发动机的匹配性的要求进行起草的，本标准对火花塞的热

值、高热值火花塞、低热值火花塞、自点火、离子电流、后火率、早火率、抗积碳性能、点火需

求电压、线圈可供电压进行了定义。标准对火花塞的基本点火性能试验、火花塞电极温度测量、

离子电流早燃试验、点火电压试验及低温重复冷启动试验的试验目的、试验设备及试验方法和结

果评估进行了规定。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1、基本点火性能试验 

1.1 试验目的 

通过对比试验来确认火花塞点火端的设计特征，比如：螺纹端部突出长度（标准型、加长型）、

跳火间隙类型（空气间隙跳火、半沿面间隙跳火、沿面间隙跳火）、侧电极数量（单侧极、双侧

极、多侧极）、中心电极类型（普通镍合金、铂铱金细电极、针对针电极）、点火位置（3mm、5mm、

甚至更长）、间隙尺寸，等。 

1.2 试验样件 

主机厂根据发动机开发的创新程度，定义需要对比试验的火花塞类型和数量，火花塞供应商

根据主机厂的需求来准备试验样件。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使用批产状态的火花塞作为试验样件。

现有的批产火花塞不能满足要求时，可以准备手工样件。手工样件允许使用替代材料，但需要保

证尺寸符合设计要求，并具备基本的点火功能。考虑到手工样件可能使用替代材料，比如直接把



 

镍合金中心电极顶端车细来替代贵金属，所以用于基本点火性能试验的样件只适合短时间的功能

性试验，不能用于耐久试验。 

1.3 试验设备 

该试验需要由主机厂在发动机台架上独立完成，可以使用原型机进行试验，但要确保发动机

能稳定地进行外特性试验。为了获取更多的用于比较的数据，试验台架应具备发动机平顺性、功

率、扭矩、油耗、和排放等数据的测量能力。 

1.4 试验流程和方法 

- 定义试验所需要测量的数据，以及火花塞试验顺序。推荐首先选用标准型设计的火花塞进

行试验。 

- 检查发动机、台架、和测量系统的状态，保证电瓶有足够的电量，确认使用正确的燃油。 

- 按 GB/T 6791规定的力矩正确安装火花塞，确认点火系统连接正常后启动发动机。 

- 首先测量发动机在怠速条件下运行的平顺性。然后开始暖机，使油温和水温达到规定值。 

- 测量并记录发动机在外特性条件下的功率、扭矩、油耗、排放等数据。 

- 为了降低火花塞个体对试验数据带来的差异，每种火花塞可以用几组样件进行多轮试验。 

1.5 试验结果评估 

综合比较使用不同点火端设计火花塞所获取的数据，确定最佳的火花塞点火端设计特征需

求。 

2. 火花塞电极温度测量 

2.1 试验目的 

通过电极温度测量，可以判断发动机最热的缸，确认火花塞的电极温度是否超过合理的极限

值。 

2.2 试验样件 

试验需要使用电极内部带热电偶的测温火花塞，热电偶位于中心电极内的称为中心电极测温

火花塞，热电偶在侧电极内的称为侧电极测温火花塞。热电偶的顶端位置距离电极的端部约 1mm

处。 

中心电极测温火花塞的热值应与推荐的量产火花塞的热值一致。考虑到侧电极的温度受热值

的影响不大，侧电极测温火花塞的热值可以比推荐的常规火花塞的热值高，即使用更冷型的侧电

极测温火花塞。 

2.3 试验设备 

该试验需要由火花塞厂商在主机厂的发动机台架上进行。用于试验的发动机需要至少需要完

成 EMS的基本标定，并能稳定地进行外特性试验。对于火花塞厂商来说，除了准备测温火花塞，

还需准备温度信号转换器、数据处理器、和温度信号显示设备。 

除了发动机和台架测试设备外，主机厂需要配备专用的标定 ECU，以便调整和读取发动机的



 

点火角、空燃比/过量空气系数、以及切断爆震控制。 

2.4 试验流程和方法 

依照草案所描述的方法进行试验。 

2.5 试验结果评估 

对于不同的燃料，允许的电极温度上限值为： 

·汽油燃料：        900℃ 

·气体燃料：        900℃ 

·乙醇燃料：        850℃ 

·甲醇燃料：        800℃ 

3. 离子电流早燃测试 

3.1 试验目的 

确认与发动机相匹配的火花塞热值，验证被推荐的热值距离产生早火是否有足够的安全裕

度。 

3.2 试验样件 

被推荐匹配在试验发动机上的量产火花塞，以及与该火花塞具有相同点火位置，但热值不同

的火花塞。建议准备至少 3 种热值等级的火花塞：即被推荐的量产火花塞、比推荐火花塞低 1个

热值等级的火花塞、和比推荐火花塞低 2 个热值等级的火花塞。 

3.3 试验设备 

该试验需要由火花塞厂商在主机厂的发动机台架上进行。用于试验的发动机需要至少需要完

成 EMS的基本标定，并能稳定地进行高速高负荷连续运转。对于火花塞厂商来说，除了准备不同

热值的火花塞外，还需要具备专用的离子电流测试设备。 

除了发动机和台架测试设备外，主机厂需要配备专用的 ECU标定设备，以便调整和读取发动

机的点火角和空燃比/过量空气系数，以及切断爆震控制。 

3.4 试验流程和方法 

依照草案所描述的方法进行试验。 

3.5 试验结果评估 

满足以下任意一项即可认定被推荐的火花塞有足够的热值安全裕度： 

对于某些点火角标定在上止点之前 5°CA（曲轴转角）以上的发动机来说，采用后燃测试法

进行试验，在不调整点火角的前提下，被推荐的火花塞在所有的工况条件下的后火率不大于 40%。 

对所有发动机来说，在不调整点火角的前提下，在任何工况条件下，比被推荐的量产火花塞

至少低 1个热值等级的火花塞没有产生早燃现象。 

4. 点火电压试验 

4.1 试验目的 



 

确认与发动机相匹配的火花塞经过耐久试验后的点火需求电压是否与线圈的可供电压匹配，

评估火花塞的电极材料和初始间隙的设定是否合理。 

4.2 试验样件 

经过耐久性考核的火花塞，或经双方同意的类似火花塞。 

4.3 试验设备 

该试验需要在主机厂的发动机台架或车辆上进行。电压的测量设备通常由点火高压特殊三通

接头、高压探头（推荐使用美国泰克的 P6015A）、专用测量线、信号处理单元、操作终端与信号

显示设备。 

4.4 试验流程和方法 

   依照草案所描述的方法进行试验。 

4.5 试验结果评估 

绘制不同间隙火花塞的点火需求电压，和线圈可供电压随发动机转速变化的曲线，参照以下

原则评估火花塞的点火电压匹配性： 

经过耐久运行的火花塞，在任何工况条件下的点火需求电压至少比线圈的可供电压要低 4kV。 

对于常规自然吸气发动机来说，耐久后的火花塞点火需求电压不宜大于 30kV。 

对于涡轮增压发动机来说，耐久后的火花塞点火需求电压不宜大于 35kV。 

5 低温重复冷起动试验 

5.1 试验目的 

验证火花塞在低温条件的抗积碳能力。 

5.2 试验样件 

被推荐匹配在试验发动机上的常规火花塞。用于试验的样品可以是量产状态的，也可以是手

工制作的。如果是手工制作的，要保证点火端的结构与最终的设计方案一致。 

5.3 试验设备和条件 

该试验需要在主机厂的低温转毂实验室进行。用于试验的车辆和发动机需要已经完成冷起动

标定和优化。对于火花塞厂商来说，需要准备兆欧表、专用的测量接头、和专用的测量线。 

试验温度和试验模式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如主机客户无明确需求时，推荐试验在-15℃条

件进行。 

电瓶动态电压需要能保持 10V以上。 

5.4 试验流程和方法 

依照草案所描述的方法进行试验 

5.5 试验结果评估和判定 

只要车辆能起动和平稳运行，试验一直持续到 10 轮。如火花塞完成了 10 轮起动试验，则试



 

验通过。如果在电瓶电压充足的条件发生中途起动失败，而且火花塞绝缘电阻小于 10MΩ的话，

则判定试验失败。起动失败的判断标准为：车辆进行 3 次起动（每次 10 秒，每次起动间隔 1 分

钟）尝试后仍然不能起动和稳定怠速。 

上述试验项目在国内火花塞主机项目开发过程中已有 5年以上的实际实施经验，成功完成了

30 个以上项目的火花塞匹配相关试验，得到了国内客户的普片认可，上述试验项目的实施具有可

可行性。 

（四）明确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对于涉及专利的标准项目，应提供

全部专利所有权人的专利许可声明和专利披露声明； 

无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目前行业内没有《道路车辆 匹配性试验方法》标准，国际知名车企和火花塞厂家都有各自

的火花塞匹配性试验方法，但没有统一的方法，也没有形成相关的国际标准。自主品牌车企和火

花塞厂家缺乏成熟的火花塞匹配性试验方法，基本上是各自借鉴别人的方法，本标准的立项和实

施将统一火花塞匹配性试验方法，结束混乱状态。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

的对比情况，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

关数据对比情况； 

无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

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在火花塞标准体系中属于第四类，“匹配及其它”体系表，编号为：

QC-102-202-323-403-504。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



 

法、实施日期等）； 

因行业急需，建议该标准在 2021年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