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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机动车辆轮胎认证范围和检测技术问题的决议 

 

GB9743-2015《轿车轮胎》和 GB9744-2015《载重汽车轮胎》

国家标准已由国家标准化委员会 2015 年第 3号公告发布，2015

年 2 月 4日发布，2016 年 2 月 1 日实施，新旧标准技术差异附后

（见附件 1）。各相关指定认证机构依据《关于标准修订时强制

性产品认证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认科联[2005]18 号）的有关规

定及本决议相关要求，自行制订标准修订转换期的认证实施方案，

报国家认监委认证监管部备案后向社会公布。 

一、关于轮胎产品认证范围的问题 

1、对于轿车轮胎，轮胎规格宜包含在 GB/T 2978 或《中国轮胎

轮辋气门嘴标准年鉴》中。 

2、对于载重汽车轮胎，轮胎规格宜包含在 GB/T 2977 或《中国

轮胎轮辋气门嘴标准年鉴》中。载重汽车轮胎最高层级不应超出 GB/T 

2977 或《中国轮胎轮辋气门嘴标准年鉴》中规定的最高层级，最大

负荷指数不应超出 GB/T 2977 或《中国轮胎轮辋气门嘴标准年鉴》中

最高层级对应的负荷指数+4。 

3、对于摩托车轮胎，轮胎规格宜包含在 GB/T 2983 或《中国轮

胎轮辋气门嘴标准年鉴》中，摩托车轮胎最高层级不应超出 GB/T 2983

或《中国轮胎轮辋气门嘴标准年鉴》中规定的最高层级，最大负荷指

数不应超出 GB/T 2983 或《中国轮胎轮辋气门嘴标准年鉴》中规定的

最大负荷指数。 



4、对于未包含在 GB/T 2977、 GB/T 2978、GB/T 2983 或《中国

轮胎轮辋气门嘴标准年鉴》中的轮胎规格，由认证机构技术识别后，

符合要求的颁发短期证书。 

二、关于认证检测技术问题 

     1、轿车轮胎负荷指数高于 GB/T 2978 或《中国轮胎轮辋气门嘴

标准年鉴》中规定的负荷指数，按照胎侧标示的负荷指数进行检验；

轿车轮胎负荷指数低于GB/T 2978或《中国轮胎轮辋气门嘴标准年鉴》

中规定的负荷指数，按照 GB/T 2978 或《中国轮胎轮辋气门嘴标准年

鉴》中规定的负荷指数进行检验。 

2、载重汽车轮胎负荷指数高于 GB/T 2977 或《中国轮胎轮辋气

门嘴标准年鉴》中的规定，按照胎侧标示的负荷和气压进行检验。负

荷指数低于GB/T 2977或《中国轮胎轮辋气门嘴标准年鉴》中的规定，

按照 GB/T 2977 或《中国轮胎轮辋气门嘴标准年鉴》规定的负荷和气

压进行检验。 

3、对于个别 F 级以下的载重汽车轮胎，耐久试验按照全国轮胎

轮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给出的耐久试验条件进行（见附件 2）。 

4、 新版摩托车轮胎试验方法标准 GB/T13203-2014 于 2015 年 3

月 1 日实施。2015 年 3 月 1 日起指定试验室应依据 GB/T13203-2014

的规定进行检验。摩托车产品标准 GB518-2007 中 4.2.3 条款高速性

能规定“最高速度≥130km/h 的轮胎应进行高速性能试验”，认证检

验时高速性能仍应按照该要求进行。 

 



三、关于轮胎 CCC 认证实施规则与新版标准如何衔接的问题 

1、由于此次国家标准变化带来的认证范围调整，由国家认监委

发布公告明确实施 CCC 认证的机动车辆轮胎范围和过渡期，建议过渡

期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两年内。 

2、由于国家标准变化对已获 CCC 认证轿车轮胎产品增加了新要

求，由认证机构发布认证依据标准换版的公告。对每张证书抽取一个

规格样品按照新版国家标准要求进行耐久性能和低气压性能补充差

异试验，并在规定的过渡期限内完成证书转换。 

3、载重汽车轮胎进行标准换版不需差异试验，可直接换版；待

跟踪检查时由指定认证机构确认。 

4、在 GB9743和 GB9744标准的过渡期中（2015年 2月 4日至 2016

年 2 月 1 日），国家认监委发布公告之后，认证委托人可自愿选择按

照新版标准或者旧版标准申请认证；指定认证机构和指定检测机构应

根据新版标准或者旧版标准的规定判定产品的符合性。 

 

                            国家认监委 TC14 技术专家组 

国家橡胶轮胎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代章） 

                               2015 年 5 月 26 日 

 

 

 

 



 

附件 1  新旧标准技术差异 

一、GB9743 新旧标准技术差异 

新标准删除了原标准中的部分要求，修改和增加了一些要求，

在技术要求、检验项目及试验方法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对轿车

轮胎的产品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GB9743-2007 与 GB9743-2015 的要求差异 

删除要求 修改要求 增加要求 

有关内胎的规定 

轮胎规格、负荷指数

或层级、测量轮辋、

负荷能力、充气压

力、允许使用轮辋的

要求变为推荐性条

款。 

轮胎低气压性能的规定 

子午线轮胎和无内

胎轮胎胎侧模刻中

文文字标志的说明 

外观质量的要求变

为推荐性条款 

对装配有内外侧要求的

轮胎和雪地轮胎，增加

了在其胎侧上模刻标志

的要求 

 

耐久、低气压、高速

性能试验完成后的

气压变化。 

雪地轮胎其耐久性能和

低气压性能试验速度要

求 



增加附录：新胎外缘尺寸要求（附录 A） 

1、 新标准 4.1 条款变为“轮胎规格、负荷指数或层级、测量

轮辋、负荷能力、充气压力、允许使用轮辋宜符合 GB/T 2978

的规定。”GB/T2978 不再作为强制性条款引用。 

2、 新标准中新胎外缘尺寸规定为符合附录 A 的要求，不再引

用 GB/T2978 中的规定。旧标准中“新胎断面宽”变为新标

准中的“新胎总宽度”，便于实际测量的操作。 

 新标准： 

A.1 除 T 型临时使用的备用轮胎斜交轮胎外，其他轮胎外缘

尺寸应符合如下规定：  

新胎最大总宽度=新胎断面宽度×1.04，有轮辋保护线设计

时，总宽度不大于新胎断面宽度的 104％+8mm；  

新胎最小总宽度=新胎断面宽度×0.96；  

新胎最大外直径=2×断面高度×1.03＋轮辋名义直径；  

新胎最小外直径=2×断面高度×0.97＋轮辋名义直径；  

注：雪地轮胎、雪泥轮胎和特殊轮胎的新胎最大外直径可再增

加 1％。  

A.2 T 型临时使用的备用轮胎斜交轮胎外缘尺寸应符合如下规

定： 

新胎最大总宽度=新胎设计断面宽度×1.07， 

或新胎最大总宽度=新胎设计断面宽度+10mm，取较大值。 



新胎最大外直径=2×设计断面高度×1.07＋轮辋名义直径， 

或新胎最大外直径=2×（设计断面高度+8mm）＋轮辋名义直

径，取较大值。  

注：雪地轮胎、雪泥轮胎和特殊轮胎的新胎最大外直径可再增

加 1％。 

 旧标准： 

新胎最大断面宽= 新胎设计断面宽×1.035 

新胎最小断面宽= 新胎设计断面宽×0.96 

新胎最大外直径=2×设计断面高度×1.03＋轮辋名义直径 

新胎最小外直径=2×设计断面高度×0.97＋轮辋名义直径  

注：雪地轮胎、雪泥轮胎和特殊轮胎的新胎最大外直径可再增

加 1％。 

3、 新标准中增加轮胎低气压性能的规定，轮胎在完成耐久性

能试验完成后，按照 GB/T4502 的 5.5 条的规定进行轮胎低

气压性能检测。试验条件更加苛刻，提高了产品性能要求。 

4、 新标准中增加了雪地轮胎其耐久性能和低气压性能试验速

度要求。 

 新标准：雪地轮胎其耐久性能和低气压性能试验速度为

110km/h。 

 旧标准中雪地轮胎试验条件无特殊规定。 

5、 新标准中修改了耐久、低气压、高速性能试验完成后的气

压变化的判定依据。 



 新标准：轮胎气压不应低于规定的初始气压的 95%； 

 旧标准：轮胎气压不应低于规定的初始气压 

6、 新标准中第 6 章增加了关于 

“6.4 轮胎装配，其胎侧有内外要求的，装配在外侧的一

侧应模刻“OUTSIDE”标志。 

6.6 雪地轮胎应模刻雪地轮胎标志。” 

二、GB9744 新旧标准技术差异 

新标准删除了原标准中的部分要求，修改和增加了一些要求，

在技术要求、检验项目及试验方法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对载重

轮胎的产品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GB9744-2007 与 GB9744-2015 的要求差异 

删除要求 修改要求 增加要求 

有关内胎的规定 

轮胎规格、负荷指数

或层级、测量轮辋、

负荷能力、充气压

力、允许使用轮辋的

要求变为推荐性条

款。 

对雪地轮胎，增加了在

其胎侧上模刻标志的要

求 

子午线轮胎和无内

胎轮胎胎侧模刻中

文文字标志的说明 

外观质量的要求变

为推荐性条款 
 



 

载重汽车轮胎其胎

面磨耗标志的高度

应不小于 2.0mm，改

为应不小于 1.6mm 

 

增加附录：新胎外缘尺寸要求（附录 A） 

1. 新标准 4.1 条款变为“轮胎规格、负荷指数或层级、测量轮

辋、负荷能力、充气压力、允许使用轮辋宜符合 GB/T 2977

的规定。”GB/T2977 不再作为强制性条款引用。 

2. 新标准中新胎外缘尺寸规定为符合附录 A 的要求，不再引用

GB/T2977 中的规定。旧标准中“新胎断面宽”变为新标准

中的“新胎总宽度”，便于实际测量的操作。 

 新标准： 

A.1 轻型载重汽车轮胎新胎外缘尺寸  

A.1.1 新胎最大、最小断面宽度  

新胎最大总宽度=新胎设计断面宽度×a  

斜交轮胎 a = 1.07  

子午线轮胎 a = 1.05  

新胎最小总宽度=新胎设计断面宽度×0.96  

A.1.2 新胎最大、最小外直径  

新胎最大外直径=2×新胎设计断面高度×b＋轮辋名义直径  

斜交轮胎 b = 1.07  



子午线轮胎 b = 1.03  

新胎最小外直径=2×新胎设计断面高度×0.97＋轮辋名义直径  

注：雪地轮胎、雪泥轮胎和特殊轮胎的新胎最大外直径可再增

加 1％。  

A.2 载重汽车轮胎新胎外缘尺寸  

A.2.1 新胎最大、最小断面宽度  

新胎最大总宽度=新胎设计断面宽度×a1  

斜交轮胎 a1 =1.06  

子午线轮胎 a1 =1.04  

新胎最小总宽度=新胎设计断面宽度×a2  

斜交轮胎 a2 =0.97  

子午线轮胎 a2 =0.96  

A.2.2 新胎最大、最小外直径  

新胎最大外直径=2×新胎设计断面高度×b＋轮辋名义直径  

斜交轮胎 b =1.06  

子午线轮胎 b =1.03  

新胎最小外直径=2×新胎设计断面高度×0.97＋轮辋名义直径  

注：雪地轮胎、雪泥轮胎和特殊轮胎的新胎最大外直径可再增

加 1％。 

 旧标准 

新胎最大断面宽= 新胎设计断面宽×a1 

新胎最小断面宽= 新胎设计断面宽×a2 



新胎最大外直径=2×设计断面高度×b1＋轮辋名义直径 

新胎最大外直径=2×设计断面高度×b2＋轮辋名义直径  

 轻型载重汽车轮胎：  

斜交轮胎  a1=1.07  a2=0.96 

    子午线轮胎 a1= 1.05  a2=0.96 

 载重汽车轮胎：  

斜交轮胎  a1=1.06  a2=0.97 

子午线轮胎 a1= 1.04  a2=0.96 

轻型载重汽车轮胎：  

斜交轮胎  b1=1.07  b2=0.97 

子午线轮胎 b1= 1.03  b2=0.97 

载重汽车轮胎：  

   斜交轮胎  b1=1.06  b2=0.97 

   子午线轮胎 b1= 1.03  b2=0.97 

雪泥花纹轮胎和特殊轮胎的新胎最大外直径可增加 1% 

3. 新标准中“4.7.1 每条轮胎外胎应沿周向等距离地设置不少

于 4 个能正常观察到的胎面磨耗标志。微型、轻型载重汽车

轮胎和载重汽车轮胎其胎面磨耗标志的高度应不小于

1.6mm。” 

旧标准中“微型、轻型载重汽车轮胎其胎面磨耗标志的高度

应不小于 1.6mm，载重汽车轮胎其胎面磨耗标志的高度应不

小于 2.0mm。” 



4. 新标准中“6.1 C) 负荷指数或层级、负荷能力、充气压力；” 

旧标准中“6.1 C) 负荷指数或负荷能力、层级、充气压力；”

修改后胎侧可只标记负荷指数，或者只标记层级，负荷能力

必须标记。原标准要求胎侧必须标记负荷指数和层级，负荷

能力可选。 

5. 新标准中第 6 章增加了 “6.6 雪地轮胎应模刻雪地轮

胎标志”的要求。 

 

 

 

 

 

 

 

 

 

 

 

 

 

 

 



 

附件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