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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用车耐腐蚀性能测试评价规则》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标准根据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以下简称“中消会”）“关于征集 2020

年度团体标准（汽车领域）制修订项目的通知”要求，由海南热带汽车试验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南试验公司”）牵头组织编制“乘用车耐腐蚀性能测试评价规

则”标准，广泛邀请国内第三方检测机构、科研院所、企业参与编制工作，计划

项目完成时间是 2021年 6月。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2、主要工作过程

（1）项目立项阶段：根据任务要求，海南试验公司于 2020 年 2 月成立了标

准编制专项工作组，组织开展标准编制的各项预研工作，并于 2020年 5月提交“团

体标准立项建议书”和“团体标准立项分析报告”，由中消会组织行业专家以函审

的方式进行立项评审，并于 2020年 6月正式批准通过本标准的立项申请，并确定

海南试验公司为本标准编制的牵头单位。

（2）起草工作阶段：根据标准立项的通知要求，海南试验公司于 2020 年 7

月积极筹备和征集标准起草单位，成立了本标准的起草工作组。

标准起草工作组确定了工作方案，制定工作计划，编写大纲，明确任务分工

及各阶段进度时间。2020年 7-10月，起草工作组针对中国乘用车耐腐蚀性能测试

和评价的特点进行了广泛的调研，收集了大量的资料，经过研究分析、试验验证

和结合实际应用经验进行了总结，着手编写《乘用车耐腐蚀性能测试评价规则》

草稿。2020年 11月 26日，起草工作组成功举办了第一次面向行业的标准研讨会，

与会专家对标准草稿的内容条款和技术指标进行研讨，对标准制定中的核心技术

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提出了修改完善的意见或建议。

会后，标准起草工作根据会上行业专家提出的意见或建议，进行了认真的分

析、理解和总结，开展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的编制以及方案合理性的数据验证工



作，并于 2021年 4月完成征求意见稿初稿的编写工作。

（3）征求意见阶段：通过以下方式广泛征求意见：

① 将标准征求意见稿上传互联网，通过中消会官方网站向广大会员单位和汽

车行业的其他单位征求意见。

② 将标准征求意见稿向起草各单位或专家发出征求意见。

（4）审查阶段：起草工作组对收集的意见分析和处理，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修

改完善（征求意见采纳或不采纳都需提供充分理由），形成标准送审稿初稿，并送

审至中消会汽车工作委员会，组织专题研讨会。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的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结构编写和内容编排等方面依据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进行编写。

在确定本标准主要指标时，为寻求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从用户使用的角

度出发，同时结合腐蚀试验的特点，制定具有较强实用性、较强可操作性和较好

区分度的综合评价规则，并利用起草工作组单位多年积累的腐蚀试验和市场调研

数据进行验证，充分体现了标准在技术上的先进性和技术上的合理性。

2、标准的主要内容

2.1 标准名称

乘用车耐腐蚀性能测试评价规则

2.2 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乘用车耐腐蚀性能测试评价规则的范围、术语和定义、

试验条件、试验方法、评分方法、试验报告等。

（1） 范围

本标准乘用车耐腐蚀性能的试验方法和评价方法等。

本标准适用于乘用车，其他类型汽车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部分内容给出了在标准过程中引用和参考了最新版的国内外相关的标准、



规范等，以充分保证本标准条款的可依性和可行性。

（3） 术语和定义

本部分内容参考现行相关标准，给出了包括标准中所涉及的腐蚀试验、腐蚀

试验循环、开启件的术语解释。

（4） 试验条件

本部分内容给出了标准覆盖的腐蚀试验条件。

（5） 试验方法

本部分内容给出了乘用车耐腐蚀性能的试验方法。

（6） 评分方法

本部分内容给出了分值计算、综合得分与星际评定的方法。

（7） 试验报告

本部分内容给出了试验报告包含的基本要点。

3、主要的内容解释和说明

（1）试验方法：以 QC/T 732为主，根据各测试场地的差异性，做了相应的

调整，以增强其适应性。

（2）评价指标的确定：耐腐蚀性能的综合评价应以结果为导向，取决于腐蚀

试验的综合表现。汽车发生腐蚀首先是影响外观，增加汽车维护成本，降低汽车

保值率；其次是腐蚀还会引起零部件功能衰退或损坏，甚至引发安全事故。通过

市场用户的调研和国家有关部门公开的数据表明，汽车腐蚀方面的投诉多集中在

外观和功能两个方面。

因此，在评价汽车耐腐蚀性能时，腐蚀外观评价和功能故障评价是主要的评

价指标（一级指标）。另外，根据中国汽车消费者的使用特点，对车身表面油漆的

划痕比较敏感，因此增加车身涂层划痕评价（加分项指标）。

（3）评分基本原则：

① 外观评价：外观零部件的重要程度越高则相应的权重越大，腐蚀等级越严

重、腐蚀数量越多则相应的扣分值越大；

② 功能评价：功能故障的综合风险等级越高，发生功能故障的数量越多，则



相应的扣分值越大；

③ 涂层划痕评价：划痕所在区域越重要则相应的权重越大，划痕扩散量越大

则相应的扣分值越大。

（4）试验周期和评价节点：

本标准通过模拟最接近用户实际使用工况的道路腐蚀试验，快速暴露腐蚀问

题，以达到评价汽车耐腐蚀性能的目的。试验周期为 60循环，10个循环相当于 1

个腐蚀年，外观评价节点设在 30 循环和 60循环；功能评价根据故障发生情况实

时统计记录，评价节点设在 60循环；涂层划痕评价由于其特殊性，将 30循环的

测量结果作为评价依据。

（5）综合评价得分：

计算公式：

式中，各字母代号释义为：

——综合评价分值；

——外观评价分值（一级指标）；

G——功能评价分值（一级指标）；

——涂层划痕评价分值（加分项指标）；

说明：① 两个一级指标外观评价和功能评价在汽车的耐腐蚀性能评价中的重

要程度无法判断孰轻孰重，且二者均能影响车辆的耐腐蚀性能综合评价分值，采

用加乘法无需涉及二者间的权重分配，而采用加和法则需设定二者间的权重分配

并提供依据；② 两个一级指标的连乘结果，再加上加分项指标的分值，即为综合

得分的最终分值。

（6）外观评价（一级指标）加权系数：

外观评价各级加权系数：评价腐蚀外观要考虑到评价的时间和零部件重要程

度两个维度，加权系数设定的基本原则：用户对腐蚀外观的敏感程度会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逐渐降低，因此评价节点越早，则相应的加权系数应越大，反之越小；

零部件的重要程度越高，则相应的权重系数应越大，反之越小。

本标准中，外观评价各级加权系数，充分考虑到了腐蚀试验数据和市场用户

数据两个方面，采用相对敏感度指数计算模型进行计算，计算模型如下：



式中，各字母代号释义为：

 ——腐蚀问题相对敏感指数（加权系数）；

T ——腐蚀问题超标问题数量或投诉案例数量；

N ——单车的平均腐蚀问题数量；

G ——单车的零部件平均腐蚀等级；

B ——统计样本的车型数量；

Ⅰ.外观评价二级指标权重确定

a）腐蚀试验数据计算结果：

序号
评价节点

（i）

超标问题数量

（Ti）

统计样本车型数量（B），共95个车型

指标权重

（ ）单车平均腐蚀问题数量

（Ni）

单车零部件平均腐蚀等级

（Gi）

1 30循环 2508 119.3936 1.2908 0.7752

2 60循环 1599 157.3617 2.1537 0.2248

注：

计算过程：

121  

计算结果： 1 =0.7752， 2 =0.2248

b）市场用户数据计算结果：

序号
评价节点

（i）

2019年腐蚀投诉数量

（Ti）

在用车腐蚀调研，共140辆

指标权重

（ ）单车平均腐蚀问题数量

（Ni）

单车零部件平均腐蚀等级

（Gi）

1 使用3年 183例 27.14 3.76 0.6540

2 使用6年 111例 39 4.08 0.3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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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过程：

121  

式中， 2016B 为 2016年乘用车销量（2437万辆）， 2013B 为 2013年乘用车销量（1792万

辆）。

计算结果： 1 =0.6540， 2 =0.3460

c）两组数据，采用几何平均法计算，确定加权系数的最终结果：

计算过程：

式中，X 表示采用腐蚀试验数据加权系数的计算结果，Y 表示采用市场用户

数据加权系数的计算结果。

外观评价二级指标加权系数的最终计算结果： 1 =0.7186， 2 =0.2814

Ⅱ.外观评价三级指标权重确定

a）腐蚀试验数据计算结果：

序号

零件类别

（重要程度）

（j）

超标问题数量

（Tj）

统计样本车型数量（B），共95个车型
指标权重

（ ）单车平均腐蚀问题数量

（Nj）

单车零部件平均腐蚀等级

（Gj）

1 高可见 632 40.7553 0.8534 0.6782

2 一般可见 438 34.8191 1.7975 0.2612

3 低可见 526 84.0744 3.8544 0.0606

计算过程：

1321  

计算结果： 1 = 0.6782， 2 = 0.2612， 3 = 0.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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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市场用户数据计算结果：

序号

零件类别

（重要程度）

（j）

腐蚀投诉数量

（Tj）

在用车腐蚀调研，共111辆
指标权重

（ ）单车平均腐蚀问题数量

（Nj）

单车零部件平均腐蚀等级

（Gj）

1 高可见 226例 3.56个 3.49 0.6753

2 一般可见 61例 2.58个 3.60 0.2438

3 低可见 203例 22.68个 4.11 0.0809

计算过程：

1321  

式中，B为乘用车保有量。

计算结果： 1 = 0.6753， 2 = 0.2438， 3 = 0.0809

c）两组数据，采用几何平均法计算，确定加权系数的最终结果：

计算过程：

式中，X 表示采用腐蚀试验数据加权系数的计算结果，Y 表示采用市场用户

数据加权系数的计算结果。

外观评价三级指标加权系数的最终计算结果： 1 = 0.6773， 2 = 0.2526， 3 = 0.0701

注：① 以上外观评价各级指标计算涉及的原始数据，与腐蚀试验统计和市场用户数

据调研结果密切相关，两组数据会随着统计样本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相应的加权系数应

定期更新，标准修订应保持开口状态，一般修订更新周期不超过两年时间；②腐蚀试验数

据由海南试验公司提供，市场用户数据由中汽数据有限公司提供。

（7）功能评价（一级指标）评分方法：

汽车耐腐蚀功能可靠性是耐腐蚀性能评价中的重要指标，通过一些市场调研

的实际使用表现数据分析，由腐蚀导致的功能故障率在样车召回比例中比例相对

BGN

T

BGN

T

BGN

T




33

3

22

2

11

1
321 :::: 

 




3

jj

jj

j

j
YX

YX




较小，因此，功能评价要考虑到功能故障的严重性和实际发生的可能性（严重性

和可能性的说明见本标准 5.5所示）。

本标准的综合风险评估等级矩阵参考 GB/T 34402-2017《汽车产品安全 风险

评估与风险控制指南》制定。

本标准功能评价计分方法 6.2.3中，计分方法说明如下：

① 将每个功能故障的发生视为独立事件，对于单个车型而言，连续多个故障

发生的概率为其故障发生概率的乘积，因此采用连乘法计算。

② 功能评价的得分值，为其满分值（10分）乘以其得分概率。

③ 常数 （值为 0.0810）计算方法为：

注：其中，腐蚀致汽车召回数与总召回数为动态值，故φ值应保持定期更新，标准修

订应保持开口状态，一般修订更新周期不超过两年时间。

（8）涂层划痕评价（加分项指标）：

① 目的：为了验证车身防腐工艺和漆膜附着力，试验前在车身指定区域按照

一定要求划上若干条划痕，通过测量其划痕扩散量来验证车身表面油漆质量和基

材防腐性能。

② 指标分值：评价车辆的耐腐蚀性能应以结果为导向，即以车辆腐蚀试验中

的外观和功能的耐腐蚀综合表现为主，根据 2020年 11月起草工作组举办的面向

行业的专题研讨会与会专家的建议，涂层划痕磕碰具有一定偶然性，不适合作为

一级指标，将其设为加分项指标较为合理，分值设定为 2分（综合评价分值满分

值为 100分，划痕加分占比 2%）。

③ 评价节点：通过分析腐蚀试验统计样本各车型不同评价节点的划痕扩散曲

线特征，划痕扩散的第 30循环测量结果最能充分体现各不同车型的车身油漆质量

和防腐性能优劣情况，因此将第 30循环的测量结果作为评价依据。

④ 评分方法：通过与行业多个主机厂专家交流，对于镀锌板一般 30循环要

求扩散量不超过 3㎜，非镀锌板一般 30循环要求扩散量不超过 6㎜；通过统计样

本的数据计算，划痕扩散量 30循环平均扩散量为 3.2㎜，统计 30循环扩散量超过

0.0810
76270000

6180000

总召回数

腐蚀致汽车召回数

总功能故障隐患数

腐蚀致功能故障隐患数

总功能故障数

腐蚀致功能故障数




6㎜的样本平均扩散量为 6.2 ㎜（划痕表现较差的情况的平均值）。综合考虑，将

划痕扣分上限设为 3㎜，扣分下限设为 6㎜，区间采用线性插值法计算。

三、主要试验（验证）情况分析

根据本标准制定的评分规则，利用海南试验场积累的腐蚀试验数据，从测评

结果的合理性和综合得分的区分度两个方面进行验证。

1、合理性验证

制定的综合评价规则能分出耐腐蚀性能“好”车和“差”车，即腐蚀试验综

合表现好的车得高分，综合表现差的车得低分。

图 3.1 不同车型的星级分布情况

表 3.1 不同车型的星级分布百分比

星级 总数量 合资车数量 国产车数量 总占比 合资车占比 国产车占比

5 星级 8 3 5 8.4% 3.2% 5.3%

4 星级 45 3 42 47.4% 3.2% 44.2%

3 星级 25 1 24 26.3% 1.1% 25.3%

2 星级 9 0 9 9.5% 0.0% 9.5%

1 星级 1 0 1 1.1% 0.0% 1.1%

0 星级 7 0 7 7.4% 0.0% 7.4%

注：图、表统计样本车型总数为 95 辆车，涵盖合资与进口、售价高中低不同区间等不同

类别，样本具有一般性。

将不同星级评定划分为较好（4-5星级）、中等（2-3星级）和较差（0-1星级）



三个档次，样车平均售价与星级档次分布如图 3.2所示。

图 3.2 不同档次的星级分布与平均售价关系

结合图 3.1、图 3.2和表 3.1，分析如下：

① 星级分布情况：不同星级均有分布无过度集中现象，结果基本呈“中间大、

两头细”态势，评价结果与统计样本的腐蚀试验结果对比，基本实现“腐蚀试验

综合表现好的车得高分，综合表现差的车得低分”的目的。

② 结合样车防腐蚀成本投入分析：一般而言，样车的防腐蚀成本投入与售价

成正比，平均售价越高，防腐成本投入越高，整车耐腐蚀性能越好，结合样车的

星级分布与平均售价情况综合分析，评价结果基本符合上述趋势。

③ 国产车与合资车的评价结果存在较大差距，这与统计样本中合资车的腐蚀

试验结果明显好于国产车的情况比较一致。

综上，通过综合评价结果分析，评价规则制定基本合理，达到心理预期。

2、区分度验证

制定的综合评价规则应具有较好的区分度，得分区间相对分散，如果高分太

多或低分太多，则区分度较差。

（1）区分度计算方法：

表 3.2 区分效果对应表



区分度值（D） D≥0.40 0.30≤D＜0.40 0.20≤D＜0.30 D＜0.2

区分效果 很好 较好 较差 很差

区分度的计算方法有很多，同一测试采用不同计算方法得到的区分度值是不

同的。本标准采用的是较为常用的极端分组法进行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D 为区分度， 为 27%高分组平均分， 27%低分组平均分， 为最

高得分， 为最低得分。

区分度一般要求达到“较好”水平（D＞0.30），否则需要重新修改评价规则。

（2）区分度计算结果：

表 3.3 区分度计算

综合得分最高分

（ ）

综合得分最低分

（ ）

27%高分组平均分

（ ）

27%低分组平均分

( )

96.52 49.29 89.58 67.65

将以表 3.3数值分别代入公式区分度计算公式，计算结果为：

D=0.46（＞0.30）

参照表 3.2区分效果对应表，区分度达到“很好”水平，计算结果通过验证。

总体而言，本标准制定的评价规则基本实现了不同厂家、不同车型互相比较

的目的，达到很好的区分度，基本符合标准编制的要求。

四、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和知识产权。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目前，国内外汽车行业的耐腐蚀性能评价体系大多以单一零部件的腐蚀评价

为主，缺少整车级的耐腐蚀性能测试评价规则，无法充分体现整车级别的耐腐蚀

性能优劣情况。不同车企对汽车产品的防腐要求不尽相同，防腐工艺和材料选用

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测试评价缺少统一的方法和标准。



该评价规程的制定将为评价汽车产品的耐腐蚀性能提供衡量的标尺。

工作组成员将借助本研究成果，打造国内权威的汽车耐腐蚀测试评价平台。

测试评价结果将支撑汽车产品的研发设计，促进产品耐腐蚀性能提升，为企业产

品质量改进指明方向，也可为消费者选购产品提供参考。

工作组每年将会举办一场专题研讨和技术交流活动，也可与评价结果发布活

动同时举行。国内测试机构和主机厂可以此标准开展乘用车耐腐蚀测试和评价相

关工作，参与测试数据共享、结果发布、技术交流、版本更新讨论等活动。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

据对比情况

本标准涉及的范围尚无国际标准可以参考。

本标准基本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七、本标准在标准体系表的位置

本标准 XXX 标准体系中 XXX 小类（具体见框架图）。

八、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

协调性

本标准在现行的法律法规框架下编制，有关安全条款引用相关国家标准，或

非等同采用相关国家标准，无任何抵制和冲突。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十、标准性质建议与说明

本标准作为团体标准，并非强制性要求，可作为行业标准、规范和耐腐蚀测

试方法和评价要求。

十一、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

方法、实施日期等）

本标准作为团体标准，并非强制性要求，汽车测试机构、生产企业可根据需

要依据该标准进行测试和评价。建议标准的实施日期为批准发布后 1 个月，以便

于相关企业和用户理解、消化和吸收。



十二、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全新制定，无替代标准版本。

十三、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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