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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按照 GB/T1,1— 2009给 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 GB17930-2013《 车用汽油》。

本标准与 GB17930—⒛13相 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

——将第 1章“
范围

”
的第二段由|本标准适用于由液体烃类或由液体烃类及改善使用性能的添加

剂组成的车用汽油
”
,修改为 :“ 本标准适用于点燃式发动机使用的、由石油制取或由石油制取

的加有改善性能添加剂的车用汽油
”(见 第 1章 ,⒛ 13版 的第 1章 );

——删除了车用汽油 (Ⅲ )的 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见 ⒛13版表 1),增 加了第 Ⅶ阶段车用汽油的技

术要求 ,并依烯烃含量的不同分为ⅥA阶段和ⅥB阶段 (见 表 3、 表 4);

——在蒸气压的要求 中增加 了
“
换季时 ,加 油站允许有 15天 的置换期

”(见 表 1、 表 2、 表 3、 表 4、

表 A,l和 表 A.2,⒛ 13版 表 2、 表 3和 表 A,1);

——修改了车用汽油(V)硫醇硫含量的技术要求 (见 表 2和 表 A,1,2013版 表 3和 表 A.D;
——删除广西地区仝年执行夏季蒸气压 的要求 ,因 为广 四地 区为车用 乙醇汽油的实施 区域 (见

表 2、 表 3、 表 4、 表 A,1和表 A,2,⒛ 13版表 3和 表 A.1);

——修改了第 9章 “
标准的实施

”(见 第 9章 ,2013版 f陶 第 9章 );

——增加了表 A,2(见 表 A。 2)。

本标准由国家能源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 国石油产 品和润滑剂标 准化技术 委员 会石 油燃料 和润滑剂分技 术委员会 (S^C/

TC28o/sC1)丿彐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中 国石油化△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炼油与化工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研究院、中海石油炼化有限责任公司、中国

汽车研究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倪蓓 、龙军 、李文乐 、张建荣 、张彦、张国相 、郭莘 、郭红松 、刘倩。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GB17930— 1999、 GB⊥ 7930-2006、 GB17930-2011、 GB1793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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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用 汽 油

警告 :如 果不遵守适当的防范措施 ,本标准所属产品在生产 、运输、装卸、贮运和使用等过程中可能

存在危险。本标准无意对与本产品有关的所有安全问题提出建议。使用者有责任采用适当的安全和防

范措施 ,并保证符合国家有关法规规定的条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车用汽油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要求和试验方法 、取样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

安全及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适用于点燃式发动机使用的、由石油制取或由石油制取的加有改善使用性能添加剂的车用

汽油。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 注 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 用于本文件。

C亠B1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T259 石油产品水溶性酸及碱测定法

GB/T260 石油产品水分测定法

GB/T503 汽油辛烷值的测定 马达法

GB/T511 石油和石油产品及添加剂机械杂质测定法

GB/T1792 汽油、煤油 、喷气燃料和馏分燃料中硫醇硫的测定 电位滴定法

GB/T1884 原油和液体石油产品密度实验室测定法(密 度计法 )

GB/T1885 石油汁量表

GB/T4756 石油液体手工取样法

GB/T5096 石油产品铜片腐蚀试验法

GB/T5487 汽油辛烷值的测定 研究法

GB/T6536 石油产品常压蒸馏特性测定法

GB/T8017 石油产浔l蒸气压的测定 雷德法

GB/T8018 汽油氧化安定性的测定 诱导期法

GB/T8019 燃料胶质含量的测定 喷射蒸发法

GB/T8Q⒛  汽油中铅含量的测定 原子吸收光谱法

G吖T11132 液体石油产品烃类的测定 荧光指示剂吸附法

GB/T11140 石油产品硫含量的测定 波长色散 X射线荧光光谱法

GB/T28768 车用汽汕烃类组成和含氧化合物的测定 多维气相色谱法

GB30000.7-20⊥ 3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第 7部分 :易 燃液体

GB/T30519 轻质石油馏分和产品中烃族组成和苯的测定 多维气相色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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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 O16刂  石油产品包装 、贮运及交货验收规则

NB/SH/T0⊥ 74 石油产品和烃类溶剂中硫醇和其他硫化物的检验 博士试验法

SH/T0253 轻质石油产品中总硫含量测定法 (电 量法 )

sH/T0604 原油和石油产品密度测定法(U形振动管法 )

NB/SH/T0663 汽油中醇类和醚类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sH/T0689 轻质烃及发动机燃料和其他油品的总硫含量测定法 (紫 外荧光法 )

sH/TO693 汽油中芳烃含量测定法 (气相色谱法 )

SH/T07n 汽油中锰含量测定法 (原 子吸收光谱法 )

SH/T0712 汽油中铁含量测定法 (原 子吸收光谱法 )

SH/TO713 车用汽油和航空汽油中苯和甲苯含量测定法 (气 相色谱法 )

SH/T0720 汽油中含氧化合物测定法 (气 相色谱及氧选择性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法 )

NB/SH/T0741 汽油中烃族组成的测定 多维气相色谱法

sH/T0794 石汕产品蒸气压的测定 微景法

AsTM D7039 汽油、柴油、喷气燃料、煤油、牛物柴汕、牛物调合柴油 ,以 及乙醇汽油中硫含量的测

定 (单 波长色散 X射线荧光光谱法× 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Sulfur in Gasoline,Diesel Fuel,Jet

Fuel,Ker° sine,Biodiesel,Bi° diesel Blends,and (9asohne— —Ethan° l I;lends l)v M° nochromatic 、Vaveˉ

length Dispersive X-ray Fluorescence Spect【 ōmetry)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浯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扔讠灼帚指釜次  antiknock index

研究法辛烷值(RON)和 马达法辛烷值(MON)之和的二分之一。

4 产品分类

车用汽油 (Ⅳ )按研究法辛烷值分为 90号 、93号 和 97号 3个牌号 ,车用汽油 (Ⅴ )、 车用汽油 (Ⅵ A)

和车用汽油 (Ⅵ B)按研究法辛烷值分为 89号 、92号 、95号 和 98号 4个牌号。

5 要求和试验方法

5.1 车用汽油中所使用的添加剂应无公认的有害作用 ,并按推荐的适官川量使用。车用汽油中不应含

有任何可导致车辆无法正常运行的添加物和污染物。车用汽油中不得人为加人甲缩醛 、苯胺类、卤素以

及含磷 、含硅等化合物。

5.2 车用汽油 (Ⅳ )的 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表 1。

5.3 89号 、92号 和 95号车用汽油 (Ⅴ )的 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表 2。 企业有条件生产和销售 98号 车

用汽油 (Ⅴ )日寸,其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A,1。

5.4 89号 、92号 和 95号 车用汽油 (Ⅵ Λ)和车用汽油 (Ⅵ B)的 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分别见表 3和表 4。

企业有条件生产和销售 98号 车用汽油 (Ⅵ A)/(Ⅵ B)时 ,其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A。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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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车用汽油 (Ⅳ )的 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项 目
质量指标

试验方法

抗爆性 :

研究法辛烷值(R(DN)        不小于

抗爆指数(R()N+M()N)/2     不小于

90

85

93

88

97

报告

GB/T5487

GB/T503、 GB/T5487

铅含量^/(g/I')          不大于 0005 GB/T8020

馏程 :

10%蒸 发温度/℃         不高于

50%蒸发温度/℃         不高于

90%蒸发温度/℃         不高于

终馏点/℃            不高于

残留量 (体积分数 )∫
/%      不大于

70

120

⊥90

205

2

GB/T6536

蒸气压b/kPa:

l1月 1日 ~4月 30日

5月 1日 -ˉ 10月 31日

42--85

40--68

(亠 B/'Γ 8017

胶质含量/(mg/1oo mI'):

未洗胶质含量 (加 人清净剂前)   不大于

溶剂洗胶质含量         不大于

30

5

GB〃Γ8019

诱导期 /Π1in            不小于 GB/T8018

硫含量、
/(n】g/kg)         不大于 SH/T0689

硫醇(满足下列指标之— ,即 判断为合格 )∶

膊士试验

硫醇硫含量(质 量分数)/%    不大于

通 过

0,001

NB/SH厂ro174

GB/T1792

铜片腐蚀 (50℃ ,3h)/级       不大于 l GB/T5096

水溶性酸或碱 无 GB/T259

机械杂质及水分 无 目测
d

苯含量e(体 积分数)/%       不大于 10 SH/T0713

芳烃含量J(体积分数)/%      不大于 GB'I′ 11132

烯烃含景
f(体

积分数)/%      不大于 GB/T11132

氧含童
g(质

量分数)/%       不大于 2,7 NB/SH'I′ 0663

甲醇含量
d(质

量分数)/%      不大于 0s NB/SH/T0663

锰含董
h/(g/I')          

不大于 0,008 SH/T07⊥ I

铁含量
a/(g/I')          

不大于 001 SH/T0712
a车

用汽油中 ,不得人为加人甲醇以及含铅或含铁的添加剂。
b也可采用 sH/T07阢 进行测定 ,在有异议时 ,以 GB/T8017方法为准。换季时 .加 油站允许有 15天的置换期。
c也可采用 GB/T1114o、 SH/T0253、 ΛsTM D70⒛ 进行测定 .在 有异议时、以 SH/T0689方 法为准。
d将

试样注人 100n1I'玻 璃量筒中观察 ,应 当透明.没有悬浮和沉降的机械杂质和水分。在有异议时 ,以 GB/T511
和 GB/T⒛0方法为准。

c也可采用 SH/TO693进 行测定 ,在有异议时 ,以 sH/T0713方 法为准。
f对

于 97号 车用汽油 i在烯烃、芳烃总含量控制不变的前提下 ,可允许芳烃的最大值为 42%(体 积分数 )。 也可

采用 NB/SH/TO741进 行测定 ,在 有异议时 ,以 GB/T11132方 法为准。
g也可采用 SH/T07⒛ 进行测定 ,在有异议时 ,以 NB/sH/T0663方 法为准。
h锰

含量是指汽油中以甲基环戊二烯三羰基锰形式存在的总锰含量、不得加人其他类型的含锰添加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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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车用汽油(V)技 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项 目
质量指标

试验方法

抗爆性 :

研究法辛烷值(RON)        不小于

抗爆指数(R()N+M()N)/2     不小于

89

8硅

95

90

GB/T5487

GB/T503、 GB/T5487

铅含量
n/(g/I')          

不大于 0005 GB〃I′ 8020

馏程 :

10%蒸 发温度/℃         不高T
50%蒸发温度/℃         不高于

90%蒸发温度/℃         不高于

终馏点/℃            不高T
残留量(体 积分数〉/%      不大于

70

120

190

205

9

GB/T6536

蒸气压b/kPa:

Ⅱ 月 1日 ~4月 30日

5月 1日 ~10月 3]日

45~85

40^ˇ 65(

GB'r8o17

胶质含量Ⅱ/(mg/100mL):

未洗胶质含量 (加人清净剂前)   不大于

溶剂洗胶质含量        不大于

30

5

GB/T8019

诱导期/min            不小于 GB厂Γ8018

硫含量d/(mg/kg)         不大I sH/T0689

硫醇 (博 士试验 ) 通 过 NB/SH/T0174

铜片腐蚀 (50℃ ,3h)/级       不大于 l GB/T5096

水溶性酸或碱 无 GB/T259

机械杂质及水分 无 目测
e

苯含量
l(体

积分数)/%       不大于 1.0 SH/T0713

芳烃含量
g(体

积分数)/%      不大于 GB/T11132

烯烃∷含童
g(体

积分数)/%      不大于 GB'Γ 11132

氧∷含∷量
h〈
质量分数)/%       不大于 27 NB/sH/T0663

甲醇含量^(质 量分数)/%      不大于 03 NB/sH/TO66

锰含童
a/(g/I')          

不大于 0,002 SH/To7⊥ l

铁含量^/(g/1')          不大于 sH/T0712

密度 (⒛ ℃)/(kg/me) 720-775 GB/T1884、 GI‘ /T1885

“
车用汽油中 ,不得人为加人甲醇以及含铅、含铁和含锰的添加剂。

b也
叮采用 SH/T0794进 行测定 ,在有异议叫 ,以 GB/T8017方法为准。换季时 ,加 汕站允许有 15天 的置换期。

(广
东、海南全年执行此项要求。

d也
可采用 GB/T1114o、 SH/T妮

"、
AsTM D70⒛ 进行测定 ,在 有异汉时 .以 SH/T0689方 法为准。

e将
试样注人 100mI'玻 璃量筒中观察 ,应 当透明。没有悬浮和沉降的机械杂质和水分。在有异议时 ,以 GB/T511

和 GB/T260方 法为准。
f也可采用 GB/T28弼 8、 GB/T30519和 SH∷/To693进 行测定 .在 有异议时 ,以 SH/T0713方 法为准。
g对

于 阢 号车用汽油 ,在 烯烃、芳烃总含量控制不变的前提下 ,可 允许芳烃的最大值为 42%(体 积分数)也 可采

用 GB/T28768、 GB/Ts05⊥ 9、 NB/SH/T0741进 行测定 ,在 有异议时 ,以 GB/T11132方法为准 .

h也可采用 SH/To720进 行测定 ,在有异议时 ,以 NB/SH/T0663方 法为准。
i也

可采用 SH/T060士 进行测定 ,在有异议时 .以 GB/T1884、 GB/T1885方法为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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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车用汽油 (Ⅵ A)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项 目
质量指标

试验方法
95

抗爆性 :

研究法辛烷值〈RON)        不小于

抗爆指数(R()N+M()N)/2     不小于

89

84

92

87

g5

90

GB/T5487

GB/T503、 GB'r5487

铅含量
d/(g/I')          

不大于 0,005 GB/'I′ 8020

馏程 :

10%蒸 发温度/℃         不高于

50%蒸发温度/℃         不高于

90%蒸发温度/℃         不高于

终馏点/℃            不高于

残留量(体 积分数)/%      不大于

70

110

190

205

?

GB/T6536

蒸气压b/kPa:

11月 1日 ~4月 30日

5月 1日 ~10月 31日

45~85

40冖 6̌5(

GB/T8017

胶质含量/(mg/100n)I'):

未洗胶质含量 (加人清净剂前)   不大于

溶剂洗胶质含景     ∷∷  不大于

30

5

GB/T8019

诱寻期/mh            不小于 GB/T8018

硫含量
d/(mg/kg)         

不人于 10 SH/T0689

疏醇 (博 士试验 ) 通 过 NB/SH/T0174

铜片腐蚀 (50℃ ,3h)/级       不大于 I GB/T5096

水溶性酸或碱 无 GB/T259

机械杂质及水分 无 目测
c

苯含量f(体积分数)/%       不大于 SH/T0713

芳烃含量
`体

积分数)/%      不大于 GB/T30519

烯烃含量
g(体

积分数)/%      不大于 GB/T30519

氧含量h(质
童分数)/%       不大于 2.7 NB/SH/T0663

甲醇含量
衤(质量分数)/%      不大于 NB/sH/T0663

锰含量
a/(g/I')          

不大于 0.002 SH厂 I′ 0711

铁含量
d/(g/L)          

不大于 0,01 sH/T0712

密度 〈20℃ )/(kg/m)) 720`-775 GB/T188亻 、GB/T1885

“
车用汽汕中 ,不得人为加人旰l醇 以及含铅、含铁和含锰的添加剂。

b凼
叫采用 SH/T0794逃 行测定 ,在有舁议时 ,以 GB/T8017方法为准。换季时 ,加 油站允许有 15天 的置换期。

·广东、海南全年执行此项要求。
d也可采用 G"TⅡ 140、 SH/T Oz53、 ASTM D70s9进 行测定 ,在 有异议时 ,以 SH/T0689方 法为准。
e将

试样注人 100mI'玻 璃量筒中观察 ,应 当透明,没有悬浮和沉降的机械杂质和水分.在有异议时 ,以 GB/T511
和 GB/T⒛0方法为准。

f也可采用 GB/T28768、 GB/T30519和 SH/T069s进 行测定 ,在 有异议时 ,以 sH/T0713方 法为准。
g也

可采用 G田 T11132、 GB/T28%8进 行测定、在有异议时 ,以 GB/T30519方法为准。
h也

可采用 sH/T0720进 行测定 ,在有异议时 ,以 NB/SH/T06⒃ 方法为准。
i也可采用 SH/T0604进 行测定 ,在有异议时 ,以 GB/T1884、 GB/T1885方 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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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车用汽油 (Ⅵ B)技 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项 目
质量指标

试验方法

抗爆性 :

研究法辛烷值(RON)        不小于

抗爆指数(R()N+M()N)/2     不小于

89

84

92

87

95

90

GB/T5487

GB/T503、 GB/T5487

铅含量"/(g/L)          不大于 0,005 GB/T8020

馏程 :

10%蒸 发温度/℃         不高于

50%蒸发温度/℃         不高于

90%蒸发温度/℃         不高于

终馏点/℃            不高于

残留量(体积分数〉/%      不大于

70

110

190

205

?

GB/T6536

蒸气压b/kPa:

11月 1日 ~4月 ∞ 日

5月 l凵 ~10月 31日

45-/85

40-65Ⅱ

GB/T8017

胶质含量 /〈 mg/1oo mL):

未洗胶质含量(加 人清净剂前)   不大于

溶剂洗胶质含量         不大于

30

GB/T8019

诱导期/n“n            不小于 GB/T8018

硫含量
d/(mg/kg)         

不大于 sH/T0689

硫醇(博 士试验 ) 通 过 NB/sH/T0174

铜片腐蚀 (50℃ ,3h)/级       不大于 【 GB/T5096

水溶性酸或碱 无 GB/T259

机械杂质及水分 无 目测
e

苯含量
I(体

积分数)/%       不大于 SH/T0713

芳烃含量只(体 积分数)/%      不大于 GB/T30519

烯烃含量
`体

积分数)/%      不大于 15 GB/T30519

氧含量
h(质

量分数)/%       不大于 27 NB/SH/T0663

甲醇含量
i〈
质量分数)/%      不大于 NB/SH/T0663

锰含量
b/(g/I')          

不大于 0002 SH/TO711

铁含量"/(g/I冫 )          不大于 0,01 sH/T0712

密度 (⒛ ℃)/(kg/mJ) 720`ˇ 775 GB/T188钅 、GB/T1885

°
车用汽油中、不得人为加人甲醇以及含铅、含铁和含锰的添加剂。

b也可采用 SH/T0794进 行测定 ,在有异议时 ,以 GB/T8017方法为准。换季时 ,加 油站允许有 15天 的置换期。
c广

东、海南全年执行此项要求∷

'd也可采用 GB/T11140、 SH/T0253、 ASTM D7o⒛ 进行测定 .在 有异议时 ,以 SH/TO689方 法为准 .

c将试样注人 100mI'玻 璃量筒中观察 ,应 当透明,没有悬浮和沉降的机械杂质和水分。在有异议时 ,以 GB/T511

和 GB/T260方 法为准。
f也可采用 GB/Tz8768、 GB/'l′ 30519、 SH/T06踞 进行测定 ,在 有异议时 .以 SH/T0713方 法为准。
F也可采用 GB/T11132、 GB/T28768进行测定、在有异议时 .以 GB/T30519方 法为准。
h包可采用 SH/T0720进 行测定 ,在有异议时。以 NB/SH/T0663方 法为准。
i 包可采用 SH/T0604逃 行测定 ,在 有异议「l,以 GB/T1884、 GB/T1885方 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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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取样

取样按 GB/T4756进行 ,取 4L作为检验和留样用。若车用汽油中含锰 ,取样时应避光。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向用户销售的符合本标准要求的车用汽油所使用的加油机都应明确标示产昂I的 名称 、牌号和等级

(Ⅳ 、Ⅴ、ⅥA和 ⅥB)。 如 :“ 89号汽油 (Ⅴ )”
“92号 汽油 (Ⅴ )”

“95号 汽油 (Ⅴ )” 等 ,并 应标识在消费者可

以看见的地方。

7,2 车用汽油属易燃液体 ,产 品的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及交货验收按 SH0164、 GB30000,7— ⒛ 13

和 GB190进行。

8 安全

车用汽油属易燃液体 ,其危险说明和防范说明见 GB30000,7-2013中 附录 D。

9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 自发布之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并实行逐步引人的过渡期要求。表 2和 表 A.1规 定的技

术要求过渡期至 2016年 12月 31日 ,自 2017年 1月 1日 起 ,表 1规定 的技术要求废止 ;表 3和表 A,2

规定的技术要求过渡期至 ⒛18年 12月 31日 ,自 ⒛19年 1月 1日 起 ,表 2和 表 A.1规定的技术要求废

止 ;表 4规定的技术要求过渡期至 ⒛22年 12月 31日 ,自 ⒛23年 1月 1日 起 ,表 3规定 的技术要求

废止。

考虑到国内某些地区环保的特殊需求 ,各地方政府可依据其环保治理要求 ,与相关油品供应部门协

商一致后 ,可提前实施相应阶段的车用汽油技术要求。



GB 17930-ˉ 2016

附 录 A
(规 范性附录 )

98号车用汽油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98号 车用汽油 (Ⅴ )的 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表 A,1。 98号车用汽油 (Ⅵ A)/(Ⅵ B)的 技术要求和

试验方法见表 A,2。

表 A.1 98号 车用汽油(V)技 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项 目 质量指标 试验方法

抗爆性 ;

研究法辛烷值(R()N)        不小于

抗爆指数(RON+MON)/2     不小于

98

9s

GB/T5487

GB/T503、 GB/T5487

铅含量V(g/I')          不大于 0.005 (〉 B/'I′ 8020

馏程 :

lO%蒸 发温度/℃         不高于

50%蒸发温度/℃         不高于

90%蒸发温度/℃         不高于

终馏点/℃            不高于

残留量(体 积分数〉/%      不大于

70

120

190

205

2

GB/T6536

蒸气压h/kPa:

H月 1日 ~4月 30日

5月 1日 ~10月 31日

45^ˇ 85

40-65(

GB/T8017

胶质含量/(mg/100mI'):

未洗胶质含量(加 人清净剂前)   不大于

溶剂洗胶质含景         不大于

30

(冫 B/'I′ 8019

诱导期/min            不小子 (冫 B/'I′ 8018

硫含量d/(mg/砾 )         不大于 SH/T0689

硫醇 (博士试验 ) 通 过 NB/SH/TO174

铜片腐蚀 (50℃ ,3h)/级       不大于 l GB/T5096

水溶性酸或碱 无 GB/T259

机械杂质及水分 无 目测
e

苯含量
1(体

积分数)/%       不大于 10 SH/T07⊥ 3

芳烃含量夂(体积分数)/%      不大于 GB/'I′ 11132

烯烃含量卩(体积分数)/%      不大于 GB/T111s2

氧含量h(质
量分数)/%       不大于 2.7 NB/SH'To663

甲醇含量
d〈
质量分数〉/%      不大于 0.3 NB/sH厂 I′ 0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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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

表 A,2 98号 车用汽油 (Ⅵ A)/(Ⅵ B)技 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项 目 质量指标 试验方法

锰含量d/(g/L)          不大于 0,002 SH/T0711

铁含量
n/(g/I')          

不大于 0,01 SH/T0712

密度 (20℃ )/(kg/m3) 720^ˇ 775 GB/T1884、 GB'r1885

“
车用汽油中 ,不得人为加人甲醇以及含铅、含铁和含锰的添加剂。

b也 同采用 SH/T0794逃 行测定 ,在有异议时 ,以 GB/T8017方法为准。换季时 ,加 汕站允许有 15天 的过渡期。
t广

东、海南仝年执行此项要求。
d也可采用 GB/T11140、 sH/T Oz53、 ASTM D7039进 行测定 ,在 有异议时 ,以 SH/T0689方 法为准。
c将试样注人 100mIˇ 玻璃量筒中观察 ,应 当透明 ,没有悬浮和沉降的机械杂质和水分。在有舁议时 ,以 GB/T511

和 GB/T260方 法为准。
】也可采用 GB/T28768、 GB/'I′ 30519、 sH∷/T0693进 行测定 .在 有异议时 ,以 sH/T07I3方 法为准。

ε对于 98号 车用汽油 ,在 烯烃、芳烃总含量控制不变的前提下 ,可 允许芳烃的最大值为 12%(体 积分数 )。 也可

采用 GB/T28768、 GB/Γ 30519和 NB/sH/T0741进 行测定 .在 有异议时 ,以 GB/TⅡ 132方法为准。
b也 可采用 SH/T0720进 行测定 ,在有异议时 ,以 NB/SH/T0663方 法为准。
i 出可采用 SH/T0604进 行测定 ,在有异议时 ,以 GB/T1884、 GB/T1885方 法为准。

项 目 质量指标 试验方法

抗爆性 ;

研究法辛烷值(R()N)        不小于

抗爆指数(RON+MON丿 /2     不小于

98

93

GB厂r5487

G⒔/T503、 GB/T5487

铅含量
d/(g/L)          

不大于 0005 (冫 B/'Γ 8020

馏程 :

10%蒸 发温度/℃         不高于

50%蒸发温度/℃         不高于

90%蒸发温度/℃         不高于

终馏点/℃            不高于

残留量(体 积分数)/%      不大于

70

110

190

205

2

GB/T6536

蒸气压b/kPa:

11月 1冂 ~4月 30日

5月 1日 ~l0月 31日

45^ˇ 85

40- 65c

GB/T8017

胶质含量
'(mg'100mI冫

):

未洗胶质贪量(加 人清净剂前)   不大于

溶剂洗胶质含量    ∷∷∷   不大于

30

5

GB/T8019

诱导期/min            不小于 GB/T8018

硫含量
d/(Πlg/kg)         不大于 SH/T0689

硫醇(博 十试验 ) 通 过 NB/SH/T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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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

表 A,2(续 )

项 目 质量指标 试验方法

铜片腐蚀 (50℃ ,3h)/级       不大于 l GB/T5096

水溶性酸或碱 无 GB/T259

机械杂质及水分 无 日测
·

笨含量f(体积分数)/%       不大于 SH〃 l′ 0713

芳烃含量攵(体 积分数)/%      不大于 GB/T30519

烯烃含量
g(体

积分数)/%      不大于 GB/T30519

氧含量
h(质

量分数)/%       不大于 NB/SH/T0663

甲醇含量
a(质

量分数)/%      不大于 NB/SH/T0663

锰含量
a/(g/I')          

不大于 0,002 SH/T0711

铁含景
°/(g/L)          不大于 0,01 SH/T0712

密度 (20℃ )/(kg/ms) 720- 775 GB/T1884、 GB/T1885

a车
用汽油中,不得人为加人甲醇以及含铅、含铁和含锰的添加剂。

b岜可采用 SH/T07阢 进行测定 ,在 有异议时 ,以 GB/T8017方法为准。换季时、加油站允许有 15天 的过渡期。
(广

东、海南全年执行此项要求。
d也可采用 GB/T11140、 sH/T0253、 AsTM D7039进 行测定 ,在 有异议时 ,以 SH/T0689方 法为准。
c将试样注人 100nlI冫 玻璃量筒中观察 ,应 当透明,没 有悬浮和沉降的机械杂质和水分。在有异议时 ,以 GB/T511

和 GB/T⒛ 0方法为准。
f也可采用 GB/T28768、 GB/T30519和 SH/T0693进 行测定,在 有异议时,以 SH/T0713方 法为准。 ∶
g也 可采用 GB/T11132、 GB/T28768进行测定 ,在 有异议时,以 GB/T30519方 法为准。        ∷

h也可采用 SH/T0720进 行测定 ,在有异议时,以 NB/sH/T0663方 法为准。
|也 可采用 SH/T0604进 行测定 ,在 有异议时,以 GB/T1884、 GB/T1885方 法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