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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需要检
查的项目

注2、五点检查 当单点检查连

续 3 次不通过，应对分析仪进

行维护保养或重新线性化处理，

然后进行五点检查

检查单元 项目 检查内容

排气分析仪

NOX分析仪

泄漏检查 取样系统密闭性检查

单点检查

用低浓度标准气体进行单点检查。如

检查不通过，需要改用零气和高浓度

标准气体进行标定，再用低浓度标准

气体进行复查

不透光烟度计 滤光片检查 标准滤光片量距点检查

底盘测功机

滑行测试

（汽油）

50 km/h~30 km/h 滑行测试及

35 km/h~15 km/h 滑行测试

滑行测试

（柴油）

100 km/h ~10 km/h（至少 80 km/h ~10 km/h）

滑行测试（10 kw~30 kw 任意一个负载）

注1、当滑行测试不通过时

需进行附加损失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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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检查
一．仪器预热完成后，检查气路系统是否有泄漏。可依据提示“用密封

套堵住探头或采样管末端，然后按开始键”。 “正在检

漏，……××秒 ”，其中 “××秒”表示剩下的检漏时间 (倒计

时)。

二．检漏完毕，如有泄漏，将出现提示：“有泄漏，请检查气路……”。

三．用户应仔细检查整个气路，予以排除。

四．如无泄漏，会出现提示： “检漏成功”

五．检漏成功后，仪器可选择调零。

检查单元 项目 检查内容 周期 类型

NOX分析仪

排气分析仪
泄漏检查 取样系统密闭性检查 每天开始检测前 自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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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标气检查
汽油

检查单元 项目 检查内容 周期 类型

NOX分析仪 单点检查
用低浓度标准气体进行单

点检查。
每天开始检测前

单点检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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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态低
标气

C3H8:50
x10-6

CO:0.5%
CO2:12.0

%
NO:300x
10-6

其为
99.9%N2

瞬态低标
气

C3H8:50x
10-6

CO:0.5%
CO2:12.0%
NO:300x1

0-6

NO2:50x1
0-6

其为
99.9%N2

注、五点检查 当单点检查连续

3 次不通过，应对分析仪进行

维护保养或重新线性化处理，

然后进行五点检查

file:///E:/自检视频素材/已剪辑/低气检查_1.mp4


低标气检查
柴油

检查单元 项目 检查内容 周期 类型

NOX分析仪 单点检查
用低浓度标准气体进行单

点检查。
每天开始检测前

单点检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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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低浓度标准气体进行
单点检查。

如检查不通过，需要改
用零气和高浓度标准气
体进行标定，再用低浓
度标准气体进行复查。

NOX低标气
CO2:2.0%

NO:300x10-6

NOX低标
气

NO2:50x1
0-6

注:NOx分析仪分分析氮氧化物有两种方式



滤光片检查
检查单元 项目 检查内容 周期 类型

不透光烟度计 滤光片检查 标准滤光片量距
点检查

每天开始检测
前

自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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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X低标
气

NO2:50x1
0-6

注:检测前，认真清洁不透光烟度计的取
样系统及气室，对仪器的零位（0%）及
满量程位100%进行校准

滤光片检查：

① 应将一片遮光屏k 值在 1.6~1.8 m-1滤光片放置在烟室中进行中间检查。

② 仪器的示值与滤光片标称值不超过0.05m-1否则妥重新进行线性校正。



滑行测试
检查单元 项目 检查内容 周期 类型

底盘测功机
滑行测试

（汽油）

50 km/h~30 km/h 滑行测试

及

35 km/h~15 km/h 滑行测试

每天开始检测前 自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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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X低标
气

NO2:50x1
0-6

注1、当滑行测试不通过时

需进行附加损失测试



每次检测需
要检查的项
目

检查单元 项目 检查内容

排气分析仪/

NOX分析仪

HC残留检查 检查系统中 HC 残留值

零点校正

排气分析仪 HC、CO、CO2、NO 的零

点校正

O2 传感器量距点校正

环境空气测定
测量并记录环境空气 HC、CO、NO

浓度

背景空气浓度取样
取样管抽气分析 HC、CO、NOx 浓度

计算 HC 残留量浓度

不透光烟度计 零点和满量程检查 0%、10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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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检测前自检

零点矫正

检查单元 项目 检查内容

排气分析仪/

NOX分析仪
零点校正

排气分析仪 HC、CO、CO2、NO 的零

点校正

O2 传感器量距点校正

零点校正：应采用零标准
气或零标准气发生器净化
过的空气进行排气分析仪
的零点校正和02传感器的
量距点校正。

零气

O2=20.8% 

HC<1x10-6

CO<1x10-6

CO2<2x10
-6

NO<1x10-6



零气

O2=20.8% 

HC<1x10-6

CO<1x10-6

CO2<2x10
-6

NO<1x10-6

零气发生器 HJ1237

6.标准物质

6.2 排气分析仪的零点校正应使用符合GB18285和

GB3847的零点标准气体或零点标准气体发生

器。

6.3 零点标准气体发生器产生的气体成分应符合

GB18285和GB3847的零点标准气体要求。零点标准

气体发生器应通过计量检定或校准，且在有

效期内使用。

技术原理
零气发生器组成包括外置无油空压机（可另配），流量压力调
控部件，除水除碳氢化合物等去除模块及净化装置。零 气发
生器是基于冷凝、物理吸附、催化转化等方式，对压缩空气进
行处理，除去对分析仪检测有干扰多因子，从而输出干 燥洁
净的气体。



零气

O2=20.8% 

HC<1x10-6

CO<1x10-6

CO2<2x10
-6

NO<1x10-6

零气发生器 HJ1237

6.标准物质

6.2 排气分析仪的零点校正应使用符合GB18285和

GB3847的零点标准气体或零点标准气体发生

器。

6.3 零点标准气体发生器产生的气体成分应符合

GB18285和GB3847的零点标准气体要求。零点标准

气体发生器应通过计量检定或校准，且在有

效期内使用。

技术原理
零气发生器组成包括外置无油空压机（可另配），流量压力调
控部件，除水除碳氢化合物等去除模块及净化装置。零 气发
生器是基于冷凝、物理吸附、催化转化等方式，对压缩空气进
行处理，除去对分析仪检测有干扰多因子，从而输出干 燥洁
净的气体。



每次检测前自检

排气分析仪
NOx分析仪

检查单元 项目 检查内容

排气分析仪/

NOX分析仪

HC残留检查 检查系统中 HC 残留值

环境空气测定
测量并记录环境空气 HC、CO、NO

浓度

背景空气浓度取

样

取样管抽气分析 HC、CO、NOx 浓度

计算 HC 残留量浓度

环境空气测定：

① 将经过颗粒物过滤器过滤的环境空气从取样泵之前，取样探头、取样管、气／水分离器

之后的部位送入排气分析仪

② 由排气分析仪测量并记录五种气体的浓度，但不需要进行校正。

背景空气测定：

从取样探头抽取环境空气，由排气分析仪测量并记录五种气体的浓度，用于确定背景空气

的污染物水平和HC残留量。

如果背景空气中三种气体中的任何一种浓度绝对值超出规定值如下：系统应自动锁止。



每次检测前自检
不透光烟度计

检查单元 项目 检查内容

不透光烟度计 零点和满量程检查 0%、100%点

柴油车检测前，认真清洁不透光烟度计

的取样系统及气室。测试前必须确保仪

器已预热 15min，否则可能造成测试数

据不准确。做线性校正，这一步很关键，

完成线性校正不但校正了烟度计的零位，

而且还确定了仪器的线性范围，在不受

烟气污染的情况下， 该线性范围一直是

有效的。

1. 对烟度计的零位（0%）及满量程位100%进行校准：

2. 认真清洁不透光烟度计的取样系统及气室。

3. 零位校准。校准零位时，即校准仪器在全透光状态下的数值，3秒后

再执行满量程位校准。

4. 满量程位校准。仪器在全遮蔽（即不透光）状态下的数值。

5. 校准完毕，将仪器放于被测车辆排气管附近。

由于测量时仪器会吸入大量干净空气作为保护气幕，如吸

入废气，则会影响测量结果。因此下位机不得放置在废气

扩散的方向。如选配温湿度传感器，则不要将温湿度传感

器正对排气管出气口，否则会对实际温湿度测量造成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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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单元 项目 检查内容

NOX分析仪
NOx 转化

效率检查

采用转化炉方式测量 NOx 

的分析仪

应进行 NO2 转换为 NO 

的转化效率检

查，检查方法应按照附件

AA。转化

效率应不小于 90%

底盘测功机
附加损失

测试
测功机内部摩擦损失功率

每周检测需要检查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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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检测需要检查的项目

 响应时间

 在单点检查过程中，当分析仪通入高浓度标准气体进行检查时，应同时对CO、NO和O2分析仪传感器的响应时间T90和T10

进行计算和检查：

1. 当CO和NO传感器的响应时间比表B.10中的规定值超出 1 s时，系统应报警，提示需维修， 但不认为检查失败；

2. 当CO和NO传感器的响应时间比表B.10条的规定值超出 2 s时,即T90,CO≥5.5 s、T10,CO≥5.7 s、 T90,NO≥6.5 s、

T10,NO≥6.7 s、 若检查失败，应锁止分析仪；

3. 对于O 2分析仪，如果响应时间在7天内都超过 12 s,认为检查失败，应锁止分析仪，对系统进行检查，必要时应 O2更换传感器。

检查单元 项目 检查内容

排气分析仪/

NOX分析仪

响应时间检查 检查 CO、CO2、HC 和 O2 响应时间

单点检查 高浓度标准气体标定应每月至少进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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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180天检测需要检查的项目

检查单元 项目 检查内容

底盘测功机 其他
力传感器检查、转鼓转速检查、负荷

准确度、响应时间、变负荷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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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功机
扭力检

查

 GB  18285：

1. 对测功机力传感器的检查实测值与标称值的

偏差≤±1.0%。

2. 至少应覆盖到测功机满量程的80%以上。

 GB   3847：

① 静态扭矩（或者拉压传感器测量的力）标定

误差≤ ±2.0%。

② 用砝码进行检查，除零点外，还需要标定四

个点的扭矩或者力，

③ 至少应当达到测功机力矩满量程FS的80%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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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鼓转速的检查

一．测量滚筒直径。

二．使用另外的转速表（在检定有

效期内）与测功机测量的滚筒速

度进行对比。

三．推荐的车速分别为：20 km/h, 

40 km/h, 60 km/h, 80 km/h。

其中80km/h校准点只适用于加

载减速工况法。

四．车速精度要求:计算误差，测

功机转鼓表面速度偏差不得超过

±0.2km/h。
67.5km/h转速



响应时间的检查

验收标准：

○ 18285：响应时间测试，

最大响应时间不得超过

300ms。

○ 3847：在300 ms内，

对扭矩阶跃变化的响应

应达到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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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负荷滑行的检查

变负荷滑行的主要目的是验证测功机系统是否可以准确地施加变负荷，而且无论在正阶跃转矩变化及负阶跃

转矩变化其响应时间应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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