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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G（渝）XXX-2019 

《汽油车排放气体（含氮氧化物）测试仪检定规程》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根据市局科研项目2019-10的要求，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组织成立了《汽油

车排放气体（含氮氧化物）测试仪检定规程》（以下简称本规程）起草小组，承担检定

规程的起草任务。 

二、编制单位与编制成员列表 

姓名 职称 工作单位 

黄星 工程师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曹进 高级工程师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程磊 高级工程师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王丽芳 高级工程师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高群杰 工程师 重庆市机动车排气污染管理中心 

肖娟 工程师 重庆市机动车排气污染管理中心 

王勇 工程师 重庆市机动车排气污染管理中心 

高欢 助理工程师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三、规程制定的必要性和意义 

环境和能源是近一个世纪人类最关心的两个问题，也是二十一世纪我国乃至世界各

国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问题。而机动车尾气排放引发的空气污染是造成环境污

染的重要原因之一。机动车尾气排放中的氮氧化物是汽油和柴油在高温燃烧下产生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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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有害气体。随着群众驾车出行需求不断提高，机动车市场潜力持续释放，机动车保有

量保持快速増长，与此同时，机动车排放的污染物总量也不断攀升。据公安部交管局统

计，截至 2018 年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 3.27 亿辆，其中汽车 2.4 亿辆。而重庆市汽车

保有量已超过 300万辆，成为机动车保有量超过 300万辆的 8个城市之一。研究表明，

汽车是机动车大气污染排放的主要贡献者，其排放的CO和HC超过 80%，NOx超过 90%。

控制汽车排放污染物，已经成为机动车污染防治的重要。因此，加强汽车排放污染物的

防治工作，尤其是强化汽车尾气排放监管工作，对改善城市环境质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

用。 

2018年，新国标 GB18285-2018《汽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双怠速法及

简易工况法）》取代 GB 3847-2005《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发布，增加了瞬态工况法中对NO2的检测，相关的汽油车氮氧化物检测设备也相继上市。 

汽油车排放气体（含氮氧化物）测试仪（以下简称测试仪）是用来测量汽油车排

放气体污染物浓度的仪器，主要配置单位为机动车检测站、生态环境监测站等环境监测

机构。它有别于传统的五气分析仪，一般都具有 NOx到 NO 的转化装置或 NO2检测平

台，因此现有的机动车排放气体测试仪检定规程（JJG 688-2007）并不完全适合新型的

测试仪。而目前，国家尚无统一的检定方法来对测试仪的计量性能和技术指标进行准确

判定，给我市的机动车环保检测以及环境监测带来不利影响。因此，起草本规程对规范

我市机动车环保检测工作，为环境监测部门提供技术保障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迫在眉睫

的工作。 

四、编制的依据和原则 

（一）编制原则和方法 

本规程的制定原则是参考 JJG 688-2017《汽车排放气体测试仪检定规程》、JJG 

801-2004 《化学发光法氮氧化物分析仪检定规程》、GB 18285-2018《汽油车污染物排

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双怠速法及简易工况法）》等文件的相关技术内容，同时考虑到重

庆市的测试仪的使用具体情况，对测试仪的相关计量特性以及检定方法提出科学合理要

求；本规程的编写格式参照 JJF1002-2010《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执行。 

（二）本规程与现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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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中提出的全部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方

面与现行国家、行业正式颁布实施的技术标准、检定规程内容兼容，有利于促进测试仪

质量提高，保证测试仪量值准确，将会与现行法律法规共同发挥作用。 

五、编制过程 

2019年 8月由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牵头、重庆市机动车排气污染管理中心等

单位共同参与，正式成立了本规程起草小组。起草小组成立后，首先对重庆市测试仪的

使用现状进一步作了调查研究，取得了一些宝贵资料。其次，参照现有相关技术规范、

实验室试验和现场试验结果，初步形成了我们编写的基本框架，并先后组织了多次起草

小组成员参加的讨论会，针对规程结构、内容和一些条款共同研究讨论，于 2019 年 9

月形成了征求意见稿。截止 2019 年 10 月底，共有 7 个单位反馈了意见，提出了 34 条

意见。其中采纳 16条，占 47.1%；部分采纳 5 条，占 14.7%；不采纳 13条，占 38.2%。

起草小组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讨论，汲取了大量好的意见和建议，对征求意

见稿进行了反复修改，形成了本规程的送审稿。 

2019 年 11 月 8 日，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专家组，在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

究院召开了对本规程的评审会。会议认真审阅了规程文本、编制说明、不确定度评定报

告、验证报告等有关资料，认为该规程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其内容科学合理、

可操作性强，为测试仪的检定提供了技术依据，得到了与会专家的一致通过。同时，通

过专家们充分讨论，形成了 4条修改意见，起草小组对意见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对送审

稿进行了反复修改，形成了现在的报批稿。 

六、规程的主要内容和有关说明 

（一）范围和概述 

1、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汽油车排放气体（含氮氧化物）测试仪（以下简称测试仪）的首次检

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 

说明：本规程中的测试仪主要用于在用汽油车排气污染物检测和新生产汽油车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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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检测。对汽油发动机氮氧化物测试仪及其他科研用汽油车排放氮氧化物测试仪的

检定可参照本规程使用。 

2、概述 

对氮氧化物（NOx）浓度，按测量方式分为直接测量 NO、NO2的方式和使用 NO2-NO

转化器将 NO2转化成 NO后再进行测量的方式。 

说明：采用非直接测量的测试仪，将 NOx(NO+ NO2)中的 NO2通过金属催化的方式

进行转换，将 NO2转化成 NO，通过测量 NO 的总浓度，获得 NOx的浓度；采用直接测

量的测试仪，应能够分别直接测量 NO2、NO的浓度，相加获得 NOx的浓度。 

（二）计量性能要求 

1、分辨力 

测试仪的分辨力应不超过表 1的要求。 

表 1   分辨力要求 

HC CO CO2 NO NO2 O2 

1×10
-6

 0.01×10
-2

 0.1×10
-2

 1×10
-6

 1×10
-6

 0.02×10
-2

 

说明：为满足仪器测量要求，采用 JJG 688-2017 对 CO2、NO 的分辨力要求，NO2

参照 NO分辨力要求。 

2、示值误差 

测试仪的示值误差应满足表 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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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示值误差要求 

气体 测量范围 
最大允许误差 

相对误差 绝对误差 

HC 

（0 ～2000）×10
-6

 ±3% ±4×10
-6

 

（2001 ～5000）×10
-6

 ±5% －－ 

（5001 ～9999）×10
-6

 ±10% －－ 

CO 
（0.00 ～10.00）×10

-2
 ±3% ±0.02 ×10

-2
 

（10.01 ～14.00）×10
-2

 ±5% －－ 

CO2 
（0.0 ～16.0）×10

-2
 ±3% ±0.3 ×10

-2
 

（16.1 ～18.0）×10
-2

 ±5% －－ 

NO 
（0 ～4000）×10

-6
 ±4% ±25 ×10

-6
 

（4001 ～5000）×10
-6

 ±8% －－ 

NO2 
（0 ～400）×10

-6
 ±4% ±25 ×10

-6
 

（401 ～500）×10
-6

 ±8% －－ 

O2 （0.0 ～25.0）×10
-2

 ±5% ±0.1 ×10
-2

 

注：表中所列绝对误差和相对误差，满足其中一项要求即可。 

说明：参照 GB 18285-2018中 B.5.3.2和 D.3.4.1.2要求。 

3、稳定性 

1h内，测试仪的示值误差应不超过最大允许误差。 

说明：参照 JJG 688-2017 中 5.3的要求 

4、重复性 

测试仪的重复性应不超过表 3的要求。 

表 3  重复性要求 

气体 量程 相对误差 绝对误差 

HC 
（0～1400）×10

-6
 2% 3×10

-6
 

（1400～2000）×10
-6

 3% －－ 

CO （0.00～5.00）×10
-2

 2% 0.02 ×10
-2

 

CO2 
（0.0～10.0）×10

-2
 2% 0.1×10

-2
 

（10.0～16.0）×10
-2

 3% －－ 

NO （0～4000）×10
-6

 3% 20×10
-6

 

NO2 （0～400）×10
-6

 3% 20×10
-6

 

O2 (0.0～25.0) ×10
-2

 3% 0.1×10
-2

 

注：表中所列绝对误差和相对误差，满足其中一项要求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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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照 GB 18285-2018中 B.5.3.3和 D.3.4.1.3的要求。 

5、响应时间 

测试仪各通道的仪器响应时间应满足表 4的要求。 

表 4  响应时间要求 

气体 仪器响应时间 

HC ≤3.5s 

CO ≤3.5s 

CO2 ≤3.5s 

NO ≤4.5s 

NO2 ≤4.5s（带转化器） 

说明：按照 JJG 688-2017 中 7.3.2.5 要求，仪器响应时间为气体示值达到其稳定值

的 90%时所需要的时间，结合 GB 18285-2018要求，取 B.5.3.6和 D.3.4.1.6中传感器上

升响应时间 T90的要求为本规程对仪器响应时间的要求。 

6、NO2-NO转化率（使用 NO2-NO转化器的测试仪适用） 

使用 NO2-NO 转化器的测试仪，其 NO2转化为 NO的转化效率应不小于 90%。 

说明：参照 GB 18285-2018中 B.3.4.4.1的要求。 

（三）检定方法 

1、示值误差： 

a）按测试仪说明书规定的时间预热。 

b）预热完成后启动气泵，对测试仪进行零位调整（此步骤以下简称调零）后，关

闭气泵。 

c）向测试仪通入 4号标准气体，待示值稳定后，进行校准。 

d) 断开 4号标准气体，开启气泵，调零。 

e) 关闭气泵，依次向测试仪通入 1号、2号、3 号和 4号标准气体，待示值稳定后，

记录测试仪相应示值。开启气泵，调零。重复测量 3 次，并计算其平均值、示值误差。 

说明：参照 JJG 688-2017 中 7.3.2.2制定 

2、稳定性： 

a）按测试仪说明书要求调零。 

b）向测试仪通入 4 号标准气体，待示值稳定后，调整测试仪示值，使其与标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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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标称值相符。 

c）断开 4号标准气体，开启气泵，调零。 

d）关闭气泵，向测试仪通入 3号标准气体，待示值稳定后，记录测试仪相应示值。

开启气泵，调零。 

e）测试仪继续运行，每隔 30 min，重复 b）步骤。1h共记录 3次示值，并计算示

值误差。 

说明：参照 JJG 688-2017 中 7.3.2.3制定 

3、重复性 

a）按测试仪说明书要求调零。 

b）关闭气泵，向测试仪通入 1号标准气体，待示值稳定后，记录测试仪相应示值。

开启气泵，调零。 

c）重复上述 b）步骤 6次，计算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差。 

说明：检定方法参照 JJG 688-2017 中 7.3.2.4制定，误差计算参照 GB 18285-2018

中 B.5.3.3，采用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作为重复性误差。  

4、响应时间 

a）按测试仪说明书要求调零。 

b）启动气泵，然后向测试仪通入录 A 表 A-1 中的 3 号标准气体（除氧气外），按

测试仪说明书要求调节流量大小，并维持流量平稳。待测试仪示值稳定后，记下各通道

的示值。 

c）启动气泵，调零，关闭气泵。重新向测试仪通入 3号标准气体（除氧气外），按

测试仪说明书要求调节流量大小，并维持流量平稳，同时，用秒表分别测量从测试仪显

示装置对输入气体开始有响应的瞬间至测试仪各通道的示值达到其稳定值的 90%时的

时间间隔，记录秒表的读数。 

d）重复 c）步骤 3次，计算 3次测量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说明：参照 JJG 688-2017 中 7.3.2.5，结合 GB 18285-2018中 B.5.3.6，取传感器上

升响应时间 T90为仪器响应时间。 

4、NO2-NO转化率（使用 NO2-NO转化器的测试仪适用） 

a) 按测试仪说明书要求调零。 

b) 关闭气泵，连接 1 号一氧化氮标准气体钢瓶、减压阀、流量控制器、浮子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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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及采样管等，向测试仪通入标准气体，调整测试仪示值，使其与标准气体的标称值相

符。启动气泵，调零，关闭气泵。 

c) 开启1号一氧化氮标准气体钢瓶的减压阀，按测试仪说明书要求调节流量大小，

并维持流量平稳，读取氮氧通道的示值。启动气泵，调零，关闭气泵。重复测量3次，

并计算平均值。 

d) 将1号一氧化氮标准气体钢瓶更换成3号二氧化氮标准气体钢瓶，重新向测试仪

通入标准气体，待测试仪示值稳定后，读取氮氧通道的示值。启动气泵，调零，关闭气

泵。重复测量3次，并计算平均值。 

e) 计算转化率。 

说明：参照 GB 3847-2018中 B.3.4.4要求，采用转化器将 NO2 转化为 NO 时，转

换效率应≥90%，对转化效率要进行定期检验。 

（四）试验验证 

根据检定规程编制原则，为确定检定规程主要内容（如计量性能、检定条件、检定

项目、检定方法、公式等）是否可靠，选取了具有市场代表性的典型设备对上述计量性

能要求和检定方法进行了试验（详见试验验证报告）。试验结果均符合本规程提出的计

量性能要求，从而验证了本规程提出的检定用设备、计量性能要求等符合规程提出的范

围区间，证明了本规程是科学的，具有很好的可操作性、可执行性和实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