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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要 

1.1 介绍 

MEXA-584L是为汽车维修、检测、安全性确认以及发动机调教而设计的，它的测量范围

也非常符合进行这些操作的要求。该仪器可以同时测量发动机怠速状态下尾气中的CO、HC
和CO2浓度。当然也可以测量空燃比（AFR）以及过量空气系数（λ）等参数。由于它的紧凑

结构和轻量化等优点，基本上可以在任何工作场合使用。另外，它有一个清晰的LCD显示器，

操作简单，同时也可以用在汽车维修之外的其他领域。 

1.2 拆包检查 

拆包时，确认以下的配件是否齐全。 

  
主机    1 取样管（5m）   1 

脱水器    1 

 
  

探头组合    1 软管夹（13mm 直径）    1 防泄漏橡皮帽    1 

   
接地电缆（3m）    1 

滤芯盒    1 防尘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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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手册    1 
图 1  标准配件清单 

  
NO 传感器    1 传感器    1 转速传感器    1 O2

 

  
打印机    1 打印机电缆    1 机油温度传感器    1 

 
 
   

电源线    1 模拟信号连接线    1 高压气筒    1 
图 2  配件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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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配件描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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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MEXA-584L 主机（上视图，前视图） 

 
表 1  各部件名称和功能说明 

序号 名称 说明 备注 
1 显示器 LCD  
2 操作键 开关、说明以及功能切换  
3 采样进口 取样尾气进入口  
4 脱水器 过滤尾气取样中的水分  
5 灰尘过滤器 过滤尾气取样中的灰尘  
6 标准气体进口 对照的标准空气的进入口 不用时请将橡皮帽盖上以防灰尘进入

7 通风口/过滤器 冷却空气进入口 该入口应保持畅通 
 
 
 
 

1

6 
2 

7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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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MEXA-584L 主机（后视图） 
序号 名称 详细说明 备注 

1 冷却通风口 冷却风出口 请不要堵塞该通风口 
2 NO 传感器 测量 NO 浓度 可选项 
3 O2传感器 测量O2浓度 可选项 

4 
滤网（Strainer）
组合 

保护排气线上的泵 请不要将滤网插入排气口 

5 排气口 样气出口 
在该排气口连接一跟管子，并将另

外一头放在空气流通良好的地方。

6 转速连接口 接转速计 温度连接口 
7 温度连接口 接油温传感器 可选项 
8 EXT 信号连接口 连接温度转速计 可选项 
9 打印机连接口 连接打印机 可选项 

10 模拟信号连接口 连接可选的模拟信号 电压限制在 0～1V 
11 主机连接口 连接一个 RS232 电缆  
12 电源开关 打开/切断电源  
13 电源接口 连接电源线  

14 地线接线柱 
电源线不能很好的接地时，

使用该接线柱进行接地 
使 用 这 个 接 线 柱 能 确 保

MEXA-584L 很好的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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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取样探头 
序号 名称 说明 备注 

1 探针 将该探头塞进待测车尾气排放管中  
2 预过滤单元 将尾气中的油漆和灰尘滤除掉  
3 取样管 将取样的气体导进主机（尾气分析仪）  
4 脱水器 分离取样气体中的水蒸气  

 
 
 
 
 
 

 
 

图 6  前面板的操作按键 
按键的名称和功能 

序号 符号 名称 说明 备注 
1 MEAS 测试键 进入测试模式，开始测试/保持读数  
2 STANDBY 等待暂停键 停止测试，进入暂停（STANDBY）模式  

1 2

螺帽 
4 3 

1

2 

3 

4 

5 

6 

7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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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翻页键 对显示的页面进行翻页   

4 MENU 菜单键 显示菜单操作界面  
5 SELECT 选择按钮 1 执行所指示的动作  
6 SELECT 选择按钮 2 执行所显示的动作  
7 左向箭头 控制光标位置/打印测试的结果   
8 ▲ 向上箭头 控制光标位置/增加选中选项的设定值/开关

背光灯 
 

9 + - 调整键 通过+/-来调整 LCD 的对比度/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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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显示器显示选项 

表 5   显示选项的名称和功能 
序号 名称 说明 备注 

1 状态 当前状态  
2 时间及日期 当前时间及日期  
3 测量项目 显示已测量项目的项目内容 1、2 
4 

不稳定/高 
浓度信号 

表示当前值不稳定或超出测量范围 
？：测量值超出测量范围 
▲：不稳定（正在增加） 
▼：不稳定（正在减少） 

 

5 测量值 测量到的浓度/读数  
6 

按键显示 
在过量空气系数（λ）和空燃比（AFR）之间进行显示

切换 
 

7 丙烷类因子 HC 传感器所测的丙烷类物质量  

1 
2

53 

4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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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警报/错误 警告/错误显示  
备注 1：显示内容可以通过翻页键进行切换 
备注 2：O2，NO，RPM以及TEMP的测量时可选的 
 

1.4 操作流程 

 
打开电源 

按 EXIT 键 

按 SELECT 键 泄漏检测机器预热 

HC 测试

气体校准等待模式 

数据查看按 EXIT 键

按等待键 按测试键 
双怠速测试 

开始测试 

 
显示/测量模式选择 检查及条件设定

 
图 8  操作流程 

只有泄漏检查功能和数据输入功能下可用于机器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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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置 

     这一章主要介绍了仪器的工作环境以及电源/信号线、气体管的连接。 

2.1 工作环境 

MEXA-584L 的工作环境要求如下： 
温度：环境温度应在 0℃～45℃之间（或根据 OIML 的要求保持在 5℃～40℃）且保持稳

定，变化范围应该维持在±5℃之间。 
湿度：相对湿度应该稳定且少于 90%(没有水珠) 
环境压力：大气压力应稳定在 80kPa～106kPa(-300m～2100m 的高度) 
热辐射：不要进行太阳直射或放在热辐射的加热物体附近。 
化学环境：MEXA-584L 应该安装在全天候室内，不要将仪器接触任何液体，例如水，苯，

汽油等；也不要将其置于任何腐蚀性的气体中。 
排气：尾气应在大气压下安全的排出。从 MEXA-584L 中气体应在大气压力下安全排出。

不要堵塞、使劲按压或故意弯曲排气管。 
振动：不要将仪器置于有强烈震动或机器振动的地方。 
电磁环境：不要将仪器置于有强烈磁场的地方。 

2.2  应用 

2.2.1  电源供应 

      MEXA-584L 的电源要求如下表所示： 
接口 电压 容限 

电源插口 
100V～240V AC， 

50Hz～60Hz，单相电压 
在稳定状态下大约 90VA 

2.2.2  校准气体 

MEXA-584L 气体校准要求如下： 
表 7  气体校准 

气体 要求 备注 
调零气体（CO，CO2，HC） 周围的气体通过内置过滤器净化  

调零气体（NO） 周围的气体通过内置过滤器净化 
只有 NO 传感器安装了时

才有用（可选） 

测量气体（CO，CO2，HC） 
包含CO，CO2以及含C3H8的N2标

准气体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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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NO 传感器安装了时

才有用（可选） 
测量气体（NO） 含 NO 的 N2 气体容器 

只有O2传感器安装了时才

有用（可选） 
测量气体（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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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围的气体通过内置过滤器净化 

备注：● 对于 CO，CO2，以及 HC 的校准，气缸中可以含有其中一种或多种成分 
● 气体校准时供应的气压应该在大约 100kPa 左右。 

2.3 准备工作 

2.3.1 气管系统连接 

 

（1）、连接取样探头 
步骤： 
1． 将取样管连接到预过滤器。 
2． 手动旋转螺帽，将其拧紧直到其稳固。 
3． 用软管夹将取样管另外一头连接到脱水器 
4． 确认 O 型密封圈已在取样插槽的卡槽内放好 
5． 将脱水器插入取样插槽并顺时针旋转一周 

（2）、检查滤芯 
确认清洁片已经在预过滤器、灰尘过滤器、以及滤网中安放好。详见“5.1.1  滤芯确认”； 

（3）、排气管连接 
！警告 

排气管的尾气应进行安全排放； 
若待测的尾气含有有毒成分，有可能引起中毒症状。 

灰尘过滤器
（1）、连接取样管 （2）、检查过滤元器件 

滤网 
预过滤器

O 型环 

软管夹 （3）、连接排气管

图 9 气管系统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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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一个 15mm 直径的管子，并将另一头放在空气流通良好的地方 

2.3.2 连接可选/外部仪器 

如有需要可连接可选传感器、打印机或其他外部仪器。相关的接口如下表所示： 
表 8  外部可选传感器及配件接口 

配件 接口 备注 
转速计 RPM 连接头 SL06003 
油温传感器 TEMP 连接头 SL51080 898 

CBM-9011Ⅱ或相应条款 
打印机 打印机连接头 

详见 6.1.1 的打印输出 
模拟信号记录仪/数据记录仪 详见 6.1.3 的模拟输出(可选) 模拟信号连接头

温度测速计 EXT 信号连接头 CAP8950 
备注：确保在连接转速计、温度传感器、打印机、模拟信号输出以及主机通讯线时，电源处

于关闭状态。 

 
图 10    信号线接口位置 

安装转速计 
步骤： 
1． 确保电源开关已经关闭； 
2． 将一个转速计（可选的）与 PRM 接口连接； 
3． 用传感器夹子夹紧发动机插头的次级线； 
4． 确保传感器夹子的箭头指向发动机插头。 

安装油温传感器：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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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保电源已经关闭； 
2. 将一个可选的温度传感器接到 TEMP 连接口； 
3. 将油位计从发动机中中取出； 
4. 将油温传感器插入安装油位计的地方。 

连到油温传感器

连接到转速计

箭头标记

 
图 11  转速计及油温传感器的连接 

2.3.3 电源线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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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保险丝和电源开关的位置 

● 电源线的连接 
！警告 

使用指定的电源供电并保证接地良好； 
若仪器没有连接适合电源或没有接地，将有可能引起故障，起火或者电磁振荡。 
注意：对于电源供应，请使用与仪器配套的电源线或从 Horiba 官方购买的电源线。 

电源开关 
O:关， I：开 

接地端子 

电源连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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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确保电源已经关闭； 
2. 将随仪器一起配送的电源线连接至电源接口； 
3. 将地线连接至地线端子； 
4. 将电源插头接到一个模拟电源线路中。 
注意：如果电源线不能直接连接到地线端子的话，请使用配件中的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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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操作 

   这章讲解了在日常使用中的基本操作 
 
3.1 开电源以及预热 
 具体步骤： 
1. 确保预过滤器、灰尘过滤器和滤网是干净的 
2. 把电源开关打开 

 

 
3. 等待预热过程的完成（300 秒）。 
然后该仪器进入待机模式作为其初始状态。 

 
 
 
 注意事项  
1．在预热的时候，屏幕上会显示出剩余的时间（秒）。 
2．在测量前预过滤器，灰尘过滤器和过滤器通常应每天检查一次。这部分在“5.1.1 过滤器

单元”（第 40 页）中有详细介绍。 
3．在预热过程中，泄漏检查功能和数据输入功能可以在菜单模式下使用。在 4.3.1“泄露检查”

（第 28 页）和 4.3.5“数据输入功能”（第 34 页）有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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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气体校准 

校准CO, HC, CO2 , O2 和NO由几个步骤组成。这款仪器在配备了可选择的传感器的时候，也

可以调校O 和NO。 2

 
步骤 
起始步骤 
1．在待机模式下按下“MENU”键，仪器进入 MENU 模式 

 
2. 通过箭头按键移动光标到“GAS CALIBRATION”（气体校准） 
3. 按下“SELECT” (SELECT1)键，零校准序列自动启动。 
 

 
Fig. 16  气体校准前的零校准序列 

4. 等待这个步骤的完成.   
等到气体校准屏幕上出现O （或CO）字样 2

 
提示： 
如果一个氧传感器被安装在仪器上，环境空气将被引进以作为O2的校准气体，并在屏幕上显

示O 校准。如果不是，就会跳过O 校准步骤而在屏幕上显示CO校准界面。 2 2

电话：020-38744186；38744187；38744189    传真：020-38744189    Email: sales@triv.cn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华南理工大学国家科技园 2号楼 223-224 室  邮编：510640 
 



        广州智维 www.triv.cn  

 

Fig. 17  GAS CALIBRATION屏幕 (O 校准) 2

 
O 校准步骤（只有当氧传感器被连接的时候） 2

1．通过箭头键 设置调校气O 气体浓度 2

2．确保读数在屏幕上稳定显示，并按“CAL” (SELECT1)键。 
3．确保O2校准正确完成，并按“NEXT” (SELECT2)键。 
气体校准屏幕显示 CO 

 
注意： 
1．氧传感器是消耗品。如果是 HORIBA 公司提供的氧传感器，在送交客户一年内可以保修 
（20.9 %vol O , 25C,相对湿度 50%)。如果样气中包含了有腐蚀性的气体或者有毒的物质，则

传感器可能就会在短时间内出现不良反应。 
2．当在“GAS CALIBRATION”界面的右下方出现警告(O2and !)字样的时候，传感器就需要

更换了。 

 
Fig. 18  GAS CALIBRATION 屏幕 (CO 校准) 

 
CO 校准步骤 
1. 通过箭头键 设置调校气 CO 气体浓度。 
2. 在仪器的标气进口处连接一个包含CO, HC and CO 的标气瓶，使得气体进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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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9  引入标气 
3. 确保读数在屏幕上稳定的显示，并按“CAL”(SELECT1) 键.  
4. 确保 CO 校准正确完成，并按“NEXT” (SELECT2)键。  

HC 气体校准屏幕这时会显示出来 

 

Fig. 20  GAS CALIBRATION 屏幕 (HC 校准) 
 
HC 校准步骤 
1．像设置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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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8一样通过箭头键 按键来设置HC的调校浓度  

2．确保标气瓶连接到校准气体入口处并使气体进入。 
3．确保显示屏上的读数稳定，并按下“CAL” (SELECT1)键 
4.  确保 HC 调校正确的完成，然后按“NEXT” (SELECT2)键。 
“GAS CALIBRATION”界面上显示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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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1  GAS CALIBRATION界面 (CO2调校) 
 
CO2调校步骤 
1. 通过箭头键 设置调校气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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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气体浓度。 
2. 确保标气瓶连接到校准气体入口处并使气体进入。 
3. 确保显示屏上的读数是稳定的，然后按下“CAL” (SELECT1) 键。 
4. 确保显示屏上的读数是稳定的，然后按下“CAL” (SELECT1) 键 
5. 把标气瓶从标气入口处拿下来，然后关上入口处的盖子 
 
提示 
 
如果接一个 NO 传感器在仪器上的话，“GAS CALIBRATION”界面上出现 NO.如果不接，仪

器将返回 MENU 模式。 

 

Fig. 22  GAS CALIBRATION 界面 ( NO 标定) 
 

NO 标定步骤（只有当 NO 传感器被连接的时候） 
1．通过箭头键 设置调校气 NO 气体浓度。 
2．把一 NO 标气瓶连接到校准气体入口处并使气体进入。 
3．确保显示屏上的读数是稳定的，然后按下“CAL” (SELECT1) 键 
4．确保 NO 调校正确的完成，然后按“END” (SELECT2)键。 
仪器返回 MENU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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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把标气瓶从标气入口处拿下来，然后关上入口处的盖子。 
6．按下“EXIT” (SELECT2)键 
仪器返回 STANDBY 待机模式. 
 
注意  
1． NO 传感器是耗费品。如果是 HORIBA 公司提供的 NO 传感器，在送交客户一年内可以

保修（20.9 %vol O , 25C,相对湿度 50%)。如果样气中包含了有腐蚀性的气体或者有毒的物

质，  则传感器短时间内可能就会出现不良反应。 
当在“GAS CALIBRATION”界面的右下方出现警告(NO and !)字样的时候，传感器需要更

换. 
2． 在测量之前每天至少需要校准一次气体。 
3． 在零校准序列期间，周围空气自动导入仪器中。 
4． CO, CO2 和 HC 的校准，标气瓶中可以包含一种或者其他两种或三种的气体组合。  
5． 这就要求供应的调校气体的气压约为 100kPa 
6． 如果调校气体不能很好的完善，“！”的警告标记就会在屏幕上显示出来。 
 

3.3 测量 

步骤 
准备 
1．完成预热和仪器的气体校准； 
2．如果需要，可以在 MENU 模式下使用日期输入功能来改变设置如日期，H/C 和 O/C 比率

等； 
3．确保滤芯已插入到预过滤器，灰尘过滤器和滤网中 。 
 
测量 
1．按下“MEAS”键在 TANDBY 待机模式下 
MEAS 界面将出现并且零校准序列开始自动运行。 
在零校准期间，“MEAS”符号在屏幕上闪烁。 
2．等待直到校准序列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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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3  MEAS 界面 (MEAS 模式) 
 
3．插入取样探头到测试车辆的排气管中，直到屏幕出现探头报警 

 
Fig. 24  测量 

 
4．当测量周期结束后，从排气管中拔出探头。 
5．测量结束，按下键。 

这时 STANDBY 屏幕会显示出来，并且自动开始对取样管进行 10 秒钟的清洁工作。在

清洁取样管的过程中（10 秒），“STANDBY”标记会在屏幕上闪烁。 
 
注意 
自动的零校准： 
1．在“MEAS”模式下，每隔 30 分钟零校准序列自动的执行。在预热之后零校准自动执行的

间隔时间将少于 30 分钟。屏幕上将会显示下一个零校准的剩余时间。 
2．如果在样气测量期间零校准时间到来，蜂鸣器发声，剩余时间将在屏幕上闪烁显示

(“00:00”)。重置蜂鸣器，从排气管中拔出探头以便零校准继续执行。 

 
Fig. 25  自动零校准 

 

保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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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EAS”模式下按下，保持读数 1 分钟，在保持状态下，“HOLD”字样 
在屏幕上显示，并且读数明显。保持状态下可以再次按“MEAS”键退出。    
                  

            
                 Fig. 26  保持状态 

 
变化显示项： 
三种方式的测量显示项通过按循环键可以轮流变换。当显示(O , NO, RPM, TEMP: 可选择) 2

的时候，按“L/A” (SELECT2)键可以轮流显示 LAMBDA（过量空气系数）和 AFR(空燃比)。 

 
Fig. 27  在 MEAS 模式下的显示方式 

 
打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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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仪器连接上打印机的时候，按下箭头键 1 秒钟，可以打印出测量数据。详细介绍在“6.1.1 
打印输出”（第 50 页）。 
 
双怠速测试:  
如果仪器连接上一个转速计，“怠速测试”序列是 MEXA-584L 中可运行的软件。详细介绍

在“4.3.4 双怠速测试（可选择）”（第 29 页）。 
 

3.4 关机 

当完成测量步骤的同时，每天执行如下步骤一次 
1．测量，然后从排气管中拔出探头。 
导入清洁的空气到取样管中，持续 30 分钟左右，以便将其（取样管）清理干净 

2．按下 STANDBY 键 
这时 STANDBY 屏幕会显示出来，并且自动开始对取样管进行 10 秒钟的清洁工作。在清洁取

样管的过程中（10 秒），“STANDBY”标记会在屏幕上闪烁。 

3．等待程序的完成（10 秒），然后关上电源开关。 
4．从交流电源上拔掉电源线 
5．更换预过滤器，灰尘过滤器和滤网，并使用新的（详细看 5.1.1 的介绍（第 40 页）） 
6．护仪器，盖上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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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功能 

4.1 待机模式 

待机模式是 MEXA-584L 暖机后进入的初始状态. 这款仪器可以通过相关按键从待命模

式进入 MEAS 或者 MENU 模式.在 MEAS 模式下的按键功能如表 9 所示. 

 
Fig.28 待命界面 

注意: 当从待机模式进入 MEAS 模式时,边界选项将自动清除 10 秒. 
按键 功能 评论 
测量(MEAS)按键 进入 MEAS 模式  
旋转(Cyclic)按键 旋转显示布局  
菜单(MENU)按钮 进入菜单(MENU)模式  
选择(SELECT1)按键 选择 LAMBDA 显示和 AFR 显示模式  
箭头(▲)按键 将背景灯光调暗,以便节省能量 1 
箭 头 超过一秒   打印出测试数据  
1: 背景灯光能够通过按任何按键重新变亮 
屏幕保存功能 
在待机模式下,如果按键超过30分钟没有使用,屏幕显示将自动消失,以保护屏幕.按任何按键将

回到先前界面. 

4.2 MEAS 模式 

可以在待命模式下通过按 MEAS(测量)按键开始测量的.在测量的开始阶段,采样线将被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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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进行零校准设置.设置好之后,仪器将开始测量.具体的 MEAS 功能按键在表 10 中. 

 
Fig.29 MEAS 界面 

按键 功能 评论 
测量(MEAS)按键 持续读取数据超过 1 分钟或者直到 MEAS 按

键被再次点击 
 

待命(Standby)按键 停止测量同时返回到待命模式  
旋转(Cyclic)按键 旋转调整显示布局  
“L/A”(SELECT1)按键 选择 LAMBDA 显示模式或者 AFR 显示模式  
箭头(▲)按键 将背景灯光调暗,以便节省能量 1 
按箭头按键 超一秒 打印出测试数据  
1:背景灯光能够通过任何按键重新变亮 

4.3 菜单模式 

可以在待命模式下通过按MENU(菜单)键显示菜单界面,也可以在暖机情况.下图屏幕中的功能

均可以被实现. 
●Leak check 泄漏检测 
●HC hang-up test 碳氢化合物检测 
●Gas calibration 气体校准 
●Two speed idle test(optional)  双怠速测试(可选项) 
●Data entry 数据输入 
  ●Data/Time  数据/时间 
  ●H/C, O/C ratio  氢/碳, 氧/碳比 
  ●Standard value(idle mode/high idle mode, optional) 标准值(怠速模式/高怠速模式,可选项) 
  ●Printer(optional)打印机(可选) 
  ●RPM(optional)转速(可选) 

显示的项目可以通过使用箭头 键和 “选择 ”(SELECT1)键被选择。如果 “退
出”(SELECT2)键被按下时，该仪器会退回到待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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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0 菜单界面 

注意:仅仅检漏功能和数据输入功能能够在暖机情况下被使用. 

4.3.1 检漏功能 

通过检漏功能,可以对泄露探头或者采样线进行检查.具体操作请查看 5.3.1 泄露检查(第 43 页). 

4.3.2 碳氢化合物检测 

通过碳氢化合物检测功能,可以对探头或采样线的碳氢化合物进行检查.具体的操作请查看

5.1.4 HC hang-up test(第 45 页). 

4.3.3 气体校准 

通过气体校准功能,一氧化氮,碳氢化合物,二氧化碳,氧气和一氧化氮都可以被校准.该序列包括

几个步骤标定测量气体成分.对于氧气和一氧化氮的校准步骤只能在设备已经连上该设备配备

的光学传感器才适用. 

4.3.4 双怠速测试(可选) 

这个功能允许实现双怠速测试,这个仪器配备了一款可选的转速表. 
●设定条件 
   ●程序 
   1．在菜单栏上通过箭头选项 选择“双怠速测试”,同时按下“SELECT”键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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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1 TSI TEST screen(车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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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箭头 , 和←(STANDBY)的键盘按键选择一个对象,通过点击选择 “SET” 

按键,进行选择. 
选定的字符是光标选中的数据区. 
3．当目前的选项（如“PLATE NUMBER” ）完成编辑时，将光标移动到“NEXT” ，然后按

“SET”(select1)按键。   
下一个标签(如“MILEAGE”)已经准备好进行修改. 

4．重复第二和第三步. 
5．点击“SAVE”(MENU)按键. 
    设置将被保存记录. 
6．点击“下一步”(SELECT2)按键. 
    屏幕将会显示选择高怠速模式. 

 
Fig.32 TSI TEST screen(选择高怠速模式) 

7．点击“YES”(SELECT1)按钮. 
  屏幕将转向设置这个高怠速范围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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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通过箭头选项( )移动光标,通过箭头(▲)设置最小最大值. 

 
Fig.33 TSI TEST screen(高怠速) 

9．点击“SET”(SELECT1)按键. 
 设置将被记录. 

10．点击“下一个”(SELECT2)按键. 
屏幕设置将跳向下一页 

注意:当设置高怠速模式不需要时,在第七步点击“NO”(SELECT2)按键.在这个情况下,第八,九
两步设置将被取消. 

设置这些参数要在仪器断开连接之后. 
● 测试前检查频率 
● 执行步骤： 
1． 在界面上确定能显示泄露检查功能； 
2． 执行泄露序列检查，具体步骤参照“5.13 泄露检查”（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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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4 Leak Check Screen(检漏显示) 
3． 确定 HC HANGUP TEST 屏幕可以显示； 
4． 执行 HC Hang up 测试，具体步骤参照“5.14HC hang-up test” 

 
Fig.35 HC HANGUP TEST 

● 双怠速测试 
  ● 执行步骤: 
   1．讲探针插入测试车辆的尾气排气管,直到探针警报消失. 
   2．确定高怠速系统下,TSI 测试屏幕可以被显示. 

    
Fig.36 高怠速测试模式界面 

   3．驾驶测试车辆以使发动机转速在一个适当的范围. 
   4．保持上述的行车条件,直到读数变得突出. 
   5．使发动机转速低于最低转速限值. 
仪器将记录最终结果,并是操作屏自动进入怠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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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7 怠速模式测试界面 

   6．保持这种怠速状态,直到读数变得突出. 
   7．按下“SET”(SELECT1)键 
      仪器记录最后结果,并在屏幕上显示出来. 

 

Fig.38 测试结果界面 
   8．证实界面显示的测量结果. 

如果结果不能接受,则点击“RETRY”(SELECT1)键,从第一步重新测量. 
   9．按下“EXIT”(SELECT2)键退出测量. 
       仪器将回到菜单界面. 
注意:如果在第七步“Setting Condition”(第二十九页)中选择“NO”,高怠速模式(第二步到第五步

的双怠速测试)将被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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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数据录入功能 

数据输入功能用于参数设置。这些项目可以通过方向键 和“SELECT” 键
（SELECT1）被选择。如果“EXIT” 键（SELECT2）被按下时，该仪器将退回到菜单界面。 

 

Fig.39 数据录入界面 
 
● 数据/时间 
   可以通过这个功能设置数据和时间. 

 

Fig.40 日期/时间界面 
●操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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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数据录入界面中选择 “DATE/TIME” ,点击 “SELECT” (按键 1). 
进入数据录入界面 

2．通过方向按键( )移动光标选择选项,通过方向按键(▲)改变数据值域. 
3．按下“SET”按键(按键 1).这个设置将被记录 
4．按下“EXIT”按键(按键 2).仪器将退回到数据录入界面. 
 

● H/C 和 O/C 
 这个功能可以用于设置燃料里的H/C和O/C比率,可以选择空气燃油比(AFR)或空气比率计

算值(Lambda)  

 
Fig.41 H/C，O/C 界面 

● 操作过程 
1．在数据如入界面下选择“H/C,O/C”,点击“SELECT”(按键 1). 
     这时将出现 H/C,O/C 界面 
2．通过方向按键( )移动光标选择选项,通过方向按键(▲)改变数据值域. 
3．按下“SET”按键(按键 1). 
     这个设置将被记录 
4．按下“EXIT”按键(按键 2). 
     仪器将退回到数据录入界面. 

注意: 
理想的 H/C 和 O/C 的值取决于发动机的燃料. 典型的汽油发动机的值为 H/C 1.85, O/C 0.00. 
即使仪器被关闭,这个界面的设置也将被记录. 
 
● 标准值域 
这个功能能够被用来用于双怠速测试或者任意版本的打印机.双怠速测试系统的过程可以参考

“4.3.4 双怠速测试(可选)”来操作.(第 2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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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2 标准值界面 
 ●操作过程 

1．在数据录入界面中选择“标准值（怠速）”或者“标准值（高怠速）”，点击“选择”
（SELECT1）键。标准值界面将出现 

2．通过方向按键( )移动光标选择选项,通过方向按键(▲)改变数据值域. 
3．按下“SET”按键(按键 1).这个设置将被记录 
4．按下“EXIT”按键(按键 2).仪器将退回到数据录入界面. 

注意： 
判断双怠速系统是设置成功还是失败，可以看执行的组件设置值是不是为零值以外的其他值. 
如果操作的打印机已经连接,要判断这个打印的测量值是否通过标准值. 
在这个界面中设置值可以在仪器关闭后继续保留. 
 
● 打印设置(可选) 
这个功能可以设置一些测试站的信息(如地址, 公司名称, 电话号码等等),这些信息可以随

同测试结果一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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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3 打印界面 

操作过程: 
1. 在数据录入界面选择“打印”,点击“选择”(SELECT1)按键.打印界面将显现. 

2. 可以通过键盘区域的箭头键 , 键和←(STANDBY)键 , 使用设置

(SELECT1)来选择. 
3. 当前菜单(例如“ADDRESS”)完成设置,移动光标到“NEXT”同时点击设置(SELECT1)按

键.下一个界面(如:“NAME”)已经准备设置. 
4. 重复第二和第三步. 
5. 点击界面上“SAVE”(MENU)按键.这些设置将被记录. 
6. 点击界面上“EXIT”(SELECT2)按键,这个仪器将退回到数据录入界面. 
注意: 
这个输入值可以在键盘区域通过“BACK”键删除. 仪器关闭后设置仍将被记录 
 

● 转速(可选) 
这个功能可以设置操作的转速计和油温传感器的状态. 
循环: 发动机的循环的圈数 
     2: 发动机每转一圈脉冲数为 1 
     4: 发动机每转一圈脉冲数为 2 
温度: 油温传感器连续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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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4 转速界面 

执行过程: 
1．在数据录入界面下通过“选择键”(SELECT1),选择“RPM” 
2．通过方向按键( )移动光标选择选项,通过方向按键(▲)改变数据值域. 
3．按下“SET”按键(按键 1).这个设置将被记录 
4．按下“EXIT”按键(按键 2).仪器将退回到数据录入界面. 
注意: 
这些设置在仪器关闭之后仍将被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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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维护 

本章将介绍 MEXA-584L 的维护项目和程序。 

5.1  定期维护 

项目 零部件 检查周期 所需工具/配件 参考 

更换滤芯 
预过滤器，灰尘

过滤器，过滤器
每天或过脏时 元件（Element） 5.1.1 

检查探针、管和

泵 
探针，取样管，

排气线，泵 
每周 -- 5.1.2 

检查泄漏 -- 每天启动运行时 探针盖帽 5.1.3 
HC 悬空测试 -- 每天启动运行时 -- 5.1.4 

检查透气过滤器 -- 每天或过脏时 -- 5.1.5 
表 11  定期维护 

5.1.1  滤芯检查 

每天运行仪器之前，先进行过滤器和预过滤器检查，脏了需更换新的滤芯。 
对于灰尘过滤器，如果表面的 HORIBA 商标难以看清楚，或测试时报警器响起来的时候，

请更换过滤器滤芯。更换后，一定要进行泄漏检查。 

名称 序列号 标志 

P/N 9047000100 集油器类型 
预过滤器 

P/N 9058000400 P-cock 类型 
灰尘过滤器 P/N 9053001000  

过滤器（strainer） P/N 9025000200  
表 12  取样线上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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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尘过滤器 

过滤器 预过滤器 

图 45  取样线上过滤器 

： 
一般情况下，滤芯在 4 冲程发动机汽车上使用约 50 次测量，或在 2 冲程发动机汽车上使

用约 30 次测量应更换（基本条件下，每个测量应持续 1 分钟）。但是，实际的更换周期取决

于维修条件或汽车的生产日期。 
● 预过滤器 
方法： 
1. 打开预过滤器容器盖，取出旧滤芯。 
2. 集油器类型：按照箭头方向放入一个不拆除过滤器封印的新滤芯到容器中。 

P-cock 类型：将一个新滤芯放进容器中。 
预过滤器 

集油器类型 P-cock 类型 

  
 

3. 扭紧容器盖。 

探针 
滤芯 

容器 

容器盖 

过滤器封条

取样管  

图 46  更换滤芯 
●灰尘过滤器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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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开灰尘过滤器盖，取出旧滤纸； 
2. 把新滤纸和 O 型密封圈放在容器上，并使带有 HORIBA 商标的一面朝上； 
3. 把衬垫放在滤纸上，并使有波浪表面的朝上； 
4. 扭紧过滤器盖直到可以观察到整个 O 型密封圈接触到周围部分，颜色发生变化。 

过滤器盖 
包装 
滤纸 

O 型圈 

 
图 47  更换灰尘过滤器滤纸 

●过滤器 
方法： 
1. 从过滤器单元中拔出容器，取出旧滤芯； 
2. 按照箭头方向插入一个新滤芯； 
3. 连接好过滤器。 

容器 包装 

滤芯 
 

图 48  更换过滤器滤芯 

5.1.2  探针、管和泵检查 

以下项目必须每周检查。 
表 13  取样线上检查点 

部分 检查项目 针对问题的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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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堵塞 清洗内部 探针 
有无任何裂缝和针孔 更换新探针 

有无严重污染 更换新取样管 取样管 
有无泄漏 确认连接正确 

有无内部堵塞或管道弯曲而

引起回压 
清洗内部或更改连接方式 排气管 

有无连接合适位置 -- 
泵 有无异常噪声 连接当地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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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泄漏检查 

泄漏检查对发现气流通道中潜在的气体泄漏是非常有用的。 
每天开始使用仪器测试前，先进行一次下列程序的操作。 
●程序 
1. 如果仪器不在 STANDBY 模式，按压“STANDBY”键，等待清除完成（时间约 10s）。 
2. 按压“MENU”键。 

出现 MENU 界面。 
3. 通过箭头（▲ ）键将指针移到“LEAK CHECK”处，按压“SELECT”（SELECT1）键。 

出现泄漏检查界面。 

 
图 49  泄漏检查界面（开始时） 

 
4. 用泄漏检查盖将探针入口盖上。 

 
图 50 关闭探针入口 

 
5. 按压“START”（SELECT1）键。 

泄漏检查测试开始，时间为 1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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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泄漏检查界面（测试中） 

 
6. 确认漏气检查显示界面上的测试结果。如果显示“CHECK FLOW LINE”，检查取样线

漏气情况，然后按压“RETRY”（SELECT1）键进行重新开始检查。 

 
图 52  泄漏检查界面（结果） 

 
7. 按压“EXIT”（SELECT2）键。 

仪器回到 MENU 界面。 
8. 从探针中取掉泄漏检查盖。 

： 
●在可靠的测量中，泄漏检查的结果应为“PASSED”状态。如果在“CHECK FLOW LINE”

状态下，按压“EXIT”按钮中断进程，将显示泄漏错误符号。 
●如果仪器出现任何超过一定量的泄漏，显示屏上将显示“CHECK FLOW LINE”和相应数

值，数值越大泄漏量越大。 
●泄漏检查顺序如下： 

0s~10s： 泵工作（抽空取样线）。 
10s~15s：泵停止工作（监测压力变化）。 
15s：    显示检查结果。 

●当泄漏检查结果为“CHECK FLOW LINE”，检查可能出现泄漏的地方（图 53），然后再

重新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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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HC 悬空测试 

HC 悬空测试对检查吸附在气流通道的 HC 值是十分有用的。每天开始使用仪器测试前，

先进行一次下列程序的操作。 
●程序 
1. 如果仪器不在 STANDBY 模式，按压“STANDBY”键等待清除完成（时间约 10s）。 
2. 按压“MENU”键。 

出现 MENU 界面。 
3. 通过箭头（▲ ）键将指针移到“HC HANGUP TEST”处，按压“SELECT”（SELECT1）

键。 
出现 HC 悬空测试界面。 

 
图 54  HC 悬空测试界面（开始时） 

 
4. 从测量车辆的排气管中拔出探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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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拔出探头 

 
5. 按压“START”（SELECT1）键。 

HC 悬空测试开始，时间为 40s。 

 
图 56  HC 悬空测试界面（测试中） 

 
6. 确认显示界面上的结果（“PASSED”/”FAILED”）。 

 
图 57  HC 悬空测试界面（结果） 

 
7. 按压“EXIT”（SELECT2）按键。 

仪器回到 MENU 界面。 

： 
●如果 HC 浓度在悬空检查时超过 20ppm，显示屏幕上将显示“FAILED”。解决方法如下： 
--采用干净空气清除取样线，然后将探头不插入排气管的状态下进行测试（超过 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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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浓度降低到 20ppm 以下，需更换预过滤器和灰尘过滤器。 
--如果浓度不发生改变，需更换取样管。 
当程序仍然不能解决浓度低于 20ppm，请联系当地的代理商。 
●HC 悬空检查顺序如下： 

0s~30s： 零校准 
30s~40s：气体取样 
40s：    显示检测结果 

 

5.1.5  检查透气过滤器 

每天第一次启动仪器时检查一次透气过滤器。如果过滤器滤网堵塞，请使用真空吸尘器

清除灰尘。 
 

5.2  更换O2传感器和NO传感器 

当气体标定屏幕上出现警报信号时，请更换传感器。 

连接器 
螺丝 

螺丝 

传感器盖 

O 传感器 NO 传感器  2

图 58  更换传感器 
 

1. 松开两个螺丝，取下传感器盖。  
2. 断开传感器连接。 
3. 更换传感器，并使用反向步骤安装新的传感器。 

： 
●尽量握紧传感器根部。 
●任何传感器（O2 传感器和 NO 传感器）都是易耗品，由 HORIRA 公司提供的任意传感

器的保修期为 1 年（氧气 20.9%vol，25℃，50%的相对湿度），如果取样气体含有腐蚀性气体

或有毒物质，在这种恶劣环境下的传感器寿命将很短。 

电话：020-38744186；38744187；38744189    传真：020-38744189    Email: sales@triv.cn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华南理工大学国家科技园 2号楼 223-224 室  邮编：510640 
 



        广州智维 www.triv.cn  

 

5.3  故障检修 

MEXA-584L 的警报信号和典型故障如下所列。若无法解决问题，请您联系当地代理商。 
表 14  故障检修 

状态 含义 原因 解决方法 参考 
连接合适电压的电

源 
2.3.3 电源线接触不良

无电 -- 
请联系当地代理商  电源保险丝熔断

按箭头键启动背光

灯 
1.3 LCD 无显示 -- 背光灯关闭 

-- 浓度或输入值太

高 
 “？”信号 读数超出范围 

（异常状态） 
浓度或输入值的

变化 
直到读数趋于稳定  “▲”信号 读数大幅度上升

浓度或输入值的

变化 
直到读数趋于稳定  “▼”信号 读数大幅度下降

敏感性警报 
仪器存在问题 请联系当地代理商  传感器信号过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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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清除状态 
（异常状态） 

探针警报 
CO2 读 数 低 于

5%vol 
 

探针没有插到排

气管中 
将探针正确插入排

气管中  

取样线上过滤器

有堵塞 
更换滤芯 5.1.1 过滤器警报 

取样线上压力过

低 气体流测量被停

止 
检查并清洗气体流

通路 
  

采集气体不符合

标准气体 
确定气体供应压力

超过 100kPa 
 

确定气体测量量

程，重新进行气体

校准。 

气体浓度量程设

置不正确 
3.2 

“！”警报 气体标定不合格

重试气体校准 3.2 零值校准不正确

探头或采用线上

悬 空 值 超 过

20ppmC 

停止测量，清洗取

样线，或更换过滤

器和取样管 
“HANG”警报 5.1.4 悬空测试不成功

探头或取样线上

发生泄漏 
停止测量，并确定

管道连接正常 
5.1.3 “LEAK”错误 泄漏检查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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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速时出现错误 更换传感器  
“RPM”错误 

转速表输入值不

正确 
 通信错误 

确定传感器连接正

确 
 

油温传感器出现

问题 
更换传感器  

“TEMP”错误 
温度传感器输入

值不正确 
通信错误 

确定传感器连接正

确 
 

时间不正确 -- 
内部备用电池没

电 
请联系当地代理商  

 

5.4  易耗品零部件清单 

表 15  易耗品零部件 
部件 配件 序列号 备注 

预过滤器探针（只含容器） 9022008700 ﹡ 
探针装配 

泄漏检查探针盖 9053004300 ﹡ 

元件（Element） 9047000100 
20 个/套，集油

器类型 

元件（Element） 9058000400 
1 个/套，P-cock

类型 
预过滤器 

过滤器封印 9053001100 10 个/套﹡ 
取样管 管 9022008600 5m﹡ 

分离单元 9053003900  
分水器 

O 型圈 9053004400 ﹡ 
元件（Element） 9053001000 20 个/套 

O 型圈 9053004200 ﹡ 灰尘过滤器 
包装 9053004600 ﹡ 
容器 9053002600 ﹡ 过滤器

（Strainer） 元件（Element） 9025000200 40 个/套 
过滤器

（Filters） 
Element set 9053000900 20 个/套 

﹡：在泄漏检查（第 44 页）后发现有泄漏的位置，请更换新的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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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信号输入/输出 

6.1 外部输出 

该产品配备了打印机输出和数字输入/输出作为标准规格。模拟输出信号是可选的。 
备注：对于打印机，必须使用 HORIBA 提供的指定电缆，市场上其他的电缆不匹配。 

 

6.1.1 打印机输出 

采用专用的打印机电缆（可选）将可选打印机（CBM-910Ⅱ或相同的串口打印机）连接

到 MEXA-584L，保证在待机、测量或双怠速测试模式下打印测量数据。 
 

●  打印机的设置 
打印机的设置如下表所列，更多的详细信息，请查看打印机的操作手册。 

表 16  打印机设置 
选项 设置 

通讯速率 9600bpsb 

数据长度 8bit 
奇偶校验 无 

 
●  如何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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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打印机，按住箭头键（ ）1 秒，测试数据将被打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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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打印结果 

 

6.1.2 数据信号的输入输出 

可采用 RS-232C 线缆将主机与电脑连接起来，以将数据上传到电脑中。 
通讯协议：半双工运行 
传输模式：异步传输 
传输速率：9600bps（RS-232C） 
数据长度：8bit 
停止位：  1bit 
奇偶校验：无 
 

6.1.3 模拟输出（可选） 

专用的模拟输出板（可选）和模拟电缆（可选）可以使测试数据以模拟信号(0V～1V，8
通道)的形式输出，如果你需要这种功能，请联系我们：广州智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设置模拟输出

通道 选项 选项 通道

1 HC 浓度 5 AFR/LAMBDA 
2 CO 浓度 6 NO 浓度 
3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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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浓度 7 RPM（发动机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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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O2浓度 8 TEMP（油温） 
表 17  模拟输出（可选） 

●  管脚定义表 
每个接口对应的管脚号如下表所列 
 

接口 管脚 线 描述 备注 
1 通道 1 0V～1V D-SUB 9 母接口 
2 通道 3 0V～1V  
3 通道 5 0V～1V  
4 通道 7 0V～1V  
5 COM 地线  
6 通道 2 0V～1V  
7 通道 4 0V～1V  
8 通道 6 0V～1V  

模拟接口 

9 通道 8 0V～1V  
表 18  模拟输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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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考文献 

7.1 规格 

7.1.1  系统概述 

型号 MEXA-584L 
遵守标准 ◆ISO3930/OIML R99(2000) Class 0 

◆CE 
◆FCC 
◆日本运输部门确认 

应用范围 ◆ 从汽油发动机中排除的尾气（2 轮及 4 轮的车辆） 
◆ LPG 车辆（4 轮车辆） 

工作原理 ◆ CO，HC，CO2：非分散性红外线（NDIR） 
◆ 空燃比，过量空气系数：碳平衡法，Brettshneider法（带O2测量）*1

测量/显示部分 测量成分（标准）： 
◆ CO：0.00%vol～10.00%vol 
◆ HC：0～10000ppmvol,或 0～20000ppmvol*2（作为己烷换算值） 
◆ CO2：0.00% vol～ 20.00% vol 
◆ AFR：10.0～30.0 
◆ LAMBDA：0.000～9.999 
外部输入成分(可选)： 
◆ O2：0.00% vol～25.00%vol 
◆ NO：0 ppmvol ～ 5000 ppmvol 
◆ 发动机转速（RPM）：0 rpm ～ 9990 rpm（准确的线性转速范围为

200rpm ～ 6000rpm 
◆ 油温（TEMP）：0 ℃ ～ 150℃ 

显示精度 ◆ CO：0.01% vol 
◆ HC（注 2）：1 ppmvol（介于 0 ppmvol ～ 2000 ppmvol 之间） 
        10ppmvol（介于 2000ppmvol～10000ppmvol） 
◆ CO2：0.02% vol 
◆ AFR：0.1 
◆ LAMBDA：0.001 
◆ O2：0.01%vol 
◆ NO: 1 ppmvol 
◆ RPM：10 rpm*3 
◆ TEMP：1℃ 

仪器显示器 LCD（黑白，320×240 点） 
输入/输出 ◆ 数字输入/输出：RS-232C（标配），RS-485（可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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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印机：RS-232C 
注： 

*1 空燃比（AFR）以及过量空气系数（λ）是通过在标准状态下用碳平衡法计算得

来的。如果安装了O2传感器的话，那么在计算的过程中就会用到Brettshneider方
程式； 

*2 对于范围可选的 HC，20000 ppmvol，在 0 ppmvol ～ 4000 ppmvol 之间时显示精

度是 2 ppmvol，在 4000 ppmvol ～ 20000 ppmvol 之间时显示精度是 20 ppmvol； 
*3 销往印度国家的仪器转速显示精度为 1rpm； 
*4 需要用到 RS-485 时，请联系 HOROBA；当需要与支持 USB 接口的外部电脑的

软件进行通讯时，可以使用在市场上购得的 RS232C/USB 转接口进行转换。 
 

7.1.2 配置/条件 

 
取样气体的连接 连接专用的探头 
取样气体流速度 约 4L/min 
取样管气体气压 0.0kPa～1.0kPa 
气体校准 专用的气缸： 

CO，C3H8，以及 CO2 的混合气体； 
NO（为分析 NO 的仪器准备（可选）） 

操作环境 温度：0℃～45℃ 
      5℃～45℃（符合 OIML 标准） 
湿度：相对湿度小于 90% 
气压：80kPa～106kPa（高度为-300m～2100m） 

存储条件 温度：-30℃～60℃ 
湿度：相对湿度小于 90% 
      不凝结水珠 

电源*1 交流电压 100V～240V（允许范围：85V～250V），50Hz～60Hz，单相电

功率 稳定条件下大约 90VA 
尺寸 260（宽）×357（长）×157（高）（没有安装可选配件） 
重量 约 4Kg（没有安装可选配件） 
*1：使用直流电源进行分析时，需要准备一个市场上购买的直流/交流转换器。 

7.1.3 性能 

 

响应速度*1，2 

 

CO、HC、CO2: 当在调零气体与测量气体之间切换时，15s内（Td+T95）

O2  :         当在空气与调零气体之间切换时，15s内（Td+T95） 
NO ：        当在调零气体与气体之间切换时，40s内（Td+T95） 

线性度*3 CO：                        0.03%vol 之内，或者读数的 3%（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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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值） 
HC：                        10ppmvol 之内，或者读数的 5%（选取

较大值） 
CO2（0.00%vol～8.00%vol）：   0.3%vol之内，或者读数的 5%（选取较

大值） 
  （0.00%vol～8.00%vol）：   0.4%vol 之内 

（0.00%vol～8.00%vol）：   0.6%vol 之内 
（0.00%vol～8.00%vol）：   读数的 4.0%之内 

O2：                        0.1%vol 之内，或者读数的 3%（选取较

大值） 
NO(0 ppmvol to 4000 ppmvol)：    25ppmvol 之内，或者读数的 5%（选

取较大值） 
(4001 ppmvol to 5000 ppmvol)：    读数的 8% 
RPM     (200 rpm to 6000 rpm)：  ±10 rpm 之内 
TEMP：                      ±2℃内 

可靠性 
（注 1，注 4） 

CO：      0.01%vol 之内，或者读数的 1.7%（选取较大值） 
HC：      3.3ppmvol 之内，或者读数的 1.7%（选取较大值） 
CO2：     0.17%vol之内，或者读数的 1.7%（选取较大值） 

准备时间 5 分钟 

准备条件 
（注 1，注 5） 

CO：    0.03%vol 之内，或者读数的 5%（选取较大值） 
HC：    10ppmvol 之内，或者读数的 5%（选取较大值） 
CO2：    0.4%vol之内 

漂移 
（注 1，注 6） 

CO：    0.03%vol 之内，或者读数的 5%（选取较大值） 
HC：    10ppmvol 之内，或者读数的 5%（选取较大值） 
CO2：    0.4%vol之内 

测试气体  

CO 
6%vol 

C3H8 

4000ppmvol 
CO2 

16% vol 

H2O 
20℃±2℃

饱和 
CO 

-- 0.02% vol 之内 0.02% vol 之内 
0.02% 

vol 之内

HC 
5 ppmvol 之内 -- 5 ppmvol 之内 

5 ppmvol
之内 

干涉效应 

CO2 0.25% vol 之内 0.25% vol 之内 -- 
0.25% 

vol 之内

供应电压波动效

应（注 1，注 7） 

CO：0.02%vol 之内，或者读数的 2.5%（选取较大值） 
HC：5ppmvol 之内，或者读数的 2.5%（选取较大值） 
CO2：0.25%vol之内，或者读数的 2.5%（选取较大值） 

丙烷类似物对 
HC 读数的影响 

0.490～0.540 之间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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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性能测试用的测量气体，CO 时应该在 0.5%vol 左右，C3H8 时应该在 200ppmvol，CO2
时应在 14%vol 左右； 

*2：校准和可选探头一起在取样口被转换； 
*3：气体成分的线性度定义为：当低于标准气体时，最大读数错误产生在调零/测量校准之后；

线性测试时，对于成分环境温度须在 20℃±2℃，对于 RPM 和 TEMP 须在 25℃±2℃. 
CO:   0.5 %vol, 1 %vol, 3.5 %vol, 5 %vol 
C3H8: 200 ppmvol, 600 ppmvol, 2000 ppmvol 
CO2:  6 %vol, 10 %vol, 14 %vol 
O2:   0.5 %vol, 10 %vol, 20.9 %vol 
NO:   200 ppmvol, 800 ppmvol, 4500 ppmvol 

*4：可靠性是在 20 次重复测量值取平均值之后得到的。 
*5：最大读数错误直接产生在预热、预热后的 2 分钟、5 分钟和 15 分钟。 
*6：调零/测量值的最大错误值完成在以 30 分钟为间隔的预热后的第一个 30 分钟到以后的四

个小时。 
*7：最大读数影响电源波动在指定范围的 85%～10%（100V～240V AC，max.250V）。 

 

7.1.4 可选配件 

O2传感器*1 电化电池传感器；品牌：Teledyne， 型号：R22-A 
NO传感器*1 电化电池传感器；品牌：City Technology，型号：NX1 
温度转速计*2 温度转速计；品牌：Capelec 

            型号：CAP8950 
            连接：通过 RS-232C 连接 
            线缆长度：0.5/1/3/5/7/10 m（根据订单要求发货） 

转速计*2，*3 钳形传感器； 
品牌：Tecnotest 
型号：SL06003 
线缆长度：5.0m±0.2m 

油温传感器*3 品牌：Tecnotest 
型号：SL51080 898 
线缆长度：5.0m±0.2m 

打印机 串口打印机； 
型号：CBM-910Ⅱ-24RJ-100A（适应 100V 交流电压） 
      CBM-910Ⅱ-24RJ-120A（适应 120V 交流电压） 
      CBM-910Ⅱ-24RJ-230A（适应 230V 交流电压） 

打印机电缆 RS-232C 电缆，1.5m 
外部通讯软件 安装在一个有 RS-232C 串口和 Windows XP 操作系统的外部电脑上 
输入输出电缆 RS-232C 电缆；2.5m，5m，10m 
模拟输出板 0V～1V 
可选探针 6mm O.D./4mmI.D，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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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水器 分开的配件 
 
*1：对于HORIBA供应的可选传感器（上表指定的O2传感器和NO传感器），在交付后（保存

条件：20.9% vol O2，25℃，50%相对湿度）提供一年的保修期；如果取样的气体含有腐

蚀性气体（例如：F、HF、HCI、SO 、H2 2S等）或有毒物质（Si、Pb、P、Zn、Mn、Ca
等），那么这些传感器的工作时间会短一些。 

*2：如果使用的是其他的转速计（例如：AVL DiSpeed490），可以通过钳形传感器（SL06003，
可选）将其探测环与 MEXA-584L 相连接。 

*3：如果其他的传感器和 CAP8950 传感器同时连接在 MEXA-584L 上，将采用从 CAP8950
上输入的信号。 

*4：对于安装在只支持 USB 接口的电脑，需要使用 USB/RS232C 转接口进行转换（市场上购

买的即可）。 
 

7.2 含氧测量的 Lambda 方程 

对于lambda的计算，是基于CO，CO2，HC以及O2的测量结果，采用以下的方程式进行

的： 

 
其中：[]  是以%vol 为单位的浓度值，但对于 HC 则是以 ppmvol 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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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1  是HC的转换因子，如果N烷（C6H14）的话，以ppmvol来表示，式子转换值为 6×10-4； 
     HCV  是燃料中氢与碳的原子比率； 
     OCV  是燃料中氧与碳的原子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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