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0085348.3

(22)申请日 2019.01.18

(73)专利权人 北京大学

地址 100871 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72)发明人 董华斌　郑君瑜　余飞　曾立民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万象新悦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1360

代理人 黄凤茹

(51)Int.Cl.

G01N 1/22(2006.01)

G01N 1/38(2006.01)

G01N 1/42(2006.01)

G01N 1/44(2006.01)

G01N 33/00(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基于动态稀释法的机动车尾气车载测

试平台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布了一种便携节能的基于动

态稀释法的机动车尾气车载测试平台，包括机动

车尾气流量测量系统、加热保温采样管和尾气动

态稀释系统；机动车尾气流量测量系统包括不锈

钢管、温度传感器、皮托管流量计、压差传感器；

不锈钢管利用机动车排气余热进行加热保温，减

少尾气在内壁的凝结损失；加热保温采样管可进

行加热保温，减少污染物的冷凝损失；尾气动态

稀释系统包括质量流量计、一级稀释器、二级稀

释器、电磁阀、温湿度传感器和气泵，在零气进入

一级和二级稀释器前分别设质量流量计进行流

量控制，实现流量精准控制。本实用新型能够适

应机动车实时工况排放特征，提高测量准确性，

实现机动车尾气动态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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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动态稀释法的机动车尾气车载测试平台，包括机动车尾气流量测量系统、

加热保温采样管和尾气动态稀释系统；

所述机动车尾气流量测量系统包括不锈钢管、温度传感器、皮托管流量计、压差传感

器；所述不锈钢管利用机动车排气余热进行加热保温，减少尾气在内壁的凝结损失；

所述加热保温采样管包括聚四氟管、加热和保温层和温度传感器，可进行加热保温，减

少污染物的冷凝损失；

所述尾气动态稀释系统包括质量流量计、一级稀释器、二级稀释器、电磁阀、温湿度传

感器和气泵，其中，一级稀释器和二级稀释器均包括样气入口、零气入口和稀释腔；在零气

进入一级稀释器和二级稀释器前分别设有一个质量流量计进行流量控制，实现流量精准控

制。

2.如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动态稀释法的机动车尾气车载测试平台，其特征是，所述机动

车尾气流量测量系统的不锈钢管的内壁采用加镀特氟龙镀层，防止污染物中活性组分的吸

附和降解。

3.如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动态稀释法的机动车尾气车载测试平台，其特征是，所述的皮

托管流量计采用S型皮托管；所述压差传感器采用高精度压差变送器。

4.如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动态稀释法的机动车尾气车载测试平台，其特征是，所述机动

车尾气流量测量系统包括总体长为650mm、直径为63.5mm的不锈钢圆筒；在不锈钢圆筒内分

别安装温度传感器、皮托管流量计和预留采样口。

5.如权利要求4所述基于动态稀释法的机动车尾气车载测试平台，其特征是，在距离不

锈钢圆筒的入口60mm和360mm处分别安装温度传感器，260mm处开孔安装皮托管流量计，

410mm和450mm处为两个预留采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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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动态稀释法的机动车尾气车载测试平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环境保护监控技术领域，涉及尾气排放监测技术，尤其涉及一种

基于动态稀释法的机动车尾气车载测试平台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机动车尾气排放已成为目前城市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机动车排放气态污染物和

颗粒物对大气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因此对机动车尾气排放特征研究是十

分必要的。目前机动车尾气排放测量方式包括隧道测试、遥感观测、台架实验及实际行驶测

试。综合比较实际行驶测试更能反应机动车的真实排放水平，新的国家轻型机动车排放标

准(国六)也提出了机动车实际行驶测试要求。

[0003] 由于机动车尾气具有高温高湿等特点，多数仪器无法直接测量，需对机动车尾气

进行处理后测量。目前机动车尾气处理主要通过冷凝除水方式进行，如美国sensors公司的

前处理系统原理为：机动车尾气经加热采样管后进入低温冷凝除水然后再进行二级干燥处

理，通过两级干燥过程进行除水而后进入检测单元。该处理过程中的冷凝除水过程会导致

部分机动车排放污染物溶解在冷凝水中，造成待测组分损失。

[0004] 中国发明专利(公开号CN103076429A)涉及了一种机动车尾气测量装置，主要用于

颗粒物和VOCs样品采集。该装置引入了稀释方法来达到降低机动车尾气温湿度的目的，但

该装置采用单级稀释，并且样气经过一段采样管后稀释，需对采样管提供较高的温度进行

保温且对于高活性组分可能在采样管中损失，另外该装置体积较大且需要零气量大，耗能

大，不适宜小型汽车实际行驶测试。除此之外，因机动车排放污染物随工况波动变化很大，

该系统采用固定稀释比采样无法适应不同工况下排放变化，导致测量误差较大。

[0005] 随着国家对机动车排放标准的日益严格，新的机动车排放标准(国6)提出了机动

车实际行驶排放测试需求。为满足机动车实际工况道路测试，设计便携，低能耗的尾气动态

稀释系统则是必要的。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便携节能的基于动态稀释法

的机动车尾气车载测试平台装置，用于模拟移动源尾气排放到大气环境中的混合稀释降温

与二次污染物形成过程，减少污染物的损失。本实用新型通过动态稀释功能可适应机动车

实时工况排放，提高测量准确性。

[0007]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技术方案是：

[0008] 一种基于动态稀释法的机动车尾气车载测试平台装置，该装置包括车载OBD解码

器(On  Board  Diagnostics，车载自动诊断系统)、机动车尾气流量测量系统、加热保温采样

管和尾气动态稀释系统。车载OBD解码器用来读取实时发动机参数；机动车尾气流量测量系

统由不锈钢管、温度传感器、皮托管流量计、压差传感器组成；机动车尾气流量测量系统中

的不锈钢管利用机动车排气余热进行加热保温，减少尾气在内壁的凝结损失；加热采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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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聚四氟管、加热和保温层、温度传感器组成，可进行加热保温至60℃，减少污染物的冷凝

损失；所述的尾气动态稀释系统包括质量流量计、一级稀释器、二级稀释器、电磁阀、温湿度

传感器和气泵，其中，一级稀释器和二级稀释器均包括样气入口、零气入口和稀释腔；在零

气进入一级稀释器和二级稀释器前分别设有质量流量计进行流量控制，实现流量精准控

制。

[0009] 针对上述机动车尾气动态稀释采样装置，进一步地，所述的机动车尾气流量测量

系统的不锈钢管内壁采用加镀特氟龙镀层，防止污染物中活性组分的吸附和降解；

[0010] 机动车尾气流量测量系统包括总体长650mm、直径为63.5mm的不锈钢圆筒，在距离

不锈钢圆筒的入口60mm和360mm处分别安装温度传感器，260mm处开孔安装皮托管流量计，

410mm和450mm处为两个预留采样口；

[0011] 所述的皮托管流量计采用S型皮托管；压差传感器采用高精度压差变送器；S型皮

托管较L型皮托管相比具有不易堵塞的优点。

[0012] 上述基于动态稀释法的机动车尾气车载测试平台在工作时，通过两级逐步稀释模

拟移动源尾气排放到大气环境中的混合稀释降温与二次污染物形成过程；机动车尾气(样

气)经过尾气流量测量系统后在预留采样口进入一级稀释器与零气混合实现一级稀释，稀

释后样气进入加热保温采样管。为防止一级稀释后样气的快速降温冷凝，采用逐级稀释法

(两级稀释)，并对尾气动态稀释系统的一级稀释器和采样管进行加热保温(至60℃)。利用

机动车尾气中的污染物浓度或车载OBD解码器读取的或发动机工况变化(如发动机转速数

据)反馈到动态稀释系统实现稀释比动态调节采样；在整个稀释过程中，机动车尾气在进入

检测单元前不经过任何气泵和流量计，防止气泵和流量计对待测组分的干扰和损失。具体

包括如下步骤：

[0013] 1)机动车尾气经排气管进入机动车尾气流量测量系统，在流量测量系统测量排气

温度和排气流量，并预留两个采样口，满足颗粒物和气态污染物同时测量，利用机动车尾气

余热对流量测量系统整体进行保温；

[0014] 2)设计机动车尾气流量测量系统的结构，在不锈钢圆筒内依次设置安装第一温度

传感器、皮托管流量计、第二温度传感器、第一预留采样口和第二预留采样口；机动车尾气

流量测量系统的结构完全满足GB18352.6相关测量技术要求；

[0015] 具体实施时，机动车尾气流量测量系统主体包括总体长为650mm直径为63.5mm的

不锈钢圆筒，在距离不锈钢圆筒入口60mm和360mm处分别安装温度传感器，260mm处开孔安

装皮托管流量计，410mm和450mm处为两个预留采样口。

[0016] 3)机动车排出尾气经过机动车尾气流量测量系统后，在采样口直接与零气在尾气

动态稀释系统的一级稀释器内混合，消除了样气从采样口到一级稀释器管路中可能的损

失。尾气动态稀释系统包括加热采样管、质量流量计、一级稀释器、二级稀释器、电磁阀、温

湿度传感器以及气泵；

[0017] 具体实施时，为防止尾气在一级稀释器和采样管内水汽凝结，一级稀释器和采样

管加热保温至60℃。并在一级稀释后测量样气温度和湿度，保证湿度在合理范围内不会产

生液态凝结水。

[0018] 4)尾气经一级稀释后分两路，一路直接进入第一检测单元；另一路进入二级稀释

器，在二级稀释器内对样气进行二次降温降湿使样气温湿度接近于环境空气，样气进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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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稀释后进入另一个检测单元(第二检测单元)。

[0019] 5)整套稀释系统采样的动力均在稀释气的后端；当稀释气出口不接检测单元时通

过关闭相应管路电磁阀调节旁路流量来控制稀释比。

[0020] 对于可以快速响应的污染物检测单元，通过检测单元污染物浓度信号反馈给旁路

质量流量计，通过调节两个旁路流量实现稀释比两级动态调节。即实现机动车尾气动态稀

释采样；当检测单元污染物浓度响应较慢时，通过车载OBD解码器读取的发动机转速反馈给

旁路质量流量，通过调节旁路流量实现稀释比的动态调节，即实现机动车尾气动态稀释采

样。

[0021] 采用上述机动车尾气动态稀释采样平台对机动车尾气流量测量系统进行保温，并

测量机动车尾气流量测量系统进出口尾气温度，保证机动车尾气进入稀释系统前维持原位

状态；通过两级稀释减少污染物的冷凝损失；通过稀释比动态调节，更加准确的测量机动车

各工况下尾气排放污染物浓度。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23]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便携节能的机动车尾气流量测量和动态稀释采样装置，与现

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主要的技术优势：

[0024] 1.在尾气流量计出口样气与一级稀释气混合，减少采样管路对污染物的干扰和损

失并减少采样管路伴热能耗；

[0025] 2.样气经两级稀释处理，防止因一级稀释快速降温造成污染物冷凝损失。

[0026] 3.通过在一级稀释器和二级稀释器零气入口和稀释气出口分别加质量流量计，控

制进入一级和二级稀释器的零气量，加之通过调节出口旁路流量可以方便调节稀释比；

[0027] 4.通过对采样管路的加热保温，并模拟污染物排放过程中的自然稀释过程，在整

个稀释过程中不经过物理和化学干燥处理最大程度减少稀释过程中对待测组分的干扰和

损失；

[0028] 5.通过测量污染物浓度或发动车实时工况的反馈，调节旁路流量进而实现动态稀

释；

[0029] 6.经一级稀释后采样管路伴热温度不需太高，并且所需零气量较小，无需大的空

压机提供压缩空气，节省能耗；

[0030] 7.本装置通过减少稀释腔体积使得整个稀释装置更加小巧，便携，同时可在小型

机动车上方便安装和运输。

附图说明

[0031]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机动车尾气动态稀释采样装置的组成结构示意

图；

[0032]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机动车尾气流量计结构的尺寸图；

[0033] 图1～2中，1—机动车排气管；2—不锈钢卡箍；3—温度传感器；4—机动车尾气流

量测量系统主体；5—皮托管流量计；6—温度传感器；7—第一预留采样口；8—第二预留采

样口；9—稀释系统；10—加热采样管；11—质量流量计；12—一级稀释器；13—温湿度传感

器；14—质量流量计；15—压力传感器；16—高压零气；17—二级稀释腔；18—温湿度传感

器；19—质量流量计；20—质量流量计；21—电磁阀；22—电磁阀；23—气泵；24—车载OBD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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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器；25—温度传感器接口；26—皮托管流量计接口；27—温度传感器接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附图，通过实施例进一步描述本实用新型，但不以任何方式限制本实用

新型的范围。

[0035]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便携节能的基于动态稀释法的机动车尾气车载测试平台装

置。该装置包括车载OBD解码器、机动车尾气流量测量系统、加热采样管和尾气动态稀释系

统；车载OBD解码器与机动车发动机数据接口相连，读取发动车的实时工况数据；机动车尾

气流量测量系统包括不锈钢管、温度传感器、皮托管流量计、压差传感器；尾气动态稀释系

统包括质量流量计、一级稀释器、二级稀释器、电磁阀、温湿度传感器以及气泵。对机动车尾

气仅通过零气稀释以满足检测单元检测需求，减少物理和化学干燥造成的污染物损失；取

样流量由总流量和稀释流量计算得出，避免了气泵和质量流量计的影响；通过浓度反馈和

质量流量计的快速响应实现动态稀释。

[0036] 具体实施时，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基于动态稀释法的机动车尾气车载测试平台装置

主要包括：机动车尾气流量测量和尾气动态稀释装置两大部分。图1所示为装置的组成结

构。其中，机动车尾气管与机动车尾气流量测量系统通过卡箍固定连接，机动车尾气流量测

量系统4包括皮托管流量计5，温度传感器3，6和采样口7，8。机动车尾气流量测量系统4预留

两个采样口(第一预留采样口7和第二预留采样口8分别用于颗粒物采样和气态污染物采

样)，满足颗粒物和气态污染物同时采样。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机动车尾气流量

计结构的尺寸示意，如图所示，左边是主视图右边是侧视图；其中，流量测量系统总长度为

650mm，直径为63.5mm；尾气在采样口直接与一级稀释气进行混合，混合后样气经采样管10

进入二级稀释器，对加热采样管10进行加热保温至60℃。稀释系统包括高压零气、一级稀释

混合腔、二级稀释混合腔、质量流量计、温湿度传感器、气泵、电磁阀等。

[0037] 基于动态稀释法的机动车尾气车载测试平台在工作时，尾气经一级稀释后实时监

测温度和湿度，保证一级稀释后样气湿度小于60％。一级稀释零气通过质量流量计11控制

流量为Q1，二级稀释零气通过质量流量计14控制为Q2。控制一级稀释旁路质量流量计19和

检测单元1总流量为Q3。通过控制二级稀释旁路质量流量计20和检测单元2总流量约为Q4

(可动态调节)。一级稀释比为(Q4-Q2+Q3)/(Q4-Q2+Q3-Q1)，二级稀释比等于Q4/(Q4-Q2)。当

一级稀释气或二级稀释气后不接监测仪器时，通过关闭相应管路电磁阀22和23，同时调节

相应旁路质量流量计(19，20)调节总的流量，控制稀释比在需求范围内。即实现机动车尾气

流量测量和动态稀释采样。

[0038] 需要注意的是，公布实施例的目的在于帮助进一步理解本实用新型，但是本领域

的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及所附权利要求的精神和范围内，各种替换和

修改都是可能的。因此，本实用新型不应局限于实施例所公开的内容，本实用新型要求保护

的范围以权利要求书界定的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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