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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14）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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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用氧传感器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用氧传感器的要求、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用氧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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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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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14622-2016  摩托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四阶段） 

GB/T 2423.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二部分 试验方法 试验Ed自由跌落 

GB/T 2423.1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Ka：盐雾 

QC/T 902-2013  摩托车电子控制燃油喷射系统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QC/T 902-201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氧传感器 

检测发动机排气中氧含量，提供反馈信号进行空燃比调节的元器件。 

4 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氧传感器应按批准的产品图和技术文件制造，并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4.1.2 氧传感器外表面不允许有裂纹、伤痕及锈蚀，接线端子不允许有变形。 

4.1.3 氧传感器及插头密封要求达到 IPX7防水等级。 

4.2 工作条件 

4.2.1 工作电压 

氧传感器应能在DC 8V～16V电压下工作。 

4.2.2 温度范围 

氧传感器的温度范围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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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氧传感器的温度范围 

氧传感器的部位 下限工作温度 下限储存温度 上限工作温度 上限储存温度 

陶瓷探针顶部 350 

-40℃ 

850 

95℃ 
外壳螺母 - 570 

电缆线和绝缘接头 - 250 

连接插头 - 120 

4.3 适用燃料 

为保证氧传感器能够正常工作，应使用符合GB 14622-2016附录H基准汽油或柴油。 

4.4 性能 

氧传感器性能见表2规定。 

表2  氧传感器的性能 

项目 
废气温度 

初始350℃ 220h耐久试验350℃ 

响应时间,ms 
600mV-300mV <250 <400 

300mV-600mV <250 <400 

4.5 密封性 

氧传感器进行气密封性试验后，允许泄漏率应小于1ml/min。 

4.6 导线抗拉强度 

氧传感器进行导线抗拉强度试验后，性能应符合4.4的规定。 

4.7 耐水性能 

氧传感器进行耐水性能试验后，性能应符合4.4的规定。 

4.8 耐跌落性能 

氧传感器进行耐跌落性能试验后，性能应符合4.4的规定。 

4.9 耐盐雾性能 

氧传感器进行耐盐雾性能试验后，性能应符合4.4的规定。 

4.10 抗振动性能 

氧传感器进行抗振动性能试验后，性能应符合4.4的规定。 

4.11 耐低温 

氧传感器进行耐低温试验后，性能应符合4.4的规定。 

4.12 耐高温 

氧传感器进行耐高温试验后，性能应符合4.4的规定。 

4.13 耐久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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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传感器进行耐久性能试验后，性能应符合表2的规定。 

5 试验方法 

5.1 性能试验 

将氧传感器以正常方式安装在废气管上，氧传感器安装位置前方5cm处测量废气温度。当废气温度

达到设定值时，测量浓稀变化的响应时间。 

5.2 密封性试验 

在20℃～30℃环境，向氧传感器排气侧施加275kPa的气压，待施加的压力稳定后用泄漏检测器检查

1分钟的泄露量。 

5.3 导线抗拉强度试验 

将氧传感器固定，在连接导线接头处施加98N±2N的拉力，保持30S。 

5.4 耐水性能试验 

将氧传感器正常通电，按下列步骤进行10次循环的浸水试验。 

a) 将氧传感器安装在空水箱底部的燃烧管中，通过燃烧管中的高温废气将空水箱底部加热到

550℃±20℃；向水箱内放入 20℃±5℃的水并浸没氧传感器； 

b) 置留氧传感器在浸水状态 30秒；然后将水箱中的水放空。 

5.5 跌落试验 

按照GB/T 2423.8-1995 中自由落体的规定，对氧传感器进行高度1000mm的跌落试验。 

5.6 盐雾试验 

将氧传感器安装在排气管上露出部分进行遮挡，对露出的金属部分按GB/T 2423.17进行持续220小

时的盐雾试验。 

5.7 抗振动性试验 

5.7.1 将氧传感器按照安装在摩托车或轻便摩托车排气管上状态安装在震动试验台上。 

5.7.2 按照 QC/T 902-2013 附录 B.3.6.2试验方法进行 24小时抗振动试验。 

5.8 耐低温试验 

将氧传感器放置在-30℃环境下8小时。 

5.9 耐高温试验 

将氧传感器放置在60℃环境下8小时。 

5.10 耐久性能 

将氧传感器安装在符合表3的受控发动机的排气系统进行220小时耐久性试验，氧传感器在排气管上

露出部分可以采用外部空气进行冷却。在氧传感器安装位置前方5cm处测量排气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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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发动机排气系统 

步骤 λ  排气温度 持续时间 

1 ≤0.9 600±50℃ 13min 

2 1.0±0.05 750±50℃ 10min 

3 - 400±25℃ 9min 

4 1.0±0.05 600±50℃ 48min 

6 检验规则 

6.1 合格文件和标记 

氧传感器经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并应附有产品质量合格证书或标记。 

6.2 产品检验的类别 

氧传感器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3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按表4中的第1、2、10项进行。 

表4  检验项目 

序号 项目分类 检验项目 

1 关键项目 性能 

2 
重要项目 

密封性 

3 耐久性能 

4 

一般项目 

导线抗拉强度 

8 耐水性能 

6 耐跌落性能 

7 抗振动性能 

8 耐低温 

9 耐高温 

10 外观及外观尺寸 

6.4 型式检验 

6.4.1 遇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易地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而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产品停产1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6.4.2 抽样和分组 

6.4.2.1  样品数量 

做型式检验的氧传感器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同一批次产品中抽取，数量不得少于1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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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2  样品分组 

先按出厂检验项目进行复验，复验合格后将产品平均分成7组。按表中3、4、5、6、7、8、9项进行 

6.4.3 合格判定 

氧传感器的型式检验应全部符合规定的要求。如有一个项目部合格时，可重新抽取加倍数量的产品

就该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查，如仍有不合格时，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但耐久性试验不合格时不应重新

抽取，直接判为不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