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ilding Developments

建筑发展

第 1 卷◆第 11 期◆版本 1.0◆2017 年 11 月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425-0082

车用汽油辛烷值测定准确度相关影响因素
洪岩
齐齐齐哈尔市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检测中心
DOI：10.18686/bd.v1i11.1053
[摘

要] 目前对车用汽油的质量进行评定的主要数值是辛烷值,文章根据车用汽油的有关标准规范,加上过去的工作积累,

分析可能对车用汽油辛烷测定值产生影响的要素,以求缩小车用汽油辛烷测定值与实际值的差距。
[关键词] 车用汽油；辛烷值；测定；方法；因素
前言
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 汽车产业当然也不
例外,在这样的市场形势下,汽车成为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

我们国家现在测定辛烷值通常使用研究法, 按照
GB/T5487 标准,结合长久以来对检测方法的深入调查,分析
可能对汽油辛烷测定值产生影响的要素。

工具。而汽车的主要燃料是汽油,所以我国炼油工业的第一

2 对辛烷值产生影响的要素

产物正是汽油,汽油产量也代表了各国民的经济发展。汽油

一般来说,想要准确的测定辛烷值,首先需要一台稳定

的质量也成为当今社会的重点。目前通常使用辛烷值来看

性好且准确性高的机器, 这样的机器通常具有几乎零误差

衡量汽油的质量是否合格,它的用涂也非常广泛,如体现炼

的操控系统,同时结合规范的操作方法,而且不能忽略定时

油厂生产汽油的质量、区别牌号等,测试数值越接近标准,越

养护机器这个关键。

代表这个国家的炼油水平越高,车辆设计水平越高。

2.1 参比燃料配置

通常使用研究法和马达法来测定辛烷值。研究法代表

使用研究法测定汽油的辛烷值,应将标准 80 号汽油与

辛烷值低于或等于 100 的车用汽油在发动机由低速至中速

异辛烷混合后作为参比燃料,之后,确定参比燃料的辛烷值,

运行时燃料的抗爆性能, 适用于轻载汽车和公共汽车行驶

而不同的比例辛烷值不同,结果也随之不同。所以,怎样确保

时速度慢又经常要加速的情况。马达法代表代表辛烷值低

混合物的比例正确尤为重要。根据标准所示,配样器所允许

于或等于 100 的车用汽油在节气门全开和发动机高速运转

的误差为±0.2%,例如,一个 550 毫升的量筒,允许的误差达

时的抗爆性能, 适用于在高速上行驶和高功率重载汽车在

到 1.0%,这样就超出了范围。所以,当无法使用量筒这样较

超车或爬山时的情况。测定汽油辛烷值使用的机器主要是

粗的容器,国外进口的自动配样器售价又过高时,通常的办

CFR 辛烷值机, 是美国试验与材料协会认可唯一用于辛烷

法是,使用 A 级移液管将标准 80 号汽油转到已检定过的容

值测定的机器。

器中,再加入异辛烷,直至稀释到指定刻度。

1 辛烷值的概述

2.2 大气压力校正

辛烷值是表明汽油抗爆性的重要数值衡量标准, 数值

一般情况下, 测定辛烷值时需要在符合条件的实验室

越高,抗爆性越好,发动机就可以使用更高的压缩比,这样不

中,那么也就意味着,要依照当时的大气压将进气温度、气缸

但能使发动机的功率提高,还能够节省很多汽油。汽油含多

高度、计数器进行校正。

种碳氢化合物,正庚烷正是其中之一,它易在高压和高温情

2.3 调节最大油气比

况下自燃,容易发生震爆,导致汽缸壁过热、活塞破损,使引

从既往的众多实验中可以看到, 当处于固定压缩比时,

擎效果收到影响,所以在辛烷值测定时,正庚烷的值应为 0。

相同燃料的爆震值会随着液面的高低变化而发生改变。所

相比,汽油的另一种成分,异辛烷就不易发生震爆,测定时,数

以测试时, 为了确保标准参比燃料与测试样品可以一样得

值应为 100。由此可见,辛烷值影响了汽油中的所有碳氢化

到最大爆震值,就必须调节油气比。

合物的占比。在我国,会在汽油标号时标记辛烷值,如 93 号

2.4 精确控制辛烷值机温度

无铅汽油的辛烷值是 93。

除了前面提到的, 影响辛烷值结果的还有进气温度和

目前, 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方法的测定辛烷值,导

混合气温度。使用研究法时,进气温度每变化 2℃,结果改变

致即使是相同生产批次的汽油, 在不同国家的标号也不同,

0.1；而马达法中对对辛烷值的结果有影响的是混合气温度,

如,中国的 97 号汽油和美国的 93 号汽油辛烷值相同。所以,

每改变 2℃,结果则改变 0.1。

购买汽车后, 需要阅读车辆的说明书来查看辛烷值的测量

现在使用的汽油,它主要由戊烷(环戊烷)之烃类的一些

标准。现阶段,为了保护环境,很多国家使用的都是无铅汽

混合气体组成。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爆震,是指汽油迅速燃烧

油,而添加碳酸二甲酯、四乙基铅及 MTBE、MMT 等物质可

而出现的引擎非正常燃烧的现象,在燃烧中,因汽油中的混

以提高汽油的辛烷值。

合气体燃烧时,其中的过氧化物成分快速分解,导致其余气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374

Building Developments

建筑发展

第 1 卷◆第 11 期◆版本 1.0◆2017 年 11 月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425-0082

体会以类似爆炸的形式继续燃烧, 此时还会出现类似金属

到,样品应使用深棕色玻璃瓶承载,并储存在 2～10℃的环

敲击的声音,是由于爆炸产生冲击波与缸体碰撞；在这时,若

境中,这是由于温度是改变气化效果的直接因素,温度过低

混合气体温度持续升高,所产生爆震也会更强烈,这样就会

还会增加吸入空气的密度,这些都会影响最终的测试结果。

使辛烷值的测试结果低于标准；相反。若降低混合气的温

根据以往的经验,当多个不同项目使用同一样品时,需在开

度,则会使辛烷值测试结果高于标准。

始前检测一份初始的样品辛烷值, 反之则可能因测试时其

2.5 准确调节辛烷值机压缩比

他外界因素影响, 导致最终辛烷值结果低于正常 0.1 到 0.4

测试车用汽油辛烷值的机器实际上是单缸四冲程发动

个单位。

机,它的压缩比可以不断变化,发动机选择模拟模式,使测试

(2)积碳影响：在发动机工作时,燃料在高温状态下产生

参比燃料发生爆震,根据爆震强度确定辛烷值,这其中有一

的焦着状的物质称为积碳。易产生积碳的位置如进气阀、阀

个最重要的数值就是辛烷值机的压缩比。

杆、气化室等。当积碳过多时,会使气门难以关闭,最终的测

气缸高度可以反映辛烷值机的压缩比, 那么只需要得

试数值也会因此出现偏差,从大量实验中得出,在含有积碳

到气缸位移就可以,通常有 2 种方式：第一,使用气缸壁上的

的机器中测试,测试结果甚至会少一个单位。为了避免这种

位移传感器；第二,计算曲轴箱内蜗杆转动圈数。因为爆震

情况的发生,一般的办法是,机器每使用 100 小时,进行一次

强度与压缩比有很大的影响,为提高实验结果准确性,所以,

积碳深度清理。

需要准确准确计算各项数值。
目前测量汽油辛烷值通常使用的是 CFR 辛烷值机,是

(3)环境影响：天气环境这样的自然因素也可能对辛烷
值产生影响,比如,当燃料处于＜550 纳米紫外线条件下,即

通过 ASTM 认可的设备。它的工作原理是:(1)进行发动机预

使只是一瞬间的照射,都会影响辛烷值。除了天气外,电压、

热,预热时间约三十分钟；(2)发动机出现爆震现象,使得各部

温度, 这些环境, 都可能对辛烷值的最终测试结果产生影

位温度处于正常范围；(3)同时将点火钮和进样阀关闭,机器

响。

停止工作,将原有燃料释放；(4)当计数器的读数调为 930 后,

3 结语

将软管松开,同时立刻摘下爆震传感器,换为气缸压力表；(5)

以上,我们简单描述了 CFR-F2U 辛烷值机,并从辛烷

机器重启,不要打开点火钮,先将计数器调为 930,并确保气

值机参比燃料、测试时的大气压、最大油气比、辛烷值机温

缸压力表的数值符合当前大气压,释放压力 2 次左右,调节

度、辛烷值机压缩比、辛烷值机校正这些角度分析了可能对

气缸的高度；(6)连接软管,读取压力表数值并查看压缩比是

辛烷值机测定结果产生影响的相关因素。随着科技的发展

否处于 169±2 磅 / 英寸 2 范围内。当超出允许误差范围时,

和不断进度,我坚信,只要通过我们不断实践,并结合相关规

需重复以上步骤到符合为止。

范,日积月累,还可以发现更多本文尚未提到,但可能会影响

2.6 校正机器

辛烷值结果的其他重要因素。这些都可能对我国的炼油水

使用机器时,不但需要制定零件检查计划,检测机器是

平、车用汽油的质量,甚至车辆的设计水平有深远的意义。

否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 同时还需要用甲苯标准燃料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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