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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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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团体标准供成员单位自愿采用，供使用单位参考采用。采用本团体标准时，应根据自身需要，确

认本团体标准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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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气体传感器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气体传感器（以下简称“气体传感器”）的术语、符号及定义、型

号、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及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基于电阻式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原理的气体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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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406.2 塑料 用氧指数法测定燃烧行为 第 2部分：室温试验 

GB 2421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总则 

GB/T 2423.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A：低温 

GB/T 2423.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B：高温 

GB/T 2423.3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Cab：恒定湿热试验 

GB/T 2423.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Ea和导则：冲击 

GB/T 2423.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d：自由跌落 

GB/T 2423.10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Fc：振动（正弦） 

GB/T 2423.2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T：锡焊 

GB/T 2423.29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U：引出端及整体安装件强度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 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T 4475 敏感元器件术语 

GB 15322.2 可燃气体探测器    第 2部分：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 

GB/T 15652 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气敏元件总规范 

GB/T 15653 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气敏元件测试方法 

GB 16838-2005 消防电子产品环境试验方法及严酷等级 

GB/T 34004 家用和小型餐饮厨房用燃气报警器及传感器 

SJ/T 11167-1998 敏感元器件及传感器型号命名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4475 中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4 型号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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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型号 

型号命名方法参考附录A。 

4.2 分类 

气体传感器可按下列检测气体种类分类： 

a) 空气质量检测型； 

b) 可燃气体检测型； 

c) 酒精检测型； 

d) 有机蒸气检测型； 

e) 毒性气体检测型； 

f) 其他气体检测型。 

5  技术要求 

5.1 外观 

5.1.1 外观  

表面应无腐蚀、起泡现象，无明显划伤、裂痕、毛刺等机械损伤。  

标识应清晰、正确、牢固。 

5.1.2 外壳  

外壳应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制造（氧指数大于27）。  

5.1.3 透气结构 

透气结构应为下列两种结构之一：  

a） 采用100目（0.147 mm）以上的双层金属网，金属网应使用防腐性能不低于06Cr17Ni12Mo2的材

料制造； 

b） 采用多孔性烧结金属，内部容积应在3 mL 以下，烧结金属厚度应在2 mm 以上，烧结金属应使

用防腐性能不低于牌号为 ZCuSn10Zn2 锡青铜制造。  

5.2 技术参数 

5.2.1 试验气体检测浓度 

根据气体传感器种类，按照表 1确定试验气体及其浓度，以及灵敏度允许偏差。 

表 1 试验气体及其浓度和灵敏度允许偏差 

传感器种类 试验气体 
试验气体浓度

/%vol 

灵敏度允许偏差 

等级Ⅰ 等级Ⅱ 

空气质量 甲醛 0.001 ±5% ±15% 

可燃气体 

甲烷 0.5 ±5% ±15% 

丙烷 0.21 ±5% ±15% 

氢气 0.04 ±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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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续） 

传感器种类 试验气体 
试验气体浓度

/%vol 

灵敏度允许偏差 

等级Ⅰ 等级Ⅱ 

酒精 乙醇蒸气 0.01 ±5% ±15% 

有机蒸气 甲苯蒸气 0.01 ±5% ±15% 

毒性气体 硫化氢 0.002 ±5% ±15% 

毒性气体 一氧化碳 0.015 ±5% ±15% 

5.2.2 清洁空气中气体传感器电阻值 

按 6.3 试验后，气体传感器电阻值应符合详细规范或合同的规定。 

5.2.3 试验气体中气体传感器电阻值 

 根据表 1的试验气体浓度，按 6.4 试验后，气体传感器电阻值应符合详细规范或合同的规定。 

5.2.4 灵敏度 

根据表 1的试验气体浓度，按 6.5 的方法测量气体传感器灵敏度，应符合表 1等级Ⅰ的要求。 

5.2.5 抗干扰性能 

按照 6.6 的方法测量气体传感器在干扰气体中的灵敏度，应小于表 1的试验气体浓度中的灵敏度，

每种气体干扰试验后的灵敏度，应符合表 1等级Ⅰ的要求。 

5.2.6 响应时间 

按照 6.7 的方法试验后，气体传感器响应时间应小于 30 s。试验气体为一氧化碳的响应时间应小

于 60 s。 

5.2.7 恢复时间 

按照 6.8 的方法试验后，气体传感器恢复时间应小于 60 s，试验气体为一氧化碳的恢复时间应小

于 120 s。 

5.2.8 振动(正弦） 

按照 6.9 试验后，气体传感器外观应符合 5.1.1 要求，灵敏度应符合表 1等级Ⅰ的要求。 

5.2.9 冲击（规定脉冲） 

按照 6.10 试验后。气体传感器外观应符合 5.1.1 要求，灵敏度应符合表 1中等级Ⅰ的要求。 

5.2.10 跌落 

按照 6.11 试验后，气体传感器外观应符合 5.1.1 要求，灵敏度应符合表 1中等级Ⅰ的要求。 

5.2.11 引出端强度  

按照 6.12 试验后，气体传感器外观应符合 5.1.1 要求，灵敏度应符合表 1中等级Ⅰ的要求。 

5.2.12 锡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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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6.13 试验后，气体传感器外观应符合 5.1.1 要求，引出端强度应符合 5.2.11 要求，灵敏度应

符合表 1 中等级Ⅰ的要求。 

5.2.13 低温 

按照 6.14 试验后，气体传感器的灵敏度应符合表 1中等级Ⅱ的要求，抗干扰性能应符合 5.2.5 要

求。 

5.2.14 高温 

按照 6.15 试验后，气体传感器的灵敏度应符合表 1中等级Ⅱ的要求，抗干扰性能应符合 5.2.5 要

求。 

5.2.15 恒定湿热 

按照 6.16 试验后，气体传感器的外观应符合 5.1.1 要求，灵敏度应符合表 1中等级Ⅱ的要求，抗

干扰性能应符合 5.2.5 要求。 

5.2.16 长期稳定性 

按照 6.17 试验后，气体传感器的灵敏度应符合表 1中等级Ⅱ的要求，抗干扰性能应符合 5.2.5 要

求。 

5.2.17 高浓度气体耐久性能 

按照 6.18 试验后，气体传感器的灵敏度应符合表 1中等级Ⅱ的要求，抗干扰性能应符合 5.2.5 的

要求。 

5.2.18 电源波动 

按照6.19试验后，气体传感器的灵敏度应符合表1中等级Ⅱ的要求。 

5.2.19 初始恢复 

按照6.20试验后，气体传感器的灵敏度应符合表1中等级Ⅱ的要求，抗干扰性能应符合5.2.5要求。 

5.2.20 不通电贮存 

按照 6.21 试验后气体传感器不应有破坏涂覆和腐蚀现象；灵敏度应符合表 1中等级Ⅰ的要求，抗

干扰性能应符合 5.2.5 要求。 

5.2.21 方位试验 

按照6.22试验后，气体传感器各个轴向的的灵敏度应符合表1中等级Ⅰ的要求。 

5.2.22 重复性 

按照6.23试验后，每次测量气体传感器的灵敏度均应符合表1中等级Ⅰ的要求。 

5.2.23 耐硅中毒性能 

按照6.24的方法测量气体传感器在混合气体中的灵敏度，应小于表1的试验气体浓度中的灵敏度，

耐硅中毒试验后的灵敏度，应符合表1等级Ⅱ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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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试验方法 

6.1 试验条件 

6.1.1 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 

除非另有规定，测量应在 GB2421 规定的标准大气条件下进行。 

a) 环境温度：15 ℃～35 ℃ ，试验过程中温度波动不应超过 5 ℃； 

b) 相对湿度：45%～75%； 

c) 大气压力：(86～106) kPa。 

6.1.2 试验气氛 

清洁空气的要求应符合 GB 3095 中规定的 2级环境空气标准。 

采用试验气体检测时，气体浓度允许误差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 2 气体浓度允许误差 

试验气体浓度（1×10
-6
） 允许误差/% 

≤100 ±20 

100～1000 ±10 

>1000 ±5 

6.1.3 测试电源 

稳压电源（或稳流电源）电压（或电流）在给定值范围内误差应不大于±2%。 

6.1.4 测试仪表 

测量和试验中所涉及的仪器、仪表以及辅助设施在试验前应检定，并符合国家规定的有关标准或计

量部门的检定规程。所有测量和试验的仪器、仪表及设备均应有规定期限内的检定合格证。 

指示用电压表、电流表（包括量程扩展）的误差应不大于±1%。 

测量负载电阻上的输出电压应选用高输入阻抗的数字电压表。 

6.1.5 测试箱 

a) 测试箱的箱体使用材料应不与试验气体发生吸附和反应； 

b) 箱体容积应保证其中每只气体传感器平均占有容积不小于 1 L； 

c) 箱内应设有液体汽化装置、温湿度显示装置和气体搅拌装置； 

d) 测试箱内温度要求：20 ℃±5 ℃，温度波动小于或等于±5 ℃； 

e) 测试箱内相对湿度：60%±5%。 

6.1.6 预热时间 

需要通电检测项目进行试验测试前，对金气体传感器进行预热，要求如下： 

a)  预热条件根据规定进行； 

b)  除非另有规定，应在 6.1.1 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下通电预热 48 h 以上。 

6.1.7 一般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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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各项参数测量，都应在规定的工作条件下进行； 

b) 气体传感器从加电到测试自检完成的时间再增加一倍，此时如果测得的读数在规定的误差内变

化，则气体传感器达到初始稳态； 

c) 气体传感器从进入规定的工作状态至开始测试之间的时间再增加一倍，此时如果测得的读数在

规定的误差内变化，则元件达到稳态。 

6.2 外观 

6.2.1 外观 

目视检查。 

6.2.2 外壳 

按GB/T 2406.2 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 

6.2.3 透气结构 

按以下方法进行透气结构检查： 

a) 对于双层金属网透气结构，通过出厂检验单或者分析确认金属网的材料，用显微镜等来确认金

属网的开孔大小，并目视确认与外壳的安装状态。 

b) 对于多孔性的烧结金属透气结构，通过出厂检验单或者分析确认烧结金属的材料，用游标卡尺

等测量并确认内部容积及烧结金属厚度。 

6.3 清洁空气中气体传感器电阻值 

6.3.1 测试电路 

测试电路图见图 1 

说明： 

G1——稳压电源；                                  P4——负载电阻上的电压表；  

P1——电压表；                                    Vc——测试回路电压； 

P3——电压表；                                    Vh——加热电压； 

P2——电流表；                                    Ih——加热电流； 

R1——负载电阻器。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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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测试步骤 

a) 调节加热电压 Vh（或电流 Ih），使电压表（或电流表）的读数为规定值； 

b) 调节测试回路电压 Vc，使电压表的读数为规定值； 

c) 选择负载电阻 RL为规定值； 

d) 测试箱内通入清洁空气； 

e) 在数字电压表上读出清洁空气中负载电阻上的输出电压稳态值 Va。 

6.3.3 计算 

清洁空气中气体传感器的稳态电阻按公式（1）计算：  

                    L

a

ac
a R

V

VV
R 


 ………………………………………………(1) 

式中： 

Ra——清洁空气中气体气体传感器的稳态电阻，kΩ； 

Vc——测试回路电压，V； 

Va——清洁空气中负载电阻上的输出电压稳态值，V； 

RL——负载电阻，kΩ。 

6.3.4 规定条件 

a) 加热电压（或加热电流）； 

b) 测试回路电压； 

c) 负载电阻； 

d) 预热时间。 

6.4 试验气体中气体传感器电阻值 

6.4.1 测试电路 

测试电路图见图 1。 

6.4.2 测试步骤 

a) 按 6.3.3 a）、b）、c）的规定进行； 

b) 按 GB/T15653-1995 附录 B容积比混合法的配气方法配制规定浓度的试验气体； 

c) 在数字电压表上读出试验气体中负载电阻上的输出电压稳态值 Vdg. 

6.4.3 计算 

试验气体中气体传感器的稳态电阻按公式（2）计算： 

                     L

dg

dgc

dg R
V

VV
R 


 ……………………………………………..(2) 

式中： 

Rdg——试验气体中气体传感器的稳态电阻，kΩ； 

Vc ——测试回路电压，V； 

Vdg——试验气体中负载电阻上的稳态输出电压，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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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 ——负载电阻，kΩ。 

6.4.4 规定条件 

a) 工作条件按 6.3.4 的规定； 

b) 试验气体的种类和浓度。 

c) 测量干扰气体中电阻时，按照 6.4.3 测试步骤将注入气体改为干扰气体，负载电阻上的输出电

压稳态值为 Vig。 

6.5 灵敏度 

6.5.1 测试电路 

测试电路图见图 1。 

6.5.2 测试步骤 

a) 按 6.3.3 的规定测量 Va； 

b) 按 6.4.3 的规定测量 Vdg； 

c) 按 6.3.4 公式（1）和 6.4.4 公式（2）分别计算 Ra和 Rdg。 

6.5.3 计算 

灵敏度按公式（3）计算： 

                               
dg

a

R

R
S   ………………………………………………….(3) 

式中： 

S  ——灵敏度； 

Ra ——清洁空气中气体传感器的稳态电阻，kΩ； 

Rdg——试验气体中气体传感器的稳态电阻，kΩ。 

注：测量 P 型（空穴型）气体传感器或检测氧化性气体时可用公式（3）的倒数形式。 

6.5.4 规定条件 

按照 6.4.4 的规定。 

6.6 抗干扰性能 

6.6.1 测试电路 

测试电路图见图 1 

6.6.2 测试步骤 

将气体传感器放入浓度测试箱中通电1h后，使测试箱内达到表3规定的乙酸气体浓度并开始计时，

保持30 min，按照6.5灵敏度试验方法测试乙酸气体中的灵敏度，然后将测试箱内气体排净，保持1 h，

按照6.5灵敏度试验方法测试试验气体中的灵敏度。 

将测试箱内试验气体排净，保持气体传感器处于正常工作状态24h，然后使试验箱内达到表3规定的

乙醇气体浓度并开始计时，保持30 min ，按照6.5的方法测试乙醇气体中的灵敏度，然后将测试箱内气

体排净，保持1 h，按照6.5灵敏度试验方法测试试验气体中的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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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干扰气体种类及浓度 

6.7 响应时间 

6.7.1 测试电路 

测试电路图见图 1 

6.7.2 测试步骤 

a) 按 6.3 的规定测量清洁空气中气体传感器的稳态电阻值 Ra； 

b) 按 6.4 的规定测量试验气体中气体传感器的稳态电阻值 Rdg； 

c) 按公式（2）计算电阻下降（或上升）到清洁空气中电阻值与试验气体中电阻值差值的 90%时

负载电阻上的输出电压 Vres； 

d) 将气体传感器脱离试验气体并置于清洁空气中。待气体传感器恢复后，将气体传感器重新置于

试验气体中； 

e) 秒表或自动计时装置计时，同时用数字电压表监测负载电阻上的输出电压； 

f) 当负载电阻上的输出电压上升（或下降）到 Vres时，秒表或自动计时装置所记录的时间即为响

应时间。 

6.7.3 规定条件 

按 6.4.5 的规定。 

6.8 恢复时间 

6.8.1 测试电路 

测试电路图见图 1 

6.8.2 测试步骤 

a) 按 6.3 的规定测量清洁空气中气体传感器的稳态电阻值 Ra； 

b) 按 6.4 的规定测量试验气体中气体传感器的稳态电阻值 Rdg； 

c) 按公式（2）计算电阻上升（或下降）到清洁空气中电阻值与试验气体中电阻值差值的 90%时

负载电阻上的输出电压 Vres； 

d) 将气体传感器脱离试验气体并置于清洁空气中； 

e) 继续用数字电压表监测负载电阻上的输出电压并同时用秒表或自动计时装置计时； 

f) 当负载电阻上的输出电压下降（或上升）到 Vres时，秒表或自动计时装置所记录的时间即为恢

复时间。 

6.8.3 规定条件 

同 6.4.4 的规定。 

干扰气体种类 浓度/%vol 

乙酸 0.6 

乙醇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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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振动（正弦） 

气体传感器的正弦振动试验方法按照 GB/T 2423.10 的规定进行。 

6.9.1 试验条件 

试验条件应符合GB/T 15652中有关规定。 

6.9.2 试验程序 

将非工作状态的气体传感器刚性固定在试验台上。试验后目检气体传感器外观，按照6.5试验方法

检测灵敏度。 

6.9.3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GB/T 2423.10中有关规定。 

6.10 冲击（规定脉冲） 

气体传感器的冲击试验方法按照 GB/T 2423.5 的规定进行。 

6.10.1 试验条件 

试验条件应符合GB/T 15652中有关规定。 

6.10.2 试验程序 

将非工作状态的气体传感器刚性固定在试验台上。试验后目检气体传感器外观，按照6.5试验方法

检测灵敏度。 

6.10.3 试验设备 

冲击台的性能及测试系统应符合GB/T 2423.5中有关规定。 

6.11 跌落 

气体传感器的跌落试验方法按照GB/T 2423.8的规定进行。 

6.11.1 试验条件 

跌落高度：1000 mm； 

跌落方式：自由落体； 

跌落次数：5次。 

6.11.2 试验程序 

将非通电状态的气体传感器按试验条件自由落体落到台板上。跌落开始时按照气体传感器管脚垂直

向下方位2次，管脚垂直向上方位2次，管脚平行于台板面方位1次进行试验。试验后目检气体传感器外

观，按照6.5试验方法检测灵敏度。 

6.11.3 试验设备 

试验用跌落台板为铺在地板地上厚30 mm的硬木板。 

6.12 引出端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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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传感器的引出端强度试验方法按照GB/T 2423.29的规定进行。 

6.12.1 试验条件 

试验方式：拉力； 

施加拉力：50 N； 

拉力方向：沿基座轴竖直向下； 

试验次数：每个引出端进行1次； 

持续时间：每次10 s。 

6.12.2 试验程序 

将非通电状态的气体传感器紧固在试验架上，按试验条件进行试验。试验后按照6.5试验方法测试

灵敏度。 

6.12.3 试验设备 

试验架应能保证气体传感器安装牢固并能承受所施拉力。 

6.13 锡焊 

气体传感器的锡焊试验方法按照GB/T 2423.28的规定进行。 

6.13.1 试验条件 

试验方式：烙铁法； 

试验温度：350±10 ℃； 

试验时间：10±1 s。 

6.13.2 试验程序 

在管脚露出基座2 mm 处按条件进行试验。试验结束后将试样在标准大气条件下放置1 h，按照6.12

试验方法测试引出端强度，按照6.5试验方法测试灵敏度。 

6.13.3 试验设备 

试验时若需要支撑则应用绝热材料，试验用烙铁应保证试验温度误差符合试验条件要求。 

6.14 低温 

气体传感器的低温试验方法按照GB/T 2423.1的规定进行。 

6.14.1 试验条件 

试验方式：温度渐变； 

温度：a. -15℃±3 ℃； 

      b. -40℃±3 ℃(有必要时)； 

保持时间：2 h。 

6.14.2 试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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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初始稳态的气体传感器放入检测箱中，以 1 ℃/min 的速率降温至规定低温温度，保持2 h后，

在此状态下，按照6.5的试验方法测试灵敏度，然后以1 ℃/min 的速率升至室温，在此状态下，按照6.6

的试验方法测试干扰气体中的灵敏度。 

6.14.3 试验设备 

检测箱的性能应符合 GB/T 2423.1 的有关规定。 

6.15 高温 

气体传感器的高温试验方法按照 GB/T 2423.2 的规定进行。 

6.15.1 试验条件 

试验方式：温度渐变； 

温度：55℃±2 ℃； 

保持时间：2 h。 

6.15.2 试验程序 

将初始稳态的气体传感器放入检测箱中，以 1 ℃/min 的速率升温至55 ℃±2 ℃，保持2 h后，在

此状态下，按照6.5的试验方法测试灵敏度，然后以1 ℃/min 的速率降至室温，在此状态下，按照6.6

的试验方法测试干扰气体中的灵敏度。 

6.15.3 试验设备 

检测箱的性能应符合 GB/T 2423.2 的有关规定。 

6.16 恒定湿热 

气体传感器的恒定湿热试验方法按照 GB/T 2423.4 的规定进行。 

6.16.1 试验条件 

试验方式：温度渐变；湿度渐变； 

温度：40 ℃±2 ℃；湿度93%±3% RH； 

保持时间：2 h。 

6.16.2 试验程序 

将初始稳态的气体传感器放入检测箱中，以不大于1 ℃/min 的速率升温至40 ℃±2 ℃，再以不大

于5% RH/min的速率将测试箱内的湿度增至93%±3%RH，保持2 h，按照6.5的试验方法测试灵敏度，按照

6.6的试验方法测试干扰气体中的灵敏度。 

6.16.3 试验设备 

检测箱的性能应符合 GB/T 2423.4 的有关规定。 

6.17 长期稳定性 

将气体传感器按照 6.1 试验条件要求连续通电 28 d 后，按照 6.5 的试验方法测试灵敏度，按照 6.6

的试验方法测试干扰气体中的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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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高浓度气体耐久性能 

将初始稳态的气体传感器放入检测箱中，按照表 4的规定通入试验气体，到达规定浓度后，保持 7 

h，在此期间连续测试气体传感器灵敏度（采集频率不低于 1次/min）。试验结束后按照 6.6 试验方法

检测干扰气体中的灵敏度。 

表 4 试验气体种类及浓度 

气体传感器种类 试验气体 试验气体浓度/%vol 

空气质量 甲醛 0.025 

可燃气体 

甲烷 2.5 

丙烷 1.05 

氢气 1.0 

乙醇 乙醇蒸气 0.75 

有机蒸汽 甲苯蒸气 0.025 

毒性气体 
硫化氢 0.025 

一氧化碳 0.055 

6.19 电源波动 

将气体传感器稳压电源（或稳流电源）电压（或电流）调至98%规定值，并稳定20min,按照6.5的试

验方法测试灵敏度，按照6.6的试验方法测试干扰气体中的灵敏度。将气体传感器稳压电源（或稳流电

源）电压（或电流）调至102%规定值，并稳定20min,按照6.5的试验方法测试灵敏度。 

6.20 初始恢复 

气体传感器在非工作状态下放置3个月，按照6.5的试验方法测试灵敏度，按照6.6的试验方法测试

干扰气体中的灵敏度。 

6.21 不通电贮存 

6.21.1 试验条件 

试验方式：温度渐变； 

温度：-25 ℃±2 ℃；55 ℃±2 ℃；室内正常环境条件； 

保持时间：24 h。 

6.21.2 试验程序 

将非工作状态的气体传感器放入检测箱中，以 不大于1 ℃/min 的速率降温至-25 ℃±2 ℃，保持

24 h，将气体传感器从检测箱中取出，放于室内正常环境条件下恢复至少24 h，然后将气体传感器放入

检测箱中以不大于1 ℃/min 的速率升至55 ℃±2 ℃，保持24 h，将气体传感器从检测箱中取出，放于

室内正常环境条件下恢复至少24 h。按照6.5的试验方法测试试验气氛中气体传感器灵敏度。按照6.6

的试验方法测试干扰气体中的灵敏度。 

6.21.3 试验设备 

满足 GB16838-2005 第 4章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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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方位试验 

将初始稳态的气体传感器放入检测箱中，分别在X/Y/Z三个相互垂直的轴向从0°开始，每旋转45°

方位进行一次试验，按照6.5试验方法测量气体传感器每个轴线上每个方位的的灵敏度。如果在X、Y、Z

轴线上气体传感器的内外部结构对称，气体传感器对称所在轴线可以只进行一个轴的试验。 

6.23 重复性 

按照6.5试验方法，同一支气体气体传感器连续测试6次灵敏度。 

6.24 耐硅中毒性能 

将初始稳态的气体传感器放入检测箱中，通入1%LEL试验气体和（10±3）×10
-6
（体积分数）六甲

基二硅氧烷/六甲基二硅醚蒸气，在混合气体中保持40 h后，按照6.5检测方法检测气体传感器在混合气

体中的灵敏度。 

将试验箱内混合气体排净，保持20 min，按照6.5检测方法检测气体传感器的灵敏度。 

7 检验规则 

7.1 型式检验 

7.1.1 型式检验 

当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鉴定、定型试验或老产品转厂生产时； 

b) 正常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每 12个月应进行 1次； 

d) 停产 12 个月后再次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7.1.2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项目为： 

a) 可燃气体类型、毒性气体类型中的一氧化碳检测：本部分第 5章规定的 5.1、5.2.2～5.2.23； 

b) 其余类型：本部分第 5章规定的 5.1、5.2.2、5.2.3、5.2.4、5.2.6～5.2.12、5.2.18、5.2.21。 

7.1.3 样品数量 

每次型式检验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12只，检验项目及气体传感器编号对应见表5。 

表 5 检验项目及气体传感器编号对应表 

序 

号 
章 条 试验项目 

试样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5.1 外观 √ √ √ √ √ √ √ √ √ √ √ √ 

2 5.2.2 
清洁空气中气体传感器电阻

值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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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续） 

序 

号 
章 条 试验项目 

试样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3 5.2.3 
试验气体中气体传感器电阻

值 
√ √ √ √ √ √ √ √ √ √ √ √ 

4 5.2.4 灵敏度 √ √ √ √ √ √ √ √ √ √ √ √ 

5 5.2.5 抗干扰性能 √ √ √ √ √ √ √ √ √ √ √ √ 

6 5.2.6 响应时间 √ √           

7 5.2.7 恢复时间 √ √           

8 5.2.8 振动（正弦）   √          

9 5.2.9 冲击（规定脉冲）   √          

10 5.2.10 跌落      √       

11 5.2.11 引出端强度    √         

12 5.2.12 锡焊     √        

13 5.2.13 低温 √ √           

14 5.2.14 高温 √ √           

15 5.2.15 恒定湿热 √ √           

16 5.2.16 长期稳定性       √ √     

17 5.2.17 高浓度气体耐久性能         √    

18 5.2.18 电源波动          √   

19 5.2.19 初始恢复          √   

20 5.2.20 不通电贮存          √   

21 5.2.21 方位试验           √ √ 

22 5.2.22 重复性           √ √ 

23 5.2.23 耐硅中毒性能           √ √ 

7.1.4 试验条件 

    除另有规定外，各项试验均在 6.1 试验条件下进行，试验项目按照表 5 的顺序进行。 

7.1.5 判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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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检验的全部项目均符合标准规定时，判定该型式检验合格。任何项目不合格，需改进不合格项

目，重新复检，直至所有项目合格，判定该型式检验合格。累计重新试验次数不允许超过四次，单项重

新试验次数不超过两次。 

7.2 出厂检验 

7.2.1 抽样检验 

每批气体传感器在进入成品库或在交货时的检验。 

7.2.2 检验项目 

可燃气体类型和毒性气体类型中一氧化碳气体检测型传感器检验包含表 6 中的所有检验项目，其余

类型传感器不对抗干扰性能项进行检测，对其他检测项目进行检测。 

7.2.3 试验条件 

如在有关条文中没有说明，则各项试验均在6.1试验条件下进行。 

7.2.4 抽样方案 

抽样方案按 GB/T2828.1 规定，检查水平取Ⅱ，按正常检查一次抽样方案检验，可接受的合格质量

水平 AQL=1.0。 

7.2.5 判定原则 

按照 7.2.4 规定的抽样方案判定合格，则该批次产品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表 6 检验项目及要求 

8 标志、贮存 

8.1 标志 

8.1.1 产品标志  

产品标志应清晰、耐久，且不应出现在螺丝或其他易被拆卸的部件上。 

产品标志应包含以下内容： 

序号 检 验 项 目 要求章条号 试验方法章条号 
水  平 

IL AQL 

1 外观 5.1 6.2 

Ⅱ 1.0 

2 清洁空气中气体传感器电阻值 5.2.2 6.3 

3 试验气体中气体传感器电阻值 5.2.3 6.4 

4 灵敏度 5.2.4 6.5 

5 抗干扰性能 5.2.5 6.6 

6 响应时间 5.2.6 6.7 

7 恢复时间 5.2.7 6.8 

注：IL——检验水平；      AQL——接受质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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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产品名称； 

b) 产品型号； 

c) 制造日期。 

8.1.2 包装标志 

气体传感器应具备产品出厂时的完整包装，包装中应包含质量检验合格标志和使用说明书； 

产品外包装上应标明制造厂名称、代号和商标；产品名称和型号；制造日期；净重； 

包装储运标志应符合 GB191 规定。 

8.2 贮存         

气体传感器贮存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温度：-10℃～55 ℃； 

b） 相对湿度：不大于 90%； 

c） 应无酸碱、易燃易爆及有毒化学物品和其他腐蚀性气体； 

d)  应无强烈的机械振动和冲击的影响； 

e） 应避免强烈的电磁场作用和阳光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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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推荐的型号命名方法 

A.1 型号编制  

XX   XXX  

 

产品类别代号； 

 

结构类型； 

结构类型：表示气体传感器所属结构，例如“MQ”代表旁热式或直热式半导体气体传感器；“MP”

代表平面结构半导体气体传感器；“GM”代表 MEMS 结构半导体气体传感器。 

产品类别代号：用符号、数字或字母加数字序号作为产品类别代号，字母按照 SJ/T 11167 表 5 特

征意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