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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UT105仪表是1999计数3 1／2数位手动量程汽

车数字万用表。具有特大屏幕、全功能符号显示及

输入连接提示、全量程过载保护和独特的外观设

计、使之成为性能更优越使用更安全的电工仪表。

本仪表可用于测量：交直流电压、直流电流、电

阻、二极管、电路通断及汽车的转速和闭合角。

    本使用说明书包括有关的安全信息和警告提

示等，请仔细阅读有关内容并严格遵守所有的警告

和注意事项。

二.开箱检查

    打开包装盒取出仪表，请仔细检查下列附件

是否缺少或损坏，如发现有任何一项缺少或损坏，

请即与你的供应商联系。

   ＊ 使用说明书               一本

   ＊ 表笔+鳄鱼夹              一副

   ＊ 合格证                   一张

三.安全操作准则

    本仪表严格遵循GB4793电子测量仪器安全要

求以及IEC61010-1安全标准进行设计和生产。符

合双重绝缘过电压标准CATⅡ1000V 、CATⅢ600V

和污染等级Ⅱ的安全标准。如果未能按照有关的

操作说明使用仪表，则可能会削弱或失去仪表为

你提供的保护。

 1. 使用前要检查仪表和表笔，谨防任何损坏或

    不正常的现象，如果发现任何异常情况：表

    笔裸露、机壳损坏、液晶显示器无显示等等，

    请不要使用。严禁使用没有后盖和后盖没有

    盖好的仪表，否则有电击危险。

 2. 表笔破损必须更换，并须换上同样型号或相

    同电气规格的表笔。

 3. 当仪表正在测量时，不要接触裸露的电线、

    连接器、没有使用的输入端或正在测量的电

    路。

 4. 测量高于直流60V或交流30V以上的电压时，

    务必小心谨慎，切记手指不要超过表笔护指

    位，以防触电。

 5. 在不能确定被测量值的范围时，须将功能量

    程开关置于最大量程位置。

 6. 切勿在端子和端子之间，或任何端子和接地

    之间施加超过仪表上所标注的额定电压或电

    流。

 7. 测量时功能开关必须置于正确的量程档位。

    在功能量程开关转换之前，必须断开表笔与

    被测电路的连接，严禁在测量进行中转换档

    位，以防损坏仪表。

 8. 进行在线电阻、二极管或电路通断测量之前，

    必须先将电路中所有的电源切断，并将所有

    的电容器放尽残余电荷。

 9. 测量电流以前，应先检查仪表的保险丝是否

    完好，在仪表连接到电路上之前，应先将电

    路的电源关闭。

 10.不要在高温、高湿、易燃、易爆和强电磁场

    环境中存放或使用仪表。

 11.请勿随意改变仪表内部接线，以免损坏仪表

    和危及安全。

 12.当LCD显示器显示     标志时,应及时更换电

    池，以确保测量精度。

 13.测量完毕应及时关断电源。长时间不用时，

    应取出电池。

四.汽车维修安全指南

    为了防止意外所造成人身伤害以及对汽车和

仪表的损坏，请认真阅读下列安全准则和测试过

程！

 1. 戴着合格的防护眼镜。

 2. 在通风良好的地方运行汽车，以防吸入有毒

    的汽车尾气。

 3. 保持你自己的工具和测试仪器，远离正在运

    行的发动机所有发热的部件。

 4. 确保汽车是停止（自动传输）、挂空档（手

    动传输）、确信设置了刹车、车轮已被锁定。

 5. 不要在汽车电池上放置工具，这样会引起电

    极短路导致伤害人身、损坏工具和电池。

 6. 禁止在汽车附近吸烟、点火，以防燃烧、爆炸。

 7. 在测试运行时不要离开汽车。

 8. 在点火线圈、分流器罩、点火导线和火花塞

    插座周围工作要提高警惕。这些部件在汽车

    运行时会带有高压。

 9. 在连接或断开电子部件时，应关闭点火锁。

 10.注意汽车生产商的警告、注意事项和维修程序。

    警告提示

    由于一部分的汽车安装了安全空气囊，因此
在空气囊部件和配线周围工作时，你必须注意汽
车维修手册中的警告事项。否则不小心会使空气
囊打开，从而造成人身伤害。注意，在点火锁关
闭后(甚至汽车电池断开时)空气囊也会打开几分
钟，这是由特制的能量储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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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提示

    由于一部分的汽车安装了安全空气囊，因此
在空气囊部件和配线周围工作时，你必须注意汽
车维修手册中的警告事项。否则不小心会使空气
囊打开，从而造成人身伤害。注意，在点火锁关
闭后(甚至汽车电池断开时)空气囊也会打开几分
钟，这是由特制的能量储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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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UT105仪表是1999计数3 1／2数位手动量程汽

车数字万用表。具有特大屏幕、全功能符号显示及

输入连接提示、全量程过载保护和独特的外观设

计、使之成为性能更优越使用更安全的电工仪表。

本仪表可用于测量：交直流电压、直流电流、电

阻、二极管、电路通断及汽车的转速和闭合角。

    本使用说明书包括有关的安全信息和警告提

示等，请仔细阅读有关内容并严格遵守所有的警告

和注意事项。

二.开箱检查

    打开包装盒取出仪表，请仔细检查下列附件

是否缺少或损坏，如发现有任何一项缺少或损坏，

请即与你的供应商联系。

   ＊ 使用说明书               一本

   ＊ 表笔+鳄鱼夹              一副

   ＊ 合格证                   一张

三.安全操作准则

    本仪表严格遵循GB4793电子测量仪器安全要

求以及IEC61010-1安全标准进行设计和生产。符

合双重绝缘过电压标准CATⅡ1000V 、CATⅢ600V

和污染等级Ⅱ的安全标准。如果未能按照有关的

操作说明使用仪表，则可能会削弱或失去仪表为

你提供的保护。

 1. 使用前要检查仪表和表笔，谨防任何损坏或

    不正常的现象，如果发现任何异常情况：表

    笔裸露、机壳损坏、液晶显示器无显示等等，

    请不要使用。严禁使用没有后盖和后盖没有

    盖好的仪表，否则有电击危险。

 2. 表笔破损必须更换，并须换上同样型号或相

    同电气规格的表笔。

 3. 当仪表正在测量时，不要接触裸露的电线、

    连接器、没有使用的输入端或正在测量的电

    路。

 4. 测量高于直流60V或交流30V以上的电压时，

    务必小心谨慎，切记手指不要超过表笔护指

    位，以防触电。

 5. 在不能确定被测量值的范围时，须将功能量

    程开关置于最大量程位置。

 6. 切勿在端子和端子之间，或任何端子和接地

    之间施加超过仪表上所标注的额定电压或电

    流。

 7. 测量时功能开关必须置于正确的量程档位。

    在功能量程开关转换之前，必须断开表笔与

    被测电路的连接，严禁在测量进行中转换档

    位，以防损坏仪表。

 8. 进行在线电阻、二极管或电路通断测量之前，

    必须先将电路中所有的电源切断，并将所有

    的电容器放尽残余电荷。

 9. 测量电流以前，应先检查仪表的保险丝是否

    完好，在仪表连接到电路上之前，应先将电

    路的电源关闭。

 10.不要在高温、高湿、易燃、易爆和强电磁场

    环境中存放或使用仪表。

 11.请勿随意改变仪表内部接线，以免损坏仪表

    和危及安全。

 12.当LCD显示器显示     标志时,应及时更换电

    池，以确保测量精度。

 13.测量完毕应及时关断电源。长时间不用时，

    应取出电池。

四.汽车维修安全指南

    为了防止意外所造成人身伤害以及对汽车和

仪表的损坏，请认真阅读下列安全准则和测试过

程！

 1. 戴着合格的防护眼镜。

 2. 在通风良好的地方运行汽车，以防吸入有毒

    的汽车尾气。

 3. 保持你自己的工具和测试仪器，远离正在运

    行的发动机所有发热的部件。

 4. 确保汽车是停止（自动传输）、挂空档（手

    动传输）、确信设置了刹车、车轮已被锁定。

 5. 不要在汽车电池上放置工具，这样会引起电

    极短路导致伤害人身、损坏工具和电池。

 6. 禁止在汽车附近吸烟、点火，以防燃烧、爆炸。

 7. 在测试运行时不要离开汽车。

 8. 在点火线圈、分流器罩、点火导线和火花塞

    插座周围工作要提高警惕。这些部件在汽车

    运行时会带有高压。

 9. 在连接或断开电子部件时，应关闭点火锁。

 10.注意汽车生产商的警告、注意事项和维修程序。

    警告提示

    由于一部分的汽车安装了安全空气囊，因此
在空气囊部件和配线周围工作时，你必须注意汽
车维修手册中的警告事项。否则不小心会使空气
囊打开，从而造成人身伤害。注意，在点火锁关
闭后(甚至汽车电池断开时)空气囊也会打开几分
钟，这是由特制的能量储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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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书中所有的信息，解释和详细说明来源

于近期所发表的工业资料。无法证明信息的准确

性和完全性,对此本公司不负有任何责任的假设……。

1.汽车维修说明书资料，来源于汽车的维修信息：

 ⑴ 与当地的汽车部件销售商联系。

 ⑵ 与当地的汽车部件零售商联系。

 ⑶ 接触当地的图书馆，查询书籍能校对你的汽

    车维修手册，以提供最新资料。

2.在开始诊断故障操作之前，打开车盖做一次彻

  底的视觉检查。你会发现许多你正要解决的问

  题原因，这将节约你大量的时间。

 ⑴ 汽车近期是否进行过维修？有时在故障的位

    置将发生相同的问题，或者不会。

 ⑵ 不要试图寻找捷径。检查软管和导线这可能

    很难看出故障的位置。

 ⑶ 检查空气净化器和管道系统的故障。

 ⑷ 检查传感器和传动装置的损坏。

 ⑸ 检查点火导线：接线端的破损、火花塞的裂

    缝、点火导线绝缘处的破损。

 ⑹ 检查所有的真空软管：正确的线路、收缩和

    弯曲、裂缝，断裂和损坏。

 ⑺ 检查导线：锋利刀口的连接、热表面的连接

   （如排气多头导管）、绝缘处的收缩，烧焦和

    擦破、正确的线路连接。

 ⑻ 检查电路连接：pin的腐蚀、pin的弯曲和损

    坏、不合适的连接位置、坏的电极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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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际电气符号

DC(直流)AC(交流)

接地

警告注意安全标志

电池欠压

双重绝缘
符合欧洲工会(European Union)指令

六.综合指标

 1. 信号输入端和COM端之间最大电压: 详见各量

    程输入保护电压说明。

 2. mA输入端子设有保险丝:(CE)315mA 250V快熔

    式保险丝Φ5x20mm

 3. A输入端子设有保险丝:(CE)10A 250V快熔式

    保险丝Φ5x20mm

 4. 显示: LCD全功能符号及输入连接提示显示,

    最大读数为1999，每秒约更新2～3次。

 5. 量程: 手动

 6. 极性显示: 自动

 7. 过量程提示: 显1

 8. 电池欠压提示:      

 9. 工作温度: 0～ 40℃(32℉～104℉)

 10.存储温度: -10～ 50℃(14℉～122℉)

 11.相对湿度: 0℃～ 30℃以下≤75%，

               30℃～40℃≤50%

 12.电磁兼容性: 在1V/m的射频场下∶总精度=指

    定精度+量程的5% ，超过1V/m以上的射频场

    没有指定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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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书中所有的信息，解释和详细说明来源

于近期所发表的工业资料。无法证明信息的准确

性和完全性,对此本公司不负有任何责任的假设⋯⋯。

1.汽车维修说明书资料，来源于汽车的维修信息：

 ⑴ 与当地的汽车部件销售商联系。

 ⑵ 与当地的汽车部件零售商联系。

 ⑶ 接触当地的图书馆，查询书籍能校对你的汽

    车维修手册，以提供最新资料。

2.在开始诊断故障操作之前，打开车盖做一次彻

  底的视觉检查。你会发现许多你正要解决的问

  题原因，这将节约你大量的时间。

 ⑴ 汽车近期是否进行过维修？有时在故障的位

    置将发生相同的问题，或者不会。

 ⑵ 不要试图寻找捷径。检查软管和导线这可能

    很难看出故障的位置。

 ⑶ 检查空气净化器和管道系统的故障。

 ⑷ 检查传感器和传动装置的损坏。

 ⑸ 检查点火导线：接线端的破损、火花塞的裂

    缝、点火导线绝缘处的破损。

 ⑹ 检查所有的真空软管：正确的线路、收缩和

    弯曲、裂缝，断裂和损坏。

 ⑺ 检查导线：锋利刀口的连接、热表面的连接

   （如排气多头导管）、绝缘处的收缩，烧焦和

    擦破、正确的线路连接。

 ⑻ 检查电路连接：pin的腐蚀、pin的弯曲和损

    坏、不合适的连接位置、坏的电极导线。

五.国际电气符号

DC(直流)AC(交流)

接地

警告注意安全标志

电池欠压

双重绝缘

粤制03000155号 中国技术监督局制造计量

器具许可证

符合欧洲工会(European Union)指令

六.综合指标

 1. 信号输入端和COM端之间最大电压: 详见各量

    程输入保护电压说明。

 2. mA输入端子设有保险丝:(CE)315mA 250V快熔

    式保险丝Φ5x20mm

 3. A输入端子设有保险丝:(CE)10A 250V快熔式

    保险丝Φ5x20mm

 4. 显示: LCD全功能符号及输入连接提示显示,

    最大读数为1999，每秒约更新2～3次。

 5. 量程: 手动

 6. 极性显示: 自动

 7. 过量程提示: 显1

 8. 电池欠压提示:      

 9. 工作温度: 0～ 40℃(32�H～104�H)

 10.存储温度: -10～ 50℃(14�H～122�H)

 11.相对湿度: 0℃～ 30℃以下≤75%，

               30℃～40℃≤50%

 12.电磁兼容性: 在1V/m的射频场下∶总精度=指

    定精度+量程的5% ，超过1V/m以上的射频场

    没有指定指标。

 13.供电电源: 6F22 9V

 14.外形尺寸: 179X88X39mm

 15.质量: 约380g（含保护套、电池）              

 16.安全标准: IEC 61010: CATⅡ1000V、CATⅢ600V

 17.鉴定:   

七.外表结构(见图1)

 

 1. LCD显示窗

 2. 数据保持按键开关HOLD

 3. 功能量程选择旋钮

 4. 四个输入端口

 5. 电源按键开关POWER

(图1)

Connect terminal

1

2
3

4
5
6
7

8

八.LCD显示器(见图2)

(图2)

毫安

AC

A

测量交流时显示,直流关闭。

 二极管测量提示符。

 电路通断测量提示符。

数据保持提示符。
 Connect Terminal输入端口连
 接提示。

电池欠压提示符。

显示负的读数。

8

DWELL    闭合角

RPMx10   转速x10

         气缸数4CYL 6CYL 

8C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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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书中所有的信息，解释和详细说明来源

于近期所发表的工业资料。无法证明信息的准确

性和完全性,对此本公司不负有任何责任的假设⋯⋯。

1.汽车维修说明书资料，来源于汽车的维修信息：

 ⑴ 与当地的汽车部件销售商联系。

 ⑵ 与当地的汽车部件零售商联系。

 ⑶ 接触当地的图书馆，查询书籍能校对你的汽

    车维修手册，以提供最新资料。

2.在开始诊断故障操作之前，打开车盖做一次彻

  底的视觉检查。你会发现许多你正要解决的问

  题原因，这将节约你大量的时间。

 ⑴ 汽车近期是否进行过维修？有时在故障的位

    置将发生相同的问题，或者不会。

 ⑵ 不要试图寻找捷径。检查软管和导线这可能

    很难看出故障的位置。

 ⑶ 检查空气净化器和管道系统的故障。

 ⑷ 检查传感器和传动装置的损坏。

 ⑸ 检查点火导线：接线端的破损、火花塞的裂

    缝、点火导线绝缘处的破损。

 ⑹ 检查所有的真空软管：正确的线路、收缩和

    弯曲、裂缝，断裂和损坏。

 ⑺ 检查导线：锋利刀口的连接、热表面的连接

   （如排气多头导管）、绝缘处的收缩，烧焦和

    擦破、正确的线路连接。

 ⑻ 检查电路连接：pin的腐蚀、pin的弯曲和损

    坏、不合适的连接位置、坏的电极导线。

五.国际电气符号

DC(直流)AC(交流)

接地

警告注意安全标志

电池欠压

双重绝缘

粤制03000155号 中国技术监督局制造计量

器具许可证

符合欧洲工会(European Union)指令

六.综合指标

 1. 信号输入端和COM端之间最大电压: 详见各量

    程输入保护电压说明。

 2. mA输入端子设有保险丝:(CE)315mA 250V快熔

    式保险丝Φ5x20mm

 3. A输入端子设有保险丝:(CE)10A 250V快熔式

    保险丝Φ5x20mm

 4. 显示: LCD全功能符号及输入连接提示显示,

    最大读数为1999，每秒约更新2～3次。

 5. 量程: 手动

 6. 极性显示: 自动

 7. 过量程提示: 显1

 8. 电池欠压提示:      

 9. 工作温度: 0～ 40℃(32�H～104�H)

 10.存储温度: -10～ 50℃(14�H～122�H)

 11.相对湿度: 0℃～ 30℃以下≤75%，

               30℃～40℃≤50%

 12.电磁兼容性: 在1V/m的射频场下∶总精度=指

    定精度+量程的5% ，超过1V/m以上的射频场

    没有指定指标。

 13.供电电源: 6F22 9V

 14.外形尺寸: 179X88X39mm

 15.质量: 约380g（含保护套、电池）              

 16.安全标准: IEC 61010: CATⅡ1000V、CATⅢ600V

 17.鉴定:   、  

七.外表结构(见图1)

 

 1. LCD显示窗

 2. 数据保持按键开关HOLD

 3. 功能量程选择旋钮

 4. 四个输入端口

 5. 电源按键开关POWER

(图1)

Connect terminal

1

2
3

4
5
6
7

8

八.LCD显示器(见图2)

(图2)

毫安

AC

A

测量交流时显示,直流关闭。

 二极管测量提示符。

 电路通断测量提示符。

数据保持提示符。
 Connect Terminal输入端口连
 接提示。

电池欠压提示符。

显示负的读数。

8

DWELL    闭合角

RPMx10   转速x10

         气缸数4CYL 6CYL 

8C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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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功能简介

开关位置 功能说明

V        直流电压测量

V～� 交流电压测量

Ω� 电阻测量

         二极管PN结电压测量  单位：mV   

         电路通断测量 单位：Ω

A� 直流电流测量         

         汽车点火闭合角测量 单位：度       

             RPMx10

DWELL

汽车发动机转速测量(显示读数x10)     

单位：转/分

POWER 电源开关

 HOLD     数据保持开关

十.测量操作说明

第一部分  万用表基本测量

1.交直流电压测量(见图3)

(图3)

(图5)

(图4)

 ⑴ 功能量程开关置于V   或V～ 电压测量档。

 ⑵ 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V 插孔，

    黑 表笔插入 COM 插孔。并将表笔探针并联

    到待测电源或负载上。

 ⑶ 从显示器上直接读取被测电压值。交流测量

    显示值为正弦波有效值(平均值响应)。

 ⑷ 仪表的输入阻抗均约为10MΩ，这种负载在高

    阻抗的电路中会引起测量上的误差。大部分

    情况下，如果 电路阻抗在10kΩ以下，误差

    可以忽略 (0.1%或更低)。

    注意:

 * 不要输入高于1000Vp 的电压。测量更高的电
   压是有可能的，但有损坏仪表的危险。
 * 在测量高电压时，要特别注意避免触电。    
 * 在完成所有的测量操作后，要断开表笔与被测
   电路的连接。

2.直流电流测量(见图4)

 

 ⑴ 将功能量程开关置于A   电流测量档。

 ⑵ 按LCD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mA 或

     A 插孔，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并将表笔

    探针串联到待测回路中。

 ⑶ 显示器上直接读取被测电流值。

    注意：
 * 在仪表串联到待测回路之前，应先将回路中的
   电源关闭。
 * 测量时应使用正确的输入端口和功能档位，如
   不能估计电流的大小，应从高档量程开始测量。
 * 大于10-15A电流测量时，为了安全使用每次测
   量时间应小于10秒，间隔时间应大于15分钟。
 * 当表笔插在电流端子上时，切勿把表笔测试针
   并联到任何电路上，会烧断仪表内部保险丝和
   损坏仪表。
 * 在完成所有的测量操作后，应先关断电源再断
   开表笔与被测电路的连接。对大电流的测量更
   为重要。

3.电阻测量(见图5)

 ⑴ 将功能量程开关置于 Ω 测量档。

 ⑵ 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Ω 插

    孔，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并将表笔探针并

    联到被测电阻上。

 ⑶ 从显示器上直接读取被测电阻值。

   注意:
 * 如果被测电阻开路或阻值超过仪表最大量程时，
   显示器将显示"1"。
 * 当测量在线电阻时，在测量前必须先将被测电
   路内所有电源关断，并将所有电容器放尽残余
   电荷。才能保证测量正确。
 * 在低阻测量时，表笔会带来约0.1Ω~0.2Ω电
   阻的测量误差。为获得精确读数，应首先将表
   笔短路，记住短路显示值，在测量结果中减去
   表笔短路显示值，才能确保测量精度。
 * 如果表笔短路时的电阻值不小于0.5Ω时，应
   检查表笔是否有松脱现象或其它原因。
 * 测量1MΩ以上的电阻时，可能需要几秒钟后读
   数才会稳定。这对于高阻的测量属正常。为了
   获得稳定读数尽量选用短的测试线。
 * 不要输入高于直流60V或交流30V以上的电压,
   避免伤害人身安全。
 * 在完成所有的测量操作后,要断开表笔与被测
   电路的连接。

4.二极管测量   (见图6)  

⑴ 将功能量程开关置于         测量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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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功能简介

开关位置 功能说明

V        直流电压测量

V～� 交流电压测量

Ω� 电阻测量

         二极管PN结电压测量  单位：mV   

         电路通断测量 单位：Ω

A� 直流电流测量         

         汽车点火闭合角测量 单位：度       

             RPMx10

DWELL

汽车发动机转速测量(显示读数x10)     

单位：转/分

POWER 电源开关

 HOLD     数据保持开关

十.测量操作说明

第一部分  万用表基本测量

1.交直流电压测量(见图3)

(图3)

(图5)

(图4)

 ⑴ 功能量程开关置于V   或V～ 电压测量档。

 ⑵ 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V 插孔，

    黑 表笔插入 COM 插孔。并将表笔探针并联

    到待测电源或负载上。

 ⑶ 从显示器上直接读取被测电压值。交流测量

    显示值为正弦波有效值(平均值响应)。

 ⑷ 仪表的输入阻抗均约为10MΩ，这种负载在高

    阻抗的电路中会引起测量上的误差。大部分

    情况下，如果 电路阻抗在10kΩ以下，误差

    可以忽略 (0.1%或更低)。

    注意:

 * 不要输入高于1000Vp 的电压。测量更高的电
   压是有可能的，但有损坏仪表的危险。
 * 在测量高电压时，要特别注意避免触电。    
 * 在完成所有的测量操作后，要断开表笔与被测
   电路的连接。

2.直流电流测量(见图4)

 

 ⑴ 将功能量程开关置于A   电流测量档。

 ⑵ 按LCD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mA 或

     A 插孔，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并将表笔

    探针串联到待测回路中。

 ⑶ 显示器上直接读取被测电流值。

    注意：
 * 在仪表串联到待测回路之前，应先将回路中的
   电源关闭。
 * 测量时应使用正确的输入端口和功能档位，如
   不能估计电流的大小，应从高档量程开始测量。
 * 大于10-15A电流测量时，为了安全使用每次测
   量时间应小于10秒，间隔时间应大于15分钟。
 * 当表笔插在电流端子上时，切勿把表笔测试针
   并联到任何电路上，会烧断仪表内部保险丝和
   损坏仪表。
 * 在完成所有的测量操作后，应先关断电源再断
   开表笔与被测电路的连接。对大电流的测量更
   为重要。

3.电阻测量(见图5)

 ⑴ 将功能量程开关置于 Ω 测量档。

 ⑵ 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Ω 插

    孔，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并将表笔探针并

    联到被测电阻上。

 ⑶ 从显示器上直接读取被测电阻值。

   注意:
 * 如果被测电阻开路或阻值超过仪表最大量程时，
   显示器将显示"1"。
 * 当测量在线电阻时，在测量前必须先将被测电
   路内所有电源关断，并将所有电容器放尽残余
   电荷。才能保证测量正确。
 * 在低阻测量时，表笔会带来约0.1Ω~0.2Ω电
   阻的测量误差。为获得精确读数，应首先将表
   笔短路，记住短路显示值，在测量结果中减去
   表笔短路显示值，才能确保测量精度。
 * 如果表笔短路时的电阻值不小于0.5Ω时，应
   检查表笔是否有松脱现象或其它原因。
 * 测量1MΩ以上的电阻时，可能需要几秒钟后读
   数才会稳定。这对于高阻的测量属正常。为了
   获得稳定读数尽量选用短的测试线。
 * 不要输入高于直流60V或交流30V以上的电压,
   避免伤害人身安全。
 * 在完成所有的测量操作后,要断开表笔与被测
   电路的连接。

4.二极管测量   (见图6)  

⑴ 将功能量程开关置于         测量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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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测量高电压时，要特别注意避免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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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 在仪表串联到待测回路之前，应先将回路中的
   电源关闭。
 * 测量时应使用正确的输入端口和功能档位，如
   不能估计电流的大小，应从高档量程开始测量。
 * 大于10-15A电流测量时，为了安全使用每次测
   量时间应小于10秒，间隔时间应大于15分钟。
 * 当表笔插在电流端子上时，切勿把表笔测试针
   并联到任何电路上，会烧断仪表内部保险丝和
   损坏仪表。
 * 在完成所有的测量操作后，应先关断电源再断
   开表笔与被测电路的连接。对大电流的测量更
   为重要。

3.电阻测量(见图5)

 ⑴ 将功能量程开关置于 Ω 测量档。

 ⑵ 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Ω 插

    孔，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并将表笔探针并

    联到被测电阻上。

 ⑶ 从显示器上直接读取被测电阻值。

   注意:
 * 如果被测电阻开路或阻值超过仪表最大量程时，
   显示器将显示"1"。
 * 当测量在线电阻时，在测量前必须先将被测电
   路内所有电源关断，并将所有电容器放尽残余
   电荷。才能保证测量正确。
 * 在低阻测量时，表笔会带来约0.1Ω~0.2Ω电
   阻的测量误差。为获得精确读数，应首先将表
   笔短路，记住短路显示值，在测量结果中减去
   表笔短路显示值，才能确保测量精度。
 * 如果表笔短路时的电阻值不小于0.5Ω时，应
   检查表笔是否有松脱现象或其它原因。
 * 测量1MΩ以上的电阻时，可能需要几秒钟后读
   数才会稳定。这对于高阻的测量属正常。为了
   获得稳定读数尽量选用短的测试线。
 * 不要输入高于直流60V或交流30V以上的电压,
   避免伤害人身安全。
 * 在完成所有的测量操作后,要断开表笔与被测
   电路的连接。

4.二极管测量   (见图6)  

⑴ 将功能量程开关置于         测量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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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将功能量程开关置于         测量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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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插孔,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红表笔极性为

     + ,黑表笔极性为 - 。

   红表笔探针接被测二极管的正极，黑表笔探

   针接二极管的负极。

⑶ 从显示器上直接读取被测二极管的近似正向

   PN结结电压，单位mV。对硅 PN结而言，一般

   约为500～800mV确认为正常值。

   注意:
* 如果被测二极管开路或极性反接时,显示"1"。
* 当测量在线二极管时,在测量前必须首先将被
  测电路内所有电源关断，并将所有电容器放尽
  残余电荷。
* 二极管测试开路电压约为2.7V。
* 不要输入高于直流60V或交流30V以上的电压,
  避免伤害人身安全。
* 在完成所有的测量操作后,要断开表笔与被测
  电路的连接。

5.电路通断测量    (见图6)

 ⑴ 将功能量程开关置于       测量档。

 ⑵ 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插

    孔,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并将表笔探针并

    联到被测电路两端。

    如果被测二端之间电阻>50Ω,认为电路断路；

    被测二端之间电阻≤30Ω,认为电路良好导通，

    蜂鸣器连续声响。

 ⑶ 从显示器上直接读取被测电路的近似电阻值，

    单位为Ω。

    注意:
 * 当检查在线电路通断时,在测量前必须先将被
   测电路内所有电源关断,并将所有电容器放尽
   残余电荷。
 * 电路通断测量，开路电压约为2.7V。
 * 不要输入高于直流60V或交流30V以上的电压，
   避免伤害人身安全。
 * 在完成所有的测量操作后，要断开表笔与被测
   电路的连接。

6.汽车闭合角测量DWELL(见图7)

    对于以往测量点火系统的断路开关闭合角是

非常重要的。闭合角的测量是指在凸轮旋转时断

路开关保持关闭的时间长短。如今汽车是使用电

子点火，不再需要闭合角的调整。另外，闭合角

的测量还能应用于测量混合控制螺线管。

(例：GM的反馈汽化器) 。

 ⑴ 将功能开关置于 DWELL 测量档，选择合适的

    气缸数。

 ⑵ 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插

    孔,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按图连接测试端。

图8

点火线圈
红

黑

地

* 如果测量点火系统的断路开关，可将红表笔探
  针连接到点火线圈初级的负端。（具体位置参
  考汽车维修手册）
* 如果测量GM反馈汽化器，可将红探针连接到螺
  线管的接地端或螺线管的电脑驱动处。（具体
  位置参考汽车维修手册）
* 如果测量任意ON/OFF设备的闭合角，可将红探
  针连接到设备装有ON/OFF开关的一端。

⑶ 黑表笔探针连接到汽车的良好接地端。

⑷ 从显示器上直接读取被测汽车点火的闭合角。

7.发动机转速测量RPMx10(见图8)

RPM是指发动机主轴每分钟旋转的次数。

 ⑴ 将功能量程开关置于 RPMx10 测量档。

 ⑵ 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插孔,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选择合适的气

    缸数。按图连接测试端。

 * 如果汽车是采用DIS无分电盘点火系统，可将
   红表笔探针接到TACH（转速表）信号线上(此
   线是连接到汽车发动机的电脑DIS模块)。具体
   位置参考汽车维修手册。
 * 如果汽车是采用分电盘点火系统，可将红表笔
   探针连接到点火线圈初级的负端。（具体位置
   参考汽车维修手册）

图7

点火线圈
红

黑

地

 ⑶ 将黑表笔探针连接到汽车的良好接地端。

 ⑷ 在发动机启动或运行时测量发动机的转速，

    从显示器上读取显示值。被测汽车的实际转

    速值应等于显示值x10。例：如果显示值为200，

    仪表设置在6汽缸档(6CYL) 。那么汽车发动

    机的实际转速应 2000RPM（200x10）。

8.数据保持(HOLD)

    在任何测量情况下，当按下HOLD键时，仪表

显示随即保持测量结果，再按一次HOLD键时，仪

表显示的保持测量结果自动解锁，随机显示当前

测量结果。

第二部分  汽车故障诊断

    数字万用表是一种非常有效诊断汽车电子系

统故障的工具。该部分专门介绍了如何使用万用

表来诊断保险丝、开关 、螺线管、继电器及启动

和充电系统、点火系统、燃料系统、发动机传感

的故障。

1.保险丝测试：检查保险丝是否熔断

(1)功能量程开关置于200Ω档。

(2)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Ω 插孔，

   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

(3)将红表笔和黑表笔探针短路，此时仪表读数显

   示应在0.2-0.5Ω之间，高于0.5Ω应检查表笔

   是否连接好。

(4)将红表笔和黑表笔探针并接到保险丝两端，此

   时仪表读数显示应小于10Ω，说明保险丝是好

   的。 当显示为过载 1 ，说明保险丝已被融断。

 * 须更换相同类型规格的保险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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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插孔,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红表笔极性为

     + ,黑表笔极性为 - 。

   红表笔探针接被测二极管的正极，黑表笔探

   针接二极管的负极。

⑶ 从显示器上直接读取被测二极管的近似正向

   PN结结电压，单位mV。对硅 PN结而言，一般

   约为500～800mV确认为正常值。

   注意:
* 如果被测二极管开路或极性反接时,显示"1"。
* 当测量在线二极管时,在测量前必须首先将被
  测电路内所有电源关断，并将所有电容器放尽
  残余电荷。
* 二极管测试开路电压约为2.7V。
* 不要输入高于直流60V或交流30V以上的电压,
  避免伤害人身安全。
* 在完成所有的测量操作后,要断开表笔与被测
  电路的连接。

5.电路通断测量    (见图6)

 ⑴ 将功能量程开关置于       测量档。

 ⑵ 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插

    孔,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并将表笔探针并

    联到被测电路两端。

    如果被测二端之间电阻>50Ω,认为电路断路；

    被测二端之间电阻≤30Ω,认为电路良好导通，

    蜂鸣器连续声响。

 ⑶ 从显示器上直接读取被测电路的近似电阻值，

    单位为Ω。

    注意:
 * 当检查在线电路通断时,在测量前必须先将被
   测电路内所有电源关断,并将所有电容器放尽
   残余电荷。
 * 电路通断测量，开路电压约为2.7V。
 * 不要输入高于直流60V或交流30V以上的电压，
   避免伤害人身安全。
 * 在完成所有的测量操作后，要断开表笔与被测
   电路的连接。

6.汽车闭合角测量DWELL(见图7)

    对于以往测量点火系统的断路开关闭合角是

非常重要的。闭合角的测量是指在凸轮旋转时断

路开关保持关闭的时间长短。如今汽车是使用电

子点火，不再需要闭合角的调整。另外，闭合角

的测量还能应用于测量混合控制螺线管。

(例：GM的反馈汽化器) 。

 ⑴ 将功能开关置于 DWELL 测量档，选择合适的

    气缸数。

 ⑵ 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插

    孔,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按图连接测试端。

图8

点火线圈
红

黑

地

* 如果测量点火系统的断路开关，可将红表笔探
  针连接到点火线圈初级的负端。（具体位置参
  考汽车维修手册）
* 如果测量GM反馈汽化器，可将红探针连接到螺
  线管的接地端或螺线管的电脑驱动处。（具体
  位置参考汽车维修手册）
* 如果测量任意ON/OFF设备的闭合角，可将红探
  针连接到设备装有ON/OFF开关的一端。

⑶ 黑表笔探针连接到汽车的良好接地端。

⑷ 从显示器上直接读取被测汽车点火的闭合角。

7.发动机转速测量RPMx10(见图8)

RPM是指发动机主轴每分钟旋转的次数。

 ⑴ 将功能量程开关置于 RPMx10 测量档。

 ⑵ 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插孔,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选择合适的气

    缸数。按图连接测试端。

 * 如果汽车是采用DIS无分电盘点火系统，可将
   红表笔探针接到TACH（转速表）信号线上(此
   线是连接到汽车发动机的电脑DIS模块)。具体
   位置参考汽车维修手册。
 * 如果汽车是采用分电盘点火系统，可将红表笔
   探针连接到点火线圈初级的负端。（具体位置
   参考汽车维修手册）

图7

点火线圈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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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⑶ 将黑表笔探针连接到汽车的良好接地端。

 ⑷ 在发动机启动或运行时测量发动机的转速，

    从显示器上读取显示值。被测汽车的实际转

    速值应等于显示值x10。例：如果显示值为200，

    仪表设置在6汽缸档(6CYL) 。那么汽车发动

    机的实际转速应 2000RPM（200x10）。

8.数据保持(HOLD)

    在任何测量情况下，当按下HOLD键时，仪表

显示随即保持测量结果，再按一次HOLD键时，仪

表显示的保持测量结果自动解锁，随机显示当前

测量结果。

第二部分  汽车故障诊断

    数字万用表是一种非常有效诊断汽车电子系

统故障的工具。该部分专门介绍了如何使用万用

表来诊断保险丝、开关 、螺线管、继电器及启动

和充电系统、点火系统、燃料系统、发动机传感

的故障。

1.保险丝测试：检查保险丝是否熔断

(1)功能量程开关置于200Ω档。

(2)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Ω 插孔，

   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

(3)将红表笔和黑表笔探针短路，此时仪表读数显

   示应在0.2-0.5Ω之间，高于0.5Ω应检查表笔

   是否连接好。

(4)将红表笔和黑表笔探针并接到保险丝两端，此

   时仪表读数显示应小于10Ω，说明保险丝是好

   的。 当显示为过载 1 ，说明保险丝已被融断。

 * 须更换相同类型规格的保险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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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插孔,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红表笔极性为

     + ,黑表笔极性为 - 。

   红表笔探针接被测二极管的正极，黑表笔探

   针接二极管的负极。

⑶ 从显示器上直接读取被测二极管的近似正向

   PN结结电压，单位mV。对硅 PN结而言，一般

   约为500～800mV确认为正常值。

   注意:
* 如果被测二极管开路或极性反接时,显示"1"。
* 当测量在线二极管时,在测量前必须首先将被
  测电路内所有电源关断，并将所有电容器放尽
  残余电荷。
* 二极管测试开路电压约为2.7V。
* 不要输入高于直流60V或交流30V以上的电压,
  避免伤害人身安全。
* 在完成所有的测量操作后,要断开表笔与被测
  电路的连接。

5.电路通断测量    (见图6)

 ⑴ 将功能量程开关置于       测量档。

 ⑵ 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插

    孔,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并将表笔探针并

    联到被测电路两端。

    如果被测二端之间电阻>50Ω,认为电路断路；

    被测二端之间电阻≤30Ω,认为电路良好导通，

    蜂鸣器连续声响。

 ⑶ 从显示器上直接读取被测电路的近似电阻值，

    单位为Ω。

    注意:
 * 当检查在线电路通断时,在测量前必须先将被
   测电路内所有电源关断,并将所有电容器放尽
   残余电荷。
 * 电路通断测量，开路电压约为2.7V。
 * 不要输入高于直流60V或交流30V以上的电压，
   避免伤害人身安全。
 * 在完成所有的测量操作后，要断开表笔与被测
   电路的连接。

6.汽车闭合角测量DWELL(见图7)

    对于以往测量点火系统的断路开关闭合角是

非常重要的。闭合角的测量是指在凸轮旋转时断

路开关保持关闭的时间长短。如今汽车是使用电

子点火，不再需要闭合角的调整。另外，闭合角

的测量还能应用于测量混合控制螺线管。

(例：GM的反馈汽化器) 。

 ⑴ 将功能开关置于 DWELL 测量档，选择合适的

    气缸数。

 ⑵ 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插

    孔,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按图连接测试端。

图8

点火线圈
红

黑

地

* 如果测量点火系统的断路开关，可将红表笔探
  针连接到点火线圈初级的负端。（具体位置参
  考汽车维修手册）
* 如果测量GM反馈汽化器，可将红探针连接到螺
  线管的接地端或螺线管的电脑驱动处。（具体
  位置参考汽车维修手册）
* 如果测量任意ON/OFF设备的闭合角，可将红探
  针连接到设备装有ON/OFF开关的一端。

⑶ 黑表笔探针连接到汽车的良好接地端。

⑷ 从显示器上直接读取被测汽车点火的闭合角。

7.发动机转速测量RPMx10(见图8)

RPM是指发动机主轴每分钟旋转的次数。

 ⑴ 将功能量程开关置于 RPMx10 测量档。

 ⑵ 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插孔,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选择合适的气

    缸数。按图连接测试端。

 * 如果汽车是采用DIS无分电盘点火系统，可将
   红表笔探针接到TACH（转速表）信号线上(此
   线是连接到汽车发动机的电脑DIS模块)。具体
   位置参考汽车维修手册。
 * 如果汽车是采用分电盘点火系统，可将红表笔
   探针连接到点火线圈初级的负端。（具体位置
   参考汽车维修手册）

图7

点火线圈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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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⑶ 将黑表笔探针连接到汽车的良好接地端。

 ⑷ 在发动机启动或运行时测量发动机的转速，

    从显示器上读取显示值。被测汽车的实际转

    速值应等于显示值x10。例：如果显示值为200，

    仪表设置在6汽缸档(6CYL) 。那么汽车发动

    机的实际转速应 2000RPM（200x10）。

8.数据保持(HOLD)

    在任何测量情况下，当按下HOLD键时，仪表

显示随即保持测量结果，再按一次HOLD键时，仪

表显示的保持测量结果自动解锁，随机显示当前

测量结果。

第二部分  汽车故障诊断

    数字万用表是一种非常有效诊断汽车电子系

统故障的工具。该部分专门介绍了如何使用万用

表来诊断保险丝、开关 、螺线管、继电器及启动

和充电系统、点火系统、燃料系统、发动机传感

的故障。

1.保险丝测试：检查保险丝是否熔断

(1)功能量程开关置于200Ω档。

(2)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Ω 插孔，

   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

(3)将红表笔和黑表笔探针短路，此时仪表读数显

   示应在0.2-0.5Ω之间，高于0.5Ω应检查表笔

   是否连接好。

(4)将红表笔和黑表笔探针并接到保险丝两端，此

   时仪表读数显示应小于10Ω，说明保险丝是好

   的。 当显示为过载 1 ，说明保险丝已被融断。

 * 须更换相同类型规格的保险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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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插孔,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红表笔极性为

     + ,黑表笔极性为 - 。

   红表笔探针接被测二极管的正极，黑表笔探

   针接二极管的负极。

⑶ 从显示器上直接读取被测二极管的近似正向

   PN结结电压，单位mV。对硅 PN结而言，一般

   约为500～800mV确认为正常值。

   注意:
* 如果被测二极管开路或极性反接时,显示"1"。
* 当测量在线二极管时,在测量前必须首先将被
  测电路内所有电源关断，并将所有电容器放尽
  残余电荷。
* 二极管测试开路电压约为2.7V。
* 不要输入高于直流60V或交流30V以上的电压,
  避免伤害人身安全。
* 在完成所有的测量操作后,要断开表笔与被测
  电路的连接。

5.电路通断测量    (见图6)

 ⑴ 将功能量程开关置于       测量档。

 ⑵ 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插

    孔,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并将表笔探针并

    联到被测电路两端。

    如果被测二端之间电阻>50Ω,认为电路断路；

    被测二端之间电阻≤30Ω,认为电路良好导通，

    蜂鸣器连续声响。

 ⑶ 从显示器上直接读取被测电路的近似电阻值，

    单位为Ω。

    注意:
 * 当检查在线电路通断时,在测量前必须先将被
   测电路内所有电源关断,并将所有电容器放尽
   残余电荷。
 * 电路通断测量，开路电压约为2.7V。
 * 不要输入高于直流60V或交流30V以上的电压，
   避免伤害人身安全。
 * 在完成所有的测量操作后，要断开表笔与被测
   电路的连接。

6.汽车闭合角测量DWELL(见图7)

    对于以往测量点火系统的断路开关闭合角是

非常重要的。闭合角的测量是指在凸轮旋转时断

路开关保持关闭的时间长短。如今汽车是使用电

子点火，不再需要闭合角的调整。另外，闭合角

的测量还能应用于测量混合控制螺线管。

(例：GM的反馈汽化器) 。

 ⑴ 将功能开关置于 DWELL 测量档，选择合适的

    气缸数。

 ⑵ 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插

    孔,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按图连接测试端。

图8

点火线圈
红

黑

地

* 如果测量点火系统的断路开关，可将红表笔探
  针连接到点火线圈初级的负端。（具体位置参
  考汽车维修手册）
* 如果测量GM反馈汽化器，可将红探针连接到螺
  线管的接地端或螺线管的电脑驱动处。（具体
  位置参考汽车维修手册）
* 如果测量任意ON/OFF设备的闭合角，可将红探
  针连接到设备装有ON/OFF开关的一端。

⑶ 黑表笔探针连接到汽车的良好接地端。

⑷ 从显示器上直接读取被测汽车点火的闭合角。

7.发动机转速测量RPMx10(见图8)

RPM是指发动机主轴每分钟旋转的次数。

 ⑴ 将功能量程开关置于 RPMx10 测量档。

 ⑵ 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插孔,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选择合适的气

    缸数。按图连接测试端。

 * 如果汽车是采用DIS无分电盘点火系统，可将
   红表笔探针接到TACH（转速表）信号线上(此
   线是连接到汽车发动机的电脑DIS模块)。具体
   位置参考汽车维修手册。
 * 如果汽车是采用分电盘点火系统，可将红表笔
   探针连接到点火线圈初级的负端。（具体位置
   参考汽车维修手册）

图7

点火线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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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 将黑表笔探针连接到汽车的良好接地端。

 ⑷ 在发动机启动或运行时测量发动机的转速，

    从显示器上读取显示值。被测汽车的实际转

    速值应等于显示值x10。例：如果显示值为200，

    仪表设置在6汽缸档(6CYL) 。那么汽车发动

    机的实际转速应 2000RPM（200x10）。

8.数据保持(HOLD)

    在任何测量情况下，当按下HOLD键时，仪表

显示随即保持测量结果，再按一次HOLD键时，仪

表显示的保持测量结果自动解锁，随机显示当前

测量结果。

第二部分  汽车故障诊断

    数字万用表是一种非常有效诊断汽车电子系

统故障的工具。该部分专门介绍了如何使用万用

表来诊断保险丝、开关 、螺线管、继电器及启动

和充电系统、点火系统、燃料系统、发动机传感

的故障。

1.保险丝测试：检查保险丝是否熔断

(1)功能量程开关置于200Ω档。

(2)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Ω 插孔，

   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

(3)将红表笔和黑表笔探针短路，此时仪表读数显

   示应在0.2-0.5Ω之间，高于0.5Ω应检查表笔

   是否连接好。

(4)将红表笔和黑表笔探针并接到保险丝两端，此

   时仪表读数显示应小于10Ω，说明保险丝是好

   的。 当显示为过载 1 ，说明保险丝已被融断。

 * 须更换相同类型规格的保险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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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关测试∶检查开关是否能正确工作
(1)同前(保险丝测试)1-3项。
(2)将黑表笔探针接开关的一端，红表笔探针接开
   关的另一端。开关接通，仪表读数显示应小于
   10Ω。开关断开，仪表读数显示应为过载 1 。

4.启动/充电系统测试 
    发动机启动系统的开关组件，包括：电池、
发动机启动钮、螺线管和继电器启动钮、导线连
接及线路。当发动机运行时充电系统保持电池充
电。该系统包括：交流发电机、电压校准仪、导
线连接及电路。在检查这些系统时，万用表是有
效的工具。

1).无负载的电池测试
在测试启动/充电系统前，应先测试电池是否充满。
 ⑴ 将功能量程开关置于20V DC档。
 ⑵ 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V 插孔，
    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

 ⑶ 关闭点火开关。
 ⑷ 打开前车灯10S，释放电池电荷。
 ⑸ 黑表笔探针接电池负极，红表笔探针接电池
    正极。

2).测试结果对照如下，如电池不满100%，请先充
   电后再使用。
  12.60V          100%
  12.45V          75%
  12.30V          50%
  12.15V          25%

5.发动机关闭时，电池耗电测试

    该测试是指在点火键和发动机都关闭时，电

池耗电的电流量。该测试有助于确定电池额外的

消耗，这就有可能最终导致电池的耗尽。

(4)从显示器上直接读取被测电流读数，正常的电

   流约为100mA，对于特殊的电流供电（发动机

   关闭时）请参考汽车的维修手册。如果有额外

   电流的产生，须进行必要的维修。

   注意：
 * 调频无线电和时钟需要100mA的电流供电。

(1)关闭点火键和所有的附件。

    确定总线、发动机盖、室灯都已关闭。

(3)切断电池正极与电缆的连线，将表笔探针串联

到此回路中。(红表笔探针接电池的正极，黑表笔

探针接电池正极的电缆。)

   注意：

 * 在测试时不要启动汽车的发动机，否则仪

   表将会损坏！

(2)将功能量程开关置于A    10A 电流测量档。

    按LCD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A 插孔，

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

6.启动电压电池负载测试

    检测在启动时电池是否能提供充足的电压。

(1)将功能量程开关置于20V DC档。

(2)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V 插孔，

   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

(3)中断点火系统使汽车无法启动

   断开主要的点火线圈、分流器线圈、凸轮、启

   动传感器，中断点火系统。操作按汽车说明书。

(4)黑表笔探针接电池负极，红表笔探针接电池正极。

(5)连续启动发动机15S，测试结果对照如下，如

   符合范围则启动系统正常，反之则说明电池电

   缆，启动系统电缆，启动螺线管或启动马达有

   问题。

 电压值                     温度

9.6V或大于             21.1°C (70°F)

9.5V                   15.6°C (60°F)

9.4V                   10.0°C (50°F)

9.3V                   4.4°C (40°F)

9.1V                   -1.1 °C (30°F)

8.9V                   -6.7 °C (20°F)

8.7V                   -12.2°C (10°F)

8.5V                   -17.8°C ( 0°F)

七.电压降测试

    测量开关、电缆、螺线管、连接器产生的电

压降。非正常电压降一般由额外的电阻导致。电

阻会限定发动机发动时的电流，导致降低电池负

载电压和减慢发动机的启动。

(1)断开点火系统以便汽车无法启动。

    断开主要的点火线圈、分流器线圈、CAM/启

动传感器以便切断点火系统。参考汽车说明书操作。

(2)将万用表的功能量程开关置於200mV或2V DC档。

   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V"插孔，

   黑表笔插入"COM"插孔。

(3)参考典型启动电压LOSS电路。(详见图9) 

   分别测量如下二点之间电压：

   1&2，2&3，4&5，5&6，6&7，7&8，8&9，8&10

图9

螺线管LOSS 典型启动电压电路

启动器

红 黑

3.螺线管和继电器测试
(1)同前(保险丝测试)1-3项。
(2)将红表笔和黑表笔探针并接到螺线管或继电器
   两端。大部分的螺线管和继电器线圈的阻抗小
   于200Ω。（详见汽车说明书）
   
   注意：
 * 一般螺线管和继电器二端并接有二极管。
 * 检测是否有坏的线圈，即使线圈检查良好，
   螺线管和继电器仍有可能损害。继电器能被触
   点经常打火至熔接或磨损；螺线管在线圈通电
   时能被粘住等等。因此，该测试无法发觉一些
   潜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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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关测试∶检查开关是否能正确工作
(1)同前(保险丝测试)1-3项。
(2)将黑表笔探针接开关的一端，红表笔探针接开
   关的另一端。开关接通，仪表读数显示应小于
   10Ω。开关断开，仪表读数显示应为过载 1 。

4.启动/充电系统测试 
    发动机启动系统的开关组件，包括：电池、
发动机启动钮、螺线管和继电器启动钮、导线连
接及线路。当发动机运行时充电系统保持电池充
电。该系统包括：交流发电机、电压校准仪、导
线连接及电路。在检查这些系统时，万用表是有
效的工具。

1).无负载的电池测试
在测试启动/充电系统前，应先测试电池是否充满。
 ⑴ 将功能量程开关置于20V DC档。
 ⑵ 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V 插孔，
    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

 ⑶ 关闭点火开关。
 ⑷ 打开前车灯10S，释放电池电荷。
 ⑸ 黑表笔探针接电池负极，红表笔探针接电池
    正极。

2).测试结果对照如下，如电池不满100%，请先充
   电后再使用。
  12.60V          100%
  12.45V          75%
  12.30V          50%
  12.15V          25%

5.发动机关闭时，电池耗电测试

    该测试是指在点火键和发动机都关闭时，电

池耗电的电流量。该测试有助于确定电池额外的

消耗，这就有可能最终导致电池的耗尽。

(4)从显示器上直接读取被测电流读数，正常的电

   流约为100mA，对于特殊的电流供电（发动机

   关闭时）请参考汽车的维修手册。如果有额外

   电流的产生，须进行必要的维修。

   注意：
 * 调频无线电和时钟需要100mA的电流供电。

(1)关闭点火键和所有的附件。

    确定总线、发动机盖、室灯都已关闭。

(3)切断电池正极与电缆的连线，将表笔探针串联

到此回路中。(红表笔探针接电池的正极，黑表笔

探针接电池正极的电缆。)

   注意：

 * 在测试时不要启动汽车的发动机，否则仪

   表将会损坏！

(2)将功能量程开关置于A    10A 电流测量档。

    按LCD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A 插孔，

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

6.启动电压电池负载测试

    检测在启动时电池是否能提供充足的电压。

(1)将功能量程开关置于20V DC档。

(2)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V 插孔，

   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

(3)中断点火系统使汽车无法启动

   断开主要的点火线圈、分流器线圈、凸轮、启

   动传感器，中断点火系统。操作按汽车说明书。

(4)黑表笔探针接电池负极，红表笔探针接电池正极。

(5)连续启动发动机15S，测试结果对照如下，如

   符合范围则启动系统正常，反之则说明电池电

   缆，启动系统电缆，启动螺线管或启动马达有

   问题。

 电压值                     温度

9.6V或大于             21.1°C (70°F)

9.5V                   15.6°C (60°F)

9.4V                   10.0°C (50°F)

9.3V                   4.4°C (40°F)

9.1V                   -1.1 °C (30°F)

8.9V                   -6.7 °C (20°F)

8.7V                   -12.2°C (10°F)

8.5V                   -17.8°C ( 0°F)

七.电压降测试

    测量开关、电缆、螺线管、连接器产生的电

压降。非正常电压降一般由额外的电阻导致。电

阻会限定发动机发动时的电流，导致降低电池负

载电压和减慢发动机的启动。

(1)断开点火系统以便汽车无法启动。

    断开主要的点火线圈、分流器线圈、CAM/启

动传感器以便切断点火系统。参考汽车说明书操作。

(2)将万用表的功能量程开关置於200mV或2V DC档。

   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V"插孔，

   黑表笔插入"COM"插孔。

(3)参考典型启动电压LOSS电路。(详见图9) 

   分别测量如下二点之间电压：

   1&2，2&3，4&5，5&6，6&7，7&8，8&9，8&10

图9

螺线管LOSS 典型启动电压电路

启动器

红 黑

3.螺线管和继电器测试
(1)同前(保险丝测试)1-3项。
(2)将红表笔和黑表笔探针并接到螺线管或继电器
   两端。大部分的螺线管和继电器线圈的阻抗小
   于200Ω。（详见汽车说明书）
   
   注意：
 * 一般螺线管和继电器二端并接有二极管。
 * 检测是否有坏的线圈，即使线圈检查良好，
   螺线管和继电器仍有可能损害。继电器能被触
   点经常打火至熔接或磨损；螺线管在线圈通电
   时能被粘住等等。因此，该测试无法发觉一些
   潜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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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关测试∶检查开关是否能正确工作
(1)同前(保险丝测试)1-3项。
(2)将黑表笔探针接开关的一端，红表笔探针接开
   关的另一端。开关接通，仪表读数显示应小于
   10Ω。开关断开，仪表读数显示应为过载 1 。

4.启动/充电系统测试 
    发动机启动系统的开关组件，包括：电池、
发动机启动钮、螺线管和继电器启动钮、导线连
接及线路。当发动机运行时充电系统保持电池充
电。该系统包括：交流发电机、电压校准仪、导
线连接及电路。在检查这些系统时，万用表是有
效的工具。

1).无负载的电池测试
在测试启动/充电系统前，应先测试电池是否充满。
 ⑴ 将功能量程开关置于20V DC档。
 ⑵ 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V 插孔，
    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

 ⑶ 关闭点火开关。
 ⑷ 打开前车灯10S，释放电池电荷。
 ⑸ 黑表笔探针接电池负极，红表笔探针接电池
    正极。

2).测试结果对照如下，如电池不满100%，请先充
   电后再使用。
  12.60V          100%
  12.45V          75%
  12.30V          50%
  12.15V          25%

5.发动机关闭时，电池耗电测试

    该测试是指在点火键和发动机都关闭时，电

池耗电的电流量。该测试有助于确定电池额外的

消耗，这就有可能最终导致电池的耗尽。

(4)从显示器上直接读取被测电流读数，正常的电

   流约为100mA，对于特殊的电流供电（发动机

   关闭时）请参考汽车的维修手册。如果有额外

   电流的产生，须进行必要的维修。

   注意：
 * 调频无线电和时钟需要100mA的电流供电。

(1)关闭点火键和所有的附件。

    确定总线、发动机盖、室灯都已关闭。

(3)切断电池正极与电缆的连线，将表笔探针串联

到此回路中。(红表笔探针接电池的正极，黑表笔

探针接电池正极的电缆。)

   注意：

 * 在测试时不要启动汽车的发动机，否则仪

   表将会损坏！

(2)将功能量程开关置于A    10A 电流测量档。

    按LCD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A 插孔，

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

6.启动电压电池负载测试

    检测在启动时电池是否能提供充足的电压。

(1)将功能量程开关置于20V DC档。

(2)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V 插孔，

   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

(3)中断点火系统使汽车无法启动

   断开主要的点火线圈、分流器线圈、凸轮、启

   动传感器，中断点火系统。操作按汽车说明书。

(4)黑表笔探针接电池负极，红表笔探针接电池正极。

(5)连续启动发动机15S，测试结果对照如下，如

   符合范围则启动系统正常，反之则说明电池电

   缆，启动系统电缆，启动螺线管或启动马达有

   问题。

 电压值                     温度

9.6V或大于             21.1°C (70°F)

9.5V                   15.6°C (60°F)

9.4V                   10.0°C (50°F)

9.3V                   4.4°C (40°F)

9.1V                   -1.1 °C (30°F)

8.9V                   -6.7 °C (20°F)

8.7V                   -12.2°C (10°F)

8.5V                   -17.8°C ( 0°F)

七.电压降测试

    测量开关、电缆、螺线管、连接器产生的电

压降。非正常电压降一般由额外的电阻导致。电

阻会限定发动机发动时的电流，导致降低电池负

载电压和减慢发动机的启动。

(1)断开点火系统以便汽车无法启动。

    断开主要的点火线圈、分流器线圈、CAM/启

动传感器以便切断点火系统。参考汽车说明书操作。

(2)将万用表的功能量程开关置於200mV或2V DC档。

   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V"插孔，

   黑表笔插入"COM"插孔。

(3)参考典型启动电压LOSS电路。(详见图9) 

   分别测量如下二点之间电压：

   1&2，2&3，4&5，5&6，6&7，7&8，8&9，8&10

图9

螺线管LOSS 典型启动电压电路

启动器

红 黑

3.螺线管和继电器测试
(1)同前(保险丝测试)1-3项。
(2)将红表笔和黑表笔探针并接到螺线管或继电器
   两端。大部分的螺线管和继电器线圈的阻抗小
   于200Ω。（详见汽车说明书）
   
   注意：
 * 一般螺线管和继电器二端并接有二极管。
 * 检测是否有坏的线圈，即使线圈检查良好，
   螺线管和继电器仍有可能损害。继电器能被触
   点经常打火至熔接或磨损；螺线管在线圈通电
   时能被粘住等等。因此，该测试无法发觉一些
   潜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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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关测试∶检查开关是否能正确工作
(1)同前(保险丝测试)1-3项。
(2)将黑表笔探针接开关的一端，红表笔探针接开
   关的另一端。开关接通，仪表读数显示应小于
   10Ω。开关断开，仪表读数显示应为过载 1 。

4.启动/充电系统测试 
    发动机启动系统的开关组件，包括：电池、
发动机启动钮、螺线管和继电器启动钮、导线连
接及线路。当发动机运行时充电系统保持电池充
电。该系统包括：交流发电机、电压校准仪、导
线连接及电路。在检查这些系统时，万用表是有
效的工具。

1).无负载的电池测试
在测试启动/充电系统前，应先测试电池是否充满。
 ⑴ 将功能量程开关置于20V DC档。
 ⑵ 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V 插孔，
    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

 ⑶ 关闭点火开关。
 ⑷ 打开前车灯10S，释放电池电荷。
 ⑸ 黑表笔探针接电池负极，红表笔探针接电池
    正极。

2).测试结果对照如下，如电池不满100%，请先充
   电后再使用。
  12.60V          100%
  12.45V          75%
  12.30V          50%
  12.15V          25%

5.发动机关闭时，电池耗电测试

    该测试是指在点火键和发动机都关闭时，电

池耗电的电流量。该测试有助于确定电池额外的

消耗，这就有可能最终导致电池的耗尽。

(4)从显示器上直接读取被测电流读数，正常的电

   流约为100mA，对于特殊的电流供电（发动机

   关闭时）请参考汽车的维修手册。如果有额外

   电流的产生，须进行必要的维修。

   注意：
 * 调频无线电和时钟需要100mA的电流供电。

(1)关闭点火键和所有的附件。

    确定总线、发动机盖、室灯都已关闭。

(3)切断电池正极与电缆的连线，将表笔探针串联

到此回路中。(红表笔探针接电池的正极，黑表笔

探针接电池正极的电缆。)

   注意：

 * 在测试时不要启动汽车的发动机，否则仪

   表将会损坏！

(2)将功能量程开关置于A    10A 电流测量档。

    按LCD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A 插孔，

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

6.启动电压电池负载测试

    检测在启动时电池是否能提供充足的电压。

(1)将功能量程开关置于20V DC档。

(2)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V 插孔，

   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

(3)中断点火系统使汽车无法启动

   断开主要的点火线圈、分流器线圈、凸轮、启

   动传感器，中断点火系统。操作按汽车说明书。

(4)黑表笔探针接电池负极，红表笔探针接电池正极。

(5)连续启动发动机15S，测试结果对照如下，如

   符合范围则启动系统正常，反之则说明电池电

   缆，启动系统电缆，启动螺线管或启动马达有

   问题。

 电压值                     温度

9.6V或大于             21.1°C (70°F)

9.5V                   15.6°C (60°F)

9.4V                   10.0°C (50°F)

9.3V                   4.4°C (40°F)

9.1V                   -1.1 °C (30°F)

8.9V                   -6.7 °C (20°F)

8.7V                   -12.2°C (10°F)

8.5V                   -17.8°C ( 0°F)

七.电压降测试

    测量开关、电缆、螺线管、连接器产生的电

压降。非正常电压降一般由额外的电阻导致。电

阻会限定发动机发动时的电流，导致降低电池负

载电压和减慢发动机的启动。

(1)断开点火系统以便汽车无法启动。

    断开主要的点火线圈、分流器线圈、CAM/启

动传感器以便切断点火系统。参考汽车说明书操作。

(2)将万用表的功能量程开关置於200mV或2V DC档。

   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V"插孔，

   黑表笔插入"COM"插孔。

(3)参考典型启动电压LOSS电路。(详见图9) 

   分别测量如下二点之间电压：

   1&2，2&3，4&5，5&6，6&7，7&8，8&9，8&10

图9

螺线管LOSS 典型启动电压电路

启动器

红 黑

3.螺线管和继电器测试
(1)同前(保险丝测试)1-3项。
(2)将红表笔和黑表笔探针并接到螺线管或继电器
   两端。大部分的螺线管和继电器线圈的阻抗小
   于200Ω。（详见汽车说明书）
   
   注意：
 * 一般螺线管和继电器二端并接有二极管。
 * 检测是否有坏的线圈，即使线圈检查良好，
   螺线管和继电器仍有可能损害。继电器能被触
   点经常打火至熔接或磨损；螺线管在线圈通电
   时能被粘住等等。因此，该测试无法发觉一些
   潜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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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件                  电压

   开关                  300mV

   导线                  200mV

   接地                  100mV

   电池导线连接器        50mV

   接线                  0.0V

    根据上表比较测量的电压读数，如果电压偏

高，检查部件和连接器是否有问题，如果发现问

题，须进行必要的维修。

8.充电系统电压测试

    这项测试是检测充电系统的工作是否正常，

以便提供汽车电子系统足够的用电（灯、电扇、

收音机等）。

(1)将万用表的功能量程开关置於20V DC档。按

   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V 插孔，

   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

(2)黑表笔探针接电池负极,红表笔探针接电池正极。

(3)空转发动机，关闭所有的附件，正常为读数为

   13.2-15.2V。

(4)打开风门并控制发动机的转速在1800--2800 

   转/秒。读数应与3一致（不超过 0.5V）。

(5)通过打开：灯、雨刷、风扇等来增加电子系统

   的负载，读数电压不应低于13.0V。

(6) 如果3、4、5步读数正常则充电系统正常。

   如果3、4、5步的读数不在限定内或与其操作

   说明书不符，则须对传送带、调节器、交流发

   电机、连接器、开路的交流发电机的电流范围

   进行检查。如要进一步的诊断须参考各种汽车

   说明书。

9.点火系统的测试 

1)点火线圈的测试。

(1) 操作之前须先冷却发动机，断开点火线圈。

(2)仪表功能量程开关置于200Ω档。按LCD 输入

   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Ω 插孔，黑 表笔

   插入 COM 插孔。对点火线圈初级进行测试。

(3)红，黑表笔探针短接。其短路电阻应在0.5Ω

   以下，如大于应检查表笔是否有松动或损坏，

   如坏了须更换新表笔。

(4)红表笔探针接点火线圈初级 + ，黑表笔探针

   接点火线圈初级 - 。(见图10)详细位置见各

   种汽车说明书。

    注意:
 * 测量读数值应减去仪表笔短路值才是实际被测
   电阻值。

 * 初级电阻一般在:0.3～2.0Ω之间。

(5)功能量程开关再置于200kΩ量程，对点火线圈

   次级进行测试。

次级线圈

初级线圈

 黑红

圆柱形点火线圈

图10

(6)红表笔探针接到次级输出端，黑表笔探针接

    初级 - 极，详见参考各种汽车说明书。

(7)次级电阻范围一般在：6～30kΩ之间详细参

    考各种汽车说明书。

(8)对于发热的点火线圈重复上述测试步骤。

    注意：对于发热的点火线圈电阻值可能会大

    些，因为线圈的电阻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

    化，温度高电阻会变大，反之则变小。

2)点火系统的高压阻尼线测试(见图11)

    注意：
 * 一些克莱斯勒汽车（CHRYLER）的产品是使用
   一种"正极锁定"终端电极的火花塞高压阻尼线，
   这根线只能从分电盘中移出，如果从别处移出
   会导致损坏。详见参考各种汽车说明书。

(2)将仪表功能量程开关置于200kΩ档。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Ω 插孔，黑

   表笔插入 COM 插孔。

(1)移开发动机上点火系统连接头。详细参考各

   种汽车操作手册中关于点火系统移动程序。

 黑

红

图11

火花塞

(3)将红黑表笔探针并接到高压阻尼线二端，并

   观察读数，正常电阻一般在：3～50kΩ，在

   弯曲导线时，读数应保持不变。

3)霍尔开关／传感器测试(见图12)

克莱斯勒汽车燃料分配器

霍尔开关

福特汽车燃料分配器

霍尔开关

红图12

黑

跨接线

铁片

 磁极体

霍尔传感器 信号端 信号端

信号端

地

地

地

V+

V+

V+

    在汽车计算机里检测速度和闭合角时，使用

了霍尔传感器，通常霍尔传感器使用在点火系统

中检测凸轮轴的位置，以便汽车计算机设定最适

宜的点火和打开燃料注射器的时间。

(1)从汽车中移出霍尔传感器，操作详见各种汽车

   说明书。

(2)将9V电池的正极接传感器电源端,负极接传感

   器的地端,详细参考各种汽车说明书中传感器

   电源端和地端的位置。

(3)仪表功能量程开关置于200Ω档。按LCD 输入

   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Ω 插孔，黑 表笔

   插入 COM 插孔。

(4)将红、黑表笔探针并接到传感器的信号输入

   端和地端，仪表应该显示一个小的欧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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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件                  电压

   开关                  300mV

   导线                  200mV

   接地                  100mV

   电池导线连接器        50mV

   接线                  0.0V

    根据上表比较测量的电压读数，如果电压偏

高，检查部件和连接器是否有问题，如果发现问

题，须进行必要的维修。

8.充电系统电压测试

    这项测试是检测充电系统的工作是否正常，

以便提供汽车电子系统足够的用电（灯、电扇、

收音机等）。

(1)将万用表的功能量程开关置於20V DC档。按

   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V 插孔，

   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

(2)黑表笔探针接电池负极,红表笔探针接电池正极。

(3)空转发动机，关闭所有的附件，正常为读数为

   13.2-15.2V。

(4)打开风门并控制发动机的转速在1800--2800 

   转/秒。读数应与3一致（不超过 0.5V）。

(5)通过打开：灯、雨刷、风扇等来增加电子系统

   的负载，读数电压不应低于13.0V。

(6) 如果3、4、5步读数正常则充电系统正常。

   如果3、4、5步的读数不在限定内或与其操作

   说明书不符，则须对传送带、调节器、交流发

   电机、连接器、开路的交流发电机的电流范围

   进行检查。如要进一步的诊断须参考各种汽车

   说明书。

9.点火系统的测试 

1)点火线圈的测试。

(1) 操作之前须先冷却发动机，断开点火线圈。

(2)仪表功能量程开关置于200Ω档。按LCD 输入

   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Ω 插孔，黑 表笔

   插入 COM 插孔。对点火线圈初级进行测试。

(3)红，黑表笔探针短接。其短路电阻应在0.5Ω

   以下，如大于应检查表笔是否有松动或损坏，

   如坏了须更换新表笔。

(4)红表笔探针接点火线圈初级 + ，黑表笔探针

   接点火线圈初级 - 。(见图10)详细位置见各

   种汽车说明书。

    注意:
 * 测量读数值应减去仪表笔短路值才是实际被测
   电阻值。

 * 初级电阻一般在:0.3～2.0Ω之间。

(5)功能量程开关再置于200kΩ量程，对点火线圈

   次级进行测试。

次级线圈

初级线圈

 黑红

圆柱形点火线圈

图10

(6)红表笔探针接到次级输出端，黑表笔探针接

    初级 - 极，详见参考各种汽车说明书。

(7)次级电阻范围一般在：6～30kΩ之间详细参

    考各种汽车说明书。

(8)对于发热的点火线圈重复上述测试步骤。

    注意：对于发热的点火线圈电阻值可能会大

    些，因为线圈的电阻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

    化，温度高电阻会变大，反之则变小。

2)点火系统的高压阻尼线测试(见图11)

    注意：
 * 一些克莱斯勒汽车（CHRYLER）的产品是使用
   一种"正极锁定"终端电极的火花塞高压阻尼线，
   这根线只能从分电盘中移出，如果从别处移出
   会导致损坏。详见参考各种汽车说明书。

(2)将仪表功能量程开关置于200kΩ档。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Ω 插孔，黑

   表笔插入 COM 插孔。

(1)移开发动机上点火系统连接头。详细参考各

   种汽车操作手册中关于点火系统移动程序。

 黑

红

图11

火花塞

(3)将红黑表笔探针并接到高压阻尼线二端，并

   观察读数，正常电阻一般在：3～50kΩ，在

   弯曲导线时，读数应保持不变。

3)霍尔开关／传感器测试(见图12)

克莱斯勒汽车燃料分配器

霍尔开关

福特汽车燃料分配器

霍尔开关

红图12

黑

跨接线

铁片

 磁极体

霍尔传感器 信号端 信号端

信号端

地

地

地

V+

V+

V+

    在汽车计算机里检测速度和闭合角时，使用

了霍尔传感器，通常霍尔传感器使用在点火系统

中检测凸轮轴的位置，以便汽车计算机设定最适

宜的点火和打开燃料注射器的时间。

(1)从汽车中移出霍尔传感器，操作详见各种汽车

   说明书。

(2)将9V电池的正极接传感器电源端,负极接传感

   器的地端,详细参考各种汽车说明书中传感器

   电源端和地端的位置。

(3)仪表功能量程开关置于200Ω档。按LCD 输入

   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Ω 插孔，黑 表笔

   插入 COM 插孔。

(4)将红、黑表笔探针并接到传感器的信号输入

   端和地端，仪表应该显示一个小的欧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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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件                  电压

   开关                  300mV

   导线                  200mV

   接地                  100mV

   电池导线连接器        50mV

   接线                  0.0V

    根据上表比较测量的电压读数，如果电压偏

高，检查部件和连接器是否有问题，如果发现问

题，须进行必要的维修。

8.充电系统电压测试

    这项测试是检测充电系统的工作是否正常，

以便提供汽车电子系统足够的用电（灯、电扇、

收音机等）。

(1)将万用表的功能量程开关置於20V DC档。按

   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V 插孔，

   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

(2)黑表笔探针接电池负极,红表笔探针接电池正极。

(3)空转发动机，关闭所有的附件，正常为读数为

   13.2-15.2V。

(4)打开风门并控制发动机的转速在1800--2800 

   转/秒。读数应与3一致（不超过 0.5V）。

(5)通过打开：灯、雨刷、风扇等来增加电子系统

   的负载，读数电压不应低于13.0V。

(6) 如果3、4、5步读数正常则充电系统正常。

   如果3、4、5步的读数不在限定内或与其操作

   说明书不符，则须对传送带、调节器、交流发

   电机、连接器、开路的交流发电机的电流范围

   进行检查。如要进一步的诊断须参考各种汽车

   说明书。

9.点火系统的测试 

1)点火线圈的测试。

(1) 操作之前须先冷却发动机，断开点火线圈。

(2)仪表功能量程开关置于200Ω档。按LCD 输入

   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Ω 插孔，黑 表笔

   插入 COM 插孔。对点火线圈初级进行测试。

(3)红，黑表笔探针短接。其短路电阻应在0.5Ω

   以下，如大于应检查表笔是否有松动或损坏，

   如坏了须更换新表笔。

(4)红表笔探针接点火线圈初级 + ，黑表笔探针

   接点火线圈初级 - 。(见图10)详细位置见各

   种汽车说明书。

    注意:
 * 测量读数值应减去仪表笔短路值才是实际被测
   电阻值。

 * 初级电阻一般在:0.3～2.0Ω之间。

(5)功能量程开关再置于200kΩ量程，对点火线圈

   次级进行测试。

次级线圈

初级线圈

 黑红

圆柱形点火线圈

图10

(6)红表笔探针接到次级输出端，黑表笔探针接

    初级 - 极，详见参考各种汽车说明书。

(7)次级电阻范围一般在：6～30kΩ之间详细参

    考各种汽车说明书。

(8)对于发热的点火线圈重复上述测试步骤。

    注意：对于发热的点火线圈电阻值可能会大

    些，因为线圈的电阻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

    化，温度高电阻会变大，反之则变小。

2)点火系统的高压阻尼线测试(见图11)

    注意：
 * 一些克莱斯勒汽车（CHRYLER）的产品是使用
   一种"正极锁定"终端电极的火花塞高压阻尼线，
   这根线只能从分电盘中移出，如果从别处移出
   会导致损坏。详见参考各种汽车说明书。

(2)将仪表功能量程开关置于200kΩ档。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Ω 插孔，黑

   表笔插入 COM 插孔。

(1)移开发动机上点火系统连接头。详细参考各

   种汽车操作手册中关于点火系统移动程序。

 黑

红

图11

火花塞

(3)将红黑表笔探针并接到高压阻尼线二端，并

   观察读数，正常电阻一般在：3～50kΩ，在

   弯曲导线时，读数应保持不变。

3)霍尔开关／传感器测试(见图12)

克莱斯勒汽车燃料分配器

霍尔开关

福特汽车燃料分配器

霍尔开关

红图12

黑

跨接线

铁片

 磁极体

霍尔传感器 信号端 信号端

信号端

地

地

地

V+

V+

V+

    在汽车计算机里检测速度和闭合角时，使用

了霍尔传感器，通常霍尔传感器使用在点火系统

中检测凸轮轴的位置，以便汽车计算机设定最适

宜的点火和打开燃料注射器的时间。

(1)从汽车中移出霍尔传感器，操作详见各种汽车

   说明书。

(2)将9V电池的正极接传感器电源端,负极接传感

   器的地端,详细参考各种汽车说明书中传感器

   电源端和地端的位置。

(3)仪表功能量程开关置于200Ω档。按LCD 输入

   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Ω 插孔，黑 表笔

   插入 COM 插孔。

(4)将红、黑表笔探针并接到传感器的信号输入

   端和地端，仪表应该显示一个小的欧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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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⑸ 当在传感器的凹形磁极体中间插入金属片(刀

    片，钢皮尺等)，仪表显示会变大或超载;移

    走金属片即显示变小。证明传感器良好。

4)磁阻传感器(见图13)

图13

红         黑

磁阻传感器

磁阻分配头

磁体

    磁阻传感器的功能类同霍尔传感器，测试方

法也类同。其正常电阻值一般 在150Ω～1kΩ之

间。详细参考各种汽车说明书的阻值范围。

5)转速RPM×10的测试(见图14)

 ⑴ 功能量程开关置于RPM×10档，选择被测汽车

    相对应的气缸数量程。

 ⑵ 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插

    孔，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

 ⑶ 将黑表笔探针接汽车地（即搭铁），红表笔

    探针接：如果汽车是DIS型,那么就接到汽车

    计算机相应测试端。(详细位置参考各种汽车

    说明书维修手册)。如果有分电盘的汽车，那

    么就接到点火线圈负极。(详细位置参考各种

    汽车说明书维修手册)。

 ⑷ 发动机正常启动转速，约为50～275RPM。详

    细位置参考各种汽车说明书维修手册，因为

    此值与当时温度，发动机尺寸，电池规格等

    都有关系。

6)燃料系统的测试

    对于低喷射的汽车需要增加更为精确的发动

机燃料控制。汽车制造业于1980年开始已经使用

了电子控制汽化缸和燃料喷射，以便获得更低的

燃料喷射。

 ⑴ GM(通用汽车公司)：C-3混合控制螺线管闭合

    角的测试：螺线管放置于气缸中，监控空气

    和燃料的比例，一般应为：

    空气�U燃料=14.7�U1,以便减少喷射多余燃料，

    该测试是检查螺丝管的安装位置是否正确，间

    接可用仪表的闭合角DWELL来测试：

 ① 启动汽车发动机使其转速为3000RPM。

    对于GM汽车而言：量程开关置于闭合角DWELL

    档，6cyL档位。

 ② 当汽车在缺燃料和多燃料运行时,仪表分度角

    DWELL显示应在：10°～50°之间。

   注意：

 * 仪表显示值×10后才是实际的转速读数。

 ⑵ 燃料注射器的电阻测试:(见图15)

图15

燃料注射器

红黑

    测试方法类同点火线圈的电阻测试

 ① 注射器上断开电气连线。(详细位置参考各种

    汽车说明书维修手册)。

 ② 将仪表红、黑表笔测试针并接到注射器二端。

    一般正常电阻值约小于或等于10Ω。

10.发动机传感器的测试(见图16)

图14

红  

黑

点火线圈

一根或三根导线引出的，地线则为传感器的外壳

二根或四根导线引出的，地线则为传感器的专用配线。

图16

    在80年代前期，为了适应有关低喷射和节油

政策规定，在汽车中安装了计算机控制调节装置，

由传感器提供给计算机一些所需数据。对于检测

传感器的运作，万用表是一种有效的工具。

1)氧气传感器

    氧气传感器是检测排气含氧多少，产生相应

的电压和电阻。低压（高阻）表示排气含氧过高；

高压（低阻）表示排气含氧过低。计算机通过电

压的高低调整空气与燃料的比例。氧气传感器通

常有两种类型。氧化锆（ZIRCONIA）和氧化钛

（TITANIA）。（详细参考两种类型的不同外观特

性）。

测试步骤：

 ⑴ 将氧气传感器从汽车移出。

 ⑵ 将功能量程开关置于200Ω档。按LCD 输入端

    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Ω 插孔，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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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转速RPM×10的测试(见图14)

 ⑴ 功能量程开关置于RPM×10档，选择被测汽车

    相对应的气缸数量程。

 ⑵ 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插

    孔，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

 ⑶ 将黑表笔探针接汽车地（即搭铁），红表笔

    探针接：如果汽车是DIS型,那么就接到汽车

    计算机相应测试端。(详细位置参考各种汽车

    说明书维修手册)。如果有分电盘的汽车，那

    么就接到点火线圈负极。(详细位置参考各种

    汽车说明书维修手册)。

 ⑷ 发动机正常启动转速，约为50～275RPM。详

    细位置参考各种汽车说明书维修手册，因为

    此值与当时温度，发动机尺寸，电池规格等

    都有关系。

6)燃料系统的测试

    对于低喷射的汽车需要增加更为精确的发动

机燃料控制。汽车制造业于1980年开始已经使用

了电子控制汽化缸和燃料喷射，以便获得更低的

燃料喷射。

 ⑴ GM(通用汽车公司)：C-3混合控制螺线管闭合

    角的测试：螺线管放置于气缸中，监控空气

    和燃料的比例，一般应为：

    空气�U燃料=14.7�U1,以便减少喷射多余燃料，

    该测试是检查螺丝管的安装位置是否正确，间

    接可用仪表的闭合角DWELL来测试：

 ① 启动汽车发动机使其转速为3000RPM。

    对于GM汽车而言：量程开关置于闭合角DWELL

    档，6cyL档位。

 ② 当汽车在缺燃料和多燃料运行时,仪表分度角

    DWELL显示应在：10°～50°之间。

   注意：

 * 仪表显示值×10后才是实际的转速读数。

 ⑵ 燃料注射器的电阻测试:(见图15)

图15

燃料注射器

红黑

    测试方法类同点火线圈的电阻测试

 ① 注射器上断开电气连线。(详细位置参考各种

    汽车说明书维修手册)。

 ② 将仪表红、黑表笔测试针并接到注射器二端。

    一般正常电阻值约小于或等于10Ω。

10.发动机传感器的测试(见图16)

图14

红  

黑

点火线圈

一根或三根导线引出的，地线则为传感器的外壳

二根或四根导线引出的，地线则为传感器的专用配线。

图16

    在80年代前期，为了适应有关低喷射和节油

政策规定，在汽车中安装了计算机控制调节装置，

由传感器提供给计算机一些所需数据。对于检测

传感器的运作，万用表是一种有效的工具。

1)氧气传感器

    氧气传感器是检测排气含氧多少，产生相应

的电压和电阻。低压（高阻）表示排气含氧过高；

高压（低阻）表示排气含氧过低。计算机通过电

压的高低调整空气与燃料的比例。氧气传感器通

常有两种类型。氧化锆（ZIRCONIA）和氧化钛

（TITANIA）。（详细参考两种类型的不同外观特

性）。

测试步骤：

 ⑴ 将氧气传感器从汽车移出。

 ⑵ 将功能量程开关置于200Ω档。按LCD 输入端

    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Ω 插孔，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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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⑸ 当在传感器的凹形磁极体中间插入金属片(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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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的运作，万用表是一种有效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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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气传感器是检测排气含氧多少，产生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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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两种类型。氧化锆（ZIRCONIA）和氧化钛

（TITANIA）。（详细参考两种类型的不同外观特

性）。

测试步骤：

 ⑴ 将氧气传感器从汽车移出。

 ⑵ 将功能量程开关置于200Ω档。按LCD 输入端

    口提示，将红表笔插入 Ω 插孔，黑表笔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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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 仪表黑表笔探针接传感器的接地端(即冷端)。

    注意：
 * 如果传感器有1根或3根导线引出端，地端则为
   传感器外壳。
 * 如果传感器有2根或4根导线引出端，地端则为
   传感器专用配线。

 ⑷ 仪表红表笔探针接传感器的信号端(即热端)。

 如果:传感器有3根以上导线，那么汽车是采用了

      热度氧气传感器，其中有二根热端，热端

      位置参看各种汽车维修说明书。

      此时红、黑表笔探针就分别接到这二根热

      端。读数值与制造商提供的说明书中的规

      格作比较。

 氧化锆:用DC 2V档检测。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

      将红表笔插入 V 插孔，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

 氧化钛:用200kΩ档检测。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

      将红表笔插入 Ω 插孔，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

      用台虎钳固定传感器，点亮丙烷喷灯，加

      热传感器端口。使其温度在660�H左右，耗

      尽传感器中的氧气，此时测得读数:

 氧化锆传感器约为0.6V或更高。

 氧化钛传感器约为1Ω左右。

 再移走喷灯加热，此时测得读数:

 氧化锆传感器约为0。4V或更低。

 氧化钛传感器约为4kΩ左右。

    注意:

 * 在测量过程中，随着加热温度不同，读数也会

   不同。

2)温度传感器(见图17)

    温度传感器通过周围温度的变化，改变其输

出电阻的变化。传感器越热，电阻越小。典型的

温度传感器一般应用在：发动机制冷、空气通风、

流量、油温等设备中。

图17 加热器

温度传感器

红

黑

 测试步骤：

 ⑴ 同电阻测量法。

 ⑵ 加热传感器一般温度上升时，其电阻值会下

    降。汽车发动机温度传感器热电阻一般小于

    300Ω。

3)位置(POSITION)传感器(见图18)

丰田汽车节流阀位置传感器

信号端 空脚

地V+

(图18)

    位置传感器是一种电位计或可变电阻。用于

计算机监测机械装置的位置和方向。典型的位置

传感器有:节气阀、排气再循环EGR、叶片空气流

动传感器等。

测试步骤：

 ⑴ 同电阻测量法。

 ⑵ 将红、黑表笔探针分别接到传感器的信号测

    试端和地端。其位置和测量的电阻值参考各

    种汽车维修说明书。

4)绝对压力(MAP)和大气压(BARO)传感器(见图19)

至电脑

CM
MAP型
传感器

图19

红
黑

    MAP传感器是将压力信号转为DCV或频率信号。

GM、CHRYSLER、HONDA、TOYOTA 是使用DCV型MAP

传感器；FORD是使用频率型MAP传感器；另外厂商

参看相关说明书。

测试步骤：

 ⑴ DCV型MAP传感器，按DCV测试方法连接，将仪

    表量程开关置于DC 20V档量程。

 ⑵ 频率型MAP传感器，按RPM×10测试方法连接，

    将仪表置于被测汽车气缸数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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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 仪表黑表笔探针接传感器的接地端(即冷端)。

    注意：
 * 如果传感器有1根或3根导线引出端，地端则为
   传感器外壳。
 * 如果传感器有2根或4根导线引出端，地端则为
   传感器专用配线。

 ⑷ 仪表红表笔探针接传感器的信号端(即热端)。

 如果:传感器有3根以上导线，那么汽车是采用了

      热度氧气传感器，其中有二根热端，热端

      位置参看各种汽车维修说明书。

      此时红、黑表笔探针就分别接到这二根热

      端。读数值与制造商提供的说明书中的规

      格作比较。

 氧化锆:用DC 2V档检测。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

      将红表笔插入 V 插孔，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

 氧化钛:用200kΩ档检测。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

      将红表笔插入 Ω 插孔，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

      用台虎钳固定传感器，点亮丙烷喷灯，加

      热传感器端口。使其温度在660�H左右，耗

      尽传感器中的氧气，此时测得读数:

 氧化锆传感器约为0.6V或更高。

 氧化钛传感器约为1Ω左右。

 再移走喷灯加热，此时测得读数:

 氧化锆传感器约为0。4V或更低。

 氧化钛传感器约为4kΩ左右。

    注意:

 * 在测量过程中，随着加热温度不同，读数也会

   不同。

2)温度传感器(见图17)

    温度传感器通过周围温度的变化，改变其输

出电阻的变化。传感器越热，电阻越小。典型的

温度传感器一般应用在：发动机制冷、空气通风、

流量、油温等设备中。

图17 加热器

温度传感器

红

黑

 测试步骤：

 ⑴ 同电阻测量法。

 ⑵ 加热传感器一般温度上升时，其电阻值会下

    降。汽车发动机温度传感器热电阻一般小于

    300Ω。

3)位置(POSITION)传感器(见图18)

丰田汽车节流阀位置传感器

信号端 空脚

地V+

(图18)

    位置传感器是一种电位计或可变电阻。用于

计算机监测机械装置的位置和方向。典型的位置

传感器有:节气阀、排气再循环EGR、叶片空气流

动传感器等。

测试步骤：

 ⑴ 同电阻测量法。

 ⑵ 将红、黑表笔探针分别接到传感器的信号测

    试端和地端。其位置和测量的电阻值参考各

    种汽车维修说明书。

4)绝对压力(MAP)和大气压(BARO)传感器(见图19)

至电脑

CM
MAP型
传感器

图19

红
黑

    MAP传感器是将压力信号转为DCV或频率信号。

GM、CHRYSLER、HONDA、TOYOTA 是使用DCV型MAP

传感器；FORD是使用频率型MAP传感器；另外厂商

参看相关说明书。

测试步骤：

 ⑴ DCV型MAP传感器，按DCV测试方法连接，将仪

    表量程开关置于DC 20V档量程。

 ⑵ 频率型MAP传感器，按RPM×10测试方法连接，

    将仪表置于被测汽车气缸数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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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 仪表黑表笔探针接传感器的接地端(即冷端)。

    注意：
 * 如果传感器有1根或3根导线引出端，地端则为
   传感器外壳。
 * 如果传感器有2根或4根导线引出端，地端则为
   传感器专用配线。

 ⑷ 仪表红表笔探针接传感器的信号端(即热端)。

 如果:传感器有3根以上导线，那么汽车是采用了

      热度氧气传感器，其中有二根热端，热端

      位置参看各种汽车维修说明书。

      此时红、黑表笔探针就分别接到这二根热

      端。读数值与制造商提供的说明书中的规

      格作比较。

 氧化锆:用DC 2V档检测。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

      将红表笔插入 V 插孔，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

 氧化钛:用200kΩ档检测。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

      将红表笔插入 Ω 插孔，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

      用台虎钳固定传感器，点亮丙烷喷灯，加

      热传感器端口。使其温度在660�H左右，耗

      尽传感器中的氧气，此时测得读数:

 氧化锆传感器约为0.6V或更高。

 氧化钛传感器约为1Ω左右。

 再移走喷灯加热，此时测得读数:

 氧化锆传感器约为0。4V或更低。

 氧化钛传感器约为4kΩ左右。

    注意:

 * 在测量过程中，随着加热温度不同，读数也会

   不同。

2)温度传感器(见图17)

    温度传感器通过周围温度的变化，改变其输

出电阻的变化。传感器越热，电阻越小。典型的

温度传感器一般应用在：发动机制冷、空气通风、

流量、油温等设备中。

图17 加热器

温度传感器

红

黑

 测试步骤：

 ⑴ 同电阻测量法。

 ⑵ 加热传感器一般温度上升时，其电阻值会下

    降。汽车发动机温度传感器热电阻一般小于

    300Ω。

3)位置(POSITION)传感器(见图18)

丰田汽车节流阀位置传感器

信号端 空脚

地V+

(图18)

    位置传感器是一种电位计或可变电阻。用于

计算机监测机械装置的位置和方向。典型的位置

传感器有:节气阀、排气再循环EGR、叶片空气流

动传感器等。

测试步骤：

 ⑴ 同电阻测量法。

 ⑵ 将红、黑表笔探针分别接到传感器的信号测

    试端和地端。其位置和测量的电阻值参考各

    种汽车维修说明书。

4)绝对压力(MAP)和大气压(BARO)传感器(见图19)

至电脑

CM
MAP型
传感器

图19

红
黑

    MAP传感器是将压力信号转为DCV或频率信号。

GM、CHRYSLER、HONDA、TOYOTA 是使用DCV型MAP

传感器；FORD是使用频率型MAP传感器；另外厂商

参看相关说明书。

测试步骤：

 ⑴ DCV型MAP传感器，按DCV测试方法连接，将仪

    表量程开关置于DC 20V档量程。

 ⑵ 频率型MAP传感器，按RPM×10测试方法连接，

    将仪表置于被测汽车气缸数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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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 仪表黑表笔探针接传感器的接地端(即冷端)。

    注意：
 * 如果传感器有1根或3根导线引出端，地端则为
   传感器外壳。
 * 如果传感器有2根或4根导线引出端，地端则为
   传感器专用配线。

 ⑷ 仪表红表笔探针接传感器的信号端(即热端)。

 如果:传感器有3根以上导线，那么汽车是采用了

      热度氧气传感器，其中有二根热端，热端

      位置参看各种汽车维修说明书。

      此时红、黑表笔探针就分别接到这二根热

      端。读数值与制造商提供的说明书中的规

      格作比较。

 氧化锆:用DC 2V档检测。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

      将红表笔插入 V 插孔，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

 氧化钛:用200kΩ档检测。按LCD 输入端口提示，

      将红表笔插入 Ω 插孔，黑表笔插入 COM 

      插孔。

      用台虎钳固定传感器，点亮丙烷喷灯，加

      热传感器端口。使其温度在660�H左右，耗

      尽传感器中的氧气，此时测得读数:

 氧化锆传感器约为0.6V或更高。

 氧化钛传感器约为1Ω左右。

 再移走喷灯加热，此时测得读数:

 氧化锆传感器约为0。4V或更低。

 氧化钛传感器约为4kΩ左右。

    注意:

 * 在测量过程中，随着加热温度不同，读数也会

   不同。

2)温度传感器(见图17)

    温度传感器通过周围温度的变化，改变其输

出电阻的变化。传感器越热，电阻越小。典型的

温度传感器一般应用在：发动机制冷、空气通风、

流量、油温等设备中。

图17 加热器

温度传感器

红

黑

 测试步骤：

 ⑴ 同电阻测量法。

 ⑵ 加热传感器一般温度上升时，其电阻值会下

    降。汽车发动机温度传感器热电阻一般小于

    300Ω。

3)位置(POSITION)传感器(见图18)

丰田汽车节流阀位置传感器

信号端 空脚

地V+

(图18)

    位置传感器是一种电位计或可变电阻。用于

计算机监测机械装置的位置和方向。典型的位置

传感器有:节气阀、排气再循环EGR、叶片空气流

动传感器等。

测试步骤：

 ⑴ 同电阻测量法。

 ⑵ 将红、黑表笔探针分别接到传感器的信号测

    试端和地端。其位置和测量的电阻值参考各

    种汽车维修说明书。

4)绝对压力(MAP)和大气压(BARO)传感器(见图19)

至电脑

CM
MAP型
传感器

图19

红
黑

    MAP传感器是将压力信号转为DCV或频率信号。

GM、CHRYSLER、HONDA、TOYOTA 是使用DCV型MAP

传感器；FORD是使用频率型MAP传感器；另外厂商

参看相关说明书。

测试步骤：

 ⑴ DCV型MAP传感器，按DCV测试方法连接，将仪

    表量程开关置于DC 20V档量程。

 ⑵ 频率型MAP传感器，按RPM×10测试方法连接，

    将仪表置于被测汽车气缸数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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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 现以4气缸：4cyL为例。仪表黑表笔探针接汽

    车地端(即搭铁) ，红表笔探针按图20连接。   

 ⑷ 开启点火钥匙，但不启动发动机。

显示值:

DCV型传感器: 

    在真空状态下显示值一般应在3～5V之间。

(详细以供应商提供参数为准）。

频率型传感器：

    在真空状态下显示值一般在4770RPM±5%。

(仅适用于FORD生产的MAP传感器，对于其它传感

器以供应商提供参数为准)。

    注意:

 * 读数×10才是实际RPM值。
 * 频率=RPM／30。(仅适用于4cyL)。

5)质量空气流通(MAF)传感器(见图20)

(图20)

黑             红

地

GM(通用汽车公司)1988年或以前的低频MAF型传感器

    传感器将空气流通量转换为DCV或低频、高频

信号。UT105只能测量DCV或低频信号。

测试步骤：

 ⑴ DCV型MAF传感器按DCV测试方法连接。将仪表

    功能量程开关置于DC 20V档量程。频率型MAF

    传感器按RPM×10测试方法连接，置于被测汽

    车气缸数量程，现以4 气缸：4cyL为例。

 ⑵ 仪表黑表笔测试针接汽车地端(即搭铁) ，红

    表笔测试针按图21连接。

 ⑶ 开启点火钥匙, 但不启动发动机。

显示值:

DCV型传感器: 

    显示应小于或等于1V。（详见供应商提供参

数为准）。

频率型传感器：

    在真空状态下显示应为330RPM±5%。(仅适用

于GM低频传感器)。其它低频传感器以供应商提供

数据为准。 

    注意:
 * 读数×10才是实际RPM值。
 * 频率=RPM／30。(仅适用于4cyL)。

十一. 技术指标

准确度:±（a%读数+字数），保证期一年

环境温度:18～28℃

环境湿度:不大于75%RH

1.直流电压

2.交流电压

3.直流电流

4.电阻

量程   分辨力
200mV   0.1mV
2V      1mV
20V     10mV
200V    100mV
1000V    1V

准确度:±(a％读数＋字数)

±(0.5%+5)

±(0.8%+5)

量程
2V
20V
200V
750V

分辨力
1mV
10mV
100mV
1V

准确度:±(a％读数＋字数)

±(0.8%+5)

±(1.0%+4)

量程
200Ω
2kΩ
20kΩ
200kΩ
2MΩ
20MΩ

分辨力
0.1Ω
1Ω
10Ω
100Ω
1kΩ
10kΩ

准确度:±(a％读数＋字数)

量程
200mA
10A

分辨力
0.1mA
10mA

准确度:±(a％读数＋字数)
±(0.8%+5)
±(1.2%+5)

量程 分辨力 备注

输入阻抗:均约为10MΩ
过载保护:1000VDC或750VAC连续测量。 
         (除200mV档为230V AC外)

输入阻抗:约10MΩ
过载保护:1000VDC或750VAC　连续测量
频率响应:40Hz～400Hz
显    示:正弦波有效值（平均值响应）

过载保护: 

mA量程:保险丝5×20mmＦ315mA 250V (CE)

A量程:保险丝5×20mm Ｆ10A 250V (CE)

 * 注:当大于10-15A时，连续测量时间应小于10
      秒,间隔时间大于15分钟。

±(0.8%+5)

±(1.5%+5)

过载保护:600Vp

过载保护:600Vp

5.二极管

1mV 开路电压约2.7V，硅PN结正常
电压值约为500～800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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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 现以4气缸：4cyL为例。仪表黑表笔探针接汽

    车地端(即搭铁) ，红表笔探针按图20连接。   

 ⑷ 开启点火钥匙，但不启动发动机。

显示值:

DCV型传感器: 

    在真空状态下显示值一般应在3～5V之间。

(详细以供应商提供参数为准）。

频率型传感器：

    在真空状态下显示值一般在4770RPM±5%。

(仅适用于FORD生产的MAP传感器，对于其它传感

器以供应商提供参数为准)。

    注意:

 * 读数×10才是实际RPM值。
 * 频率=RPM／30。(仅适用于4cyL)。

5)质量空气流通(MAF)传感器(见图20)

(图20)

黑             红

地

GM(通用汽车公司)1988年或以前的低频MAF型传感器

    传感器将空气流通量转换为DCV或低频、高频

信号。UT105只能测量DCV或低频信号。

测试步骤：

 ⑴ DCV型MAF传感器按DCV测试方法连接。将仪表

    功能量程开关置于DC 20V档量程。频率型MAF

    传感器按RPM×10测试方法连接，置于被测汽

    车气缸数量程，现以4 气缸：4cyL为例。

 ⑵ 仪表黑表笔测试针接汽车地端(即搭铁) ，红

    表笔测试针按图21连接。

 ⑶ 开启点火钥匙, 但不启动发动机。

显示值:

DCV型传感器: 

    显示应小于或等于1V。（详见供应商提供参

数为准）。

频率型传感器：

    在真空状态下显示应为330RPM±5%。(仅适用

于GM低频传感器)。其它低频传感器以供应商提供

数据为准。 

    注意:
 * 读数×10才是实际RPM值。
 * 频率=RPM／30。(仅适用于4cyL)。

十一. 技术指标

准确度:±（a%读数+字数），保证期一年

环境温度:18～28℃

环境湿度:不大于75%RH

1.直流电压

2.交流电压

3.直流电流

4.电阻

量程   分辨力
200mV   0.1mV
2V      1mV
20V     10mV
200V    100mV
1000V    1V

准确度:±(a％读数＋字数)

±(0.5%+5)

±(0.8%+5)

量程
2V
20V
200V
750V

分辨力
1mV
10mV
100mV
1V

准确度:±(a％读数＋字数)

±(0.8%+5)

±(1.0%+4)

量程
200Ω
2kΩ
20kΩ
200kΩ
2MΩ
20MΩ

分辨力
0.1Ω
1Ω
10Ω
100Ω
1kΩ
10kΩ

准确度:±(a％读数＋字数)

量程
200mA
10A

分辨力
0.1mA
10mA

准确度:±(a％读数＋字数)
±(0.8%+5)
±(1.2%+5)

量程 分辨力 备注

输入阻抗:均约为10MΩ
过载保护:1000VDC或750VAC连续测量。 
         (除200mV档为230V AC外)

输入阻抗:约10MΩ
过载保护:1000VDC或750VAC　连续测量
频率响应:40Hz～400Hz
显    示:正弦波有效值（平均值响应）

过载保护: 

mA量程:保险丝5×20mmＦ315mA 250V (CE)

A量程:保险丝5×20mm Ｆ10A 250V (CE)

 * 注:当大于10-15A时，连续测量时间应小于10
      秒,间隔时间大于15分钟。

±(0.8%+5)

±(1.5%+5)

过载保护:600Vp

过载保护:600Vp

5.二极管

1mV 开路电压约2.7V，硅PN结正常
电压值约为500～800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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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 现以4气缸：4cyL为例。仪表黑表笔探针接汽

    车地端(即搭铁) ，红表笔探针按图20连接。   

 ⑷ 开启点火钥匙，但不启动发动机。

显示值:

DCV型传感器: 

    在真空状态下显示值一般应在3～5V之间。

(详细以供应商提供参数为准）。

频率型传感器：

    在真空状态下显示值一般在4770RPM±5%。

(仅适用于FORD生产的MAP传感器，对于其它传感

器以供应商提供参数为准)。

    注意:

 * 读数×10才是实际RPM值。
 * 频率=RPM／30。(仅适用于4cyL)。

5)质量空气流通(MAF)传感器(见图20)

(图20)

黑             红

地

GM(通用汽车公司)1988年或以前的低频MAF型传感器

    传感器将空气流通量转换为DCV或低频、高频

信号。UT105只能测量DCV或低频信号。

测试步骤：

 ⑴ DCV型MAF传感器按DCV测试方法连接。将仪表

    功能量程开关置于DC 20V档量程。频率型MAF

    传感器按RPM×10测试方法连接，置于被测汽

    车气缸数量程，现以4 气缸：4cyL为例。

 ⑵ 仪表黑表笔测试针接汽车地端(即搭铁) ，红

    表笔测试针按图21连接。

 ⑶ 开启点火钥匙, 但不启动发动机。

显示值:

DCV型传感器: 

    显示应小于或等于1V。（详见供应商提供参

数为准）。

频率型传感器：

    在真空状态下显示应为330RPM±5%。(仅适用

于GM低频传感器)。其它低频传感器以供应商提供

数据为准。 

    注意:
 * 读数×10才是实际RPM值。
 * 频率=RPM／30。(仅适用于4cyL)。

十一. 技术指标

准确度:±（a%读数+字数），保证期一年

环境温度:18～28℃

环境湿度:不大于75%RH

1.直流电压

2.交流电压

3.直流电流

4.电阻

量程   分辨力
200mV   0.1mV
2V      1mV
20V     10mV
200V    100mV
1000V    1V

准确度:±(a％读数＋字数)

±(0.5%+5)

±(0.8%+5)

量程
2V
20V
200V
750V

分辨力
1mV
10mV
100mV
1V

准确度:±(a％读数＋字数)

±(0.8%+5)

±(1.0%+4)

量程
200Ω
2kΩ
20kΩ
200kΩ
2MΩ
20MΩ

分辨力
0.1Ω
1Ω
10Ω
100Ω
1kΩ
10kΩ

准确度:±(a％读数＋字数)

量程
200mA
10A

分辨力
0.1mA
10mA

准确度:±(a％读数＋字数)
±(0.8%+5)
±(1.2%+5)

量程 分辨力 备注

输入阻抗:均约为10MΩ
过载保护:1000VDC或750VAC连续测量。 
         (除200mV档为230V AC外)

输入阻抗:约10MΩ
过载保护:1000VDC或750VAC　连续测量
频率响应:40Hz～400Hz
显    示:正弦波有效值（平均值响应）

过载保护: 

mA量程:保险丝5×20mmＦ315mA 250V (CE)

A量程:保险丝5×20mm Ｆ10A 250V (CE)

 * 注:当大于10-15A时，连续测量时间应小于10
      秒,间隔时间大于15分钟。

±(0.8%+5)

±(1.5%+5)

过载保护:600Vp

过载保护:600Vp

5.二极管

1mV 开路电压约2.7V，硅PN结正常
电压值约为500～800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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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 现以4气缸：4cyL为例。仪表黑表笔探针接汽

    车地端(即搭铁) ，红表笔探针按图20连接。   

 ⑷ 开启点火钥匙，但不启动发动机。

显示值:

DCV型传感器: 

    在真空状态下显示值一般应在3～5V之间。

(详细以供应商提供参数为准）。

频率型传感器：

    在真空状态下显示值一般在4770RPM±5%。

(仅适用于FORD生产的MAP传感器，对于其它传感

器以供应商提供参数为准)。

    注意:

 * 读数×10才是实际RPM值。
 * 频率=RPM／30。(仅适用于4cyL)。

5)质量空气流通(MAF)传感器(见图20)

(图20)

黑             红

地

GM(通用汽车公司)1988年或以前的低频MAF型传感器

    传感器将空气流通量转换为DCV或低频、高频

信号。UT105只能测量DCV或低频信号。

测试步骤：

 ⑴ DCV型MAF传感器按DCV测试方法连接。将仪表

    功能量程开关置于DC 20V档量程。频率型MAF

    传感器按RPM×10测试方法连接，置于被测汽

    车气缸数量程，现以4 气缸：4cyL为例。

 ⑵ 仪表黑表笔测试针接汽车地端(即搭铁) ，红

    表笔测试针按图21连接。

 ⑶ 开启点火钥匙, 但不启动发动机。

显示值:

DCV型传感器: 

    显示应小于或等于1V。（详见供应商提供参

数为准）。

频率型传感器：

    在真空状态下显示应为330RPM±5%。(仅适用

于GM低频传感器)。其它低频传感器以供应商提供

数据为准。 

    注意:
 * 读数×10才是实际RPM值。
 * 频率=RPM／30。(仅适用于4cyL)。

十一. 技术指标

准确度:±（a%读数+字数），保证期一年

环境温度:18～28℃

环境湿度:不大于75%RH

1.直流电压

2.交流电压

3.直流电流

4.电阻

量程   分辨力
200mV   0.1mV
2V      1mV
20V     10mV
200V    100mV
1000V    1V

准确度:±(a％读数＋字数)

±(0.5%+5)

±(0.8%+5)

量程
2V
20V
200V
750V

分辨力
1mV
10mV
100mV
1V

准确度:±(a％读数＋字数)

±(0.8%+5)

±(1.0%+4)

量程
200Ω
2kΩ
20kΩ
200kΩ
2MΩ
20MΩ

分辨力
0.1Ω
1Ω
10Ω
100Ω
1kΩ
10kΩ

准确度:±(a％读数＋字数)

量程
200mA
10A

分辨力
0.1mA
10mA

准确度:±(a％读数＋字数)
±(0.8%+5)
±(1.2%+5)

量程 分辨力 备注

输入阻抗:均约为10MΩ
过载保护:1000VDC或750VAC连续测量。 
         (除200mV档为230V AC外)

输入阻抗:约10MΩ
过载保护:1000VDC或750VAC　连续测量
频率响应:40Hz～400Hz
显    示:正弦波有效值（平均值响应）

过载保护: 

mA量程:保险丝5×20mmＦ315mA 250V (CE)

A量程:保险丝5×20mm Ｆ10A 250V (CE)

 * 注:当大于10-15A时，连续测量时间应小于10
      秒,间隔时间大于15分钟。

±(0.8%+5)

±(1.5%+5)

过载保护:600Vp

过载保护:600Vp

5.二极管

1mV 开路电压约2.7V，硅PN结正常
电压值约为500～800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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