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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注意事项 

警告 
要确保转速传感器安装牢固，防止因振动等原因出现松动，造成传感器与飞轮相碰，造成仪器或人

身的意外伤害，传感器与飞轮间隙过小，可能会因飞轮的椭圆度等过大造成传感器与飞轮相碰导致传感

器损坏，间隙过大（或偏移）会使传感器信号太小或无信号而使仪器无法工作。 

应防止导线与运动部件接触，保证安全，操作示功阀时当心烫伤。 

应防止水、油等液体溅落在仪器上，应保证系统的相对干燥。 

电源关闭后应等5秒钟后才能重新打开电源，防止由于电源冲击造成仪器损坏。 

 

注意事项 
操作仪器前请完整的阅读使用说明书。 

请及时到我公司的网站及时下载最新版的示功图分析软件，下载的网址是： 

http://www.zhu-cheng.net/product/Download.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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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ZCG型柴油机电子示功器功能、配置与主要技术参数 

2.1 ZCG型柴油机电子示功器功能。 

该仪器通过用手轮安装在示功阀接头上的压力传感器、装在柴油机飞轮端支架上的霍尔转速传感器

和齿轮传感器测量柴油机各缸的示功图；通过对示功图的燃烧分析，可以获得以下参数： 

柴油机整机参数：转速、指示功率、总循环功。 

柴油机缸内过程参数：循环功、最高爆炸压力、最高爆炸压力位置、压力升高率、各缸负荷分配分

析、 瞬时放热率、累计放热率、燃烧温度、着火点位置等。 

2.2仪器功用 

2.2.1 根据该仪器测量的柴

油机各缸循环功，代替爆压表、

平均压力表和排温表的作用，直

接判断各缸负荷, 使负荷调整更

加直观、便捷, 可降低柴油机油

耗、延长柴油机寿命。 

2.2.2 根据该仪器测量的柴

油机各缸循环功、最高爆炸压力

和最高爆炸压力位置、压力升高

率、瞬时放热率、累积放热率、

缸内燃烧温度、压缩压力等,可

判定与柴油机缸内过程有关的故

障, 如:气缸漏气、供油异常

等。 

2.2.3 根据该仪器测量的柴

油机指示功率和转速，参考舰船

航速等可判定船、机、桨配合情

况，为舰船维修、试航验收提供

依据。 

 

2.3 ZCG型柴油机电子示功器配置 

ZCG型柴油机电子示功器配置如表2.1所示，整机如图2.3.1所示。 

表2.1 ZCG型柴油机电子示功器配置表 

图2.3.1 ZCS型电子示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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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功能 配置 

数据采集模块 
信号调理、数据采集与预处理、数据

上传。 
 

压力传感器 测量气缸内压力. 

配有英制G
′

16
11 -10示功阀

接头，可在柴油机示功阀上快速

拆装。 

霍尔转速传感器 测量柴油机转速和上止点位置 
导线长度根据用户需求调

整，磁钢。 

齿轮传感器 
测量盘车齿轮的轮齿信号，作为示功

图的分度信号 

导线长度根据用户需求调

整。 

采样控制手柄 机旁控制采样  

电源与数据通讯线 

连接计算机、电源与数据采集模块，

对数据采集模块供电，传递计算机与数据

采集模块之间的命令与数据。 

导线长度根据用户需求调

整。 

压力信号与采样控

制线 

连接采样模块和采样控制手柄。完成

压力信号与控制信号的传递。 

导线长度根据用户需求调

整。 

数据分析与管理软

件 

对测试的数据进行计算机管理（数据

查询、显示、打印等）、燃烧分析（求瞬

时放热率、累积放热率、燃烧温度、着火

时间等）。 

软件运行环境：Windouse 

XP以上操作系统,SVGA显示器，

256M内存。 

说明书 操作说明 印刷版和光碟版 

 

2.4 ZCG型柴油机电子示功器 

ZCG型柴油机电子示功器主要技术参数如表2.2所示。 

 

表2.2 ZCG型柴油机电子示功器主要技术参数表 

名   称 量    程 分 辨 率 精   度 

气 体 压 力 0～25   Mpa 0.1Mpa 1.0 % 

转       速 0～1500  rpm 1rpm 0.5 % 

有 效 功 率 0～100000 kw 1kW  

曲 轴 转 角 0～360   度 0.3度  

整 机 重 量 <4kg 

使用温、湿度 温度：0-40℃；湿度：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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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仪器安装 

3.1  转速传感器等安装 

转速传感器包含霍尔转速传感器和齿轮传感

器，两个传感器装在一个传感器壳体中，是柴油机

示功图测量中获取示功图上止点信号、柴油机转速

信号、柴油机曲轴分度信号的传感器，在示功图测

量中不可缺少。转速传感器必须采用固定支架固定

在柴油机飞轮端的柴油机机体上，两个传感器对着

飞轮的侧面，并保证齿轮传感器对着盘车齿轮的轮

齿。 

将第一缸盘车到上止点（动力冲程上止点或进

排气冲程上止点都可以）；霍尔传感器对面的飞轮

上用胶水粘结一块磁钢（磁钢S极向上），调整转速传感器合与飞轮的距离，使霍尔转速传感器与磁钢的

距离在 2.5mm～4 mm 之间（图3.1.1）,齿轮传感器与飞轮轮齿侧面间隙在2.5mm～4mm之间，打开转速传

感器盒盖，在通电状态下，当霍尔传感器正对磁钢时，指示灯亮，若不亮，请反转磁钢。 

转速传感器信号线与采集模块转速传感器插孔（图3.3.1）相连接。 

 

3.2 气缸压力传感器组件安装 

将气缸压力传感器组件（图3.2.1）通过手轮安装在柴油机被测缸示功阀上，拧紧手轮，防止漏气。 

气缸压力传感器组件的信号线与采样控制手柄压力传感器插孔连接，压力信号与采样控制线连接采

样控制手柄的采样与控制插孔和数据采集模块的采样与控制插孔。 

 

柴油机机体

传感器支架

转速传感器合

齿轮传感器

霍尔传感器

磁     钢

盘车齿轮齿顶

盘车齿轮齿根

飞     轮

1----2

2----4

图3.1.2  转速传感器安装示意图

图3.1.1 转速传感器 

齿轮传感器 

霍尔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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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数据采集器安装 

将转速传感器的航空插头插入数据采集模块

（如图3.3.1）的转速传感器插孔，锁紧固定帽。 

将压力信号与采样控制线航空插头插入采样与控

制插孔，锁紧固定帽。 

将计算机通讯与电源线插头插入电源与通讯插

孔，锁紧固定帽。 

将算机通讯与电源线的通讯线通过485转232转接

头插入计算机的串行口（如COM1口）。 

将电源线与24V电源的输出端连接（红为正，黑

为负）。 

 

 

 

 

 

控制手柄 

采样按钮 

指示灯 

压力传感器组件 

图3.2.1 压力传感器和控制手柄

图3.3.1 采集模块

压力传感器

和控制手柄

缆线插座 

电源于485

通讯线插座 

转速传感器

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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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软件安装 

4.1 软件配置要求 

    操作软件：Windows XP  

CPU: PⅢ 700 以上 

内存：大于256M 

显示器分辩率：1024×800以上 

 

4.2 软件安装步骤 

浏览软件安装光盘，打开“安装程序”目录，执行“MPI_Single_System_setup.exe”程序，进入安

装向导窗口（图4.1.1）,点击“Next”进入系统安装文件路径设定界面（图4.1.2），选择安装路径，点

击“Next”进入开始菜单中本系统的名称设定（图4.1.3），点击“Install”（图4.1.4）开始安装文

件，复制文件（图4.1.5）；安装完成（图4.1.6），点击“Finish”结束安装，根据提示确定是否要重

启计算机（图4.1.7） 

图4.1.1 安装主窗体              图4.1.2 选择安装路径        图4.1.3 设定安装名称

图4.1.4 确定安装               图4.1.5 复制文件             图4.1.6  完成安装

图4.1.7 选择是否重启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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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操作 

5.1 启动软件 

在开始菜单或桌面点击“MPI_Single_System”

软件启动程序。 

选择系统语言（图5.1.1）。系统默认简体中

文，若点击“English”，则显示英文界面。 

系统提示选择数据库（图5.1.2）。在安装目录

下有一数据库模板MIP DB.mdb， 在第一次运行该系

统时选择安装目录下的数据库模板（图5.1.3），点

击“确定”，激活数据库新建功能（图5.1.4），点击“是”，设定新建数据库的路径与名称（图

5.1.5），点击“保存”，在图5.6窗体中再次点击“确定”，确认

新建数据库的路径与名称，完成数据库创建（图5.1.7）。 

在以后的启动中只要在选择数据库窗口选择你创建的数据库即

可（如图5.1.6）。 

选中“下次登陆不显示”，下次登陆时不再提示选择数据库，

若要重新选择数据库，则按5.3.1节所述方法操作。 

当数据库中的记录过多时会影响数据库的运行速度，为提高数

据库的运行效率，用户可以定期新建数据库，每个数据库可以以时

间命名，以便区别。 

选定数据库以后，系统打开主窗体（图5.3.1），主窗体的上面是菜单栏、左侧是导航兰；若系统未

注册，弹出注册提示（图5.2.1）。 

图5.1.1 选择系统语言 

图5.1.2 选择数据

库 
图5.1.3 选择数据库模板 

图5.1.4 提示新建数据库 

图5.1.5 选择新建数据库路径与名称图5.1.6 确认新建数据库路径与名称

图5.1.7 完成数据库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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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系统注册 

点击图5.2.1所示的“确定”按钮，弹出系统码获取窗口

（图5.2.2）。点击“获取系统编码”，把系统码告知本公司，点

击“确定”，完成硬件系统注册，退出系统。 

请以电子邮件、短信、电话等方式将您的系统码告知本公司，并从本公司获取注册码。 

重新启动系统，点击图5.2.1所示窗口的“确定”按钮，弹出注册窗口（图5.2.3），填入注册码，

点击“确定”按钮，系统提示注册成功（图5.2.4），完成注册。 

5.3 信息维护 

信息维护是对电子示功器所测数据进行管理、

查询、分析等所必须的基本信息的设置、修改、删

除操作等功能的窗体。 

5.3.1 公司信息维护 

单击系统导航菜单里的“信息维护”，展开信息

维护子菜单（图5.3.1），双击“基本信息”，展开

二级子菜单，双击“公司信息维护”打开公司信息浏览窗口。 

新增公司信息。点击“新增”按钮（图5.3.1），打开公司信息维护窗口，输入公司名，点击“保

存”，完成公司信息新增操作，点击“退出”，退出公司信息维护。 

公司信息修改。在公司信息浏览窗口单击要修改的公司名称，再单击“修改”工具按钮打开公司信

息维护窗口，或直接双击要修改的公司名称也可打开公司信息维护窗口，修改公司名称（图5.3.2），单

击“保存”工具按钮，保存修改值，点击“退出”，完成修改。 

删除公司信息。在公司信息维护窗口点击“删除”工具按钮，删除当前公司信息。 

5.3.2 部门信息维护 

单击系统导航菜单里的“信息维护”，展开信息维护子菜单，双击“基本信息”，展开二级子菜

图5.2.2 获取系统码 

图5.3.1 主窗体 

图5.2.1 系统未注册提示 

图5.2.3 注册 
图5.2.4 注册成功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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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双击“部门信息维护”打开部门信息

浏览窗口（图5.3.3）。 

新增部门信息。点击“新增”按钮，

打开部门信息维护窗口，点击公司编号右

侧的下拉箭头，打开公司名称列表，双击

选定的公司名称，将公司名称加入到部门

信息维护窗口，输入部门名称，点击“保

存”，完成部门信息新增操作，点击“退

出”，退出部门信息维护。 

部门信息修改。在部门信息浏览窗口，单击要修改的部门名称，再单击“修改”工具按钮打开部门

信息维护窗口，或直接双击要修改的部门名称也可打开部门信息维护窗口，修改部门名称，单击“保

存”工具按钮，保存修改值，点击“退出”，完成修改（图5.3.4）。 

删除部门信息。在部门信息维护窗口点击“删除”工具按钮，删除当前部门信息。 

5.3.3 船舶信息维护 

单击系统导航菜单里的“信息维护”，展开信息维护子菜单，双击“基本信息”，展开二级子菜

单，双击“船舶信息维护”打开船舶信息浏览窗口（图5.3.5）。 

图5.3.1 公司信息维护

图5.3.2 修改公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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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船舶信息。点击“新增”工具按钮，打开船舶信息维护窗口（图5.3.5），单击公司编号右侧下

拉箭头打开该船舶所属公司名称的选择窗口（图5.3.6），双击选定的公司；单击部门编号右侧的下拉箭

头，打开该船舶所属部门名称的选择窗口（图5.3.7），双击选定的部门；输入船舶名称，在发动机机号

栏输入本系统所测发动机的编号，单击同一行右侧发动机型号的下拉箭头，打开发动机型号选择窗口

（图5.3.8），双击选定的发动机型号，点击“保存”工具按钮，完成船舶信息新增，点击“退出”工具

按钮，退出当前窗口。 

船舶信息修改。在船舶信息浏览窗口，点击要修改的船舶名称，选定修改对象，单击“修改”工具

按钮，或双击船舶名称，进入船舶信息维护窗口，修改船舶信息，点击“保存”工具按钮，完成船舶信

息修改，点击“退出”工具按钮，退出当前窗口。 

船舶信息删除。在船舶信息浏览窗口，点击要删除的船舶名称，选定删除对象，单击“修改”工具

按钮，或双击船舶名称，进入船舶信息维护窗口，点击“删除”工具按钮，完成船舶信息删除，点击

“退出”工具按钮，退出当前窗口。 

图5.3.3 新增部门信息

图5.3.4 修改部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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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发动机信息维护 

单击系统导航菜单里的“信息维护”，展开信息维护子

菜单，双击“基本信息”，展开二级子菜单，双击“发动机

信息维护”打开发动机信息浏览窗口（图5.3.9）。 

新增发动机信息。点击“新增”工具按钮，打开发动机

信息维护窗口，按表3填写各参数，点击“保存”工具按钮，

保存发动机信息，点击“退出”工具按钮，退出当前窗口。 

图5.3.5 船舶信息维护

图5.3.6 所属公司选择 图5.3.7 所属部门选择 

图5.3.8 所用发动机的型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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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发动机信息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定义 参数单位 备注 

发动机型号 发动机名牌上所标明的型号  必填 

工作类型 发动机工作类型。2表示二冲程发动机，4表示四

冲程发动机 

 必填，单击数据窗，选

择2或4。 

气缸数 该发动机所拥有的气缸总数  必填 

缸径 气缸直径 mm 必填 

冲程 活塞冲程长度，该长度是曲柄半径的两倍 mm 必填 

曲柄/连杆比 曲柄半径与连杆长度（连杆大小头轴承圆心之间

的距离）的比值 

 必填 

通道长度 示功阀气体通道长度 mm  

进气阀开 进气阀开启定时，上止点前为负值。 °  

进气阀关 进气阀关闭定时，下止点后为正值。 °  

排气阀开 排气阀开启定时，下止点前为负值。 °  

排气阀关 排气阀关闭定时，上止点后为正值。 °  

供油提前角 高压泵开始供油的时间，上止点前为负值 °  

压缩比 压缩始点气缸容积对压缩终点气缸容积的比值  必填 

发火间隔角 按照发火次序，每一个气缸上止点相对于第一缸

上止点的曲柄转角。 

° 必填 

 

发动机信息修改。在发动机信息浏览窗口，点击要修改的发动机名称，选定修改对象，单击“修

图5.3.9 发动机信息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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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工具按钮，或双击发动机名称，进入发动机信息维护窗口，修改发动机信息，点击“保存”工具按

钮，完成发动机信息修改，点击“退出”工具按钮，退出当前窗口。 

发动机信息删除。在发动机信息浏览窗口，点击要删除的发动机名称，选定删除对象，单击“修

改”工具按钮，或双击发动机名称，进入发动机信息维护窗口，点击“删除”工具按钮，完成船舶信息

删除，点击“退出”工具按钮，退出当前窗口。 

 

5.4 系统设置 

系统设置是设置本系统数据库和硬件配置的功能窗体。 

5.4.1 数据库设置 

5.4.1.1 数据库选择（图5.4.1） 

单击系统导航菜单里的“系统设置”，展开系统设置子菜单，双击“数据库设置”，展开二级子菜

单，双击“数据库选择”打开选择数据库窗口，点击选择数据库窗口右侧按钮，打开“打开”窗口，选

择数据库，点击“打开”，再在选择数据库窗口点击“确定”完成数据库选择。 

5.4.1.2 数据库备份(图 5.4.2) 

图5.4.1 数据库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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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系统导航菜单里的“系统设置”，展

开系统设置子菜单，双击“数据库设置”，展开

二级子菜单，双击“数据库备份”打开数据库备

份窗口，选择要备份的数据库，设定备份数据库

存放的路径和名称，点击“备份”完成数据库备

份操作。 

5.4.2 系统配置维护 

单击系统导航菜单里的“系统设置”，展

开系统设置子菜单，双击“系统配置”，展开二

级子菜单，双击“系统配置维护”打系统配置参

数维护窗口（图5.4.3），“系统配置维护”每

一行对应一个采集模块，对于本系统只有一个采

集模块。。 

单击鼠标选定配置参数维护表的第一行，

按以下步骤选择或填写参数： 

船舶名称。点击船舶名称栏右侧下拉箭头，打开船舶名称选择窗口（图5.4.4），双击选定的船舶名

称，完成船舶选择。  

发动机编号。点击发动机编号栏右侧下拉箭头，打开发动机编号选择窗口（图5.4.5），窗口中所列

的是上一步选定的船舶中所包含的发动机机号及对应的发动机型号，双击选定的发动机机号，完成发动

机选择。 

图5.4.2 数据库备份 

图5.4.3 系统配置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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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缸编号设定。本系统无须设置气缸编号，此时可用“0”填充。 

模块功能选择。点

击模块功能栏右侧下拉

箭头，打开模块功能选

择列表（图5.4.6），

点击“001-示功图”，

完成模块功能选择。 

故障代码设定。填

写“0”。运行中若模

块工作异常，系统会自

动更新故障代码。故障

代码定义如下： 

0——工作正常。 

1——无上止点出

发信号；表明上止点霍

尔传感器故障、霍尔传

感器接线故障或采集模块上止点触发信号电路故障。 

2——无齿轮触发信号；表明齿轮传感器故障、齿轮传感器接线故障或采集模块的齿轮信号触发电路

故障。 

3——通讯故障；表明计算机与采集模块之间通讯失败，可能是串口选择错误、通讯线路故障、采集

模块通讯电路故障或计算机通讯口故障。 

4——无气缸压力信号。可能是示功阀未打开、压力传感器到采集模块之间的线路故障、采集模块信

号调理电路或数据采集、存储等芯片故障。 

采集模块地址设定。填写当前采集模块标贴上注明的地址编码。 

修正系数设定。填写当前采集模块标贴上注明的修正系数。 

传感器灵敏度设定。填写装箱单上注明的当前的压力传感器

灵敏度。 

完成系统配置维护，点击“退出”，关闭系统配置维护窗

口。 

5.5 数据采集与查询 

5.5.1 数据采集 

打开采集模块电源。采样控制手柄指示灯为红色。 

单击系统导航菜单里的“数据采集与查询”（图5.5.1），展

开数据采集与查询子菜单，双击“数据采集”，展开二级子菜单，

双击“数据采集”打开数据采集窗口（图5.5.2）。 

选择端口（图5.5.3）。点击“端口号”右侧下拉箭头，选择

通讯端口（与通讯线连接端口相对应）。 

点击“开始采样”，将系统控制权交给机旁的采样控制手

图5.4.4 选择船舶名 图5.4.5 选择发动机

图5.4.6 选择模块功能

图5.5.1 数据采集与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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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采样控制手柄指示灯变成绿灯闪烁。 

机旁操作人员看到采样控制手柄指示灯变成绿灯闪烁，表示集控室计算机已做好采样准备，可以采

集示功图。 

将压力传感器安装到被测气缸的示功阀上，打开示功阀，点击采样控制手柄的采样按钮，采样控制

手柄指示灯变成绿灯长亮，采集模块开始进行示功图的采集、处理与数据上传。 

集控室计算机接到采集模块上传的数据，自动判断该示功图属于哪个气缸（对于四冲程柴油机，由

图5.5.2 数据采集窗口 

图5.5.3 串行口选择 

图5.5.4 气缸选择 

图5.5.5 采集到的示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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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存在相互重叠的曲柄，需要人工选择接收到的示功图具体属于两个相互重叠的曲柄中的哪一个，弹出

选择气缸对话框（图5.5.4），单击选定的气缸，点击“确定”），并在窗口显示所获得的示功图（图

5.5.5），此时，机旁的采样控制手柄的指示灯又变成绿灯闪烁，告知机旁操作人员可以对下一气缸进行

采样。 

当计算机判断所有气缸的示功图都采集到之后，机旁采样控制手柄指示灯变成红灯长亮，告知机旁

操作人员示功图采集已经全部完成。 

集控室计算机将采集到的所有示功图存入数

据库，并对所有示功图进行燃烧分析，打开燃烧

分析结果显示窗口（图5.5.6），完成整台柴油机

的示功图测量与分析。 

停止采样。在示功图采集过程中，若集控室

操作人员想停止采集，点击“停止采样”（图

5.5.5），本系统将对已采集的示功图进行分析并

存入数据库，同时，机旁采样控制手柄指示灯变

成红灯长亮，告知机旁操作人员结束采样。 

关闭采样。在示功图采集过程中，若集控室

操作人员点击“关闭采样”，系统将放弃已采集

的示功图，直接关闭采样窗口，同时，机旁采样

控制手柄指示灯变成红灯长亮，告知机旁操作人

员结束采样。。 

在图5.5.6状态下，可以对示功图进行查询、

浏览示功图的瀑布图、每个气缸的燃烧分析曲

线、报表，以及图形与报表的打印（详情参见

5.5.2节至5.5.4节）。 

5.5.2 数据采集中的错误提示 

5.5.2.1 无上止点触发 

当上止点触发传感器失效后，本系统将无法

工作，此时，机旁采集控制手柄红灯闪烁，同

时，在集控室的计算机的异常报警栏中将出现故

障提示（图5.5.7）。 

5.5.2.2 上止点触发不稳定 

当上止点触发传感器工作不稳定时，所采集的示功图与图5.5.7所示的示功图相似，在一个工作循环

中会出现多个大小不一的峰值。 

上止点触发传感器工作不稳地的原因包括：传感器与磁钢距离较远、传感器线路接触不良等。 

5.5.2.3 齿轮触发传感器失效 

齿轮触发传感器失效后，在集控室的计算机的异常报警栏中将出现故障提示，此时，本系统将假设

柴油机的瞬时转速是稳定的，仅根据上止点触发信号，按时间等分，对示功图进行处理，这种处理方法

对中速机影响不大，对低速机将产生较大的偏差。 

5.5.2.3 无压力信号 

图5.5.6 示功图瀑布图 

图5.5.7 上止点触发传感器不稳定

异常报警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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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示功阀未打开或压力传感器失效时，在集控室的计算机的异常报警栏中将出现故障提示。 

5.5.2.4 通讯失败 

当集控室计算机不能和采集模块正常通讯时，在集控室的计算机的异常报警栏中将出现故障提示。 

5.5.3 数据查询 

单击系统导航菜单里的

“数据采集与查询”（图

5.5.8），展开数据采集与查询

子菜单，双击“数据查询”，

展开二级子菜单。 

5.5.2.1 示功图查询 

双击“示功图查询”打开

“示功图查询”窗口，点击

“船舶编号”右侧的下拉箭

头，打开船舶选择窗口（图

5.4.4），双击选定的船舶；点

击“发动机编号”右侧的下拉

箭头，打开发动机选择窗口

（图5.4.5），双击选定的发动机；点击“开始日期”或“结束日期”右侧的下拉箭头，选择需要查询的

时间范围（图5.5.9）；点击“测试时间”右侧的下拉箭头，根据“测试时间”选择要浏览的示功图（图

5.5.10）；点击“确定”完成示功图查询的选定，系统进入燃烧分析窗口，显示所查询的示功图的各种

参数、图形和报表（详见5.5.2节至5.5.4节）。 

5.5.2.2 数据导出 

数据导出的功能是特别为远洋航行的船舶设计的，当航行于大海的船舶测得一疑难示功图时，可以

图5.5.8 示功图查询

图5.5.9选择示功图记录 图5.5.10 选择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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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该示功图的数据导出，通过海事卫星发往公司，取得后方的远程技术支援。 

双击“导出数据”，打开纪录选择窗口（图5.5.9），选择船舶名称、发动机、时间区间、选定记

录，点击确定，打开数据导出窗口（图5.5.11），选定导出数据，点击“导出”工具按钮，弹出导出数

据文件的存放路径设定窗口（图5.5.12），设定导

出文件的路径，点击“确定”，完成数据导出操

作，此时，系统在选定路径下生成一个文件名为：

船舶名称-发动机机号-yyyy-mm-gg.txt的文件。 

5.5.2.2 数据导入 

公司轮机部门可以利用数据导入功能，将船上

发来的数据文件导入到公司的数据库中，进行分

析、存档。 

双击“导入数据”，弹出数据导入窗口（图

5.5.13），点击“选择文件”选择要导入的文件，

点击“导入到数据库”，完成数据导入。 

5.6 示功图分析 

5.6.1 示功图分析的主要方法 

示功图的分析主要有常规分析和燃烧分析两种。 

5.6.1.1 示功图的常规分析 

负荷平衡分析。因为柴油机的油耗、机械负荷和热负荷与柴油机的负荷密切相关，有时一台柴油机

各缸的爆压相差只有零点几兆帕，而功可以相差一倍，所以，柴油机各缸负荷的平衡是柴油机管理中的

主要内容之一。通过各缸示功图的测量，计算示功图的功，获得各缸负荷平衡信息，为各缸负荷调整提

供依据。 

压力分析。在柴油机的管理中，最高爆炸压力是柴油机机械负荷的指标，压力升高率是反映柴油机

工作粗暴程度的指标，通过示功图的测量，可以获得这两个参数。 

定时分析。着火点和最高爆压时的曲轴转角是反映热功转换效率的间接性的指标，通过示功图分析

也可以获得这两个参数。 

5.6.1.2 示功图的燃烧分析 

柴油机管理中管理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柴油机的热效率。示功图燃烧分析可以获得各个气缸热功

转换的详细信息。 

燃烧分析是以能量守恒定律为依据建立柴油机气缸内工质的能量平衡方程，将示功图代入能量平衡

图5.5.11 数据导出 

图5.5.12 确定到处文件的存放路径 图5.5.13 选择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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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求出气缸内工质能量的变化规律的一种分析方法。 

根据热力学第一定理建立柴油机缸内工质的热平衡方程： 

dWdQdUdQ w ++=  

式中：dU——工质内能的变化。 

dQw——工质向低温热源放热量。 

dW——工质对外做功。 

dQ——可燃混合气燃烧放热。 

即工质燃烧放热等于工质内能的增加、工质对低温热源的放热和工质对外做功的代数和。其中工质

对外做功为： 

PdSdW =  

式中：P——工质作用在活塞上的力。 

      dS——活塞位移。 

工质向底温热源放热为： 

))TT(DS)TT()TT((A(*dQ cgspw −π+−+−α=  

式中：α——换热系数，采用朱访君公式计算。 

      T——工质温度，工质温度根据热力学有关公式计算。 

      Ts——活塞表面温度，根据经验公式计算。 

      Tg——气缸盖底面温度，根据经验公式计算。 

      Tc——气缸套表面温度，根据经验公式计算。 

      D——气缸直径。 

      S——活塞位移与余隙高度的代数和。 

工质内能的增加是： 

)T,m(fdU =  

式中：m——工质质量 

      T——工质温度 

通过燃烧分析可以获得以下参数： 

（1）瞬时放热率——每度曲轴转角气缸内燃油燃烧放出的热量，单位：kJ/度。 

（2）累计放热率百分比——某个曲柄转角位置气缸内燃油燃烧已经放出的热量和整个循环总放热量

之比，单位：%。 

（3）工质温度——根据示功图计算出的气缸内工质的温度，单位：°K。 

（4）多变指数——每度曲轴转角气缸内压力的增量的对数与气缸容积的增量的对数之比。 

根据燃烧的四个阶段理论，对瞬时放热率进行统计如下： 

（5）最高燃烧温度。 

（6）最高燃烧温度的曲轴转角。 

（7）从着火点到最高压力点之间的急燃期放热量。 

（8）从最高压力点到最高温度点之间的稳燃期放热量。 

（9）后燃期放热量。 

（10）最高温度时累计放热率百分比。 

（11）整个循环的总放热量。 

（12）指示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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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示功图的常规分析可以获得： 

（13）循环功——柴油机一个工作循环对外所作的功，单位：kJ(千焦)。 

（14）爆压——气缸内工质燃烧所产生的最高压力，单位：bar。 

（15）爆压位置——气缸内工质燃烧所产生的最高压力所对应的曲轴转角,单位：度。 

（16）压力升高率——爆压减去上止点时的压力比上爆压位置。 

通过对示功图燃烧分析和常规分析获得的以上16个参数可以对柴油机的热工转换过程作如下分析。 

指示效率。热功转换指示效率是柴油机各缸热功转换效率的表征参数，用该参数可以较为直观地评

价各缸工作的好坏，在柴油机调整过程中，也可以客观反应调整的总体效果。 

最高压力和最高温度。最高压力和最高温度反应了柴油机机械负荷和热负荷的大小。 

急燃期放热量。急燃期放热量的大小反映了燃烧过程在滞燃期中准备的燃油的多少，工作的粗暴程

度，该阶段放热量大说明滞燃期相对较长，间接说明喷油器雾化不良或供油凸轮异常磨损等。 

后燃期放热量。后燃期放热量越大说明燃烧越不好。 

最高温度时的累积放热率百分比。在柴油机工作循环中，最高温度点是主要燃烧过程结束的标志

点，也是稳燃期结束点，该参数表示柴油机主要燃烧期内燃烧的燃料占总燃料的百分比，该数据越大越

好。 

5.6.2 燃烧分析窗体功能介绍 

燃烧分析窗口共有三个界面，即：各缸示功图的瀑布图（图5.6.2）、燃烧分析曲线图（图5.6.3）

和示功图特征参数表（图5.6.4）。 

这三个界面的工具栏如图5.6.1所示，工具栏各按钮的功能如下： 

保存：保存本次分析中修改的参数。 

打印：打印当前窗口的图形或报表。 

打印预览：预览示功图特征参数报表的打印效果。 

图形：切换到图形界面。 

报表：切换报表界面。 

前一记录：在示功图浏览状态下，在选择的日期范围内，显示当前记录的前一个记录。 

后一记录：在示功图浏览状态下，在选择的日期范围内，显示当前记录的后一个记录。 

前一缸：在燃烧分析界面，显示当前气缸的前一气缸的示功图。 

后一缸：在燃烧分析界面，显示当前气缸的后一气缸的示功图。 

删除记录：从数据库删除当前浏览的纪录。 

示功图显示：在燃烧分析界面，显示/隐藏示功图曲线。 

多变指数显示：在燃烧分析界面，显示/隐藏多变指数曲线。 

瞬时放热率显示：在燃烧分析界面，显示/隐藏瞬时放热率曲线。 

燃烧温度显示：在燃烧分析界面，显示/隐藏燃烧温度曲线。 

累积放热率显示：在燃烧分析界面，显示/隐藏累积放热率百分比曲线。 

瀑布图显示：在燃烧分析界面切换到瀑布图解面。 

放大：放大当前图形。 

缩小：缩小当前图形。 

上止点校准：根据压缩过程压力曲线校准上止点，上止点的校准最好用纯压缩曲线人工校准的方

法，当没有条件进行单缸停油测量纯压缩过程时，才采用该工具校准上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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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损失补偿：补偿示功图测量通道的压力损失。 

重新分析：当改变上止点修正值、增压压力或进行了数据光顺、通道损失补偿之后重新进行燃烧分

析。 

曲线光顺：光顺示功图曲线，减小瞬时放热率曲线的波动。 

查询：查询其它的示功图。 

 

图5.6.2各缸示功图的瀑布图

图5.6.1 工具栏

保存 

打印 

打印预览 

图形 

报表 后一记录 

前一记录 

前一气缸 

后一气缸 

示功图显示

删除记录 

上止点校准 

缩小 

放大 

瀑布图显示

累积放热

率显示 

燃烧温

度显示 

瞬时放热率显示 

多变指数显

查询 

曲线光顺 

重新分析 

通道损失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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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整机示功图的瀑布图的阅读 

在5.4.1节所述的采样结束之后（或是5.4.2节所述的浏览示功图，选定浏览记录之后），打开所测

（或所选）示功图的瀑布图（图5.6.2）。 

瀑布图将该柴油机所有气缸的示功图进行集中显示，以比较各缸示功图的一致性。 

左侧是以曲轴转角为横坐标的示功图，右侧是以活塞位移为横坐标的示功图。各个气缸的示功图以

不同颜色区分，左上角图形最前面的是第一缸，最后面的是最后一缸。 

在窗口左下角具有网格的范围内，点击鼠标左键，左上角的表格中将显示鼠标点击位置各个气缸的

压力值。 

图5.6.2是一V型14缸机的示功图，图中显示前7缸的压力明显高于后7缸，提示后7缸的增压器工作状

态不良。 

 

5.6.4 各缸示功图燃烧分析图的阅读 

在图5.6.2界面，点击“下一缸”工具按钮，进入燃烧分析界面（图5.6.3）。 

在窗口右下角具有网格的范围内，点击鼠标左键，左上角的表格中将显示鼠标点击位置各个曲线的

参数。 

着火点：图中气缸压力明显偏离压缩曲线的点为着火点，着火点也可以根据瞬时放热率曲线判断，

当瞬时放热率曲线开始急速上升的时候，即为着火点。实际上，柴油机的燃烧是逐步开始的，在准燃期

阶段已经开始缓慢的燃烧放热，此时，气缸压力曲线也开始缓慢地偏离压缩曲线，一般认为气缸内出现

明火燃烧的时间，即示功图压力曲线明显偏离压缩曲线就是着火点。 

图5.6.3 燃烧分析曲线图

PV示功图 

参数表 

多变指数 

燃烧温度 

累积放热百分比 

瞬时放热率 

气缸压力 

压缩曲线 

着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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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燃期：从着火点到最高爆压点为急燃期，这一期间燃烧的燃油主要是在着火点之前喷入汽缸的燃

油，若这一期间燃烧的燃油量比较多，且工作粗暴，说明燃油雾化不良，准燃期较长。 

稳燃期：从最高爆压点到最高温度点为稳燃期，这一期间是主要的燃烧期，大部分燃油应该在这一

期间燃烧。 

后燃期：最高温度点以后的燃烧称为后燃，这一期间燃烧的燃油应该越少越好。 

压缩压力：压缩压力曲线是根据气缸压缩过程着火点之前的线段，用多变过程的气态方程拟合出来

的，仅供参考。 

5.6.5 燃烧分析报表的阅读 

燃烧分析特征参数报表如图5.6.4所示，表中各参数的定义如表3所示。 

表3：燃烧分析特征参数符号表 

符号 定义 单位 符号 定义 单位 

N 转速 转/分 Ni 指示功率 kW 

Ne 有效功率 kW W 总循环供 kJ 

No. 气缸编号  W 单缸循环功 kJ 

Nii 单缸指示功率 kW Pa 增压压力 Mpa 

Pc 压缩压力最大值 Mpa I 着火点 ° 

Pr 压力升高率 Mpa Pz 最高爆压 Mpa 

αz 最高爆压位置 ° Tmax 最高燃烧温度 ℃ 

αt 最高燃烧温度位置 ° Qr 急燃期放热量 kJ 

Qn 稳燃期放热量 kJ Qa 后燃期放热量 kJ 

R 稳燃期结束时的累积放热率 % Q 总放热量 kJ 

Η 估算指示热效率 %    

由于大部分柴油机在部分负荷下工作，所以，负荷比较大的气缸的热效率比较大，负荷比较小的气

缸的热效率比较小，负荷和油耗之间是一高次方函数，往往负荷小10%，油耗增加量在10%以上，把负荷

调整均匀，可以有效降低油耗，这也说明了负荷调整的重要性。 

图5.6.4 示功图特征参数表



 25

一般热效率比较低的气缸，后燃期所燃烧的燃油所占比重比较高，减少后燃，可有效降低燃油消

耗。 

5.6.6 燃烧分析过程中部分参数的调整 

5.6.5.1 上止点修正 

在图5.6.6所示的上止点修正值后面添入要修正的参数，点击“重新分析”工具按钮，完成上止点修

正，点击“保存”工具栏，保存修正值。 

在上止点修正功能中，当对第一缸的上止点进行修正以

后，若其他各缸的上止点修正值为零，则将会与第一缸一起

自动修正同样的角度。 

5.6.5.2 增压压力修正 

当示功图的增压压力值不对时，燃烧分析会出现以下情

况：燃烧温度很高、累积防热百分比的最大值大于100%。 

修正的方法：在图5.6.6所示的增压空气压力后面添入

要修正的参数，点击“重新分析”工具按钮，完成增压压力

修正，点击“保存”工具栏，保存修正值。 

5.6.5.3 通道损失修正 

点击“通道损失补偿”工具按钮，再点击“重新分析”工具按钮，完成通道损失补偿。 

6 关于售后服务 

1、用户购买仪器后, 请如实填写用户保修卡, 并妥善保管好,维修产品时请出示保修卡. 

2、用户购买仪器两年内, 非人为故障, 免费修理。具体事宜参见用户保修卡. 

3、售后服务电话为:027-65606286 

 

 

 

 

 

 

 

 

武汉铸诚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武汉市武胜路长寿桥5号502室 

联 系 人：夏志澜 

邮    编：430030 

电    话：013871216602，027－65606286 

 

                                  

图5.6.6 参数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