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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验收依据

《污染物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HJ212-2017

《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运行服务规范》T/GDAEPI 01-2019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75-2017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76-2017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765-2019

2 系统组成和功能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简称“CEMS”（即Continuous Emission Monitoring System 的缩写）。

主要实现对大气固定污染源排放的“颗粒物”、“气态污染物”、“排放总量”等进行实时监测，

将采集到的数据上报到指定的管理或监管机构，包括环保局、企业中控等。

开平市信迪染整厂有限公司 CEMS 由颗粒物监测单元和气态污染物监测单元、烟气排放监

测单元、数据采集与处理单元组成。CEMS 实现测量烟气中颗粒物浓度、气态污染物 SO2 和 NOX 

浓度，烟气参数（温度、压力、流速或流量、湿度、含氧量等），同时计算烟气中污染物排放

速率和排放量，显示（可支持打印）和记录各种数据和参数，形成相关图表，并通过数据、图

文等方式传输至管理部门等功能。各系统功能及对应的单个监测因子或处理单元如表 1 所示。

CEMS 系统参数表见表 2。
表 1 CEMS 各单元功能

系统名称 功能 监测因子/叁数

颗粒物监测单元
对烟气排放中颗粒物浓度进行监

测
颗粒物（烟尘）

气态污染物监测单元
对烟气排放中气态污染物浓度进

行监测
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等

烟气参数监测单元
对烟气排放一些重要状态参数进

行监测

含氧量(O2)、流速、烟温、湿度、

视频等

数据采集与处理单元组成
对测量数据进行采集、存储、统

计、上报
数据采集软件、数据报送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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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CEMS 参数表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生产厂家

1 CEMS 系统 WEI-2000 广东伟创

2
CEMS 烟气在线分析仪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氧量）
CM—CMES—5000 杭州绰美

3 烟尘浓度连续监测仪 DUST1000 广东伟创

4 温压流监测仪 TPF-1000 广东伟创

5 湿度仪 HC-280 苏州航澜

6 数采仪 K37A 广州博控

基准氧含量 9%

烟道横截面积 11.7m³

标准大气压力 101325 Pa

监测项目 量程 排放限值 测量方法

二氧化硫 0-250mg/m³ 35mg/m³ 紫外光谱法

一氧化氮 0-250mg/m³ 50mg/m³ 紫外光谱法

颗粒物 0-500mg/m³ 10mg/m³ 背散射法

氧气 25% --- 电化学法

烟气温度 0-300℃ --- 热电阻法

烟气湿度 0-40% --- 阻容式

烟气压力 -10000Pa    ~  10000 Pa --- 压力传感器

烟气流速 -250 Pa   ~   250   Pa --- S 型皮托管

各监测仪器之间的硬件资源整合集成，通过数据采集软件和数据报送软件协各个集成设备

之间的数据通讯，最终将监测数据报送至环保局中心服务器。CEMS 系统传输图示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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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CEMS 系统传输图示

3 监测站房建设

开平市信迪染整厂有限公司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监测站房自查情况见表 3。

表 3 监测站房自查情况表

项目 内容 自查情况

独立站房 合格

站房选址 监测站房与采样点之间距离尽可能近，原则上不超过

70m。
合格

基础负荷强度≥2000kg/m2 合格

站房面积≥2.5X2.5m2 合格站房结构

站房空间高度≥2.8m，站房建在标高≥0m处 合格

监测站房安装空调，室内温度保持在（15-30）℃ 合格
站房环境

相对湿度应≤60%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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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防潮、隔热、保温 合格

配电功率不少于 8kW,预留三孔插座 5个 合格

配备稳压电源、UPS电源 合格
配备情况

配备不同浓度的有证标准气体，且在有效期内 合格

通讯条件 不在通讯盲区，有满足 CEMS数据传输要求的通讯条件 合格

4 系统安装

4.1 安装自查

CEMS 安装符合《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75-2017

要求。开平市信迪染整厂有限公司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安装自查情况见表 4。

表 4 系统安装自查情况表

项目 内容 自查情况

探头位置位于固定污染源排放控制设备的下游和比对监测

断面的上游
合格

探安装位置不受环境光线和电磁辐射的影响 合格

烟道振动幅度较小 合格

避开烟气中水滴和水雾的干扰 合格

安装位置不漏风 合格

整体要求

备有防水低压配电箱，内设漏电保护器，多个 10A 插座，

保证监测设备所需电力
合格

监测平台有牢固并符合要求的安全措施，便于日常维护和

比对监测
合格

监测平台易于人员到达，有通往平台的斜梯，宽度≥0.9m 合格
采样平台与采样

孔
监测断面预留参比方法采样孔，采样孔位置和数目符合

GB/T16157 的要求
合格

现场端连接材料符合连接要求 合格
安装要求

从探头到分析仪的整条采样管线采用桥架的方式，整条管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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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良好的支撑。

电缆桥架满足最大直径电缆的最小弯曲要求。 合格

动力与信号电缆分开敷设，保证电缆通路与电缆保护管的

密封。
合格

安装精度和连接部件坐标尺寸符合技术文件和图样规定。 合格

各连接管路、法兰、阀门封口垫圈牢固完整，无漏气、漏

水
合格

反吹气为干燥清洁气体，符合试压强度。 合格

电气控制和电气负载设备的外壳符合 GB4208的技术要求。 合格

防雷、绝缘符合要求 合格

4.2 现场安装情况

现场安装图片详见图 2、图 3。

 
图 2 平台及探头安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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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监测站房仪器安装图

5 调试检测

CEMS 在现场安装运行以后，进行现场安装调试、技术性能指标的调试检测。详见《开平

市信迪染整厂烟气在线监控系统现场安装调试报告》、 《开平市信迪染整厂烟气在线监控系

统技术性能调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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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烟气在线监控系统现场安装调试报告

烟气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

安装调试报告

企业名称：开平市信迪染整厂有限公司

仪器名称：烟气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

运维单位：开平众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日期：2021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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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要设备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生产厂家

1 CEMS 系统 WEI-2000 东伟创

2
CEMS 烟气在线分析仪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氧量）
CM—CMES—5000

杭州绰美

3 烟尘浓度连续监测仪 DUST1000 广东伟创

4 温压流监测仪 TPF-1000 广东伟创

5 湿度仪 HC-280 苏州航澜

6 数采仪 K37A 广州博控

二、 设备安装调试记录

（一） 安装检查

工程名称 开平市信迪染整厂有限公司烟气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

用户名称 开平市信迪染整厂有限公司

安装地点 开平市信迪染整厂有限公司废气排放口及烟气监测站房

安装日期 2021 年 7 月 8 日（分析仪）

2012 年 1 月（其他）
竣工日期 2021 年 7 月 8 日

检查项目 检验内容 检查情况 备注

探头安装位置正确 通过

牢固无晃动 通过

石棉垫隔热 通过

采样管及反吹管固定良好无晃动 通过

气路接头拧紧密封不漏气 通过

采样管及反吹管无漏气 通过

信号电缆穿金属保护管 通过

流速探头安装

电缆接线牢固 通过

安装位置距流速探头小于 2 米 通过

牢固无晃动 通过流速反吹箱安装

气路管道固定良好无晃动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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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路接头拧紧密封不漏气 通过

信号电缆穿金属保护管 通过

电缆接线牢固 通过

安装位置正确 通过

采样管斜口向下 通过

法兰间有石棉垫隔热 通过

法兰做保温 通过

牢固无晃动 通过

采样管及反吹管固定良好 通过

气路接头拧紧密封不漏气 通过

采样管及反吹管无漏气 通过

烟气探头安装

信号电缆穿金属保护管 通过

安装位置距烟气探头小于 5 米 通过

安装牢固无晃动 通过

信号电缆穿金属保护管 通过
烟气反吹箱

气路接头拧紧密封不漏气 通过

电缆穿金属保护管或桥架敷设 通过

电缆固定牢固 通过电缆布线

电缆敷设整齐、美观符合规范 通过

安装牢固无晃动 通过

敷设整齐、美观符合规范 通过

弯曲半径大于 30mm 通过
伴热管安装

温控器固定牢固 通过

安装牢固无晃动 通过

排水、排气管引至室外 通过

电缆敷设整齐、美观符合规范 通过
烟气分析主机

电缆接线牢固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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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调试记录表

工程名称 开平市信迪染整厂有限公司烟气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

用户名称 开平市信迪染整厂有限公司

安装地点 开平市信迪染整厂有限公司废气排放口及烟气监测站房

安装日期 2021 年 7 月 8 日（分析仪）

2012 年 1 月（其他）

竣工日期
2021 年 7 月 8 日

调试项目 调试内容 调试结果 备注

供电电源 正常

温度板供电电压 正常

温度传感器输出电压 正常

压差板测量输出电压 正常

反吹设定时间 正常

压力校零设定时间 正常

外反吹时间 正常

内反吹时间 正常

反吹状态输出信号 正常

流速调试

压力校零状态输出信号 正常

探头加热 正常

伴热线加热 正常

伴热线加热设定温度 正常

采样管连接（有无漏气） 正常

反吹盘工作 正常

反吹时间设定 正常

分析仪供电电源 正常

分析仪 SO2 数据显示 正常

分析仪 NOX 数据显示 正常

分析仪 O2 数据显示 正常

烟气分析仪调试

SO2 输出信号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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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X 输出信号 正常

O2 输出信号 正常

供电电源 正常

颗粒物输出信号 正常
烟尘分析仪

颗粒物数据显示 正常

数据采集通讯 正常

数据显示稳定无跳变 正常

流速实测显示值 正常

温度实测显示值 正常

静压实测显示值 正常

颗粒物实测显示值 正常

SO2 实测浓度显示值 正常

NOX 实测浓度显示值 正常

O2 实测浓度显示值 正常

历史数据及曲线 正常

数据处理单元

数据联网通讯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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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烟气在线监控系统技术性能调试报告

废气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

技术性能调试报告

企业名称：开平市信迪染整厂有限公司

仪器名称：烟气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

 运维单位：开平众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日期：2021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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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性能调试数据汇总

调试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达标

情况

零点漂移 不超过±2.0%F.S 0.54% 达标颗

粒

物 跨度漂移 不超过±2.0%F.S 0.02% 达标

零点漂移 不超过±2.5% 0.52% 达标

量程漂移 不超过±2.5% 1.14% 达标

示值误差

当满量程≥100μmol/mol
（286mg/m3）时，示值误差不超过

±5%（相对于标准气体标称值）；

当满量程<100μmol/mol（286mg/m3）

时，示值误差不超过±2.5%（相对

于仪表满量程值）

0.12% 0.09% 1.87% -1.67% 达标

系统响应

时间
≤200s 180.00 达标二

氧

化

硫

准确度

排放浓度≥250μmol/mol
（715mg/m3）时，相对准确度≤15%
50μmol/mol（143mg/m3）≤排放浓

度<250μmol/mol（715mg/m3）时，

绝对误差不超过±20μmol/mol
（57mg/m3）20μmol/mol（57mg/m3）

≤排放浓度<50μmol/mol
（143mg/m3）时，相对误差不超过

±30%
排放浓度<20μmol/mol（57mg/m3）

时，绝对误差不超过±6μmol/mol
（17mg/m3）

-1.29 -1.39 -2.29 —— 达标

零点漂移 不超过±2.5% 0.44% 达标

量程漂移 不超过±2.5% 0.41% 达标

示值误差

当满量程≥200μmol/mol
（410mg/m3）时，示值误差不超过

±5%（相对于标准气体标称值）；

当满量程<200μmol/mol（410mg/m3）

时，示值误差不超过±2.5%（相对

于仪表满量程值）

-0.42% 0.89% 1.73% -0.22% 达标

氮

氧

化

物

响应时间 ≤200s 132.00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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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达标

情况

氮

氧

化

物

准确度

排放浓度≥250μmol/mol
（513mg/m3）时，相对准确度≤15%

50μmol/mol（103mg/m3）≤排放浓

度<250μmol/mol（513mg/m3）时，

绝对误差不超过±20μmol/mol
（41mg/m3）20μmol/mol（41mg/m3）≤

排放浓度<50μmol/mol（103mg/m3）

时，相对误差不超过±30%

排放浓度<20μmol/mol（41mg/m3）

时，绝对误差不超过±6μmol/mol
（12mg/m3）

-3.03 -1.63 -1.03 —— 达标

零点漂移 不超过±2.5% 0.95% 达标

量程漂移 不超过±2.5% 1.43% 达标

示值误差
不超过±5%（相对于标准气体标称

值）
0.16% 0.00% -0.95% —— 达标

响应时间 ≤200s 53.33 达标

氧

量

准确度
≤5.0%时，绝对误差不超过±

1.0%；>5.0%时，相对准确度≤15%
4.42% 4.76% 5.26% —— 达标

速度场系

数精密度
≤5% 2.91% 达标

流

速
准确度

流速＞10m/s，相对误差不超过±10%

流速≤10m/s，相对误差不超过±12%
-5.26% 达标

烟

温
绝对误差 不超过±3℃

-0.81 
达标

湿

度
准确度

≤5.0%时，绝对误差不超过±

1.5%；>5.0%时，相对误差不超过±

25%。

-2.14% 达标

结

论
各项调试数据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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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物 CEMS零点和量程漂移检测

测试人员 林剑锋、黄健钊 CEMS生产厂商 广东伟创科技有限公司

测试地点 开平市信迪染整厂有限公司 CEMS型号、编号 WEI-2000

CEMS原理 背散射法 量程 500 mg/m3

测试位置 开平市信迪染整厂有限公司烟气监控房

　 　 　 　 　 　 　 　 　 　

计量单位（mg/m、mA、mV、不透明度%......)

零点读数
零点漂移

绝对误差
上标校准读数

量程漂移

绝对误差日期

起始

（Z0）

最终

（Zi)

△

Z=|Zi-Z0|

调节

零点

否 起始

（S0）

最终

（Si)

△

S=|Si-S0|

调

节

跨

度

否

清

洁

镜

头

否

备

注

7月 15日 0.0000 2.7000 2.7000 否 499.6022 499.7116 0.1094 否 否 　

7月 16日 0.0000 0.0006 0.0006 否 500.0000 499.8013 0.1987 否 否 　

7月 17日 0.1000 0.0000 0.1000 否 499.8000 499.8020 0.0020 否 否 　

　 　 　 　 　 　 　 　 　 　 　

　 　 　 　 　 　 　 　 　 　 　

　 　 　 　 　 　 　 　 　 　 　

零点漂移绝对误差最大值 2.700 量程漂移绝对误差最大值 0.1987 　

零点漂移 0.54% 量程漂移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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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态污染物 CEMS（二氧化硫）零点和量程漂移检测

测试人员 林剑锋、黄健钊 CEMS生产厂商 广东伟创科技有限公司

测试地点 开平市信迪染整厂有限公司 CEMS型号、编号 WEI-2000/WE20140028(CM—CMES—8000)

测试位置 开平市信迪染整厂有限公司烟气监控房 CEMS原理 紫外光谱法

标准气体浓度或校准器件的已知响应值 250

污染物名称 SO2 计量单位 mg/m3

零点读数
零点漂移绝对

误差
量程读数

量程漂移绝

对误差序

号
日期

起始

（Z0）

最终

（Zi)
△Z=|Zi-Z0|

起始

（S0）

最终

（Si)
△S=|Si-S0|

备

注

1 7月 15日 0.0100 0.4500 0.4400 250.8099 252.6699 1.9 　

2 7月 16日 -0.5700 -0.1700 0.4000 250.3399 248.9400 1.4 　

3 7月 17日 0.0100 1.3200 1.3100 249.4799 246.6300 2.8 　

　 　 　 　 　 　 　 　 　

　 　 　 　 　 　 　 　 　

　 　 　 　 　 　 　 　 　

零点漂移绝对误差最大值 1.3100 量程漂移绝对误差最大值 2.8499 　

零点漂移 0.52% 量程漂移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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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态污染物（二氧化硫）CEMS示值误差和系统响应时间检测

测试人员 林剑锋、黄健钊 CEMS生产厂商 广东伟创科技有限公司

测试地点 开平市信迪染整厂有限公司 CEMS型号、编号 WEI-2000/WE20140028(CM—CMES—8000)

测试位置 开平市信迪染整厂有限公司烟气监控房 CEMS原理 紫外光谱法

污染物名称 SO2 计量单位 mg/m3

测试日期 2021-7-15

系统响应时间

测定值序号

标准气体或

校准器件参

考值

CEMS

显示值

CEMS显示

值的平均

值

示值误差

T1 T2 T=T1+T2

平均

值 

备注

1 250.8 90 92 182 　

2 250.5 91 90 181 　

3

250.0 

249.6 

250.3 0.12%

89 88 177 

180 

　

4 144.7 　 　 　 　 　

5 145.6 　 　 　 　 　

6

144.3 

143.0 

144.4 0.09%

　 　 　 　 　

7 50.7 　 　 　 　 　

8 50.8 　 　 　 　 　

9

50.0 

51.3 

50.9 1.87%

　 　 　 　 　

10 29.6 　 　 　 　 　

11 29.5 　 　 　 　 　

12

30.0 

29.4 

29.5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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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比方法评估气态污染物 CEMS（二氧化硫）准确度

测试人员 林剑锋、黄健钊 CEMS生产厂商 广东伟创科技有限公司 　

测试地点 开平市信迪染整厂有限公司 CEMS型号、编号 WEI-2000/WE20140028(CM—CMES—8000)

测试位置 烟囱/CEMS监控房 CEMS原理 紫外光谱法 　 　

参比方法仪器生产厂商 德图 型号、编号 德图 305 原理 电化学

测试日期 2021/7/16-2021/7/18 污染物名称 SO2 计量单位 mg/m3

样品编号 日期
时间

（时、分）

参比方法测量值

A

CEMS测量值

B

数据对差

=B-A

1 11：30-11：39 10.35 12.56 2.22 

2 11：40-11：49 9.09 8.95 -0.14 

3 11：50-11：59 9.56 9.04 -0.53 

4 12：00-12：09 9.76 8.29 -1.47 

5 12：10-12：19 10.99 7.24 -3.75 

6 12：20-12：29 8.43 6.90 -1.54 

7 12：30-12：39 8.96 6.35 -2.61 

8 12：40-12：49 9.10 6.76 -2.34 

9 12：50-12：59 8.09 6.68 -1.41 

　

7月 16日

平均值 9.37 8.09 -1.29 

10 11：00-11：09 16.90 17.94 1.05 

11 11：10-11：19 19.00 18.34 -0.66 

12 11：20-11：29 18.10 17.48 -0.62 

13 11：30-11：39 19.46 18.86 -0.60 

14 11：40-11：49 20.99 18.85 -2.14 

15 11：50-11：59 21.99 18.04 -3.95 

16 12：00-12：09 15.87 14.98 -0.89 

17 12：10-12：19 13.88 11.50 -2.37 

18 12：20-12：29 12.95 10.66 -2.29 

　

7月 17日

平均值 17.68 16.29 -1.39 

19 11：00-11：09 18.98 15.15 -3.83 

20 11：10-11：19 17.33 14.50 -2.84 

21 11：20-11：29 15.98 13.89 -2.10 

22 11：30-11：39 14.33 12.72 -1.61 

23 11：40-11：49 13.88 11.86 -2.02 

24 11：50-11：59 12.98 11.18 -1.80 

25 12：00-12：09 12.48 10.25 -2.22 

26 12：10-12：19 12.77 10.58 -2.18 

27 12：20-12：29 13.45 11.46 -1.99 

　

7月 18日

平均值 14.69 12.40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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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态污染物 CEMS（氮氧化物）零点和量程漂移检测

测试人员 林剑锋、黄健钊 CEMS生产厂商 广东伟创科技有限公司

测试地点 开平市信迪染整厂有限公司 CEMS型号、编号 WEI-2000/WE20140028(CM—CMES—8000)

测试位置 开平市信迪染整厂有限公司烟气监控房 CEMS原理 紫外光谱法

标准气体浓度或校准器件的已知响应值 250 　

污染物名称 NOx 计量单位 mg/m3

零点读数
零点漂移绝对

误差
量程读数

量程漂移绝

对误差
序号 日期

起始

（Z0）

最终

（Zi)
△Z=|Zi-Z0|

起始

（S0）

最终

（Si)
△S=|Si-S0|

备

注

1 7月 15日 -0.0918 -0.1224 0.0306 246.6322 247.6466 1.0144 　

2 7月 16日 0.0153 1.1169 1.1016 249.4012 250.0233 0.6221 　

3 7月 17日 0.1000 0.8586 0.7586 249.5000 250.0089 0.5089 　

　 　 　 　 　 　 　 　 　

　 　 　 　 　 　 　 　 　

　 　 　 　 　 　 　 　 　

零点漂移绝对误差最大值 1.1 量程漂移绝对误差最大值 1.0 

零点漂移 0.44% 量程漂移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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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态污染物 CEMS（氮氧化物）示值误差和系统响应时间检测

测试人员 林剑锋、黄健钊 CEMS生产厂商 广东伟创科技有限公司

测试地点 开平市信迪染整厂有限公司 CEMS型号、编号 WEI-2000/WE20140028(CM—CMES—8000)

测试位置 开平市信迪染整厂有限公司烟气监控房 CEMS原理 紫外光谱法

污染物名称 NOx 计量单位 mg/m3

测试日期 2021-7-15

系统响应时间

测定值序号

标准气体

或校准器

件参考值

CEMS

显示值

CEMS显示

值的平均

值

示值误差

T1 T2 T=T1+T2
平均值 

备

注

1 246.8 66 65 131 　

2 246.1 66 67 133 　

3

247.0 

245.0 

246.0 -0.42%

67 65 132 

132 

　

4 151.2 　 　 　 　 　

5 151.7 　 　 　 　 　

6

150.0 

151.1 

151.3 0.89%

　 　 　 　 　

7 76.3 　 　 　 　 　

8 75.5 　 　 　 　 　

9

75.0 

77.1 

76.3 1.73%

　 　 　 　 　

10 45.3 　 　 　 　 　

11 44.7 　 　 　 　 　

12

45.0 

44.7 

44.9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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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比方法评估气态污染物 CEMS（氮氧化物）准确度

测试人员 林剑锋、黄健钊 CEMS生产厂商 广东伟创科技有限公司 　

测试地点 开平市信迪染整厂有限公司 CEMS型号、编号 WEI-2000/WE20140028(CM—CMES—8000)

测试位置 烟囱/CEMS监控房 CEMS原理 紫外光谱法 　 　

参比方法仪器生产厂商 德图 型号、编号 德图 305 原理 电化学

测试日期 2021/7/16-2021/7/18 污染物名称 NOx 计量单位 mg/m3

样品编号 日期
时间

（时、分）

参比方法测量值

A

CEMS测量值

B

数据对差

=B-A

1 11：30-11：39 32.21 28.47 -3.74 

2 11：40-11：49 33.22 30.06 -3.16 

3 11：50-11：59 30.88 27.68 -3.20 

4 12：00-12：09 35.77 36.59 0.83 

5 12：10-12：19 36.12 34.70 -1.42 

6 12：20-12：29 38.54 36.36 -2.18 

7 12：30-12：39 46.33 42.66 -3.67 

8 12：40-12：49 37.48 32.00 -5.48 

9 12：50-12：59 44.99 39.77 -5.21 

　

7月 16日

平均 37.28 34.25 -3.03 

10 11：00-11：09 25.76 23.98 -1.79 

11 11：10-11：19 27.34 26.22 -1.11 

12 11：20-11：29 25.98 23.27 -2.72 

13 11：30-11：39 24.11 22.93 -1.19 

14 11：40-11：49 24.02 24.79 0.77 

15 11：50-11：59 26.78 25.77 -1.01 

16 12：00-12：09 29.70 27.70 -2.01 

17 12：10-12：19 25.66 23.16 -2.50 

18 12：20-12：29 26.78 23.68 -3.09 

　

7月 17日

平均 26.24 24.61 -1.63 

19 11：00-11：09 39.08 40.67 1.58 

20 11：10-11：19 41.10 46.39 5.29 

21 11：20-11：29 39.10 40.91 1.81 

22 11：30-11：39 34.88 35.50 0.63 

23 11：40-11：49 29.89 27.83 -2.06 

24 11：50-11：59 32.88 28.19 -4.68 

25 12：00-12：09 33.90 28.15 -5.75 

26 12：10-12：19 26.78 22.80 -3.99 

27 12：20-12：29 24.46 22.35 -2.11 

　

7月 18日

平均 33.56 32.53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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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态污染物 CEMS（含氧量）零点和量程漂移检测

测试人员 林剑锋、黄健钊 CEMS生产厂商 广东伟创科技有限公司

测试地点 开平市信迪染整厂有限公司 CEMS型号、编号 WEI-2000/WE20140028(CM—CMES—8000)

测试位置 开平市信迪染整厂有限公司烟气监控房 CEMS原理 电化学法

标准气体浓度或校准器件的已知响应值 21

污染物名称 O2 计量单位 %

零点读数
零点漂移绝对

误差
量程读数

量程漂移绝对

误差
序号 日期

起始

（Z0）

最终

（Zi)
△Z=|Zi-Z0|

起始

（S0）

最终

（Si)
△S=|Si-S0|

备注

1 7月 15日 0.1 -0.1 0.2 20.9 20.9 0.0 　

2 7月 16日 0.1 0.0 0.1 21.0 21.1 0.1 　

3 7月 17日 0.0 0.1 0.1 20.9 20.6 0.3 　

　 　 　 　 　 　 　 　 　

　 　 　 　 　 　 　 　 　

　 　 　 　 　 　 　 　 　

零点漂移绝对误差最大值 0.2 
量程漂移绝对误差

最大值
0.3 

零点漂移 0.95% 量程漂移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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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态污染物(含氧量）CEMS示值误差和系统响应时间检测

测试人员 林剑锋、黄健钊 CEMS生产厂商 广东伟创科技有限公司

测试地点 开平市信迪染整厂有限公司 CEMS型号、编号 WEI-2000/WE20140028(CM—CMES—8000)

测试位置 开平市信迪染整厂有限公司烟气监控房 CEMS原理 电化学

污染物名称 O2 计量单位 %

测试日期 2021-7-15

系统响应时间

测定值序号

标准气体

或校准器

件参考值

CEMS

显示值

CEMS显示

值的平均

值

示值误差

T1 T2 T=T1+T2
平均值 

备注

1 21.0 27 25 52 　

2 21.1 26 28 54 　

3

21.0 

21.0 

21.0 0.16%

25 29 54 

53 

　

4 13.1 　 　 　 　 　

5 13.0 　 　 　 　 　

6

13.0 

12.9 

13.0 0.00%

　 　 　 　 　

7 7.0 　 　 　 　 　

8 6.9 　 　 　 　 　

9

7.0 

6.9 

6.9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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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比方法评估气态污染物 CEMS（氧气）准确度

测试人员 林剑锋、黄健钊 CEMS生产厂商 广东伟创科技有限公司 　

测试地点 开平市信迪染整厂有限公司 CEMS型号、编号 WEI-2000/WE20140028(CM—CMES—8000)

测试位置 烟囱/CEMS监控房 CEMS原理 紫外光谱法 　 　

参比方法仪器生产厂商 德图 型号、编号 德图 305 原理 电化学

测试日期 2021-7-16 污染物名称 O2 计量单位 %

样品编号 日期
时间

（时、分）

参比方法测量值

A

CEMS测量值

B

数据对差

=B-A

1 11：30-11：39 8.3233 8.0832 -0.2401 

2 11：40-11：49 8.1092 7.9999 -0.1093 

3 11：50-11：59 8.0983 7.7792 -0.3191 

4 12：00-12：09 8.0112 7.7925 -0.2187 

5 12：10-12：19 7.8212 7.7156 -0.1056 

6 12：20-12：29 7.8982 7.5662 -0.3320 

7 12：30-12：39 8.0921 7.6368 -0.4553 

8 12：40-12：49 7.8923 7.5224 -0.3699 

9

7月 16日

12：50-12：59 7.7782 7.5506 -0.2276 

平均值 8.00 7.74 -0.2642

数据对差的平均值的绝对值 0.26 

数据对差的标准偏差 0.12 

至信系数 0.09 

相对准确度 4.42%

1 11：00-11：09 7.6823 7.5362 -0.1461

2 11：10-11：19 8.1320 7.8175 -0.3145

3 11：20-11：29 8.0921 7.7162 -0.3759

4 11：30-11：39 7.9765 7.6006 -0.3759

5 11：40-11：49 8.1209 7.7887 -0.3322

6 11：50-11：59 8.0933 7.8081 -0.2852

7 12：00-12：09 8.1123 8.1112 -0.0011

8 12：10-12：19 8.1432 7.7168 -0.4264

9

7月 17日

12：20-12：29 7.8865 7.6224 -0.2641

平均值 8.03 7.75 -0.2802 

数据对差的平均值的绝对值 0.28 

数据对差的标准偏差 0.13 

至信系数 0.10 

相对准确度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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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编号 日期
时间

（时、分）

参比方法测量值

A

CEMS测量值

B

数据对差

=B-A

1 11：00-11：09 7.7786 7.4931 -0.2855

2 11：10-11：19 7.6892 7.4093 -0.2799

3 11：20-11：29 7.6854 7.3862 -0.2992

4 11：30-11：39 7.8964 7.4478 -0.4486

5 11：40-11：49 7.7618 7.4043 -0.3575

6 11：50-11：59 7.9832 7.5131 -0.4701

7 12：00-12：09 7.8953 7.4899 -0.4054

8 12：10-12：19 8.0032 7.6512 -0.352

9

7月 18日

12：20-12：29 7.9651 7.6218 -0.3433

平均值 7.85 7.49 -0.3602

数据对差的平均值的绝对值 0.36 

数据对差的标准偏差 0.07 

至信系数 0.05 

相对准确度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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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速度场系数检测

测试人员 林剑锋、黎志泳 CMS生产厂商 广东伟创科技有限公司

测试地点 开平市信迪染整厂有限公司 CMS型号、编号 WEI-2000/WE20140028(CM—CMES—8000)

测试位置 烟囱/监控房 CMS原理 皮托管法

参比方法仪器生产厂商 德图 型号、编号 德图 305 原理 S型皮托管法

参比方法计量单位 m/s CMS计量单位 m/s

测定次数

日期 方法
1 2 3 4 5 6 7 8 9

日平均

值 Kvi

标准偏

差

相对标

准偏差

（%）

参比方法 2.2654 2.1876 2.2876 2.3019 2.3432 　 　 　 　

CMS 2.0529 2.0219 2.0243 2.1111 2.2350 　 　 　 　

2021

-7-1

6
速度场系数 1.1035 1.0820 1.1301 1.0904 1.0484 　 　 　 　

1.091 0.021 1.93%

参比方法 2.2287 2.2298 2.3012 2.3081 2.1524 　 　 　 　

CMS 2.1420 2.0958 2.1836 2.2716 2.0684 　 　 　 　

2021

-7-1

7
速度场系数 1.0405 1.0639 1.0539 1.0161 1.0406 　 　 　 　

1.043 0.044 4.21%

参比方法 2.0087 2.0876 2.0654 2.1134 2.1543 　 　 　 　

CMS 1.9955 1.9443 1.9935 2.0551 2.1045 　 　 　 　

2021

-7-1

8
速度场系数 1.0066 1.0737 1.0361 1.0284 1.0237 　 　 　 　

1.034 0.024 2.35%

速度场系数日平均值的平均值 Kv 1.056 标准偏差 0.031 
相对标准偏差

（%）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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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4 流速 CMS/湿度 CMS/温度 CMS准确度检测

测试人员 黎志泳、林剑锋 CEMS生产厂商 广东伟创科技有限公司

测试地点 开平市信迪染整厂有限公司 CEMS型号、编号 WEI-2000/WE20140028(CM—CMES—8000)

测试位置 烟囱/监控房 CEMS原理 皮托管法/压差法

参比方法仪器生产厂商 testo 德图 　 　型号 德图 305 　原理 电化学法

参比方法 CEMS

日期
时间

（时、分）
流速

（m/s)

温度

（℃）

湿度

（%）

流速

（m/s)

温度

（℃）

湿度

（%）

备注

9：00-9：19 2.2654 53.07 9.46 2.05 52.24 10.43 　

9：30-9：49 2.1876 53.09 9.42 2.02 52.44 10.28 　

10：00-10：19 2.2876 53.33 9.42 2.02 52.07 10.27 　

10：30-10：49 2.3019 52.00 9.45 2.11 52.09 10.27 　

7月 16

日

11：00-11：19 2.3432 51.68 9.21 2.23 52.33 10.39 　

8：30-8：49 2.2287 52.17 9.30 2.14 51.00 8.96 　

9：00-9：19 2.2298 52.51 9.27 2.10 50.68 8.92 　

9：30-9：49 2.3012 51.71 9.12 2.18 51.17 8.92 　

10：00-10：19 2.3081 52.02 9.20 2.27 51.51 8.95 　

7月 17

日

10：30-10：49 2.1524 53.24 9.41 2.07 50.71 8.71 　

8：30-8：49 2.0087 53.44 9.76 2.00 51.02 8.80 　

9：00-9：19 2.0876 51.32 9.88 1.94 50.93 8.77 　

9：30-9：49 2.0654 53.44 9.43 1.99 52.02 8.62 　

10：00-10：19 2.1134 51.87 9.76 2.06 51.58 8.70 　

7月 18

日

10：30-10：49 2.1543 50.87 9.65 2.10 51.77 8.91 　

流速平均值（m/s) 2.20 2.09 

温度平均值（℃） 52.38 51.57 

湿度平均值（%） 9.45 9.25 

流速相对误差（%） -5.26%

烟温绝对误差（℃） -0.81 

湿度相对误差（%）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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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比对监测报告

      2021 年 7 月 31 日，开平市信迪染整厂有限公司委托广东恒畅环保节能检测科技有限公

司对烟气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进行验收比对监测，监测结果表明：

（1） 验收监测期间，企业废气处理设施运行工况正常。

（2）烟气在线监测系统比对试验结果符合《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

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75-2017 相关技术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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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联网验收

7.1 联网自查

   开平市信迪染整厂有限公司烟气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数据已与江门市生态保护局数据平

台联网，对通信稳定性、数据传输安全性、通信协议正确性、数据传输正确性、联网稳定性等

联网验收技术指标自查情况表如表 4.

表 4 联网验收技术指标自查表

检测项目 考核指标 自查情况

现场机在线率为 95%以上； 符合

正常情况下，掉线后，应在 5min 之内重新上线； 符合

单台数据采集传输仪每日掉线次数 3 次以内； 符合通信稳定性

报文传输稳定性在 99%以上，当出现报文错误或丢失时，

应动纠正逻辑，要求数据采集传输仪重新发送报文
符合

对所传输的数据就按照 HJ/T 212 中规定的加密方法进行加

密处理传输，保证数据传输的安全性；
符合

数据传输安全性

服务器端对请求连接的客户端进行身份验证。 符合

通信协议正确性
现场机与上位机的通信协议应符合 HJ/T 212 的规定，正确

率 100%
符合

数据传输正确性

系统稳定运行一星期后，对一星期的数据进行检查，对比

接收的数据与现场的数据一致，精确至一位小数，抽查数

据正确率 100%

符合

联网稳定性
系统稳定运行一个月，不出现除通信稳定性、通信协议正

确性、数据传输正确性以外的其他联网问题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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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在线监控系统月报表

监测时间
SO2-实测

(mg/m³)

NOX-实测

(mg/m³)

烟尘-实测

(mg/m³)

SO2-折算

(mg/m³)

NOX-折算

(mg/m³)

烟尘-折算

(mg/m³)

烟气湿

度(%)
烟气温

度(℃)
烟气流

速(m/s)
含氧量(%) 烟排量-标态(立方米)

烟气压

力(kpa)
2021-07-15 7.1226 41.8221 4.5751 5.2591 36.4319 5.015 7.7657 52.3199 4.6259 7.5654 3660692.25 0.8679
2021-07-16 8.9072 34.0821 7.1986 8.2408 31.1835 4.3837 10.2422 51.9703 1.9953 7.8385 1526423.25 0.8464
2021-07-17 13.4823 33.2669 4.5695 12.3549 30.0989 4.9905 8.9825 51.208 2.0449 7.7787 1582726.375 0.6089
2021-07-18 12.1731 32.1993 4.9927 10.9058 29.1049 5.126 8.9279 51.4364 1.7707 7.8034 1373015.25 0.6178
2021-07-19 6.3913 33.7711 5.4582 5.809 30.6816 4.9613 7.8893 51.3371 1.7429 7.8055 1362773.25 0.3275
2021-07-20 9.843 34.3944 5.278 9.0187 31.4247 4.8266 7.0379 50.771 1.7394 7.8757 1373135.125 0.207
2021-07-21 8.3986 31.083 5.5149 7.698 28.5115 5.0561 7.9804 50.8553 1.3349 7.9054 1041525 0.3279
2021-07-22 13.0633 32.8709 6.2722 11.9311 30.081 5.6547 8.5458 51.0034 1.9281 7.8403 1483434.125 0.5219
2021-07-23 13.3492 33.5982 4.7721 12.0975 30.3561 4.3016 9.1811 52.2701 2.0741 7.6872 1571189.25 0.7198
2021-07-24 7.1209 33.5952 4.5057 6.316 29.8658 4.008 9.4398 53.124 2.1854 7.5056 1575967.5 0.7736
2021-07-25 18.3607 30.2874 4.9244 16.5949 27.3183 4.4334 9.326 52.8747 2.0742 7.6802 1578094.625 0.7419
2021-07-26 9.6105 30.7344 4.9329 8.5379 27.2716 4.3783 9.4625 52.5656 2.0375 7.4804 1546344.25 0.8106
2021-07-27 10.4959 32.462 4.6365 9.3432 29.0045 4.1471 9.4028 52.1694 1.8642 7.547 1421175.125 0.8578
2021-07-28 3.355 29.7797 4.8622 2.9935 26.6384 4.3478 8.4867 52.1718 2.0022 7.5633 1530693.5 0.6169
2021-07-29 1.6432 29.6329 4.8481 1.4655 26.4458 4.32 8.5471 52.7761 2.2558 7.5354 1710707.5 0.6253
2021-07-30 0.4664 28.9666 4.8873 0.4174 25.9583 4.3756 8.3539 52.1707 2.2184 7.6061 1694561.25 0.6229
2021-07-31 2.0012 34.2964 5.7063 1.3208 30.06 5.3104 8.7395 53.5934 2.4538 7.4308 1821308.875 0.7006
2021-08-01 0.7805 32.9456 4.0977 0.5748 29.3552 3.9411 8.534 51.1715 3.9306 7.5852 3071694.5 0.6072
2021-08-02 0.3205 29.3274 4.2574 0.2878 26.3963 3.8363 8.1446 51.3991 5.7572 7.6832 4509433 0.5296
2021-08-03 0.4968 32.0471 4.6137 0.4492 28.8878 4.1566 6.9043 50.7851 4.7645 7.6864 3789134.75 0.5171
2021-08-04 9.3773 34.5622 4.5175 8.4805 31.2299 4.0817 7.1299 51.1343 3.0291 7.716 2400713.25 0.5175
2021-08-05 22.2266 37.6064 5.1941 20.0814 33.9674 4.6886 8.3957 51.6804 3.9867 7.7074 3114040.5 0.5269
2021-08-06 11.7363 37.8469 4.912 10.5584 33.9968 4.3524 8.8082 51.7962 4.0622 7.6401 3135836.75 0.5322
2021-08-07 7.9675 37.3465 4.7228 7.188 33.4758 4.2303 8.6424 51.8997 4.2505 7.6 3170807.5 0.5307
2021-08-08 6.7604 34.1014 4.236 6.0582 30.5173 3.7922 8.763 52.3377 4.1411 7.5882 3214625.25 0.5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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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时间
SO2-实测

(mg/m³)

NOX-实测

(mg/m³)

烟尘-实测

(mg/m³)

SO2-折算

(mg/m³)

NOX-折算

(mg/m³)

烟尘-折算

(mg/m³)

烟气湿

度(%)
烟气温

度(℃)
烟气流

速(m/s)
含氧量(%) 烟排量-标态(立方米)

烟气压

力(kpa)
2021-08-09 6.505 36.2075 4.9516 5.7928 32.2602 4.4136 8.5631 52.4036 4.2805 7.5301 3329096.25 0.529
2021-08-10 1.6754 37.947 4.5637 1.4768 33.5371 4.0291 7.9342 51.7295 5.3523 7.412 4204474.5 0.5234
2021-08-11 4.3601 39.9981 4.5969 3.7311 34.512 3.9633 8.3685 51.7771 6.7674 7.0988 5275983.5 0.5284
2021-08-12 15.6585 37.4343 4.5439 13.7197 32.7696 3.9422 8.4976 51.7827 5.2167 7.2364 4057034.75 0.5325
2021-08-13 5.9992 38.2551 4.3421 5.1484 32.8082 3.7238 8.652 52.0249 1.2004 7.0023 929800.9375 0.5348
2021-08-14 5.7017 36.2501 4.5067 4.9299 31.3162 3.8902 8.2332 51.5911 1.7558 7.0995 1314363.375 0.5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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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试运行报告

废气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

试运行报告

企业名称：开平市信迪染整厂有限公司

仪器名称：烟气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

 运维单位：开平众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日期：2021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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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信息

工程名称 开平市信迪染整厂有限公司烟气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

用户名称 开平市信迪染整厂有限公司

安装地点 开平市信迪染整厂有限公司废气排放口及烟气监测站房

试运行时间 2021 年 7 月 19 日-2021 年 8 月 18 日

二、 主要设备情况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生产厂家

1 CEMS 烟气在线分析仪 CM—CMES—8000 杭州绰美

2 烟尘浓度连续监测仪 WEI-2000 广东伟创

3 温压流监测仪 WEI-2000 广东伟创

4 湿度仪 CM-100-S 杭州绰美

5 数采仪 K37A 广州博控

三、试运行情况

设备名称 内容 是否合格

安装规范检查 合格

技术性能调试 合格

联网检测 合格
CEMS 烟气在线分析仪

平均无故障连续运行时间 合格

安装规范检查 合格

技术性能调试 合格

联网检测 合格
烟尘浓度连续监测仪

平均无故障连续运行时间 合格

安装规范检查 合格

技术性能调试 合格

联网检测 合格
温压流监测仪

平均无故障连续运行时间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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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名称 内容 是否合格

安装规范检查 合格

技术性能调试 合格

联网检测 合格
湿度仪

平均无故障连续运行时间 合格

安装规范检查 合格

技术性能调试 合格

联网检测 合格
数采仪

平均无故障连续运行时间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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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运行管理制度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CEMS）系统岗位责任

一、运维人员岗位责任

1、操作人员必须经过培训合格，才能上机操作；

2、监测站点的各组成部分进行维护、维修和保养，定期更换易损易耗件。

3、每周巡视监测站点 1 次，做好各种现场记录。

4、通过专用维护软件每天查看各监测站点的运行情况，做好记录。

5、定期更换监测站点所需各种试剂，所需仪器使用的蒸馏水、试剂、标准溶液、标准气

体等均达到【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中的质量保证要求。

6、认真填写各项运行记录并妥善保存。

7、定期上报各监测站点的数据、图标、统计等。

8、定期对信息管理中心和整体通讯进行测试和调试，并做好记录。

9、定期对监测仪器进行标样（标气）校准和实际水样（气体）并做好记录。

10、做好固定资产的管理，备品备件的登记和使用管理等工作

11、发现故障应及时解决，超过 24 小时不能及时解决的向公司本部和业主方报告，同时

做好手工留样，进行实验室分析等应急补救措施。

12、做好监测站点的安全保卫工作，切实做好防盗、防火措施，防止其他人或自然事故的

发生。

13、服务人员原则上是要在技术服务承诺时间内到达现场并在 12 个小时内解决问题。

14、服务人员若遇到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到达服务地点，应及时跟客户联系、说明原因，

并将具体情况向上级领导进行说明。

15、服务人员在现场遇到问题，未能当场解决或本人无法解决时，必须及时与公司联系，

共同分析其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然后安排下一步工作。

二、系统维护人员岗位责任

1、保证在线监测系统正常稳定的运行，获取最多的有效数据和信息。

2、保持公正、公平、公开的态度和坚持科学的原则，提供优质、热情、高效的服务。

3、热情、礼貌地应对咨询和提问，并耐心、细致地作出答复，当场不能作出答复的，应

做好详细的书面记录，便于之后解答。

4、对在线监测系统获得的监测数据、统计报告、图标等与污水处理单位有关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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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严格保密，未经许可，不准向其他第三方机构提供。

5、佩戴相应的有效证件，依法监测。并做好衣冠整齐，仪容整洁

6、坚持实事求是、秉公执法，绝不允许有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思想和言行。

三、现场维护人员职责

1、在线监测子站房内配备各种必要的安全设施（通风、恒温、恒湿、消防等设施），并定

期检查，保证随时可以使用

2、各种仪器、器皿、工具、试剂、手册等应放在规定的场所，以提高工作效率和避免错

拿错用，造成安全等事故

3、操作和使用各种仪器设备及配置各种化学试剂，必须严格遵守安全使用规则和操作规

程，并认真填写使用状况和操作记录

4、使用易燃易爆、腐蚀、有毒试剂时，必须严格遵守相关规程进行操作。不得在现场留

存大量易燃易爆、腐蚀、有毒试剂。不得在子站房内吸烟、喧哗、饮食等。

5、配置试剂或清洗器皿的废液，以及在线监测仪器排放的废液，必要时要先经过适当的

转化等处理后，再行排放

6、使用点、气、水、火时，应按有关规定进行操作，保证安全

7、发生意外事故，根据事故种类，必要时应迅速切断电源、水源、火源，应立即采取有

效措施，及时处理，并报告上级领导

8、妥善保管好消防器材及其他安全防范、处理、急救用品，不得随意挪用。掌握相关安

全用品的使用和维护技术，防范于未然

9、下班或离开监测站房时，应检查门、窗、水、电、气的开关情况，取保安全，不得大

意

四、运营负责人岗位责任

1、统筹管理工作，掌握运营管理总体方向；

2、作为公司内部与外部的桥梁，清楚各岗位人员工作执行情况，及时了解客户、环保部

门的最新动态。

3、负有总体决策权，对于日常运营维护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享有最终决定权。

4、负有领导责任、监督责任和奖惩权力，全面负责本制度知实施、分工、检查和执行；

5、贯彻落实有关污染源运营维护有关法律、法规、制度和标准，并检查、监督各岗位人

员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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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与制定、修订污染源运营维护方案、设备故障预防与知置制度、仪器定期校验 制度、

质量管理制度、6S 现场管理制度等，并监督、检查执行情况；

7、对各岗位人员进行工作指导，完善运营维护工作，领导、组织各岗位人员进行教育培

训与考核工作。

8、在日常运营管理中出现变动、制度改革时，及时更新、完善本制度。

9、现场维护决策人，安排、指导运营维护工作；

10、负责所有污染源点故障预防的统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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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CEMS）系统

日常管理制度

一、总体要求

根据 CEMS 使用说明书和本标准的要求编制仪器运行管理规程，确定系统运行操作人员

和管理维护人员的工作职责。运维人员应当熟练掌握烟气排放连续监测仪器设备的原理、使用

和维护方法。

二、日常巡检

根据本标准和仪器使用说明中的相关要求制订巡检规程，并严格按照规程开展日常巡检工

作并做好记录。日常巡检记录应包括检查项目、检查日期、被检项目的运行状态等内容，每次

巡检应记录并归档。CEMS 日常巡检时间间隔不超过 7d。

三、日常维护保养

根据 CEMS 说明书的要求对 CEMS 系统保养内容、保养周期或耗材更换周期等做出明确

规定，每次保养情况应记录并归档。每次进行备件或材料更换时，更换的备件或材料的品名、

规格、数量等应记录并归档。如更换有证标准物质或标准样品，还需记录新标准物质或标准样

品的来源、有效期和浓度等信息。对日常巡检或维护保养中发现的故障或问题，系统管理维护

人员应及时处理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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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CEMS）系统

校准、维护、校验制度

按照HJ 75-2017《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要

求做好定期校准、定期维护、定期校验工作。

一、定期校准

1、具有自动校准功能的颗粒物 CEMS 和气态污染物 CEMS 每 24h 至少自动校准一次仪

器零点和量程，同时测试并记录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

2、无自动校准功能的颗粒物 CEMS 每 15d 至少校准一次仪器的零点和量程，同时测试

并记录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

3、无自动校准功能的直接测量法气态污染物 CEMS 每 15d 至少校准一次仪器的零点和量

程，同时测试并记录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

4、无自动校准功能的抽取式气态污染物 CEMS 每 7d 至少校准一次仪器零点和量程，同时

测试并记录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

5、抽取式气态污染物 CEMS 每 3 个月至少进行一次全系统的校准，要求零气和标准气

体从监测站房发出，经采样探头末端与样品气体通过的路径（应包括采样管路、过滤器、洗涤

器、调节器、分析仪表等）一致，进行零点和量程漂移、示值误差和系统响应时间的检测。

6、具有自动校准功能的流速 CMS 每 24h 至少进行一次零点校准，无自动校准功能的流

速 CMS 每 30d 至少进行一次零点校准；

二、定期维护

1、定期清洗隔离烟气与光学探头的玻璃视窗，检查仪器光路的准直情况；定期对清吹空

气保护装置进行维护，检查空气压缩机或鼓风机、软管、过滤器等部件；

2、定期检查气态污染物 CEMS 的过滤器、采样探头和管路的结灰和冷凝水情况、气体冷

却部件、转换器、泵膜老化状态；

3、定期检查流速探头的积灰和腐蚀情况、反吹泵和管路的工作状态；

三、定期校验

1、有自动校准功能的测试单元每 6 个月至少做一次检验，没有自动校准功能的测试单元

每 3 个月至少做一次校验；校验用参比方法和 CEMS 同时段数据进行比对，按《固定污染源烟

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75-2017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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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校验结果应符合《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75-2017 技术指标要求，不符合时，则应扩展对颗粒物 CEMS 的相关系数的标准化正或/和评估

气态污染物 CEMS 的准确度或/和流速 CMS 的速度场系数（或相关性）的校正，直至 CEMS 达

到《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75-2017 的要求。



48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CEMS）系统

易损、易耗品定期检查和更换

1、定期检查更换易损、易耗品。不超过3个月更换一次采样探头滤料，不超过3个月更

换一次净化稀释空气的除湿、滤尘等材料。

2、不超过1个月更换一次空气过滤器

3、不超过3个月清洗一次隔离烟气与光学探头的玻璃视窗，检查一次系统光路的准直情

况。

4、每次进行备件或材料更换时，更换的备件或材料的品名、规格、数量等应记录并归

档。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CEMS）系统

故障分析与排除制度

1、CEMS 需要停用、拆除或者更换的，应当事先报经主管部门批准。

2、运行单位发现故障或接到故障通知，应在 24h 内赶到现场进行处理。

3、对于一些容易诊断的故障，如电磁阀控制失灵、膜裂损、气路堵塞、数据采集仪死

机等，可携带工具或者备件到现场进行针对性维修，此类故障维修时间不应超过 8h。

4、仪器经过维修后，在正常使用和运行之前应确保维修内容全部完成，性能通过检测

程序，按标准对仪器进行校准检查。

5、若数据存储/控制仪发生故障，应及时修复或更换。

6、监测设备因故障不能正常采集、传输数据时，应协助业主单位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

缺失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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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线监控系统运维记录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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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说 明

用户须知

非常感谢您选择使用广东伟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 WEI-2000（CEMS-Continuous 

Emission Monitoring System，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使用 WEI-2000 系统前，请仔细阅

读本用户操作手册。本手册涵盖产品使用的各项重要信息及数据，用户必须严格遵守其规定，

方可保证 WEI-2000 系统的正常运行。与此同时，注意和警示信息可帮助用户正确使用该仪

器，并获得准确的分析结果。

如果 WEI-2000 系统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概况

本手册所介绍的产品在出厂前均经过严格的检验，以确保产品的质量。为了保证其安全、 

优质的运行，获得正确的分析结果，用户必须严格按照本手册所述的使用方法进行系统操作。

另外，恰当的运输、仓储和安装及合理的操作和维护都有助于系统的安全以及正常运行。

本手册介绍了日常使用 WEI-2000 系统的信息。它为受过专门培训或具有仪器操作控制

相关知识（例如自动化技术）的技术人员提供了准确的使用参考。了解本手册所涉及的安全

信息和警告信息，以及如何从技术上对错误进行修正，是对所述产品顺利进行“零危险”安

装、试运转和安全运行、维护的先决条件。因此，需要操作人员正确地理解本手册所提到的

安全信息和警告信息，并运用到实际操作当中去。

本手册对 WEI-2000 系统的组成、安装、操作和维护等内容作了详细的说明，同时也简

单介绍了 WEI-2000 系统内各子系统的原理、构成和性能特点。关于各子系统的详细资料，

请参考相应的手册或说明书。

注意和警示信息

本手册介绍了 WEI-2000 系统的具体应用，以及如何启动、操作和维护该系统。需特别

指出的是，本手册中的注意和警示信息至关重要（在文中强调显示，并加有适当的图标），能

有效地避免不恰当的操作。

本手册所述产品的开发、制造、测试都把适当的安全标准放在首位。因此，如果用户按

照本手册指导进行装配、核准使用和维护，可避免因操作不当而造成的常规使用中的财产损

失和人身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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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中有相关注意和警示信息。此类信息以特定图标显示，并附有相应的解释文字。

本手册所使用术语释意如下：

NOTE 
注意标记——表示在产品使用过程中需注意的重要信息，或本手册中需特别关注

的部分。

WARNING
警告标记——表示在产品使用中，若没有遵守适当的安全措施，将会

造成系统无   

法正确测量的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况可能会造成重大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坏事故。

   

供货和运输

具体装运要求依照订购合同上相应条款。

开箱时请认真阅读包装材料上的相应信息，确保开箱货物的完整与无损。请尽量保留产

品外包装，以便在需要返修产品时使用。

质保和维修

具体的质保要求依照订购合同上相应条款。

超出质保期的产品由本公司提供维修，并只收取相应的材料成本费。

技术支持

请联系本公司的客户服务部：

客服热线：0750-3396606

传真：0750-3396698

网址：www.weichuang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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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统概述

1.1 遵循标准

WEI-2000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符合以下标准的要求：

GB16297-1996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HJ/T76-2001        《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连续监测系统技术条件及检测方法》

HJ/T75-2001        《火电厂烟气排放连续检测技术规范》

GB/T16157-1996    《固体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HJ/T48             《烟尘采样器技术条件》

HJ/T47             《烟气采样器技术条件》

环办（2003）49 号  《环境监测技术路线》

GB12519-1990      《分析仪器通用技术条件》

Q/FPI 04—2006        《烟气分析系统企业标准》

1.2 系统特点

WEI-2000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是广东伟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为了满足我国日益严

格的烟气监测要求，基于自身在工业领域的丰富经验，推出的可广泛应用于火力发电厂、各

种工业窑炉/锅炉、化学工业、钢铁烧结/炼钢厂、水泥工业、垃圾焚化厂、石油工业等场合

的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

WEI-2000 烟气排放连续检测系统采用了多项具有独创性的技术，系统主要具有以下特

点：

 可靠性高

 气体分析仪采用紫外光谱气体分析技术，无运动部件，可靠性高；

 粉尘检测仪采用一体化设计，结构紧凑、可靠性高。

 维护方便、维护成本低

 探头采用独有叠孔式过滤器，对采样烟气过滤，过滤效果好，反吹效率高，探头维护

周期长；

 采样信号通过集线器汇集接入上位机，系统布线简洁，安装维护方便；

 气体分析仪中各部件维护和更换简单、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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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系统中几乎没有运动部件，维护周期长。

 测量精度高

 气体分析有极强的抗干扰能力，水份对 SO2 测量的干扰的比同类产品小 5~10 倍；

 粉尘仪采用原位激光透射原理，检测灵敏度高、响应速度快、内置自校正功能、测量

准确、稳定性好。

 支持远程监控和诊断

 采用 GPRS、3G 技术，实现系统的远程监控、远程诊断、远程维护。

 可配置多路检测功能

 每套系统可配置为多路 CEMS 系统，采用“一拖二”或“一拖三”方式，同时对两个或

多个污染源的烟气排放进行连续监测。

1.3 系统主要技术参数

项目 指标

SO2 （0~500~2500）ppm

NOX （0~500~2500）ppm

O2 (0~25)%
零点漂移 ≤±2%F.S./7d
量程漂移 ≤±2%F.S./7d
线性误差 ≤±2%F.S.

气态污染

物

响应时间 ≤30s
测量距离 (0.5 ~15)m

粉尘浓度量程 (0~100)mg/m3，(0~1)g/m3颗粒物

测量精度 2%F.S.
测量范围 （0~300）℃

温度
测量精度 ±0.5%F.S.
测量范围 (-10~10)kPa

压力
测量精度 ±0.5%F.S.
测量范围 (0~10)m/s，(0~40)m/s

烟

气

参

数
流速

测量精度 ≤1%F.S.

集线器
8 路模拟输入通道，8 路数字输入通道，1 路 RS485 通

讯接口

工业控制平板

电脑

1 路 RS485，3 路 RS232 通讯接口，Windows 2000/XP
操作系统

系统软件 污染源在线监控管理软件 WEI-2000

数据采集

与处理

输出 8 路模拟量输出通道，1 路 RS485 通讯接口

电源 220V AC/50Hz 1KW（不含伴热带、压缩机）

机柜尺寸 800mm*800mm*16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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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柜环境温度范围 (5~40)℃

表 1.1 WEI-2000 系统的主要技术参数

NOTE 
气态污染物的测量还可测量用户指定的其他气体组分，而 SO2 、NOX 、O2和

烟尘浓度的量程可根据用户需求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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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统组成

WEI-2000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由气态污染物（SO2、NOX、O2、HCl、HF 等）监测

子系统、烟尘（颗粒物）监测子系统、烟气参数（流速、温度、压力、湿度等）监测子系统

以及数据采集与处理子系统构成。

图 2.1 WEI-2000 系统示意图

如上图所示，气态污染物监测子系统采用 WEI-2000 紫外光谱气体分析仪气体分析仪实

现，覆盖了在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领域内的所有需求。

烟尘监测子系统采用 DUST-1000 激光粉尘仪，利用激光背向闪射法测量烟气中粉尘的

浓度。烟气参数监测子系统包括烟气流速、烟气压力、烟气温度和烟气湿度的测量。烟气流

速采用差压变送器测量，通过测量烟气流动中的全压和静压，换算得到烟气的流速。烟气温

度采用铂电阻温度传感器测量。烟气湿度(可选)采用 CEMS 专用的烟气水分仪进行测量。

数据采集与处理子系统由集线箱、高端一体化工作站、WEI-2000 监测软件、企业 DCS

接口模块等构成。集线箱安装在户外的平台上，平台上的所有设备均由进行供电，同时接收

所有设备的信号输出，通过内部的处理单元转换为工业现场经常使用的 RS485 与仪表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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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内的工作站进行通信。工作站与 WEI-2000 监测软件汇总所有的气体浓度信息和工作状态

信息，具有生成报表、存储数据、查询历史记录、与环保部门联网通信等功能。

以下介绍 WEI-2000 系统仪表柜的前后面板，分别如图 2.2 和图 2.3 所示。

图 2.2WEI-2000 系统仪表柜前面板

各部分所实现的功能如下：

 工控机：汇总所有的气体浓度信息和工作状态信息，具有生成报表、存储数据、查询历 

史记录、与环保部门联网通信等功能。

 WEI-2000 紫外光谱气体分析仪气体分析仪：与采样预处理系统结合，测量 SO2、NOX、

O2等气体浓度。

 预处理控制面板：预处理控制面板上设有温度控制器、报警灯、维护开关、按钮等，用

于对系统的监控和手动操作，详细信息请参见第三章系统常规操作里相关章节内容。

工控机

预处理控制面板

WEI-2000 紫外光谱法

气体分析仪

电控系统

气路控制系统

气体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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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WEI-2000 系统仪表柜后面板

各部分所实现的功能如下：

 采样预处理系统：由过滤器、蠕动泵、采样泵、冷凝器等组成，实现

气体的采样、反吹、标定等过程。

 WEI-2000 紫外光谱气体分析仪气体分析仪：与采样预处理系统结合，测量 SO2、NOX、

O2等气体浓度

 电控系统：由开关、继电器、接线端子等组成，主要实现温控器、电磁阀等器件控制和

WEI-2000 系统的开关。

 气路控制系统：由过滤减压阀、电磁阀和气路组成，主要实现采样、反吹、标定等气路

的控制。

 气体出入口：WEI-2000 系统各种气源的进出口，包括压缩空气入口、标气入口、零

气入口和排空气出口、排水口。



WEI-2000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 技术手册

7

2.1 气态污染物监测子系统

气态污染物监测子系统采用紫外光谱气体分析技术，其原理是利用紫外差分光谱法

(DOAS)测量烟气中的 SO2、NOX（含水分），通过氧传感器测量氧含量，通过干湿转化可计

算 SO2、NOX、O2干烟气浓度； 

2.1.1 采样预处理系统

WEI-2000 系统的采样预处理系统由过滤器、蠕动泵、采样泵、冷凝器、反吹标定电磁

阀等器件组成。

WEI-2000 系统预处理的流程如图 2.2 所示。烟气经过高温采样探头和伴热管经冷凝器

冷凝后进入测量室，紫外光谱法分析仪测量出 SO2、NOX 气体浓度。通过前面板的温控表，

可以根据工况将采样探头、伴热管和加热盒设置在不同的温度。整个测量完成后，烟气通过

排空管路排空。整个预处理采样通过高性能抽气泵实现。

图 2.2 WEI-2000 系统采样流程

2.1.2 WEI-2000 紫外光谱气体分析仪气体分析仪

WEI-2000 紫外光谱气体分析仪气体分析仪主要由抽气泵、流量计、针阀、氧传感器、

过滤减压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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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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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过滤器、气体分析仪等组成。主要实现 SO2、NOX、O2 浓度的测量和显示以及通讯功

能。WEI-2000 分析仪的内部结构如图 2.3 所示。

图 2.3 WEI-2000 分析仪内部结构示意图

WEI-2000 紫外光谱气体分析仪气体分析仪内部集成了多块高性能微处理器，其内嵌的

软件能实现信号处理、数据计算、实时监控以及人机界面中的键盘操作和 LCD 液晶显示、

报警、设置等功能。

2.2 颗粒物监测子系统

图 2.5 DUST-1000 激光粉尘仪示意图

DUST-1000 激光粉尘仪基于烟尘粒子的背向散射原理，用于对固定污染源颗粒污染物

进行在线连续测量。DUST-100 激光粉尘仪具有安装简便（单端安装）、功耗小等技术特点，

HMI 光谱仪

光源

气体室组件

接口板电源插座

4-20mA模块

光纤

开关电源



WEI-2000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 技术手册

9

有关 DUST-1000 的详细信息请参考《DUST-1000 用户手册》。

2.3 烟气参数监测子系统

WEI-2000 系统烟气参数监测子系统由 TPF-1000 温压流一体机、反吹系统等构成，主

要测量烟气流速、温度、压力以及实现探头的反吹。各参数监测原理和指标如下：

图 2.6 TPF-1000 温压流一体及示意图

2.3.1 流速测量

 测量原理：皮托管加差压变送器

 测量范围：（0～10）m/s 到（0～40）m/s，可根据实际工况选择测量范围。

 测量精度：≤±5%F.S.

 输入电压：24V DC

 输出电流：两线制（4-20）mA 

 插入长度：标配 1500mm，或定制长度。

 其它：表面喷涂特殊防腐材料（聚四氟）；配套安装法兰与螺栓垫片。

 反吹系统：包括电磁阀、气嘴、三通等

 输入电压：220V AC

2.3.2 压力测量

 测量原理：压力传感器

 测量范围：(-10～10)Kpa，（根据实际工况可选）

 测量精度：±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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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电压：24V DC

 输出电流：两线制(4-20)mA

2.3.3 温度测量

 测量原理：温度传感器

 材质：铂电阻。

 测量范围：(0～300)℃（根据实际工况可选）

 测量精度：±0.5%

 输入电压：24V DC

 输出电流：两线制(4-20)mA

 插入长度：(200-2000)mm 或定制插入长度。

其它：温度变送器套管外壳喷涂防腐材料（聚四氟），配套安装底座。

2.4 数据采集与处理子系统

数据采集与处理子系统由集线箱、上位机、WEI-2000 监测软件、企业 DCS 联网单元、

数据远传单元等构成。

集线箱安装在户外的平台上，平台上的所有设备均由集线箱进行供电，同时集线箱接收

所有设备的输出信号，通过内部的处理单元转换为工业现场经常使用的 RS485 协议传输到

工控机。通过安装在工控机上的 WEI-2000 在线监控软件监控查询所有测量信息和仪表工作

状态信息。工控机软件可以同时生成国家环保部门要求的数据通过数据远传单元（GPRS、

Internet 等）传送到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工控机也可以连接 DCS 联网单元实现与企业内部

的 DCS 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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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数据采集与处理子系统示意图

有关 WEI-2000 监测软件的功能和操作方法请参见《WEI-2000 监控软件用户手册》。

集线箱由控制线路及 ADM-100 集线器组成，主要完成烟气参数数据采集、烟气参数数

据传输、监测平台供电等。

图 2.8 集线箱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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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ADM-100 集线器接线图

图 2.9 集线箱接线图

图 2.10 DAC-100 DCS联网 DA模块接线图

L N
AC220V
主机箱
内接线

端子来

1 30
sp2

主
机
箱
内
探
头
加
热
L

主
机
箱
内
探
头
加
热
N

探
头
加
热
N

探
头
加
热
L

粉
尘
仪
吹
扫
N

粉
尘
仪
吹
扫
L

(风机）

探
头
反
吹
阀
L

探
头
反
吹
阀
N

流
速
反
吹
阀
A
L

流
速
反
吹
阀
A
N

流
速
反
吹
阀
B
L

流
速
反
吹
阀
B
N

流速 温度 压力 粉      尘
+ - + - + - + -

+ - + - + - + -
流速 温度 压力 粉尘

4-20mA
RS   -  485

AB G
探头PT-100



WEI-2000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 技术手册

13

三、系统常规操作

3.1 操作区域概述

系统日常操作所涉及的主要有以下两个区域：

（1）采样预处理机柜前后面板，能够完成系统维护的手动校准、手动反吹等操作；

（2）WEI-2000 用户界面的操作，可以完成参数设定、自动功能设置、仪表校准等。

机柜正面板上设有提供手动操作的预处理控制面板。预处理控制面板上设有温度控制器、

报警灯、维护开关、按钮等，用于对系统的监控和手动操作。图 3.1 是预处理控制面板的各

项设置的示意图。

图 3.1 预处理控制面板示意图

探头、伴热

管温控表

标定流量调

节

SO2、NO 标气

切换开关

运行/维护开关

反吹控制器

防雷及漏电开

关

排水及排气针

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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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系统运行前的准备工作

3.2.1 上电前的检查

一般来讲，在系统上电前主要检查以下几点：

a) 系统应该接地良好；

b) 仪表风（0.4 MPa–0.6MPa）应该准备并连接好；

c) 系统的排气出口应该用气管引出室外。

3.2.2 上电的顺序

系统的上电开关位于 WEI-2000 机柜的后背板预处理电控部分。图 3.2 是系统上电开关

局部图，上电时，先打开总开关，再依次打开各分开关。

图 3.2 上电开关

图 3.3 开关示意图

3.2.3 设置温度显示模块

对于温控器的设置，详细信息请参考《TZN 系列温度控制器使用说明》（选配其他型号

温控器则参考该温控器使用说明）。以下是温控器常用的设置：

（1） 同时按温控器“MD”和向上按钮“∧”三秒钟以上，调出第二组设定：设置“IN-T”

为“DPTH”；设置“EU-1”为“AL-3”，按住“MD”三秒钟以上确认设置成功。

（2） 按住温控器“MD”三秒钟以上，调出第一组设定：“AL-1”为 20，按住“MD”三秒

钟以上确认设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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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3 分析仪界面操作

3.3.1 通电运行

接上电源线通电后，分析仪开始测量工作，测量时可听到“哒哒哒”声音。同时界面更

新显示 SO2,NO,O2 的当前状态。

图 3.4 分析仪主界面

3.3.2 初次启动基本设置

（1）.系统时间设置：进入菜单选择系统设置，再选择系统时间设置，调整系统时间。

图 3.5 设置界面

图 3.6 系统设置界面

气体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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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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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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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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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测试

系统设置

查询

高级设置

校准设置

系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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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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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系统时间设置界面

（ 2） .自动校准设置：进入菜单后选择校准设置。

图 3.8 设置界面

首先对量程校准进行设置。

图 3.9 校准设置界面

2009 1

1

1

11

年 月 日

 时 分 秒

确认设置

取消

系统时间设置

设置

I/O设置

I/O测试

系统设置

查询

高级设置

校准设置

校准设置

调零设置

自动校准周期设置

量程校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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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量程校准设置界面

在这个界面下可以对校准环节的吹扫时间进行设置，一般设为 100 秒，

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求设置，最大为 300 秒。然后对标气进行设置，以 SO2
为例。客户可以选择量程的 10%~110%浓度的标气进行校准，超过则无法填

写。

图 3.11 SO2量程校准设置界面

然后进行调零设置，进入调零界面。

  
图 3.12 校准设置界面

量程校准设置

前吹扫时间：

后吹扫时间：

0

0

确认

取消

秒

秒

标气浓度设置及量程查看

SO2 O2NO

SO2量程校准设置

标气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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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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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调零设置

 吹扫时间一般设为 100 秒，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求设置，最大为 300 秒。

说明：调零通气类型中提供 N2 /空气供选择，其中 N2 表示使用 N2 进行调

零，分析仪进行所有组份的调零；空气表示使用空气进行调零，此时分析仪

执行的是 SO2 和 NO 的调零以及 O2 的校准。

最后进入自动校准周期设置界面。

图 3.14 校准设置界面

图 3.15 自动校准周期设置界面

自动校准功能激活后，分析仪开始计时，一旦达到自动调节周期时间，

则启动一次自动校准。

（ 3） .能量查看。由于某些原因可能导致光谱发生一些变化，因此在分析

仪初次运行是需要将光谱调至合适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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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方法：选择设置菜单中的高级设置，输入密码： 159，然后进入光谱

能量上下限设置选项。即可输入波长，查看光谱能量值，通过旋动机箱右侧

方孔中的旋钮，可调节光谱能量，顺时针方向为增大，而逆时针为减小。

注意，非专业人员禁止旋动旋钮。

图 3.16 设置界面

图 3.17 内部设置界面

图 3.18 光谱能量上下限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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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系统校准

3.4.1 调节高压气瓶

如图 3.19 所示，一般气瓶内装的是高压气体，因此使用气体时需要在气瓶出口（由气

瓶旋钮控制）处连接一个“两级压力调节器”进行减压后才能使用。“两级压力调节器”有

两个表头，靠近气瓶的是“高压表头”，气瓶旋开后它能自动显示气瓶内的当前压力，远离

气瓶的是“低压表头”，通过它能调节所需要输出的气体压力值。

 开气瓶：开气瓶顺序是先开气瓶开关（逆时针方向）、再慢慢打开“两级压力调节器”

至相应的压力，一般调节“低压表头”（顺时针方向）的示值保持在接近“0.2”MPa

即可。

 关气瓶：关气瓶的顺序是先关气瓶开关（顺时针方向），再关“气体压力二级减压阀”

中的开关（逆时针方向），当“低压表头”的示值将为“0”MPa 即可。

图 3.19 高压气瓶实物图

3.4.2 调节标气流量

系统前面板左下方有一个控制标气流量的流量计，在调零、标定过程中依靠此流量计来

进行调节流量（通过调节流量计的旋钮来调节气体流量），WEI-2000 系统的流量一般控制

在(0.5～1.5) L/min。

3.4.5 反吹

在较为恶劣的现场测量的场合里，为了能够保证 WEI-2000 系统能够长期连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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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2000 系统需用吹扫气体进行吹扫，避免测量环境中粉尘或其它污染物对探头、气体室

造成影响。

默认情况下，反吹功能是通过系统中的时间继电器进行设置和定时控制，无需人工操作。

3.4.6 调零

1. 在电控面板上将运行/维护旋钮调至“维护”档。

2. 在分析仪界面上“ZERO”进入调零界面。

3. 如使用氮气调零则将 SO2 按钮切换至打开状态，如使用空气调零则直接进行第 6 步操作。

4. 将氮气接入 SO2标气口。

5. 调节减压阀至进入分析仪的气体流量稳定在 1L/min 左右。

6. 带分析仪显示数值稳定后按“ENTER”确认调零。

7. 调零节后后，数据应该在零点漂移允许误差范围内。

3.4.7 校准

1. 在电控面板上将运行/维护旋钮调至“维护”档。

2. 在分析仪界面上“SPAN”进入校准界面，然后选择需校准的目标项目。

3. 如需进行 SO2校准则选择 SO2校准，如需进行 NO 校准则选择 NO 校准。

4. 如需进行 SO2校准则打开 SO2标气切换按钮（NO 校准则打开 NO 标气切换按钮）。

5. 将量程气接入指定标气口。

6. 调节减压阀至进入分析仪的气体流量稳定在 1L/min 左右。

7. 带分析仪显示数值稳定后按“ENTER”确认调零。

8. 校准结束后，数据应该在量程漂移允许误差范围内。

3.4.7 校验

1. 在电控面板上将运行/维护旋钮调至“维护”档。

2. 确认分析仪处于测量界面。

3. 如需进行 SO2校验则打开 SO2标气切换按钮（NO 校验则打开 NO 标气切换按钮）。

4. 将量程气接入指定标气口。

5. 调节减压阀至进入分析仪的气体流量稳定在 1L/min 左右。

6. 待分析仪显示数值稳定后，观察测量数据是否在误差允许范围内。

调零、校准、校验的需要进行气体分析仪操作的详细功能指南请参见《WEI-2000 气体分析

仪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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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常管理

为了保证 WEI-2000 系统能长时间准确、可靠地工作，需要周期性地对 WEI-2000 系统

进行维护和标定。WEI-2000 系统的维护都是一些简单的检查和操作，我公司的工程人员在

系统安装调试完毕后，将会对现场的仪表操作工作人员进行此方面的详细培训。

4.1 日常维护

日常维护对于保持和提高 WEI-2000 系统的运行效率和使用寿命至关重要。其日常维护

项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每周对 WEI-2000 紫外光谱气体分析仪气体分析仪进行一次零点和量程标定；

 每天检查时，应注意仪表间空气的气味，如发现异味，马上打开门窗通风并检查管

路是否泄漏，电器元件是否有过热和烧损现象；

 查看工控机、仪表、温度控制器等的读数是否正常，是否有故障指示信号；如不正

常，首先检查工况是否变化，如工况没有变化，对仪器进行一次标定，如还不正常，

请联系我公司的客户服务部；

 检查工控机显示的烟道流量、温度、压力参数是否正常，如有异常要进行检查维护；

 检查气路是否堵塞或者电磁阀是否损坏，如果损坏请停机，并及时更换电磁阀；

 根据使用情况定期更换过滤器滤芯；

 其它电气、仪表、设备的维护参照通用电气、仪表、设备维护规范进行。

4.2 故障和报警

当WEI-2000系统有故障发生时，操作面板的报警灯会发出报警，WEI-2000仪表也会在

浓度超标或有故障发生时发出报警，并显示报警码，提醒操作人员能及时的对系统进行维护，

确保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系统故障：常见的系统故障和解决办法见下表：

项目 序号 现象 可能原因 分析 处理

1.管路脱

落

1.抽气泵至分析仪管路是

否脱落，导致气体不能进入

分析仪。2.分析仪内部管路

脱落，导致气体不能进入测

量室。

1. 检查并连接好管路

系统

管路
1.1

分析仪转

子流量计

没有流量

2.管路堵

塞
1. 三级过滤堵塞

目测或用手堵住出气端看是

否有推力。如滤芯堵塞则用压

缩空气从里至外吹扫至干净,

如仍不能除净则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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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级过滤堵塞

目测或用手堵住进气端看是

否有吸力。如滤芯堵塞则用压

缩空气从里至外吹扫至干净,

如仍不能除净则更换。

3.玻璃三通堵塞

目测或用手堵住进气端看是

否有吸力。如堵塞则用压缩空

气将蛇形管吹扫至干净,如仍

不能除净则更换。

4.冷凝器堵塞

用手堵住进/出气端看是否有

吸/推力。如堵塞则用压缩空

气吹扫至通畅,如仍不能除净

则更换。

5.玻璃三通至抽气泵管路

堵塞

用手堵住进/出气端看是否有

吸/推力。如堵塞则用压缩空

气吹扫至通畅,如仍不能除净

则更换。

6.探头堵塞

用压缩气将表面粉尘吹干净，

再从里向外吹扫。如遇滤芯外

壁粘附难以脱离的物质，则需

用丙酮等化学洗涤剂浸泡清

洗或更换滤芯。

7.伴热管线堵塞

用手堵住进气端看是否有吸

力。如堵塞则用压缩空气吹扫

至通畅,仍不能除净则更换。

1.管路脱

落或漏气

管路脱落或漏气导致抽到

的样气含有很高氧气
检查并连接好

1.2

分析仪显

示氧量很

高，其他数

据接近零。

2.安装位

置不正确，

接近排放

口

安装位置不当导致吸入氧

气过高

安装位置应遵守弯头、变径前

4倍直径和后 2倍直径原则。

1. 没有打

开标气减

压阀

　 正确分别打开前、后加压阀。

2. 没有标

气
　 更换标气

3. 标气电

磁阀坏
　 更换

1.3

标定时没

有气体进

入分析仪

4. 三通电

磁阀坏
　 更换

1.4 　 　 　 　

1.PT100未

接牢固

PT100未接牢固，导致检测

的是环境温度。
接牢

2.PT100坏 导致温度不能检测 更换2.1
温度无变

化
3. 冷凝器

坏
　 更换

1. 堵塞

1.因预设温度过低（<3℃)，

导致结冰并堵塞。2.因粉尘

太多导致堵塞。

清理

冷凝

器

2.2 不能排水

2. 管路泄 导致蠕动泵抽取不到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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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 水

3. 蠕动泵

坏
　 更换

1. 固态继

电器坏
　 更换

2 探头

PT100坏
　 更换

3. 探头温

控器坏
　 更换

4. 温控表

坏
　 更换

3.1
探头不加

热

5. 探头加

热片坏
　 更换

温控

1. 伴热管

PT100坏
　 更换

2. 温控表

坏
　 更换3.2

伴热管不

加热

3. 伴热管

坏
　 更换

1. PT100未

接正确
　 　

　

3.3
温控表显

示"---"
2. PT100坏 　 　

1. 泵管破

损
　 更换

2. 泵管变

形
　

将未变形的部分移至泵头接

触部，让泵管继续使用

3. 泵头长

期使用不

能有效回

弹

　 松泵头弹簧

4.1
蠕动泵不

排水

4. 泵头磨

损
　 更换

蠕动

泵

4.2
有异常噪

音
　 　 更换

5.1 异常噪声 1. 堵塞 　 清洗进出口、清洗隔膜片

1. 堵塞 　 　取样

泵 5.2
抽不到样

气
2. 隔膜片

坏
　

用手堵住进气口，如无吸力则

表明隔膜片坏,需更换

1、光谱能

量太低
　 旋动机箱右侧旋钮进行调节

2、滑动平

均设置有

误

　 可咨询专业人员来处理
分析

仪
5.1

分析仪测

量值波动

大 3、进入分

析仪的气

体流速波

动过大

　 保证进入仪表流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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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进入分

析仪的气

体温度波

动过大

　 分析小屋空调是否正常运行

5.2

出现光谱

仪通讯故

障报警

1、光谱仪

通讯接头

接触不良

　
重新连线、如仍然不行，需更

换线缆。

1、线缆连

接问题
　

重新连线，如仍然不行，就更

换线缆。
5.3

出现接口

板通讯故

障报警
2、接口板

损坏
　 更换接口板

1、光谱仪

内部设置

问题

　 可咨询专业人员来处理

5.4
听不到“嗒

嗒”声
2、通讯故

障
　

重新连线，如仍然不行，需更

换线缆。

5.5
按键反应

不灵敏

1、按键已

坏
　 更换按键

1、端口配

置错误
　 按端口定义图重新配置

2、量程设

置错误
　 重新设置量程

5.6

4-20mA输

出与界面

显示结果

不一致
3、硬件问

题
　 更换硬件

5.7
液晶屏白

屏
1、HMI损坏 　 更换 HMI

1、液晶与

HMI连接问

题

　 卸下 HMI后将连线重新连接

5.8
液晶屏黑

屏
2、液晶损

坏
　 更换液晶

1、接口板

损坏
　 更换接口板

5.9
开关量没

有输出 2、某通道

损坏
　 更换通道

1、输入或

输出堵塞
　 清洗堵塞处或更换气路

2、气体浓

度不变化
　 查看是否有流量5.1

界面浓度

数据不变

3、滑动平

均太大
　 可咨询专业人员来处理

5.11

通过 SO2

标气，发现

对 NO有交

叉干扰

1、气体室

内有残余

的 NO、或

NO零点有

漂移

　
先通 N2或空气调零，再通入

标气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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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光谱能

量下降导

致零点漂

移

　
旋动机箱右侧旋钮进行调节、

重新调零标定
5.12

通入零气，

发现零点

不对
2、操作失

误
　

先通 N2或空气调零，再通入

标气标定

6.1
激光无输

出
　 　 返厂维修

6.2

使用校准

器做零点

及量程校

准时输出

无变化，并

且让激光

束投射在

仪器前

500mm左

右距离的

一张白纸

上，仪器输

出与拿掉

白纸比较

没有变化。

　 　 返厂维修

6.3
零点及量

程点不准
　 　

使用遥控器和校准器调整零

点与量程点

6.4 超量程 　 　 确认是否确实超量程

6.5
仪器输出

信号很小

输出电路

坏
　 返厂维修

6.6

烟道无烟

气但仪器

输出显示

有较高的

烟尘浓度，

但用校准

器校准时

零点又是

准确的

1.湿度影

响
　

湿度过大可能会导致粉尘仪

超量程

　 　

2.激光达

到烟囱璧，

导致不能

正常测量

　 调整安装角度

6.7

粉尘数据

不随现场

浓度变化

粉尘遮盖

投射镜片

激光不能通过镜片，导致不

能测量
吹扫。

接线错误 　 重接

粉尘

仪

6.8
粉尘仪不

上电 粉尘仪坏 　 更换

流速无电

流输出

差压变送

器坏
　

温压

流
7.1

温度无电

流输出

温度传感

器坏
　

利用万用表在集线器管脚上

测量变送器，初始应有 4mA，

如无则坏，需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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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无电

流输出

压力传感

器坏
　

1. 通道号

设置错误
　 重新设置

7.2

WEI-2000

软件上显

示不对
2. 量程设

置错误
　 重新设置

7.3
反吹不起

作用

1.电磁阀

坏
　 更换

1.集线器

坏
　

用串口助手查看集线器是否

有输出，如无则坏
8.1

无温度、压

力、流速、

粉尘等数

据
2.工控机

串口坏
　 更换串口卡

集线

器

8.2

温度、压力、

流速、粉尘

等数据有

偏差

1.集线器

输出有误

差

　
调节 WEI-2000软件上的系数

值

1.24V电源

未接对
　 重新接线

9.1 不上电
2.电路板

坏
　 更换

1.电流表

接线错
　 正确的是测量输出端的+/-脚

9.2

上电后，模

块没有

4mA输出 2.模块坏 　 更换

1.PC串口

坏
　 更换串口或维修 PC

2.RS232

转 RS485

模块坏

　 更换

3.模块端

RS485+/-

脚接错

　 正确的是测量输出端的+/-脚

420MA

输出

模块

9.3

从 PC发数

据给模块，

模块对应

通道没有

电流输出

4.通道坏 　 更换另外通道

WARNING
检修工作必须由受过专门培训或具有仪器操作控制相关知识（例如自动化技

术）的技术人员实施，实施过程中应注意按照电气检修规范操作以保证人员和设备

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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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设备清单

序号 名称 规格和型号 单位 数量 生产厂家 备注

1 取样探头模块 GS-1000 套 WEI-2000

2 样气预处理单元 WEI-2000 套 WEI-2000

3 伴热管线部件 PL-1000 根 WEI-2000 标配 30米

校准设备

减压阀 YQJ-6 个 上海仪表

标准气体（SO2） 8L   钢瓶 瓶 科的 具备 CMA证书

标准气体（NO） 8L  钢瓶 瓶 科的 具备 CMA证书

4

标准气体（N2） 40L   钢瓶 瓶 科的 具备 CMA证书

5 吹扫单元 套 WEI-2000

6
分光光谱气体分析仪

SO2/NOX/O2
WEI-2000 套 WEI-2000

烟尘测量装置

激光粉尘仪 DUST-1000 套 WEI-20007

吹扫气泵 HG-250 台 森森集团

8 流量测量装置

9 温度测量装置

10 压力测量装置

TPF-1000 套 WEI-2000

11 湿度测量装置(可选) HMS535C 套 南京埃森 选配

12 控制柜 800*800*1600 套 WEI-2000

数据采集系统

工控单元 EVOC IPC-910A 台 深圳 研祥 或更高配置

信号转换模块 ADM-100 台 WEI-2000

DCS联网 DA模块(可选) DAC-100 套 WEI-2000 420MA输出

13

WEI-2000监控软件 WEI-2000 1.0 套 WEI-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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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程安装方案

6.1 安装要求

1）电源要求：220V AC、50Hz、8KW。

电源接地采用厂区的地线，若接地电阻大于 4欧姆，则需要单独做接地线，采用镀锌扁

铁 40×4就近与室外独立埋设的接地系统可靠连接，接地电阻不大于 4欧姆，由用户接入分

析小屋电源分配箱。

2）安装平台要求：宽度＞1.1m，作防锈处理 ，

栏杆高度＞1.2m ,附合国家安全标准。

承载能力： 500公斤

在保持正常行人间距的情况下，满足四人（100Kg/每人）同时上下扶梯。

3）电缆桥架：钢制桥架规格为 150×75mm（如是线管，线管的内径不小于 25mm），从平台到

分析房一定要以不小于 5°左右的下倾角沿程辅设，允许垂直段，以防积水堵塞采样管线，

桥架直角接头边长不能小于 0.5m. 

4）气源要求：0.4～0.7MPa，洁净无油压缩空气，露点 0℃。

气源需要引到分析小屋和监测平台，气源管末端应安装 G1/2”内螺纹球阀。

5）分析小屋的要求：

a) 尺寸：分析小屋的使用面积不小于 9m2，室内净高 2500mm～2800mm，放置体积为

800mm*800mm*1600mm的机柜。

b) 墙体结构为实心砖砌，内外墙粉刷混泥土和白粉灰，小屋内地面铺设地砖；小屋墙

顶实行混泥土现场浇灌平顶，进行防漏和隔热处理；

c) 小屋门需采用镀锌钢板夹层制作，开在宽边 2000mm 上，向外开启设计，需配置钢

化玻璃观察窗（350*350），并配置逃生门锁。

d) 室内环境：CEMS 分析柜对环境温度、湿度有一定要求，要求环境温度在 20～35℃

之间，相对湿度在 80%以下，故分析小屋内需安装通风设施和空调（1P）；

e) 电源：220VAC、50Hz,10KW，接地可靠，一般接地电阻要求≤4 欧姆。由用户接到

分析小屋的电源分线箱内，电源分线箱内配置 3 个空气开关，规格分别为

60A，30A，30A 各一个；还有一组 220V 的电源插座。电源线通过缆沟进入到

仪器分析柜的下面，分析柜与墙壁之间的距离不小于 500mm。

f) 照明：考虑到 CEMS 分析柜安装、维护等日常操作，需安装照明，照明开关带三线

或二线插座。

g) 在监测房内放置仪器位置的正上方，距离地面高度的 2.5m 处，为样气管路及电缆

管路开孔，开孔尺寸为 200*100mm，开孔数量 1个；在机柜背面墙壁接近地面

底部上开一孔，规格为ф50，作为废水废气排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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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液接入、排放：在指定位置预留样气入口或冷凝液排放口。反吹气源：流量 240L/min 的

反吹气源（压缩空气）并确保反吹气源长期不间断的提供，以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气源管

末端应安装 G1/2”内螺纹球阀。

6.2 系统安装

WEI-2000 的安装分为室内和室外两部分的安装，室内安装包括仪表盘柜的就位、标气

瓶的摆放以及固定、系统供电；

室外安装主要是伴热管连接、信号线的连接，平台采样探头、烟气参数探头的安装。各

部件安装位置，各部件安装规范见技术要求。为了确保现场设备安装的顺利进行，我们制定

了科学的安装施工流程，现场施工安装顺序为：

平台和扶梯、分析仪机房—电缆桥架—开启安装法兰孔—法兰安装或焊接—安装各部件

—连接电缆、气管、电伴热管——设备通电调试—当地环保局比对测试验收—对客户培训—

竣工。

6.2.1 开孔位置要求

取样点的位置应根据不同的应用需要来选取，它对整个系统的采样测量有直接的影响。

A 环保监测应用：取样点的位置一般选在烟气进入烟筒之前砖或钢结构的水平烟道中心

线上；也可以安装在烟囱上，并要考虑测量项目来选取。

B 环保部门对比测试用：开孔应在烟尘探头的上游，测试口与粉尘探头保持 0.5米以上

的距离。测试口的内径应为 100mm，应能够使环保部门的测试正常进行，特别是保证有足够

的空间使测颗粒物的测试枪（枪长 3米）能够正常使用。也可由环保专业人员指定，环保检

测部门认定。

注意：选点时应考虑影响测量的因素：如温度、压力、流速、湿度、烟尘量的稳流段以

及安装维护的安全、方便等等。

6.2.2 各构件的安装

1）机柜、电源分配箱的安装

主机柜安装在烟囱底部的仪器房内，仪器房应密封、防尘，并安装空调装置，温度控制

在 20-25℃为宜。 

首先考虑机柜的摆放位置，考虑电伴热管所需的安装长度及园弧半径（电伴热管从机房

墙壁进口处到处理柜接口处不能小于 2m，弯曲园弧半径不能小于 0.5m）,机柜的前后左右与

墙壁要留有一定空间，保证能打开柜门，便以维护。先将两柜间的电缆及气管接好，再将两

柜连接起来，调节地脚螺栓以固定机柜。电源分配箱的安装，根据施工方案中确定的位置，

电源分配箱安装好，要参照相关电气安装规范.。标气瓶的固定摆放，标气瓶沿墙壁摆放，

用卡箍或软链拴住，以免倒地摔坏减压阀，或采用其它更安全牢靠的办法。检查关好标气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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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以防标气泄漏造成工作人员中毒事件发生。

2）采样探头的安装

烟气采样系统即烟气采样探头、采样管,它通过螺栓固定在采样法兰上，采样法兰通过

焊接或螺栓与烟囱相连,在安装或焊接法兰时,使法兰前端下倾 5°更好，这样不致以冷凝水

流到采样过滤器里面，可延长过滤器的清洗周期和使用寿命，烟气采样探头、采样管、采样

法兰、烟囱间的连接处应加密封垫。法兰上的安装孔相对于铅垂线对中安装。按图接好电源

线（220VAC），及温控器与采样探头加热的接线。温控的温度一般在 120度左右，取样探头

的开孔尺寸为：Ø 60 mm。

图 6.1 采样探头安装示意图

3）烟尘分析仪安装

参见《DUST-1000 激光粉尘仪用户手册》。

4) 温度、压力和流速

TPF-1000一体机采样探头直接安装在烟囱上，开孔法兰示意图如下所示：

图 6.2 开孔法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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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伴热管

伴热管从采样探头后方引入采样探头，剥开伴热管的外部保护层（约 200MM），使

特氟龙管和伴热带外露，伴热带应长于特氟龙管 100MM，并在伴热管的端部加装伴热带

专用的封头（终端），将特氟龙管与采样探头的样气出口相连，伴热管的保护层及伴热

带要跟着特氟龙管与采样探头的出气口，除去外面的金属保护层后的保温层要用石棉带

包扎好，不允许保温层外露，通电后检查伴热管是否加热。

仪器室上方的取样管路可以直接固定在墙壁和平台支撑柱上，最后进入到仪器室内。

自取样探开始，取样管应以不小于 1%的坡度向下倾斜至仪器室；或将取样管固定在钢

缆绳上，钢缆绳与烟道及烟筒墙壁固定（同样需要倾斜）。但是必须保证在任何时候，

取样管与墙壁之间也不会发生刮蹭。

6）电源线及信号线的铺设 

★ 电源线

自分析小屋的分析机柜到平台之间铺设:

 1根 3芯电源电缆：

分析小屋到平台的集线箱（电缆芯数＞3芯、横截面＞1.25mm2）。

 1根 4芯电源电缆：

分析小屋到平台的集线箱（电缆芯数＞4芯、横截面＞1mm2）。

 1根 3芯电源电缆：

分析小屋到平台的采样探头下方（电缆芯数＞3、芯横截面＞1.25mm2）。

★ 信号线

自分析小屋的分析机柜到采样探头铺设 1根控制电缆，控制电缆选用 2芯屏蔽电缆。

单芯线直径不小于 0.5mm2（电缆芯数＞2芯）。

自的分析机柜到现场电源箱铺设 1根 RS485信号线。

6.3 调试

CEMS 系统在经过仪表柜放置、平台设备安装、桥架线缆铺设完毕后，可进入系统调试

阶段。

1）通电前检查

通电检查的目的：确保设备不因未预知的因素，在通电过程中造成设备的损坏，减少不

必要的麻烦，也能给调试提供依据.

系统在正式通电前，调试人员需确认厂房供电为 220V交流电，波动值不应超过±10%；

机柜已接地且电阻≤4Ω；用万用表检查各部件间电路是否断开，确认没有短路征兆后，可

进行供电.

2）通电检查各部件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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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电检查的目的：通电检查各部件运行情况，将出现问题的部件及时更换，使后期工作

得以顺利进行；

通电应遵循先对仪表间设备供电测试、正常后方可对平台设备供电测试.

3）仪表间设备供电

伴热管、加热盒、采样探头进入加热状态；工控机、各分析仪开关需开启（验收后不再

关闭）

以下情况一般为设备正常工作状况：

ａ.伴热管、加热盒、采样探头正常加热，12分钟后达到设定值；

b.工控机 LCD正常显示、能进入 WINDOWS操作界面；鼠标、键盘能正常使用

c.分析仪正常显示，能按启动程序进入检测气体界面

d.流量计升降灵活、针阀能调节排气量、温度控制器温度显示上升

e.机柜排风扇，照明灯正常工作；门控开关正常工作

以上情况说明仪表间设备基本能正常操作，无需更换，可进入下一步调试

4）平台设备供电

平台设备电源由仪表柜供给，检查平台设备线路无短路、错线（尤其是信号线没有接

错），方可对平台设备供电。

平台用电设备有：采样探头箱温度控制在 120℃－170℃，能正常加热滤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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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须知

尊敬的用户：

感谢您选择、使用本烟气分析仪。 本产品质量优，性能佳。为了方便您使

用，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严格按照说明书的步骤操作。阅后妥善保存说书。

自始自终，本公司的“星级服务”将伴 随着您，使用时无论有什么问题，请按说

明书上的电话、地址联系，我们时刻恭 候为您服务。

再次感谢您选择本产品，由于产品的改进，您所得到的烟气分析仪可能与说

明书中图示不完全一致，谨此致歉。

 适用人员

由于对系统进行错误的操作或没有遵守手册中所阐述的警告信息，可能会导

致工作人员受到严重的伤害或者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只有严格遵守手册中规

定的人员才可以操 作本系统。

理解本手册中所出现的或者仪器自身所注明的安全信息的合格人员是：

 熟悉本系统技术及安全的专业的仪器仪表工程师；

 在使用本系统方面接受过操作员岗位培训并完全掌握本手册中关于操作

部分内容的操作人员；

 根据已制定的安全措施，接受过专业培训的运维人员。

！ 注意

本公司在安装调试好设备后，将会对客户及相关人员进行相关的培训和指

导，以便客户正确有效地使用本产品。

 质量与保修

感谢您使用本产品，我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

有关规定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

1. 保修期内并且符合保修范围的损坏，我公司将提供免费维修服务，主要包

括保修期内产品维修、备件维修更换、技术支持及常规现场服务等。

2. 超过保修期或者在保修期内发生如下故障，均属于保外维修，我公司可向



您提供产品有偿收费服务，故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不可抗力（地震、雷击、洪水等）造成的损坏；

 由于使用不当（腐蚀、失火、强电串入等）造成的损坏；

 未经允许，擅自改动产品内部器件造成的损坏；

 未按照用户手册及培训规定使用，引起的产品损坏。

用户须知

3. 分析仪部件到达使用期限或已损坏时，请按照地方废物管理以及环境法规

的要求进行安全处理；或将部件包装、做好标记后，退回我公司进行处理。

具体的质量和保修要求请参阅订购合同中的条款。

 包装运输

运输各部分的范围是根据运输所附带的文件中列举的有效合同而定。 当打

开包装箱时，请遵守包装材料上的相关提示。开箱后请及时对照《发货清单》

盘点货物。另外，请检查所收到的物品外观是否变形损坏。特别提醒的是 请保

存好相关文件以便安装、操作时使用。

《发货清单》在包装内有一份，如果发现送货清单所显示内容与箱内物品不

符时请及时与我公司联系。

！ 注意

请妥善保管好随机配件，以免维修时由于配件丢失，而对您造成的维修时

间延长等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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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在使用前请务必认真阅读“安全”，确保本产品能够长期正常、稳定地工作。

 安全注意等级介绍

安装注意等级分为“警告”和“注意”，请在阅读本手册时，给予最大程度的注

意。

！ 警告

如果没有遵循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可能会对工作人员造成伤亡或者对财

产的巨大损失。

！ 注意

操作时需要注意的重要信息，或者是手册中需要重点说明的相关信息。

注意事项

在操作、维护以及修理本设备的全部过程中，请遵守以下说明的一般性的安

全对策。

 将设备接地。 将设备接地可以把遭到电击的危险性降到最低程度。

 接通电源时不要进行设备的拆解和组装作业。 为了防止人体触电以及

设备破损，请在取下电源电缆，将设备内部电路 的电能放电以后，再

进行作业。

 禁止裸手拿取电路板，以免静电造成损坏。

 使用保护用具。 在作业时请根据需要使用高温手套等保护用具，以免烫

伤或划伤手部等。

如果疏于安全对策，或者不遵守本使用说明书记载的对特定事项的警告，就

会违反本设备的设计、制造以及使用目的的安全基准。 本公司对于上述由

于使用者的不作为而导致的一切责任概不负责。

版权所有，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未经允许，不得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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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货清单

配件 数量

烟气分析仪本体 壹台

4-20mA 输出线 壹根

开关量输出线 壹根

开关量输入线 壹根

双母头交叉线 壹根

电源线 壹根

说明书 壹本

检验报告 壹份



目录

目录

1 产品简介 .......................................................................................................1

1.1 应用指南 ....................................................................................................................1

1.2 仪器特点 .....................................................................................................................1

1.3 优势比较 .....................................................................................................................2

1.4 应用场合 ....................................................................................................................2

2 产品介绍 .......................................................................................................3

2.1 产品组成 ....................................................................................................................3

2.1.1 常规结构 .......................................................................................................................... 3

2.1.2 低量程结构 ...................................................................................................................... 4

2.1.3 气体室外置结构 .............................................................................................................. 5

2.1.4 超低量程结构 .................................................................................................................. 5

2.2 模块介绍 .....................................................................................................................7

2.2.1 气体室模块 ...................................................................................................................... 7

2.2.2 氧传感器 .......................................................................................................................... 8

2.2.3 CO、CO2测量模块 .........................................................................................................9

2.3 气体流路分析 ............................................................................................................ 9

3 现场安装 ..................................................................................................... 11

3.1 设置条件 ..................................................................................................................11

3.2 本机安装 ..................................................................................................................11

3.3 电气连接 ..................................................................................................................12

3.3.1 配管方法 ....................................................................................................................... 13

3.3.2 配线方法 ....................................................................................................................... 13
目录

4 运行 ............................................................................................................. 14



4.1 运行准备 ................................................................................................................. 14

4.2 通电运行 ................................................................................................................. 14

4.3 与 CEMS 连接配置 ................................................................................................15

5 软件操作 .....................................................................................................19

5.1 显示·操作面板说明 ............................................................................................... 19

5.2 显示界面概要 ......................................................................................................... 20

5.3 校准设置 ................................................................................................................. 21

5.3.1 量程校准设置 ............................................................................................................... 21

5.3.2 调零设置 ........................................................................................................................ 22

5.3.3 自动校准周期设置 .......................................................................................................22

5.4 I/O 设置 ....................................................................................................................23

5.4.1 继电器输出设置 ...........................................................................................................24

5.4.2 扩展继电器输出设置 ...................................................................................................24

5.4.3 数字量输入设置 ...........................................................................................................25

5.4.4 4-20mA 输出设置 ..........................................................................................................25

5.5 I/O 测试 ....................................................................................................................25

5.5.1 4-20mA 输出测试 ..........................................................................................................26

5.5.2 继电器输出测试 ...........................................................................................................26

5.5.3 扩展继电器输出测试 ...................................................................................................26

5.6 系统设置 ................................................................................................................. 27

5.6.1 单位选择 ....................................................................................................................... 27

5.6.2 通讯设置 ....................................................................................................................... 27

5.6.3 报警设置 ....................................................................................................................... 28

5.6.4 仪表当前量程设置 .......................................................................................................28

5.6.5 双量程切换 ................................................................................................................... 29

5.7 查询 ..........................................................................................................................29

5.7.1 报警查询 ....................................................................................................................... 30

5.7.2 气体室温度压力查询 ...................................................................................................30

5.7.3 光谱查看 ....................................................................................................................... 30
目录

5.7.4 4-20mA 输入查询 ..........................................................................................................31

5.7.5 数字量输入查询 ...........................................................................................................31

5.8 手动校准 ................................................................................................................. 31



5.8.1 手动调零设置 ................................................................................................................ 31

5.9.2 手动量程校准 ............................................................................................................... 32

6 日常维护 .....................................................................................................34

7 故障信息 .....................................................................................................36

8 规格 ............................................................................................................. 39

8.1 普通规格 ................................................................................................................. 39

8.2 外形图 ......................................................................................................................41



1.2 仪器特点

产品简介

1产品简介

1.1 应用指南

本烟气分析仪是我公司针对国内外环保、工业控制现场在线气体分析自主研

发的一款烟气分析仪产品。它基于紫外吸收光谱和差分吸收光谱原理，采用独特

的光学技术平台，可在线分析测量包括 SO2、NO、O2、H2S、Cl2、NH3、NO2、

CO、CO2 等多种气体浓度。常规下，测量 SO2、NO、O2三个气体组分，其余组

分均可扩展；1 台分析仪最多可对 5 种组分同时进行测量。

本产品具有测量精度高、可靠性高、响应时间快、适用范围广等特点，各项

指标均达到或超过国内外同类产品。

 采用最先进在线分析技术，精度高、下限低、温漂小

 采用紫外吸收光谱气体分析技术和化学计量学算法，测量精度完全不

受水分和粉尘影响，探测下限低、温漂小。

 量程比高（最高可达 10:1）。

 气室强壮，运维成本低

 分析仪气体室由不锈钢加工而成，内部无需镜面抛光、镀金。气室强

壮、成本低；水分、粉尘影响小。

 检测器与气体室采用光纤连接，更换方便，维护成本低。

 光源寿命达 10 年

 光源采用脉冲氙灯，寿命长、稳定性好、无预热时间。

 实现 NO、NO2同时测量

 同时测量 NO 和 NO2并累加得到 NOx，无需 NO2→ NO 转化器。

1



1.4 应用场合

 无光学运动部件，抗振动，测量结果可靠性高

 模块化设计，扩展性好，维护方便

 可配置生产多样化、定制化产品，满足各类用户需求。

产品简介

1.3 优势比较

本产品可广泛应用于以下场合：

 电厂烟气排放连续监测 CEMS（分析 SO2、NO、NO2、O2）

 脱硫工艺监测（分析 SO2、O2）

 脱硝工艺监测（分析 NO、NO2、NH3、O2）

 垃圾焚烧烟气排放连续监测（分析 SO2、NO、NO2、O2）

 氯碱厂 PVC 工艺及钛白粉生产工艺微量 Cl2分析（分析 Cl2）

 硫磺回收工艺气体分析（分析 SO2、H2S）

 天然气净化工艺气体分析（分析微量 H2S）

 煤化工碘甲烷分析（分析 CH3I）

 大气在线监测（分析 SO2、NO2、O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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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2 产品介绍

2.1 产品组成

本烟气分析仪根据实际需求，共衍生出下列几类模式：

 按量程切换功能划分：单量程模式，双量程模式。

 按量程大小划分：超低量程模式，低量程模式，常规量程模式，高量程

模式。

 按气体室位置划分：气体室内置模式和气体室外置模式。 不同模式的分

析仪，其结构组成也各不相同，较为普遍的可划分为：常规结

构、低量程结构、气体室外置结构以及超低量程结构。

2.1.1 常规结构

图 2-1-1-1 常规分析仪外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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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2.1.2 低量程结构

图 2-1-1-2 常规分析仪内部结构图

图 2-1-2-1 低量程分析仪外观图

图 2-1-2-2 低量程分析仪内部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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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气体室外置结构

产品介绍

2.1.4 超低量程结构

图 2-1-3-2 气体室外置分析仪内部结构图

图 2-1-4-1 超低量程分析仪外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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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不同的用途，产品的组成也各不相同。如有不明之处，请向本公司联系，

欢迎咨询。

图 2-1-4-2 超低量程分析仪内部结构图表

2-1 主要组成说明

产品介绍

名称 说明

12V 电源
为电路板提供直流电源

24V 电源

对外接口模块
包括 AB 板和接口板，提供丰富的接口形式

（RS232，RS485，继电器输出，数字量输入，模

拟量输出，模拟量输入等）

光纤 用于光的传导

固态继电器 控制温度，实现恒温

（可选配）温控器

HMI 主板
人机交互界面（面板可根据要求更改）

液晶屏、薄膜按键

流量计 测量气体流量，流量为 1.5±0.5L/min

泵和阀
电磁阀用于测量、调零流路切换；

真空泵提供气源动力，将洁净空气抽入测量室

光谱仪模块 进行分光和光电信号转换

光源 脉冲氙灯，寿命达 10 年

氧传感器 电化学/氧化锆测氧（可选配）

气体室模块 也称为流通池、测量池（三种类型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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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1 常规气体室模块示意图

！ 注意

超低量程模式采用精密进口光源，可实现低下限、高精度的气体浓度测量。

产品介绍

2.2 模块介绍

本分析仪采用模块化设计理念，可配置生产多样化、定制化的产品，满足各类用

户需求。本节将对主要可选配模块进行详细介绍。

2.2.1 气体室模块

本分析仪根据被测气体量程和精度不同，可选配三类气体室：常规气体室、

低量程回返气体室和超高量程气体室。

 常规气体室模块

常规气体室模块主要适用于超低量程和常规量程（被测气体浓度量程为

0-30-50ppm，0-300-3000ppm）场合。光源发射紫外光穿过气体室，再由光纤将光

信号传送至光谱仪进行分光及光电信息转化模块。下图为常规气体模块示意图。

 低量程回返气体室模块

低量程回返气体室主要适用于量程较低（被测气体浓度 0-50-300ppm）场合。

在回返气体室中，光路经过两次镜面反射，形成回返光路，增加光程长度，提高

测量准确性。下图为低量程回返气体室模块示意图。

图 2-2-1-2 超低量程回返气体室模块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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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高量程气体室

产品介绍

超高量程气体室的光路与常规气体室相同，但其气体室长度较短，主要

适用于量程较高（被测气体浓度>3000ppm）场合。下图为高量程气体室模块

示意图。

2.2.2 氧传感器

图 2-2-1-3 高量程气体室模块示意图

本分析仪可选配两类氧传感器：电化学测氧传感器和氧化锆测氧传感器，量

程为 0-25%。

 电化学测氧

电化学测氧适用于常温测氧场合，其测量精度高，稳定性强。下图为电化学

测氧传感器示意图。

图 2-2-2-1 电化学测氧传感器示意图

 氧化锆测氧

氧化锆测氧不受被测气体温度影响，响应速度快，抗污染能力强。下图为氧

化锆测氧传感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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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图 2-2-2-2 氧化锆测氧传感器示意图

2.2.3 CO、CO2测量模块

CO、CO2 测量模块采用电化学传感器和红外技术，可实现对 CO（量程为

0-200-5000-10000 ppm）、CO2（量程为 0-25%-65%）浓度的单独或同时在线测量。

图 2-2-2-1 CO、CO2测量模块示意图

2.3 气体流路分析

气体流路主要由测量流路、空气零点校准流路、氮气零点校准流路、标准气

量程点校准流路组成，具体流路示意图如下图所示。

图 2-3-1 气体流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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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流路

产品介绍

分析仪进入测量状态后，三通电磁阀切换到测量气路，使得样气端与流量计

端连通，样气经三通电磁阀、流量计后进入气体室，然后紫外气体模块对样气进

行特征吸收、分析，样气经过氧传感器后，排出室外。

 空气零点校准流路

本分析仪支持自动校准、手动校准、外部触发校准及 PC 端命令校准，当定

时时间到或者主界面下手动按下“ZERO”后，环境空气经抽气泵、三通电磁阀、流

量计后，进入气体室，分析仪采集零点光谱，进行零点校准，然后将气体经过氧

传感器排出室外。

 氮气零点流路 流路同测量流路，将样气管取下，将标气瓶管路连接到样气

端，在主界面下

手动按下“ZERO”键，等待一段置换时间后，点击确定，即可完成氮气零点校准。

 标准气量程点校准流路 流路同测量流路，将样气管取下，将标气瓶管路连

接到样气端，在主界面面

下手工按下“SPAN”键，选择对应气体组分，等待一段置换时间后，点击确定，即

可完成标准气量程点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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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安装

3 现场安装

3.1 设置条件

请设置在符合以下条件的场所。

 本设备为系统组合用仪器。 组合在面板、机

柜等钢板构成的结构上使用。

 请在室内使用。

 供电电源：额定电压：220VAC

额定功率：120W

 动作条件：环境温度：-10℃~50℃

环境湿度：90%RH 以下，不能结露

3.2 本机安装

分析仪本机的安装尺寸有以下两种。

机盒 外形尺寸 安装尺寸

19″*

4U*3

70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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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1、请用外壳底部(支架等)支撑分析仪的重量。

2、分析仪的环境温度为-10~50℃的范围，请将其设置于温度变化较小的

场所。

3.3 电气连接

电气连接口位于本机的背面。参见下图。

现场安装

图 3-3-1 电气连接图

图 3-3-2 气体室外置分析仪电气连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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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配管方法

现场安装

图中，GAS IN 表示进气口，GAS OUT 表示出气口，规格为Φ6卡套接头。

配线施工时，请按照以下方法进行。

 配管时，请连接到本分析仪背面的各个气体入口、出口处。

 仪表和采样系统请用Φ6 聚四氟乙烯、不锈钢、聚乙烯等耐腐蚀的管子进

行连接。即使无须担心腐蚀的场合，也不要使用橡胶管及软质乙烯树脂管。

否则，会由于配管材料因素导致气体吸附，而使示值变得不准确。

 灰尘侵入仪表内部，可能引起动作不良，所以请使用清洗干净的配管和接

头。

3.3.2 配线方法

配线连接包括分析仪供电、分析仪接地、模拟量输出接口、模拟量输入接口、

通讯接口、继电器输出接口、数字量输入接口等。

通讯接口和模拟量输出接口用于将测量的浓度信息传送至外部工控机和 DCS

上。

 模拟输出接口：二线制 4-20mA 接口

 通讯接口 ：RS232 和 RS485 接口 数字量输入接口用于获取外部

的数字量触发信号（如调零、量程校准等）。

继电器输出接口用于输出分析仪的运行状态及故障状态，使得外部 PLC 通过这些

状态信息控制泵阀的开关。

！ 警告

1、进行布线、接线施工时，请务必先切断所有电源，否则可能导致触电

事故 。

2、请务必可靠接地，否则将会导致触电和故障。

3、接线施工必须按照仪表的额定值选用合适的材料，使用低于条件要求

的材料，可能导致触电或火灾。

4、请使用符合仪表额定规格的电源，否则可能导致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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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

4 运行

4.1 运行准备

（1）环境确认

表 4-1 环境确认表

项目 要求

温度 -10~50℃

湿度 ≦95%

供电 220VAC

进气流量 1.5±0.5L/min

其他 防雨

（2）配管、配线确认 再次检查并确认气体采样部分、排气等的配管连接是否正

确，配线连接是否

正确。

4.2 通电运行

仪器上电后，开始测量工作（可听到“哒哒哒”声音），同时界面更新显示 SO2，

NO，O2 的当前浓度。如下图所示（以 SO2，NO，O2 三组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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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与 CEMS 连接配置

运行

分析仪提供 RS232、RS485、开关量输入输出和 4-20mA 等接口，与外部系统

进行数据传输连接。

 方式一：通过 RS232 与 CEMS 系统连接

 端口定义

表 4-2 RS232 接线定义

端口 定义

2 接收端

3 发射端

5 GND

 通讯协议 发送命令(读取

浓度命令)： 7b 7b

44 66 7b 7d接受命

令（返回浓度数据）：

7b 7b 44 bb

其中各含义为：

数据帧 7b 7d

命令 意义

7b 7b 帧头

44 bb 命令字

！ 注意

为避免数据帧中出现 7b7b 的情况，在发送数据前，需对数据进行检测。

一旦发现，则在 7b 后面加 0x80，即每个 7b 后面都有一个 0x80。接收数

据时，如果遇到后部带有 0x80 的 7b，则认为它是数据；如果 7b 后部为

7b 或是 7d，则认为其为结束标志或开始标志。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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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个 byte 字长，前 24位为 6个 Float型数据，

后保留 1位；6 个 float 数据中，前 3个分别

对应 SO2、NO、O2浓度值，后保留 3 个

7b 7d 帧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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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二：4-20mA 与 CEMS 系统通讯

连续选择< I/O 设置>→<4-20mA 输出设置>进入 4-20mA 输出设置界面，通过

‘→’‘←’键，可将每个输出选择为无、SO2、NO、O2 输出。接口定义如下表所示。

表 4-3 4-20mA 输出接口定义

4-20mA OUTPUT 定义

13

25

4-20mA 输出 1+

4-20mA 输出 1-

10 4-20mA 输出 2+

22 4-20mA 输出 2-

12

24

4-20mA 输出 3+

4-20mA 输出 3-

11 4-20mA 输出 4+

23 4-20mA 输出 4-

 方式三：开关量输入输出连接 此外，分析仪可通过继电器输出端口输出

报警、故障、调零、校准等状态，

既可以输出状态给 DCS，也可驱动外部电磁阀，切换气路，实现 PLC 的功能。各

个继电器输出端口的设置，可通过连续选择<I/O 设置>→<继电器输出设置>实现。

下表为各开关输出接口定义。

表 4-4 开关量输出接口定义

RElAY OUTPUT 定义

8

20

开关量输出 1 公共端

开关量输出 1 常开端

22 开关量输出 2 公共端

9 开关量输出 2 常开端

11

23

开关量输出 3 公共端

开关量输出 3 常开端

25 开关量输出 4 公共端

12 开关量输出 4 常开端

19 开关量输出 5 公共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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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开关量输出 6 公共端

17 开关量输出 6 常开端

16

3

开关量输出 10 公共端

开关量输出 10 常开端

2 开关量输出 11公共端

14 开关量输出 11常开端

21

7

开关量输出 12 公共端

开关量输出 12 常开端

18 开关量输出 13 公共端

4 开关量输出 13 常开端

15

1

开关量输出 14 公共端

开关量输出 14 常开端

！ 注意

开关量输出 1-6、10-14 为对外输出继电器，开关量输出 7-9 为内部输出

继电器；其中开关量输出 7、 8、9 为电源继电器输出，电压为 24V。

分析仪同时支持外部按钮触发方式，控制仪表进入各种状态，如调零、校准

等。数字量输入设置可通过连续选择<I/O 设置>→<数字量输入设置>实现。各开

关量输入接口定义如下表所示。

表 4-5 开关量输入接口定义

DIGITAL INPUT 定义

9

4

数字量输入 1+

数字量输入 1-

3 数字量输入 2+

8 数字量输入 2-

6

1

数字量输入 3+

数字量输入 3-

7 数字量输入 4+

1 数字量输入 4-
17

6 开关量输出 5 常开端



运行

2

1

数字量输入 5+

数字量输入 5-

5 数字量输入 6+

1 数字量输入 6-

！ 注意

开关量输入 1-2 为独立模式，开关量输入 3-6 为共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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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操作

5 软件操作

5.1 显示·操作面板说明

分析仪的显示和操作面板如图 5-1 所示（以 SO2，NO，O2 三组分为例）。左

侧部分为显示画面；右侧部分为操作面板。

 显示画面

图 5-1 显示·操作面板示意图

接通电源时，仪器显示测试界面（也称<主界面>，如上图所示）。测试界面因

组分不同而异，本手册将以 SO2、NO 和 O2三组分为示例进行介绍。

No. 名称 功能

（1） 型号、名称显示 显示分析仪型号和名称

（2） 量程显示 显示量程值

（3） 浓度显示 显示测量浓度值

（4） 单位显示 显示 ppm、%、mg/m3、mg/Nm3

（5） 组分显示 显示当前测试气体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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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显示界面概要

 操作面板

各按键说明如下所示。

软件操作

名称 说明

SPAN 量程校准键，量程校准时使用

ZERO 调零键，零点校准时使用

菜单键，进入分析仪参数设置

ENTER 确认键，用户选择项目及数值的确定

ESC
退出键，用于返回上一界面或设定途中取消设

定操作

↑ 上移键，向上移动光标

↓ 下移键，向下移动光标

← 左移键，向左移动光标

→ 右移键，向右移动光标

20



ENTER

软件操作

5.3 校准设置

在主界面下，按 键进入系统菜单，选择<校准设置>，按‘ENTER’键进入<

校准设置>界面。如图 5-3 所示。

5.3.1 量程校准设置

图 5-3 <校准设置>界面

①在<校准设置>界面，选择<量程校准设

置>，按‘ENTER’键。

②进入<量程校准设置>界面，对量程校

准的前吹扫时间和后吹扫时间进行设置

（默认为 180 秒，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设置，最大为 300 秒）。

③选择“SO2/NO/O2”，按‘ENTER’键，按

照所配的标气瓶对标气浓度进行设置。

！ 注意

用户应采购仪表最大量程 10%~110%的标气用于校准。超出此范围的标气

浓度将拒绝填入和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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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分析仪默认设为“空气”模式调零，分析仪自动控制电磁阀、真空泵抽取

环境空气进行调零。

5.3.3 自动校准周期设置

5.3.2 调零设置

①在<校准设置> 界面，选择<调零设

置>，按‘ENTER’键。

②进入<调零设置>界面，对调零的前吹

扫时间和后吹扫时间进行设置。（默认为

180 秒，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

最大为 300 秒）。

软件操作

③对通气类型进行设置。 调零通气类型中提供“氮气”、

“氮气 2”和“空气”三种模式。

 “氮气”表示使用氮气进行调零，此时分析仪对所有组分进行调零。

 “氮气 2”选项保留，不作使用。

 “空气”表示使用空气进行调零，此时分析仪执行的是 SO2 和 NO 的调零以及

O2 的量程校准。

①在<校准设置> 界面，选择<自动校准

周期设置>，按‘ENTER’键。

②进入<自动校准周期设置>界面（右图

数据均为默认设置），进行调零和标定周

期设置。

③当<是否自动调零和标定>设为“是”时，分析仪开始计时。一旦达到自动校

准周期时间，则进行一次校准（调零或者 量程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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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操作

！ 警告

1、若开启自动调零，则调零模式必须设置为“空气”。

2、当分析仪进行自动调零时，样气无法进入分析仪。如果与分析仪

连接的冷干法 CEMS 没有排空或者回流流路，可能会导致“憋泵”或者

分析仪内流路爆裂；因此，为了保护冷干法 CEMS 系统的采样泵，需将

分析仪对外输出的调零信号传输给 PLC，使采样泵停止工作，典型的

实现方式如图 5-3-4 所示。

图 5-3-4 分析仪输出调零信号控制采样泵停转原理图

5.4 I/O 设置

在主界面下，按 键进入系统菜单，选择<I/O 设置>，按‘ENTER’键进入<I/O 设

置>界面。如图 5-4 所示。

图 5-4<I/O 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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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1、继电器输出 7、8 的设置为默认设置，切勿改变。

2、在双量程模式中，可通过接受继电器输出选项“SO2 当前量程为高量

程”、“NO 当前量程为高量程”的状态输出，来识别当前分析仪所处的

量程状态，并选择对应的量程信息将 4-20mA 值换算成浓度值。

5.4.1 继电器输出设置

①在<I/O 设置> 界面，选择<继电器输出

设置>，按‘ENTER’键。

软件操作

②进入<继电器输出设置>界面，默认设置

如右图。按‘←’‘→’键可实现选项切换。

继电器选项包括 O2 上限报警、SO2 下限

报警、NO 上限报警、NO 下限报警、O2

上限报警、O2 下限报警、气体室温度上限报警、气体室温度下限报警、测量、调

零、SO2 量程校准、NO 量程校准、O2 量程校准、故障/维护、校准和无。 其

中，在双量程模式中，选项还包括：SO2_H 量程校准、SO2_L 量程校准，NO_H

量程校准、NO_L 量程校准、SO2 当前量程为高量程和 NO 当前量程为高量程。

5.4.2 扩展继电器输出设置

①在<I/O 设置> 界面，选择<扩展继电器

输出设置>，按‘ENTER’键。

②进入<扩展继电器输出设置>界面，默

认设置如右图。按‘←’‘→’键可实现选项

切换。

继电器选项与 5.4.1 章节中选项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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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数字量输入设置

①在<I/O 设置> 界面，选择<数字量输入

设置>，按‘ENTER’键。

软件操作

②进入<数字量输入设置>界面，默认设置

如右图。按 ‘←’‘→’键可实现选项切换。

数字输入选项包括调零、SO2 量程校准、

NO 量程校准、O2 量程校准、输出保持、

无。

其中，在双量程模式中，SO2 量程校准和 NO 量程校准分别变为 SO2_H 量程校准、

SO2_L 量程校准和 NO_H 量程校准、NO_L 量程校准。

5.4.4 4-20mA 输出设置

①在<I/O 设置> 界面，选择<4-20mA

输出设置>，按‘ENTER’键。

②进入<4-20mA 输出设置>界面，默认设

置如右图。按‘←’‘→’键可实现选项切换。

4-20mA 输出选项包括 SO2、NO、O2、无。

5.5 I/O 测试

在主界面下，按 键进入系统菜单，选择<I/O 测试>，按‘ENTER’键进入<I/O 测

试>界面。如图 5-5 所示。

图 5-5< I/O>测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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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4-20mA 输出测试

①在<I/O 测试> 界面，选择<4-20mA 输

出测试>，按‘ENTER’键。

②进入<4-20mA 输出测试>界面，分别测

试第 1、2、3、4 路 4-20mA 输出是否有

效，是否准确。

5.5.2 继电器输出测试

①在<I/O 测试> 界面，选择<继电器输出

测试>，按‘ENTER’键。

②进入<继电器输出测试>界面，对分析

仪的继电器模块、对应的电磁阀进行输出

测试。

5.5.3 扩展继电器输出测试

①在<I/O 测试> 界面，选择<扩展继电器

输出测试>，按‘ENTER’键。

②进入<扩展继电器输出测试>界面，对

分析仪的继电器模块、对应的电磁阀进

行输出测试。

软件操作

26

！ 注意

1、一旦进入此界面，4-20mA 输出值与浓度不关联，只输出 4-20mA 输出

测试界面的设定值。 2、测试通道选择后，需

点击“→”进行刷新。



软件操作

5.6 系统设置

在主界面下，按 键进入系统菜单，选择<系统设置>，按‘ENTER’键进入<系统

设置>界面。如图 5-6 所示。

图 5-6 <系统设置>界面

！ 注意

<仪表量程切换阈值>只在双量程模式中显示，其余模式不显示。

5.6.1 单位选择

①在<系统设置> 界面，选择<单位选

择>，按‘ENTER’键。

②进入<单位选择>界面，进行对个测量

组分的单位设置。

单位选项有 ppm、mg/m3和%。 同

时，用户也可定制单位，如μmol/mol

10-6mol/mol，mg/Nm3等。

5.6.2 通讯设置

①在<系统设置> 界面，选择<通讯设

置>，按‘ENTER’键。

②进入<通讯设置>界面，配置国标协议

和 MODBUS 协议。相关协议启动后，分

析仪可以直接上传数据至工控机或数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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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1、本分析仪测量池恒温控制为 35℃，实现温控功能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 继电器 7 配置为“气体室温度下限报警”

（2） 气体室温度报警下限设置为“35℃”

2、分析仪出厂时已配置妥善、请勿改动。

仪，无需经过亚当模块和 4-20mA 转换成数字量上传工控机或数采仪。

5.6.3 报警设置

软件操作

①在<系统设置> 界面，选择<报警设置>，按‘ENTER’键。

②进入<报警设置>界面，设置测量参数上下限报警。一旦测量值超出上下限，则

分析仪发出报警信号。若将相关的继电器输出配置为对应的报警信号，则分析仪

可对外输出报警信号。

5.6.4 仪表当前量程设置

双量程模式 其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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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系统设置> 界面，选择<仪表当前量程设置>，按‘ENTER’键。

②进入<仪表当前量程设置>界面，设置仪表的当前量程。

5.6.5 双量程切换

①在<系统设置> 界面，选择<仪表量程切

换阈值设置>，按‘ENTER’键。

②进入<仪表量程切换阈值设置>界面，设

置高低量程切换的阀值。通过设置切换阀

值，可以实现双量程的自动切换。

软件操作

5.7 查询

在主界面下，按 键进入系统菜单，选择<查询>，按‘ENTER’键进入<查询>界

面。如图 5-7 所示。

图 5-7<查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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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1、当前量程不能大于最大量程。

2、当前量程不能小于最大量程的 10%。

3、4-20mA 输出信号是根据当前量程计算得出的。



5.7.1 报警查询

① 在<查询> 界面，选择<报警查询>，

按‘ENTER’键。

② 进入<报警查询>界面，查看历史报

警信息及产生时间、解除时间。

5.7.2 气体室温度压力查询

软件操作

① 在<查询> 界面，选择<气体室温度压

力查询>，按‘ENTER’键。

② 进入<气体室温度压力查询>界面，查

看气体室内温度、压力和湿度的当前值。

！ 注意

只有配备相关模块时，上述查询操作为使能。

5.7.3 光谱查看

① 在<查询> 界面，选择<光谱查询（按

曲线）>或<光谱查询（按列表）>，按

‘ENTER’键。

②进入<光谱查询>界面，查询当前的光

谱能量值与能量曲线。光谱能量和能量

曲线与测量浓度的精确性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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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1、出厂配置时，A 点能量在 38000-45000 之间。

2、通常情况下，A 点能量需大于 15000，仪表才可以正常测量。

3、若能量满足第 2 点，分析仪经过调零、标定后，测量浓度依旧偏差较

大时，请联系厂家。

软件操作

5.7.4 4-20mA 输入查询

① 在<查询> 界面，选择<4-20mA 输入查

询>，按‘ENTER’键。

②进入<4-20mA 输入查询>界面，查询当

前的 4-20mA 输入设置。

5.7.5 数字量输入查询

① 在<查询> 界面，选择<数字量输入查

询>，按‘ENTER’键。

②进入<数字量输入查询>界面，查询当前

的数字量输入设置。

5.8 手动校准

5.8.1 手动调零设置

双量程模式 其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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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1、若采用分析仪标配的真空泵吸入空气调零，则需将继电器 8 配置为“调

零”，将调零模式配置为“空气”。

2、若通入 N2 进行调零，则需将继电器 8 配置为“无”，将调零模式配置

为“氮气”。调节结束后，请务必将调零模式还原为“空气”，将继电

器 8 还原为“调零”。

3、确保环境空气中不含有背景气体，否则自动调零后，测量值可能偏低。

①在主界面下，按‘ZERO’键。

②进入<调零>界面，分析仪切换到调零状态。

③打开三通阀和真空泵，将空气抽入气体室内。

④待测量浓度稳定后，点击‘确认’键进行调零。

⑤调零结束后，按‘ESC’键或点击“取消”，返回主界面。

5.9.2 手动量程校准

软件操作

双量程模式 其他模式

①在主界面下，按‘SPAN’键。

②进入<手动量程校准>界面（以 SO2 量程校准为例），选择<SO2/SO2_H>，按

‘ENTER’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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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进入<量程校准>界面，分析仪切换到校准状态。

软件操作

④将 SO2标气瓶与分析仪的“GAS IN”接口用氟管对接，打开标气瓶减压阀，将 SO2

标气通入气体室内。

⑤待测量浓度稳定后，点击‘确认’进行 SO2 量程校准。

⑥校准结束后，按‘ESC’键或点击“取消”，退出。

！ 警告

1、进行 SO2 校准前，须将 SO2 标气连接到分析仪“GAS IN”接口。

2、样气流量需保持在 1.5min/L；

3、必须等界面浓度稳定后，方可按下“确定”进行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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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维护

6 日常维护

在分析仪日常使用中，请做好以下 4项维护工作。

 流量检查：确保进气流量为 1.5±0.5L/min。

 零点校准：分析仪支持自动和手动调零，具体操作参见 5.3 及 5.9 章节。

 量程校准：具体操作参见 5.3 及 5.9 章节。

 查看光谱能力变化情况：“光谱查看”操作参见 5.7.3 章节。 正常情况下，

能量值应该在 15000-45000 之间，如果低于 15000，需进行气体

室维护。维护方式如下表。

气体室 维护方式

回返

气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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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维护

常规

气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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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信息

7 故障信息

以下内容为分析仪所发生的故障及解决方法。若问题仍无法解决，请与厂家进行

联系。

问题 可能原因 解决办法

1、光谱能量太低 擦洗气体室透镜，然后进行调零

2、滑动平均设置有误 请联系厂家

分析仪
3、进入分析仪的气体流
速波动过大

保证进入仪表的气体流速稳定

测量值
4、进入分析仪的气体温
度波动过大

检查分析小屋空调是否正常运行、

CEMS 系统的冷凝器是否有问题
波动大

5、光谱漂移 请联系厂家

6、出厂算法有问题 请联系厂家

出现光谱 1、光谱仪通讯接头接触
重新连线、若仍不行，则需更换线缆

仪通讯故 不良

2、光谱仪电路板问题 联系厂家，返厂维修障报警

出现接口 1、线缆连接问题 重新连线，若仍不行，则需更换线缆。

板通讯故
2、接口板损坏

更换备用 232 芯片，若仍未解决，则更
换接口板障报警

听不到 1、光谱仪内部设置问题 请联系厂家

“嗒嗒”声 2、通讯故障 重新连线，若仍不行，则需更换线缆

按键反应

不灵敏
1、按键已坏 更换按键

4-20mA输
1、端口配置错误 按照端口定义图重新进行配置

2、量程设置错误 重新设置量程出与界面

显示结果 3、其他软件配置问题 请联系厂家
不一致

4、硬件问题 请联系厂家，更换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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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信息

4-20mA输

出保持

不变

1、AB 板死机 请联系厂家

2、端口配置错误 按照端口定义图重新进行配置

液晶屏

白屏

1、HMI 板短接部位被短
接

取消短接

2、HMI 损坏 更换 HMI

液晶屏 1、液晶与 HMI 连接问题 卸下 HMI 后将连线重新进行连接

黑屏 2、液晶屏损坏 更换液晶屏

开关量没 1、接口板损坏 更换接口板

有输出 2、某通道损坏 更换通道

1、输入或输出堵塞 清洗堵塞处或更换气路

界面浓度 2、气体浓度无变化 查看是否有流量

数据不变 3、气管是否松动、断开 重新连接气管

4、滑动平均太大 请联系厂家

干扰较大

1、光谱漂移 请联系厂家

2、气体室中含有少量
干扰气体未排尽

先通入 N2，再通入标气

1、流量太大 将流量调节至 1.5±0.5L/min

测量浓度 2、量程校准操作失误 重新进行调零标定

偏高 3、尾气不通畅、堵塞 清洗气路

4、光谱偏移 请联系厂家

1、流量太小 将流量调节至 1.5±0.5L/min

2、调零操作失误
重新调零，待界面值稳定后，点击

“ENTER”按钮进行调零标定

测量浓度
3、气路存在漏气现象 检漏，清除漏点

4、比对仪器是否用冷干
法

是，则开启湿度补偿偏低

5、光谱漂移 请联系厂家

6、气管松动
检查分析仪气路，确保管路连接完好，

密封良好

机箱漏电 未可靠接地 做好接地

1、接口板通讯故障 更换接口板

氧气浓度 2、接口板短接帽未拆下 拆下接口板短接帽

为零 3、氧电池老化严重 更换氧电池

4、氧电池损坏 更换氧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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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信息

5、调零操作失误 设置好调零模式，重新调零

调零后，

界面 氧

气浓度

乱跳

还原“159”中氧气零点、校准系数，设置

操作失误 好调零模式、继电器输出后重新进行调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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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8 规格

8.1 普通规格

常规

测量原理

SO2、NO、NO2：紫外差分技术

O2：电化学原理（内置）

氧化镐原理（外置）

CO、CO2：电化学原理

测量组份及测量范围

SO2：0-3000ppm；0-3000ppm 以上；0-300ppm；

0-50ppm；1-500-3000（双量程）（可选配，可定制）

NOx：同上

O2 ：0-25%

最多可测 5 组份

量程比≥1:10
模拟量输出信号 DC4-20mA，4 路，可配置

模拟量输入信号 DC4-20mA，2 路，可配置

数字量输入 6路，可配置

开关量输出 14 路，可配置

供电电源
额定电压：220V

额定功率：100W

动作条件 环境温度：-10~50℃ 环境湿度：

90%RH 以下，无结露

外形尺寸 19 寸*3U*360mm

19 寸*4U*36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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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预先设定的周期进行周期性的自动校准。



自动校准

自动校准周期设定：

设定自动校准的周期，可在 1-60000 小时范

围内设定、变更。

 气体流通时间设定： 设定自动校准时流通

的各个校准奇异的流通 时间。前吹扫时

间、后吹扫时间：1-180s

规格

功能

零点校准 同上

上下限报警

根据预先设定的报警上下限输出报警信号。

各组分的测量浓度值超过报警上限值或低于报

警下限值时，仪器发出报警信号

通讯功能 RS-232/RS-485

性能

重复性 1%

线性度 ±2%F.S.

零点漂移 ±2%F.S./周

量程漂移 ±2%F.S./周

响应时间 10 秒

标准被测气体条件

流量 1.5±0.5 L/min

压力 当前环境压力±0.1Bar

温度 -10~50℃

湿度 <95%RH，无结露

校准气体

零点气体：干燥 N2

量 程气体：相对于各被测组份的量程的

90~100%的浓度（推荐）超过 100%的浓度不可

使用。 但是，在使用氧化镐式测氧传感器，

用相同的 校准气体管路进行校准时，
零点气体：干燥 Air 或大气
量 程气体：相对于各被测组份的量程的

90~100%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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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8.2 外形图

本分析仪共有 2 种外壳类型。

 19 寸*3U*360mm

 常规分析仪

<正视图>

<后视图>

<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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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气体室外置分析仪

<正视图>

<后视图>

<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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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19 寸*4U*360mm

 低量程分析仪

<正视图>

<后视图>

<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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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超低量程分析仪

<正视图>

<后视图>

<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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