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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清洁排放连续监测解决方案
Thermo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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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对节能减排不断加大力度和投入，各地方政府纷纷制定了更加严格的燃煤锅炉排放标准。要求燃煤锅炉的排

放要到达或接近燃气锅炉的排放标准。被称之为清洁排放或是低浓度排放。这就给固定污染源排放监测系统和分析仪

提出更高的要求。

赛默飞世尔科技严格契合国家和地方日益严格的法规标准，推出了为中国客户量身定制的固定污染源清洁排放监测方

案，精确测量低浓度烟气条件下组份。SO2可监测到10mg/m3,NOX可监测到5mg/m3,颗粒物浓度可以准确测量

3mg/m3以下。另外我们还提供烟气汞连续监测系统，全方位为客户做出有力支持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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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清洁排放连续监测解决方案

低浓度烟气颗粒物监测解决方案（PM CEMSTM）

污染源烟气中汞监测解决方案（Mercury FreedomTM 汞连续监测系统）

清洁排放监测系统解决方案小结

低浓度，高湿度，低烟温，高腐蚀工况下SO
2
、NO

X
监测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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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稀释探头

B.  仪表气处理单元

C.  烟气分析仪

D.  探头控制器

E.  校准钢瓶

F.  数据采集装置

采用探头内瞬间稀释技术，彻底消除冷凝水的影响，无需伴热管线。稀释技术解决了烟尘含尘量高而引起的堵塞问题。甄选

美国国家环保局（EPA）优选的带湿计算方法，不仅避免了除湿过程中产生的SO
2
和NO

x
损失，而且彻底消除了由于水份未

从样品中彻底消除而带来的腐蚀影响。稀释法提供带湿样品气测量数值和带湿烟气流量值，因而不再需要为排放测量计算而

安装额外的湿度计。

低浓度，高湿度，低烟温，高腐蚀工况下
SO2、NOX监测解决方案

稀释法可以彻底解决凝结水问题 

探头采用独特的音速小孔设计。当音速小孔两端的压差大于0.46倍时，即产生恒流。即音速小孔后面的负压大于一定阈值的

时候（-53KPa），就可以保证烟气吸入量的恒定。文丘里管作为音速小孔后面的抽气器，稀释气对着文丘里管的喉部吹，

就可以产生足够大的真空将烟气吸入，并满足音速小孔正常工作的真空度阈值条件。探头的主要部件都是依照气动学原理工

作。只要保证仪表气能够连续提供（仪表气要求：0.6MPa，20L/min），就可以保证音速小孔和文丘里管正常工作。

烟道内稀释系统稀释比在1:10到1:250之间，烟道外稀释系统稀释比在1:16到1:175之间。

赛默飞世尔科技作为紫外荧光法SO2分析仪和化学发光法

NOX分析仪的发明者，自行开发生产了世界领先的气体分

析仪。大气级的分析仪，测量精度是ppb级的，可以充分

保证测量结果的精度和准确性。

分析系统的模块化设计组合方式，可以根据用户的实际监

测要求灵活配置系统构成。保证每一台仪器都在最优化条

件下工作，与多参数仪器相比具有更准确、维护更便捷的

特点。

稀释法CEMS采用系统校准，即把标准气体送至探头最前

端，与正常采样同样的过程将标气稀释后送入分析仪，可

以最大程度的保证系统精度，这种校准方式，也是美国

EPA唯一认可的校准方式。

对低浓度气态污染物监测，通常直接抽取法CEMS受方法

限制，最低量程的误差难以满足精度要求。

赛默飞世尔科技采用的CEMS选用稀释法，从根本上保障

了系统测量的准确性。

传统直接抽取法（冷干法）,制冷器产生的冷凝水对SO2有

吸收作用，导致了SO2的损失。研究发现，损失量随着烟

气湿度的增加、SO2浓度的降低和冷凝器冷凝温度的降低

而增大，在低浓度排放的工况下，经过制冷器后，甚至有

可能完全测不出SO2。

传统的NDIR分析仪的最低量程100或150ppm（约

300mg/M3），无法准确测量低浓度下的烟气排放组份

浓度。

保证恒定的稀释比例；温度、压力的变化将不会影响稀释比

高精度的分析仪保证测量的精度和准确性

全系统校准，确保测量精度

图3：稀释探头

图2：稀释法污染源烟气连续自动系统C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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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脉冲荧光技术

● 灵敏度高，稳定性好

● 可提供长期稳定的零点和跨点

● 故障诊断功能可显示仪器的各项即时工作状态参数

● 可与因特网连接进行摇控操作

● 采用气体过滤红外相关技术

● 通过准确的校准曲线将仪器在整个量程范围内

    (0-2000ppm) 输出线形化

● 仪器具有高度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 故障诊断功能可显示仪器的各项即时工作状态参数

● 远距离性能诊断

● 采用化学发光法

● 在保持最低检出限1ppb的同时保持仪器的可靠性和

    稳定性

● 具有独立NO，NO2，NH3和NOX模拟输出

● 故障诊断功能可显示仪器的各项工作状态参数

● 远距离性能诊断

● 采用红外相关技术

● 可获得更高的灵敏度、针对性和长期稳定性

● 具有自动压力及温度修正

● 故障诊断功能可显示仪器的各项即时工作状态参数

● 可与因特网连接进行遥控操作

● 采用化学发光技术

● 工作可靠、有效

● 可分析几个ppb 到100ppm 的氮氧化物

● 故障诊断功能可显示仪器的各项即时工作状态参数

● 可与因特网连接进行遥控操作

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使用的气体分析仪

量程
0-0.05，0.1，0.2，0.5，1，2，5，10ppm

0-0.2，0.5，1，2，5，10，20，25mg/m3

扩展量程
0-1，2，5，10，20，50，100ppm

0-2，5，10，20，50，100，250mg/m3

用户量程 0-0.05 至 10ppm; 0-0.1 至 250mg/m3 

零点噪声 0.5ppb RMS(60 秒平均时间）

最低检出限 1ppb(60 秒平均时间）

零漂 (24 小时 ) <1ppb

跨漂 (24 小时 ) ±1% 满量程

量程

0-0.05，0.1，0.5，1，2，5，10，20，50，

100ppm

0-0.1，0.5，1，2，5，10，20，50，100，

150mg/m3

用户量程
0-0.05 至 10ppm; 

0-0.1 至 150mg/m3

零点噪声 0.20ppb  RMS (60 秒平均时间）

最低检出限 0.40ppb(60 秒平均时间）

零漂（24 小时） <0.40ppb

跨漂（24 小时） ±1% 满量程

量程

0-1，2，5，10，20，50，100，200，500，

1000，2000，5000，10000ppm

0-1，2，5，10，20，50，100，200，500，

1000，2000，5000，10000mg/m3

用户量程 0-1 至 10000ppm；0-1 至 10000mg/m3 

零点噪声 0.20ppb RMS( 设置 60 秒）

最低检出限 0.04ppm

零漂 (24 小时 ) <0.1ppm

跨漂 (24 小时 ) ±1% 满量程

量程
标准 0-200, 500, 1000, 2000, 5000, 10000ppm

高量程 0-0.05，1，2，5，10，20，25%

用户量程
标准 0-200 至 1000ppm;

高量程 0-0.05 至 25%

零点噪声
标准 0.1ppm RMS (300 秒平均时间）

高量程 10ppm RMS(60 秒平均时间）

最低检出限 标准 0.2ppm; 高量程 20ppm

零漂（24 小时）
标准 7 天 <0.2ppm，

高量程 24 小时 <40ppm

跨漂（24 小时）
标准 7 天 <1% 读数，

高量程 7 天 <2% 读数

量程

0-50,100,200,500,1000,2000,10000,20000 ppb

0-100,200,500,1000,2000,5000,10000,20000,

30000 μg/m3

零点噪声 0.5ppb RMS(120 秒平均时间）

最低检出限 1ppb

零漂（24 小时） 1ppb

跨漂（月） 1% 满量程

Thermo Scientific 43i 型二氧化硫（SO2）分析仪 Thermo Scientific 410i 型二氧化碳（CO2）
分析仪

Thermo Scientific 17i 型氨（NH3）分析仪

Thermo Scientific 48i 型一氧化碳（CO）分析仪

Thermo Scientific 42i 型氮氧化物（NO-NO2-NOX）
分析仪

主要技术指标

主要技术指标

主要技术指标

主要技术指标

主要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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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敏度高，稳定性好

● 可提供长期稳定的零点和跨点

● 故障诊断功能可显示仪器的各项即时工作状态参数

● 可与因特网连接进行摇控操作

● 采用气体过滤红外相关技术

● 通过准确的校准曲线将仪器在整个量程范围内

    (0-2000ppm) 输出线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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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性

● 具有独立NO，NO2，NH3和NOX模拟输出

● 故障诊断功能可显示仪器的各项工作状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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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PM CEMS工作原理

精度高准确度高

+

高精度，高准确度兼有

污染源烟气排放脱硝系统监测

污染源排放监测系统被广泛应用到电厂污染源排放和脱硫系统中。对于污染源排放的SO2、NOX、流量、温度、压力、粉

尘、湿度和氧进行连续监测，并可将数据传送到地方环保局，满足环保局对电厂污染排放监测的要求。

在脱硫系统中对FGD入口的SO2、粉尘、氧等用户要求的参数进行连续监测，FGD出口的SO2、NOX、CO、流量、温度、

压力、粉尘、湿度和氧进行连续监测。为用户提供脱硫效率换算所必须的数据，由于稀释法彻底解决了烟气采样、传输中的

凝结问题，因而彻底消除了烟气凝结对SO2的吸收，消除了直接抽取法中凝结带来的系统误差，防止了脱硫装置出口SO2浓

度比较低，湿度比较大的情况下，由于烟气凝结而使脱硫出口测量的不准确。由于我们采用了高性能的分析仪，可以在SO2

高、低浓度的条件下都能达到理想的精度。稀释法系统是脱硫系统烟气监测的最佳解决方案。

随着国家对环保要求的加强，脱硝成为和脱硫一样必不可少的设施。

脱硝烟气中通常要监测的项目有：NH3、NO-NO2-NOX、O2等参数。

脱硝系统中的CEMS应用，主要面临的技术关键问题是：

而采用稀释技术将最大限度地避免或降低这些问题对

系统的影响，保证系统稳定运行，准确测量。将烟气

稀释后，可降低稀释后的样品气的湿度，有效地防止

烟气凝结；稀释采样，烟气抽取量非常小，大约为

50-300ml/min( 一般为50ml/min) 是直接抽取法采样

抽气量的几十分之一，因此，探头滤芯的工作负荷也

大大降低，有效地提高了探头滤芯的使用寿命和有效

工作时间；

专门为脱硝出口设计的测量系统EP1002，包含探头

和分析主机；可以同时测量NH3-NO-NO2-NOX；

NH3转化炉内置于探头内部，使得NH3传输距离最小

化，可以防止NH3在传输过程中在管壁上的吸附，防

止NH3在传输过程中万一遇到水滴溶解的情况，防止

NH3在传输过程中冷却时与其它气体形成铵盐。因

此，稀释法是脱硝系统CEM的优选方法。

● 动态湿烟气条件下真正的质量浓度测量 

● 光散射融合振荡天平方法，振荡天平方法进行内部质量参比校正 

● 连续测量可过滤颗粒物，不会受颗粒物特性变化的影响 

● 设计满足美国EPA PS-11的要求 

● 可进行等速采样

低浓度烟气颗粒物监测解决方案

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Thermo Scientific PM CEMS）特点

烟气温度高 常温下凝结，导致腐蚀、使样气组分浓度发生改变 稀释

烟尘浓度高 探头堵塞 稀释

烟气中含有 NH3

在高温下 NH3 的接触反应，将改变样气中 NO 浓度，并对探头造成腐蚀 选择适当的探头材质

铵盐的形成，易造成系统堵塞，并改变组分浓度 稀释

NH3 遇水溶解，造成对系统的腐蚀，并改变样气组分浓度 稀释

锥形振荡天平 +光散射 PM CEMS

污染源烟气排放脱硫系统监测

特点 带来的问题 Thermo Scientific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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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使用双测量平台

以上数据来源于现场调试中双测量平台调整湿法电除尘器，赛默飞PM CEMS运行结果

表格采用数据为型批测试中赛默飞PM CEMS测量数据与手工法比对结果

 

手工称重平均 

（mg/N m3） 

赛默飞 读数均值  

（mg/Nm 3） 

差值 

（mg/Nm 3） 
误差（%） 

11:45-12:09 4.64 4.46049492 0.18  3.87% 

12:44 -13:33 1.11 1.1083076 0.00  0.15% 

13:55 -14:19 3.26 3.357962 -0.10  -3.00% 

14:40-14:59 5.00  5.228116 -0.23  -4.56% 

15:19-16:08 2.3 2.2310786 0.07  3.00% 

最高烟气温度 200 ℃ ( 更高温度需向工厂确认 )

环境温度 探头控制器操作温度 4~50 ℃ ; 无凝结水

模拟量输出 6 路电压 0–100 mV, 1, 5, 10 V；6 路电流 0-20 mA, 4-20 mA

开关量输出 1 路电源故障 , 10 路继电器

量程 0-3mg/m3，0-10mg/m3， 最高 0-250mg/m3，此范围内量程可任意设定

电源 200–240 VAC @ 50/60 Hz, 30A

仪表气 80 slpm @ 0.55~0.7MPa（75–100 psi）

探头尺寸 1117.85mm ( W ) + 914/1524mm 护套 X 474.73mm ( H ) X 307.09mm ( D )

探头重量 59 Kg 

探头控制器尺寸 482.6mm   ( W ) X 218.95mm ( H ) X 655.32mm  ( D )   

探头控制器重量 25 Kg. 

Thermo Scientific PM CEMS 系统技术参数表：

备注：使用双测量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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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流量控制器

气体稀释

81i汞校准器通常作为汞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的一个部件集成

在系统当中。也可以作为单独的汞校准仪。

采用元素汞校准系统，省去了使用氯化汞溶液的麻烦，无

需配置溶液，无需使用加热挥发装置 

污染源烟气中汞监测解决方案
（Thermo Scientific Mercury Freedom 汞连续监测系统）

Mercury Freedom汞连续监测系统特点：

采用CVAF（冷蒸汽原子荧光法）测量原理，测量的是

汞元素的发射光谱，与CVAA（冷蒸汽原子吸收法）相

比，可以从原理上避免SO2 的干扰。

直接测量，无需预浓缩装置（金汞齐）。

系统无需昂贵的金汞齐、催化管等耗材，降低了长期运

行费用。

分析仪提供了总汞、元素汞测量双通道，这样就可以实

现分价态测量。为客户提供总汞、元素汞、离子汞数

值。

●

●

●

●

●

●

●

●

●

标气可以分别送至分析仪或采样探头，这样就可以分别

校准分析仪或系统，有助于使用人员判断系统故障点。 

内置汞源，用量至少可以满足用户正常使用5年。用户

无需购买其它汞标物。降低了长期运行费用。 

安全的汞源，内置在螺旋管路中，使用非液态汞，汞不

会流出，即使将汞源取出甚至敲打，汞也不会流出。 

采用电子质量流量控制器，可以准确控制零气、饱和

汞蒸汽流量；配合精确的汞源温控，可以获得准确的

汞标气浓度。 

每台校准仪在出厂前都进行NIST溯源校准，保证了计

量的可追溯性。

Thermo Scientific 80i 型汞分析仪特点

Thermo Scientific 81i 型汞校准仪特点 技术规格

技术规格

元素汞量程  0-50μg/m3 ( 稀释前有效量程）

零点噪音　 1ng/m3 （平均时间 300 秒）

最低检测限　 2ng/m3 （平均时间 300 秒）

零漂（24 小时） ＜ 5ng/m3

响应时间　　 110 秒（平均时间 60 秒）

线性　　　 ±1％满量程

样气流量　　 0.5slpm

干扰（SO2） 8.4X108：1 SO2低于最低检测限

干扰（NOX） 4.2X 109：1 NO低于最低检测限

工作温度      5~40℃

电源要求     
100VAC，115VAC，220-240VAC 
±10%@275W

尺寸和重量     
425mm(W)x219mm(H)x584mm(D)
22.2kg

输出  

可选择电压输出，RS232/RS485，TCP/IP，

10 路状态继电器，及电源故障指示，

0-20 或 4-20mA  隔离电流输出。

输入 16 路开关量输入，8 路 0-10V 模拟输入

     器制控量流气零 20slpm

源要求      50sccm

源控制      0~15℃

源要求      250watts

尺寸和重量    
425mm(W) x 219mm(H)x584mm(D)

21.8 kg

输出          

可选择的电压输出，

RS232/RS485，TCP/IP，  

10 位状态继电器，电源故障指示（标准） 

0-20 或 4-20mA 隔离电流输出（选项）

输入          
16 路开关量输入（标准）  

8 路 0-10V 模拟输入（选项）

质量流量计的准确度     
读数的 2% 或满量程的 1%，二者最小值

（20% — 100% 满量程） 

质量流量计线性         0.5% 满量程

质量流量计重复性     
2% 的读数或 1% 满量程，二者最小值

（小于 20% — 100% 满量程） 

Mercury Freedom汞连续监测系统

● 直接测量 

真正的实时测量，10秒一个测量周期，比金汞齐富集批测量能更快地反应

烟气工况，有利于过程控制。

● 冷原子荧光法测量原理，可以直接避免SO2的干扰

● 分价态测量元素汞（Hg0）,离子汞（Hg1+ ，Hg2+）和总汞。

离子汞基本降落在污染源附近，元素汞可长距离输送，分价态测量有助于判

断污染情况。判断烟气中汞的形态，有助于协同脱汞。

● 离子汞在烟道上探头内部转化为元素汞 

减少离子汞传输损失 ；管线伴热温度低，使用寿命长。

● 内置元素汞校准源，系统校准更方便、准确 

每台校准仪在出厂前都进行NIST溯源校准，保证了计量的可追溯性。省去

了使用氯化汞溶液的麻烦，无需配置溶液，无需使用加热挥发装置。探头内

部、分析仪有多个校准气喷入点，可以更方便地检查系统运行情况。

● 运行成本更低

内置汞源可至少使用5年；无需氩气、金汞齐、催化管等昂贵耗材；管线低

温伴热70℃，使用寿命更长 。

Mercury Freedom汞连续监测系统由样气处理、样气抽取、样气传输、汞

分析仪和校准系统五部分构成。



11 12

质量流量控制器

气体稀释

81i汞校准器通常作为汞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的一个部件集成

在系统当中。也可以作为单独的汞校准仪。

采用元素汞校准系统，省去了使用氯化汞溶液的麻烦，无

需配置溶液，无需使用加热挥发装置 

污染源烟气中汞监测解决方案
（Thermo Scientific Mercury Freedom 汞连续监测系统）

Mercury Freedom汞连续监测系统特点：

采用CVAF（冷蒸汽原子荧光法）测量原理，测量的是

汞元素的发射光谱，与CVAA（冷蒸汽原子吸收法）相

比，可以从原理上避免SO2 的干扰。

直接测量，无需预浓缩装置（金汞齐）。

系统无需昂贵的金汞齐、催化管等耗材，降低了长期运

行费用。

分析仪提供了总汞、元素汞测量双通道，这样就可以实

现分价态测量。为客户提供总汞、元素汞、离子汞数

值。

●

●

●

●

●

●

●

●

●

标气可以分别送至分析仪或采样探头，这样就可以分别

校准分析仪或系统，有助于使用人员判断系统故障点。 

内置汞源，用量至少可以满足用户正常使用5年。用户

无需购买其它汞标物。降低了长期运行费用。 

安全的汞源，内置在螺旋管路中，使用非液态汞，汞不

会流出，即使将汞源取出甚至敲打，汞也不会流出。 

采用电子质量流量控制器，可以准确控制零气、饱和

汞蒸汽流量；配合精确的汞源温控，可以获得准确的

汞标气浓度。 

每台校准仪在出厂前都进行NIST溯源校准，保证了计

量的可追溯性。

Thermo Scientific 80i 型汞分析仪特点

Thermo Scientific 81i 型汞校准仪特点 技术规格

技术规格

元素汞量程  0-50μg/m3 ( 稀释前有效量程）

零点噪音　 1ng/m3 （平均时间 300 秒）

最低检测限　 2ng/m3 （平均时间 300 秒）

零漂（24 小时） ＜ 5ng/m3

响应时间　　 110 秒（平均时间 60 秒）

线性　　　 ±1％满量程

样气流量　　 0.5slpm

干扰（SO2） 8.4X108：1 SO2低于最低检测限

干扰（NOX） 4.2X 109：1 NO低于最低检测限

工作温度      5~40℃

电源要求     
100VAC，115VAC，220-240VAC 
±10%@275W

尺寸和重量     
425mm(W)x219mm(H)x584mm(D)
22.2kg

输出  

可选择电压输出，RS232/RS485，TCP/IP，

10 路状态继电器，及电源故障指示，

0-20 或 4-20mA  隔离电流输出。

输入 16 路开关量输入，8 路 0-10V 模拟输入

     器制控量流气零 20slpm

源要求      50sccm

源控制      0~15℃

源要求      250watts

尺寸和重量    
425mm(W) x 219mm(H)x584mm(D)

21.8 kg

输出          

可选择的电压输出，

RS232/RS485，TCP/IP，  

10 位状态继电器，电源故障指示（标准） 

0-20 或 4-20mA 隔离电流输出（选项）

输入          
16 路开关量输入（标准）  

8 路 0-10V 模拟输入（选项）

质量流量计的准确度     
读数的 2% 或满量程的 1%，二者最小值

（20% — 100% 满量程） 

质量流量计线性         0.5% 满量程

质量流量计重复性     
2% 的读数或 1% 满量程，二者最小值

（小于 20% — 100% 满量程） 

Mercury Freedom汞连续监测系统

● 直接测量 

真正的实时测量，10秒一个测量周期，比金汞齐富集批测量能更快地反应

烟气工况，有利于过程控制。

● 冷原子荧光法测量原理，可以直接避免SO2的干扰

● 分价态测量元素汞（Hg0）,离子汞（Hg1+ ，Hg2+）和总汞。

离子汞基本降落在污染源附近，元素汞可长距离输送，分价态测量有助于判

断污染情况。判断烟气中汞的形态，有助于协同脱汞。

● 离子汞在烟道上探头内部转化为元素汞 

减少离子汞传输损失 ；管线伴热温度低，使用寿命长。

● 内置元素汞校准源，系统校准更方便、准确 

每台校准仪在出厂前都进行NIST溯源校准，保证了计量的可追溯性。省去

了使用氯化汞溶液的麻烦，无需配置溶液，无需使用加热挥发装置。探头内

部、分析仪有多个校准气喷入点，可以更方便地检查系统运行情况。

● 运行成本更低

内置汞源可至少使用5年；无需氩气、金汞齐、催化管等昂贵耗材；管线低

温伴热70℃，使用寿命更长 。

Mercury Freedom汞连续监测系统由样气处理、样气抽取、样气传输、汞

分析仪和校准系统五部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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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电子压力调节阀，电子温控，实现了数字化控制 

● 与80i分析仪直接通讯，使系统形成有机的整体，便于

    用户操作。

● 稀释采样，可以有效降低进入系统的样气污染物，保证系统更安全；降低了稀释样品的湿度，有效防止样气凝结；可以有

    效控制恒定的稀释比例，保证系统的准确性。 

● 使用化学物质催化加热，在高温（760℃）下将离子汞从其盐类化合物和氧化物中分离出来，并形成元素汞。包含了原来

    的元素汞和离子汞转化成元素汞的总和与分析仪的总汞通道相连。

● 使用专利技术，降低了催化加热的温度，是系统运行更简单，更稳定；有效防止元素汞的再氧化，提高了转化效率。转化

    效率可达98%。在探头内完成了离子汞向元素汞的转化，使离子汞传输距离最小化，降低了管线的伴热温度，70℃即可，

    可使管线寿命更长。 

● 多种校准方式，可以更好地进行系统检验维护。可以进行从临界小孔开始的校准，可以进行从抽气前端开始的系统整体校

    准，也可以进行动态加标校准。是维护、检验人员更有效地进行系统维护、检查。更好地保证系统精度。 

● 针对清洁排放的需求，可以准确测量气态污染物(SO2, NOX, NH3, Hg, SO3) ； 

● 针对清洁排放的需求，可以准确测量低浓度烟尘 

● 针对不同污染物采用特定的分析方法

● 稀释采样法，可以适应高温、高尘，或高湿、低温，等各种恶劣工况

氯化汞发生器为系统整体的周测试，提供了非常需要的解

决方案。基于系统标准化和安装简便的需要，氯化汞发生

器完全整合在探头上，以按钮方式方便控制。设备使元素

态的汞和氯气反应，产生氯化汞气体，产生离子态汞。

烟道上干燥转换器的优点在于测试气体在探头生成，无需

水、泵和从仪器间输送离子态物质的加热采样管线，因而

也没有潜在冷点。发生器具有高氧化效率，简易的装置和

高效转化率，使客户可以在最小系统维护下提供可靠性的

整体测试。

每一套汞在线监测系统都使用经过NIST认证的标准汞气

体发生器进行溯源。我公司在中国建立了实验室，有一套

完整的Hg CEMS系统。同时，为保证为中国国内客户提

代NIST传递校准服务，我公司特提供一台可溯源到美国

NIST的标准汞校准源，用于中国客户的NIST溯源准服

务。这样可以方便中国用户溯源校准，为客户节省仪器越

洋长途运输的时间，为客户长期运行的溯源校准节省费

用。同时我们将根据NIST标准，定期对该台汞校准源进

行NIST溯源校准。

Thermo Scientific 82i 探头控制器特点

Thermo Scientific 83i 探头特点 

关于周测试的解决方案 NIST 溯源

技术规格

技术规格

工作温度   5~40℃

电源要求   

120VAC，15A 回路 

220VAC，1 路 15A 回路 

220VAC，管线 <200 英尺时，1 路 30A 回路  

220VAC，管线 >200 英尺时，2 路 30A 回路

   量重和寸尺 425mm(W)x219mm(H)x584mm(D)
21.8kg

气体需求 10lpm 零气   4CFM 干燥空气

尺寸和重量   
 x)W( mm 7.662 x )L(mm3.678

469.9mm(H),42kg

材料 - 机壳主体   304 不锈钢

玻璃涂层过滤器 316L 不锈钢

稀释采样器   
玻璃涂层，316L 不锈钢

所有受湿部件由 316L 不锈钢制成

安装         

探头通过 2"ANSI 法兰悬置在

带有 4"ANSI 法兰的套简装置上。 

这个 4" 法兰安装在采样口上，

取样管为 1/2" 管。

电源要求    电源来源于 82i 汞探头控制器

热电耦      K 型

流量 ( 采样 ) 250sccm

稀释比     25:1 到 100:1

氯化汞发生器

烟尘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汞

量程
0~3mg/m3 近零
0~10mg/m3 清洁最大
0~250mg/m3

0~5mg/m3 近零
0~50mg/m3 清洁
最大 0~20000mg/m3

0~10mg/m3 近零
0~50mg/m3 清洁
最大 0~20000mg/m3

0~0.0013mg/m3 US 
0~0.005mg/m3 清洁
最大 0~0.3mg/m3

应用 湿烟道环境 湿烟道环境 湿烟道环境 湿烟道环境

取样 稀释取样技术 稀释取样技术 稀释取样技术 稀释取样技术

分析 光散射、振荡天平 紫外荧光 化学发光 冷原子荧光

校准 振荡频率修正 全程标气校准 全程标气校准 全程标气校准

清洁排放监测系统解决方案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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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电子压力调节阀，电子温控，实现了数字化控制 

● 与80i分析仪直接通讯，使系统形成有机的整体，便于

    用户操作。

● 稀释采样，可以有效降低进入系统的样气污染物，保证系统更安全；降低了稀释样品的湿度，有效防止样气凝结；可以有

    效控制恒定的稀释比例，保证系统的准确性。 

● 使用化学物质催化加热，在高温（760℃）下将离子汞从其盐类化合物和氧化物中分离出来，并形成元素汞。包含了原来

    的元素汞和离子汞转化成元素汞的总和与分析仪的总汞通道相连。

● 使用专利技术，降低了催化加热的温度，是系统运行更简单，更稳定；有效防止元素汞的再氧化，提高了转化效率。转化

    效率可达98%。在探头内完成了离子汞向元素汞的转化，使离子汞传输距离最小化，降低了管线的伴热温度，70℃即可，

    可使管线寿命更长。 

● 多种校准方式，可以更好地进行系统检验维护。可以进行从临界小孔开始的校准，可以进行从抽气前端开始的系统整体校

    准，也可以进行动态加标校准。是维护、检验人员更有效地进行系统维护、检查。更好地保证系统精度。 

● 针对清洁排放的需求，可以准确测量气态污染物(SO2, NOX, NH3, Hg, SO3) ； 

● 针对清洁排放的需求，可以准确测量低浓度烟尘 

● 针对不同污染物采用特定的分析方法

● 稀释采样法，可以适应高温、高尘，或高湿、低温，等各种恶劣工况

氯化汞发生器为系统整体的周测试，提供了非常需要的解

决方案。基于系统标准化和安装简便的需要，氯化汞发生

器完全整合在探头上，以按钮方式方便控制。设备使元素

态的汞和氯气反应，产生氯化汞气体，产生离子态汞。

烟道上干燥转换器的优点在于测试气体在探头生成，无需

水、泵和从仪器间输送离子态物质的加热采样管线，因而

也没有潜在冷点。发生器具有高氧化效率，简易的装置和

高效转化率，使客户可以在最小系统维护下提供可靠性的

整体测试。

每一套汞在线监测系统都使用经过NIST认证的标准汞气

体发生器进行溯源。我公司在中国建立了实验室，有一套

完整的Hg CEMS系统。同时，为保证为中国国内客户提

代NIST传递校准服务，我公司特提供一台可溯源到美国

NIST的标准汞校准源，用于中国客户的NIST溯源准服

务。这样可以方便中国用户溯源校准，为客户节省仪器越

洋长途运输的时间，为客户长期运行的溯源校准节省费

用。同时我们将根据NIST标准，定期对该台汞校准源进

行NIST溯源校准。

Thermo Scientific 82i 探头控制器特点

Thermo Scientific 83i 探头特点 

关于周测试的解决方案 NIST 溯源

技术规格

技术规格

工作温度   5~40℃

电源要求   

120VAC，15A 回路 

220VAC，1 路 15A 回路 

220VAC，管线 <200 英尺时，1 路 30A 回路  

220VAC，管线 >200 英尺时，2 路 30A 回路

   量重和寸尺 425mm(W)x219mm(H)x584mm(D)
21.8kg

气体需求 10lpm 零气   4CFM 干燥空气

尺寸和重量   
 x)W( mm 7.662 x )L(mm3.678

469.9mm(H),42kg

材料 - 机壳主体   304 不锈钢

玻璃涂层过滤器 316L 不锈钢

稀释采样器   
玻璃涂层，316L 不锈钢

所有受湿部件由 316L 不锈钢制成

安装         

探头通过 2"ANSI 法兰悬置在

带有 4"ANSI 法兰的套简装置上。 

这个 4" 法兰安装在采样口上，

取样管为 1/2" 管。

电源要求    电源来源于 82i 汞探头控制器

热电耦      K 型

流量 ( 采样 ) 250sccm

稀释比     25:1 到 100:1

氯化汞发生器

烟尘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汞

量程
0~3mg/m3 近零
0~10mg/m3 清洁最大
0~250mg/m3

0~5mg/m3 近零
0~50mg/m3 清洁
最大 0~20000mg/m3

0~10mg/m3 近零
0~50mg/m3 清洁
最大 0~20000mg/m3

0~0.0013mg/m3 US 
0~0.005mg/m3 清洁
最大 0~0.3mg/m3

应用 湿烟道环境 湿烟道环境 湿烟道环境 湿烟道环境

取样 稀释取样技术 稀释取样技术 稀释取样技术 稀释取样技术

分析 光散射、振荡天平 紫外荧光 化学发光 冷原子荧光

校准 振荡频率修正 全程标气校准 全程标气校准 全程标气校准

清洁排放监测系统解决方案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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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21-68654588*2570

生命科学产品和服务业务
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99号21-22楼
邮编  200051
电话  021-61453628 / 021-61453637

成都
成都市临江西路1号锦江国际大厦1406室
邮编  610041
电话  028-65545388*5300

南京
南京市中央路201号南京国际广场南楼1103室
邮编  210000
电话  021-68654588*2901

北京
北京安定门东大街28号雍和大厦西楼F楼7层
邮编  100007
电话  010-84193588*3229

生命科学产品和服务业务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2号南银大厦1711室
邮编  100027
电话  010-84461802

沈阳
沈阳市沈河区惠工街10号卓越大厦3109室
邮编  110013
电话  024-31096388*3901

武汉
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生物园路
生物医药园C8栋5楼
邮编  430075
电话  027-59744988*5401

广州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410-412号时代地产中
心30楼3001-3005室
邮编  510030
电话  020-83145188*5117

生命科学产品和服务业务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371-375号
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南塔1010-1015室
邮编  510095
电话  020-38975171

西安
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38号林凯国际大厦
1006-08单元
邮编  710075
电话  029-84500588*3801

昆明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三市街6号柏联广场写字
楼908单元
邮编  650021
电话  0871-63118338*7001

污染源清洁排放连续监测解决方案
Thermo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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