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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Analysis
技术分析 石油化工
Technical Analysis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是一类有机化合物的统称，对人

体健康有较大危害。如苯被列为第一类致癌物。VOCs可以和

氮氧化合物发生光化学反应，形成光化学烟雾;也能与大气中的

OH、NO3、03，等氧化剂发生多途径反应，生成二次有机气溶胶

(SOA)。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强对VOCs污染的管理控制，2010

年5月，环保部等9部门联合制定了《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

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指导意见》，把开展VOCs防治工作列为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6月，《国家环境保

护“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正式发布，明确提出研发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VOCs典型污染源控制技术及其相应的工艺与设备，并且

针对VOCs研发污染控制技术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定量评估方法，

筛选出最佳可行的大气污染控制技术；2012年2月，国务院颁布新

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增加了细颗粒物(PM2.5)和臭氧(03)8

小时浓度限值监测指标，这将进一步推动VOCs污染治理工作的

开展；2012年12月，《国家“十二五”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规

划》出台，指出要开展重点行业治理，完善VOCs污染防治体系。

2013年5月，环保部发布《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治技术政

策》，提出VOCs污染防治应遵循源头和过程控制与末端治理相结

合的综合防治原则。

作为全球环境分析仪器领域的领导者，横河电机凭借丰富的

产品广度、以及高水平的专业技能，全力为中国的环境监测事业服

务。针对国内兴起的VOCs监测市场，结合国家及地方环保局的环

保监测需求和各个行业的监测标准，横河电机推出了两款VOCs在

线监测设备（GC8000和VOC8000），从实验室到工业现场，从

防爆区域到安全区域，从固定污染源监测到厂界监测，横河电机提

供方案设计、系统建设、系统投运、维护保养等在内的全生命周期

解决方案，为我们生活的环境变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清洁而贡献

自己的力量。

GC8000气相色谱仪
GC8000是横河电机

的第六代色谱分析仪，通

过气相色谱的分析方法，

氢火焰离子法（FID）的

检测技术来实现对非甲烷

总烃以及特征因子污染物

组份的分析和检测。检测

原理和流程如下：样品经

色谱采样阀采集,由载气

将采集的样品送到色谱柱

分离,经色谱柱后混合组

分被分离成单个组分,依

次排队进入检测器检测,

分析出来的结果经信号放

大处理后用于信号输出和

人机界面显示。色谱法的

分离原理就是利用待分离的各种物质在两相中的吸附能力不同来进

行分离的。使用外力即载气使样气通过色谱柱，当载气中携带样气

中的混合物流经与载气互不相溶的色谱柱中的固定相表面，混合物

中的各组分与固定相发生相互作用。由于混合物中各组分在性质和

结构上的差异，与固定相之间产生的作用力的大小不同，随着载气

的移动，混合物在两相间经过反复多次的分配平衡，使得各组分被

固定相保留的时间不同，从而按一定次序由固定相中先后流出，有

机物在氢火焰（FID）检测器中被电离成碳阳离子和电子，在电场

的作用下形成离子流，并于电极生成微电流，经放大输出，形成输

出信号，实现VOC混合物中各组分的分离与检测。

GC8000气相色谱仪应用在VOCs在线监测领域的主要技术指

标如下：

VOC8000气体分析仪
VOC8000气体分析仪是采用FID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和催化

氧化技术来实现对甲烷、总烃和非甲烷总烃的检测。检测原理和流

程如下：当有机化合物进入以氢气和氧气燃烧的火焰，在高温下产

生化学电离，氢气火焰位于一对电极之间，当在这对电极上加一个

电压，这对电极之间就会产生一个强度与碳氢浓度成比例的微小的

粒子电流，对该电流放大并进行测定，就可以获得总烃的浓度；为

了测得甲烷的浓度，需要将样品气体通过催化剂，理想状态下，当

一、项目介绍
 国内某大型化工厂，有多种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需要

对其浓度进行监控，保证在合理的范围内，以避免财产损失和

人员伤害。安帕尔项目工程师经过多次是现场实地考察，结合

化工厂具体需要和预算限定，设计出了这一套可燃气体和有毒

气体实时在线检测的系统。

二、气体介绍
1、可燃气体

（1）可燃气体种类有：丙烯酸甲酯、二氯乙烷、乙醇、

甲苯、甲醇、丙烯酸甲酯、醋酸仲丁酯、乙酸甲酯、一甲胺、

乙酸正丁酯、二氯丙烯

（2）各可燃气体的爆炸下限：

（3）混合可燃气体检测方法：当环境中有多种可燃气体

时，各种可燃气体都能够测到。不过需要将探测的气种标定为

所测环境中最普遍最易燃（含量最多，爆炸下限最低）的气体

上。 

2、有毒气体 

（1）水合肼。水合肼（肼：拼音：jǐng）又称水合联

氨。纯品为无色透明的油状液体，有淡氨味，在湿空气中冒

烟，具有强碱性和吸湿性。常压下，肼可以和水形成共沸（共

沸物中肼含量约为69%，吸入该品蒸气，刺激鼻和上呼吸

道。此外，尚可出现头晕、恶心和中枢神经系统兴奋。液体或

蒸气对眼有刺激作用，可致眼的永久性损害。对皮肤有刺激

性；长时间皮肤反复接触，可经皮肤吸收引起中毒；某些接触

者可发生皮炎。口服引起头晕、恶心。

（2）硫酸二甲酯。硫酸二甲酯，有机化合物，无色或微

黄色，略有葱头气味的油状可燃性液体，在50℃或者碱水易

迅速水解成硫酸和甲醇。在冷水中分解缓慢。遇热、明火或氧

化剂可燃。有致癌可能性。有腐蚀性。硫酸二甲酯属高毒类，

作用与芥子气相似，急性毒性类似光气，比氯气大15 倍。对

眼、上呼吸道有强烈刺激作用，对皮肤有强腐蚀作用。可引起

结膜充血、水肿、角膜上皮脱落，气管、支气管上皮细胞部分

坏死，穿破导致纵膈或皮下气肿。此外，还可损害肝、肾及心

肌等，皮肤接触后可引起灼伤，水疱及深度坏死。

（3）氯甲酸甲酯。氯甲酸甲酯为有机化合物，剧毒、易

燃、有腐蚀性。微溶于水并被水逐渐分解。有催泪作用，蒸气

强烈刺激眼睛、呼吸道，也能经皮肤吸收而引起中毒。健康危

害：该品对呼吸道、眼结膜有剧烈刺激作用。人接触后表现为

眼及上呼吸道及表皮灼伤。较高浓度时发生肺水肿。该品刺激

强度为氯气的5倍

（4）甲苯。甲苯为无色澄清液体。有苯样气味。有强

折光性。能与乙醇、?乙醚、丙酮、氯仿、二硫化碳和冰乙酸

混溶，极微溶于水。相对密度0.866。凝固点-95℃。沸点

110.6℃。折光率1.4967。闪点（闭杯） 4.4℃。易燃。蒸

气能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爆炸极限1.2%～7.0%（体

积）。低毒，半数致死量（大鼠，经口）5000mg/kg。高浓

度气体有麻醉性。有刺激性。健康危害：对皮肤、粘膜有刺激

性，对中枢神经系统有麻醉作用。急性中毒：短时间内吸入较

高浓度该品可出现眼及上呼吸道明显的刺激症状、眼结膜及咽

部充血、头晕、头痛、恶心、呕吐、胸闷、四肢无力、步态蹒

跚、意识模糊。重症者可有躁动、抽搐、昏迷。慢性中毒：长

期接触可发生神经衰弱综合征，肝肿大，女工月经异常等。皮

肤干燥、皲裂、皮炎

 

三、可燃气体、有毒气体检测系统图
一个厂房内安装46台可燃气体检测仪、3台甲苯检测仪、

6台氯甲酸甲酯检测仪、8台硫酸二甲酯检测仪、5台水合肼

检测仪，所有的气体检测仪和主机通讯方式为:RS-485(每台

气体浓度检测仪都是独立的，不受其它气体泄漏检测仪的干

扰。)，主机（报警控制器）显示所有气体检测仪的数值和报

警情况并存储（主机一页显示16台气体检测仪，可翻页，主

机数量可增加。）主机的数据可由RS-485（MODBUS）传

输给火灾报警控制器和DCS。

 

四、报警控制器和各个可燃气体检测仪、有毒气体

检测仪的参数
1、可燃气体检测仪： 型号：AP-G-DLEL-3-H。能够

实时检测厂房内可燃气体的浓度，并且可以将数据上传到报警

控制器集中显示。并带显示和现场声光报警，参数如下： 

2、水合肼检测仪：型号：AP-G-D N2H4-3-H。能够

实时检测厂房内水合肼的浓度，并且可以将数据上传到控制器

集中显示。并带显示和现场声光报警，参数如下： 

3、硫酸二甲酯检测仪：型号：AP-G-D DMS-3-H。

能够实时检测厂房内硫酸二甲酯的浓度，并且可以将数据上传

到控制器集中显示。并带显示和现场声光报警，参数如下：

4、氯甲酸甲酯检测仪：型号：AP-G-DMC-3-H。能

够实时检测厂房内氯甲酸甲酯的浓度，并且可以将数据上传到

控制器集中显示。并带显示和现场声光报警，参数如下：

5、甲苯检测仪：型号：AP-G-D C7H8-3-H。能够实

时检测厂房内硫酸二甲酯的浓度，并且可以将数据上传到控制

器集中显示。并带显示和现场声光报警，参数如下：

6、报警控制器：型号：AP-Z-H。报警主机用来集中显

示各监测点的气体检测仪的浓度值。报警主机一般安装在值班

室中，与检测仪采用四芯线RS485连接。报警主机内部要有

继电器报警开关量输出用于控制排风系统。规格参数如下：

五、安装主要事项
可燃气体检测仪安装高度建议距屋顶1m左右为宜。有

毒气体检测仪安装高度离地60CM左右。信号传输方式用

RS485通讯。考虑到布线简易度和成本，建议选择RS485信

号，线缆规格为RVVP 4×1.0 mm2。

VOCs 在线连续监测系统解决方案

可燃气体检测仪和有毒气体检测仪在化工厂的技术应用

量程 0-100%LEL 检测原理 催化（进口高精度传感器）
分辨率 0.1%LEL 精度 ±2%FS
显示 OLED显示 材质 铝合金

供电 24VDC 输出
4-20MA三线制或者RS-485，开关

量
防护等级 IP66 防爆等级 ExdII CT6 G6
工作温度 -40℃～50℃ 工作压力 86KPA---100KPA
工作湿度 10%-95%RH,无凝露 检测方式 扩散式
仪表寿命 5年以上 传感器寿命 2-3年
响应时间 ≤20S 报警值 可自行设置

提醒功能
故障提醒，输出超量程使用提醒，传感
器寿命提醒，标定周期提醒，超温度使

用提醒
储存记录功能

操作记录，报警记录，超温度使用
记录，超量程使用记录

量程 0-1ppm 检测原理 电化学（进口高精度传感器）
分辨率 0.001ppm 精度 ±1%FS
显示 OLED显示 材质 铝合金

供电 24VDC 输出
4-20MA三线制，RS-485，开关

量
防护等级 IP66 防爆等级 ExdII CT6 G6
工作温度 -40℃～50℃ 工作压力 86KPA---100KPA
工作湿度 10%-95%RH,无凝露 检测方式 扩散式
仪表寿命 5年以上 传感器寿命 2年
响应时间 ≤20S 报警值 可自行设置

提醒功能
故障提醒，输出超量程使用提醒，传感
器寿命提醒，标定周期提醒，超温度使

用提醒
储存记录功能

操作记录，报警记录，超温度
使用记录，超量程使用记录

量程 0-10ppm 检测原理 电化学（进口高精度传感器）
分辨率 0.01ppm 精度 ±2%FS
显示 OLED显示 材质 铝合金
供电 24VDC 输出 4-20MA三线制，RS-485，开关量

防护等级 IP66 防爆等级 ExdII CT6 G6
工作温度 -40℃～50℃ 工作压力 86KPA---100KPA
工作湿度 10%-95%RH,无凝露 检测方式 扩散式
仪表寿命 5年以上 传感器寿命 2年
响应时间 ≤20S 报警值 可自行设置

提醒功能
故障提醒，输出超量程使用提醒，
传感器寿命提醒，标定周期提醒，

超温度使用提醒

储存记录功
能

操作记录，报警记录，超温度使用记
录，超量程使用记录

量程 0-10ppm 检测原理 电化学（进口高精度传感器）
分辨率 0.01ppm 精度 ±2%FS
显示 OLED显示 材质 铝合金
供电 24VDC 输出 4-20MA三线制，RS-485，开关量

防护等级 IP66 防爆等级 ExdII CT6 G6
工作温度 -40℃～50℃ 工作压力 86KPA---100KPA
工作湿度 10%-95%RH,无凝露 检测方式 扩散式
仪表寿命 5年以上 传感器寿命 2年
响应时间 ≤20S 报警值 可自行设置

提醒功能
故障提醒，输出超量程使用提
醒，传感器寿命提醒，标定周

期提醒，超温度使用提醒
储存记录功能

操作记录报警记录，超温度使用记录，
超量程使用记录

量程 0-100ppm 检测原理 电化学（进口高精度传感器）
分辨率 0.1ppm 精度 ±2%FS
显示 OLED显示 材质 铝合金
供电 24VDC 输出 4-20MA三线制，RS-485，开关量

防护等级 IP66 防爆等级 ExdII CT6 G6
工作温度 -40℃～50℃ 工作压力 86KPA---100KPA
工作湿度 10%-95%RH,无凝露 检测方式 扩散式
仪表寿命 5年以上 传感器寿命 2年
响应时间 ≤20S 报警值 可自行设置

提醒功能
故障提醒，输出超量程使用提醒，传感
器寿命提醒，标定周期提醒，超温度使

用提醒
储存记录功能

操作记录，报警记录，超温度使
用记录，超量程使用记录

性能参数
安装方式 壁挂式 显 示 触摸屏
通 道 4,8,16,32，64路（可选） 工作温度 0℃～40℃

显示方式 自动巡检 湿度范围 10%-95%RH
报警方式 内置蜂鸣器，LED报警灯 供 电 220VAC或110VAC/(50～60)HZ
报警设定 2级声光报警，报警值可设 数据储存 5000条
浓度单位 ppm 继 电 器 4组继电器（可控制四组风机）
通讯方式 4-20MA 主体材料 铝合金
输出信号 RS-485总线 外形尺寸 450*250*130mm
工作方式 自动轮询 重 量 4kg

加热到一定温度，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可以将所有的非甲烷总

烃氧化而甲烷保持不变，这种状态下样品测得的烃浓度实际上

是样品中的甲烷浓度，通过控制气体的流路来实现甲烷模式和

总烃模式的切换，在甲烷模式下气体需要经过催化氧化剂，在

总烃模式下气体不经过催化氧化剂，而非甲烷总烃是通过差减

法由总烃减去甲烷值来得到的。

VOC8000气体分析仪应用在VOCs在线监测领域的主要

技术指标如下：

横河电机(中国)有限公司基于GC8000和VOC8000两款

气体分析仪产品，依托多年来的系统设计能力和项目管理能

力，构建了满足国内环保要求的VOC在线监测系统整体解决

方案。如下图所示，一个典型的VOCs在线监测系统由取样探

头、温压流一体机、采样伴热管线、样品预处理系统、分析仪

主机（GC8000或VOC8000）、数据采集单元、数据远传模

块等几部分组成，最终实现用户本地化的数据显示和地方环保

监测平台的数据上传与对接。

结束语
近年来，VOCs已经成为环保行业内的一个新兴热点，越

来越多的企业和机构纷纷投入其中，作为全球知名的仪器仪表

厂商，横河电机不断的关注中国市场动态，及时调整自身的产

品和技术来迎接市场热浪的考验，为VOCs监测市场的发展做

出一定的贡献。

 GC8000

分析方法
气相色谱法

检测原理
FID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测量组份
非甲烷总烃、苯系物、臭氧前躯体物质以及醇类、脂类、

测量范围
0-1 ppm/0-100% (可根据需求调整量程)

分析周期
2分钟(含苯系物5分钟)

重复性
±1% FS

支持进样温度
120°C或者更高

防爆等级
Class I,Division 1,Group B,C,D, T1-T4

检测原理
FID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和催化氧化技术

测量组份
甲烷、非甲烷总烃、总烃

测量范围
0-1/0-10 ppm-5000 ppm (可根据需求调整量程)

响应时间
<30秒 (T90)

重复性
±1% FS

支持进样温度
120°C

防爆等级
非防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