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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头式 TDL 氧气分析仪
用于关键之处

工业过程的许多步骤需要进行分析测量，以确保
工艺的安全性、高效性和可靠性。在各种分析测
量（pH、二氧化碳、浊度等）中，氧气的测量与
控制对许多行业的工艺优化而言至关重要。此外，
准确、持续的氧气含量测定在确保各种生产过程
的安全性和过程可靠性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基于可调谐二极管激光光谱的氧气分析仪能够胜
任其他分析技术面临困难的许多应用，并且提供
高度可靠的性能。

氧气在化工和石化行业中的关键应用
苛刻的工艺条件和后续维护工作使准确、可靠的
测量面临挑战。化工、石化和其他工业中的应
用，都有极高的要求。
氧气是许多化学反应的组成部分，可对工艺产生
显著影响。控制氧气浓度或保持最佳浓度对确保
过程控制与安全性而言非常重要。背景气体会干
扰氧气测量的准确性，并使设备的维护工作变得
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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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酸是食品行业中非常重要的防腐剂，也是聚合
物生产的中间品。其生产过程包括丙醛和氧气在
氧化器中发生反应。由于产物中包含碳氢化合物的
混合物以及丙酸和氧气，因此必须进行快速、准确
的氧含量测定。需要具有最佳的氧气浓度以确保
高效的反应，但是必须控制在 11% 以下，以免发生
爆炸。在取样管路中，人们发现一种丙酸“吞噬”
氧气的现象，会导致氧气浓度下降。
氯乙烯单体 (VCM) 是生成 PVC 的前体。采用乙烯路
线生产 VCM 涉及多个步骤，如直接氯化、氧氯化
（其中氧是重要的反应物）和二氯乙烷 (EDC) 裂
解。由于反应物不会被完全消耗，所以会形成各
种副产物。在某些场合，氧氯化反应器的产物中
会出现“氧含量下降”。反应时必须维持最佳的
氧气含量，同时必须保持在低于爆炸限值水平。
在直接氯化过程中，由于氯中存在杂质，因此会
导致氧含量增加。因此，从安全角度来说，必须
避免这一现象，使氧含量保持在接近零的水平。
安全监控
火炬系统：在炼油厂、化工和石化厂，火炬是安
全系统的组成部分，如果出现诸如压力异常升高等
关键性工艺不稳定，能够快速做出反应。由于空气
泄漏而导致氧气含量增加，造成了持续和应急类型
的火炬系统面临爆炸风险。因此，安全监控取决于
准确的氧气测定。然而，背景中存在的大量碳氢化
合物会干扰此测定，成为一大紧迫问题。
一氧化碳锅炉：FCC 是一种炼油工艺，可将低价值
重油转化为高价值汽油和其他更轻质油品。由于
焦炭覆盖了催化剂和催化剂再生器，因此再生器
排放的烟气中含有大量的一氧化碳。这就需要将
一氧化碳燃烧为二氧化碳，使其保持在可接受的
范围内。在这些过程中，必须通过及时读取氧含
量来优化燃烧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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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轮码头的气体回收：蒸汽循环过程中产生的气
体包含可燃气体和氧气。在某些条件下，这些气
体结合后具有极高的爆炸性。要高效地执行安全
措施，精确的氧测量必不可少，以便在达到临界
值时向系统发出警告。以碳氢化合物组成的背景
气体是高效测量的障碍。
城市废物焚化 (MWI) – 燃烧与排放控制：在优化
MWI 燃烧过程中，过量空气的含量非常重要。空气
太多可导致不必要的冷却，从而减少发电量。维持
合适的氧气含量有助于确保高效燃烧。而缺氧可导
致一氧化碳排放量增加。因此，在此场合进行氧
测量有助于优化过程控制。
取样式氧分析仪——问题
传统的取样式氧分析仪（例如氧化锆和顺磁分析
仪）在测量时面临各种困难，包括苛刻的环境条
件、各种背景气体干扰、粉尘量和水分等。以下
缺点来自于取样式氧气分析仪。
错误的测量：对于丙酸来说，由于在取样管路中
丙酸“吞噬”氧气，导致所测量的值偏低。尤其
顺磁分析仪即使仅存在一滴丙酸冷凝水的情况
下 ，也会出现错误。由于丙酸易于冷凝，因此这
种情况会进一步恶化。
非最佳性能：对于取样式氧分析仪，非最佳的效
率和准确性受到了担忧。在 VCM 生产过程中，取样
技术的响应速度相对较慢是一个明显的缺点。在
MWI 中，通过比较得出结论：取样式测量系统（如
氧化锆探头等）在氮氧化物 (NOx) 排放、存在 HCl
以及过量空气等情况下存在干扰，无法表现出最
佳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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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干扰：在火炬气系统中使用顺磁分析仪测量
氧气含量，面临着大量碳氢化合物干扰测量的缺
点。碳氢化合物组成的不同背景成分使补偿变得更
加困难。在气体回收利用过程中同样存在着碳氢化
合物干扰的难题。在测量池中存在的灰尘和水分等
颗粒严重阻碍了取样式氧气分析仪的性能。
维护与高成本：取样式氧气分析仪使用的取样和
预处理设备很容易出故障。此外，这些设备必须
耐受最苛刻的过程条件。这些系统维护成本昂
贵，因此会产生很高的成本。
TDL 分析仪
在取样式氧气分析仪存在着各种缺点和担忧的同
时，可调谐二极管激光分析仪 (TDL) 在工业中的应
用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赞赏。TDL 分析仪基于激光
吸收光谱原理。使用可调谐激光束对特定种类气
体产生特征性的吸收线进行分析。TDL 氧气分析仪
原位且直接从气流中测量氧气，而无需任何取样
或预处理设备。
入口
激光模块

出口
气体池

响应速度：TDL 分析仪基于激光光谱学，提供非常
快速的响应速度。
抗交叉干扰：在 TDL 氧测量过程中无需担心交叉干
扰，这是因为所分析的光谱线仅由氧气产生，而
与气体背景无关。即使存在灰尘，TDL 也可测得高
度可靠的测量值。
耐腐蚀：由于 TDL 是一种非接触式方法并且采用坚
固的设计，因此可经受腐蚀和苛刻的工艺环境。
校准优势：使用 TDL 氧气测量技术，通过调节激光
二极管的电流，激光反复、快速地对窄吸收峰进
行扫描（每秒钟 100 次）。对基线和峰高的连续测
量可持续计算背景或空白信号，因此不必像取样
式技术那样需要反复校准。

检测器模块

维护：无需取样和预处理设备，与取样式技术相
比维护量非常低。此外，即使出现重大故障，设备
也可抵抗污染。
信号控制和处理电路

激光光谱的基本结构

用于过程应用的 TDL 分析仪分为两个基本设计类
型，称为双侧安装型和探头型。在双侧安装设计
中，激光源位于管道的一侧，而接收器位于另一
侧。管道直径越大，激光源与接收器就越难对
准。在探头式 TDL 分析仪中，显著的特点是传感器
探头直接插入工艺气体中。激光二极管和检测器
处于同一个部件中，只需要一个法兰连接。
TDL 分析仪优势
TDL 分析仪因其技术先进而颇具吸引力，可弥补
使用传统取样式氧分析仪的不足之处。凭借其优
势和性能，TDL 氧气分析仪正在日益成为最佳的
选择。
与取样式氧分析仪相比，TDL 分析仪具备以下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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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辨率和精确度：TDL 分析仪光谱分辨率高，因
而具有很高的专一性。扫描光谱带宽极窄且范围
精确，可提高其灵敏度。TDL 分析仪即便原始信号
强度减弱了 80%，也可提供准确的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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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由于维护量最低且无需取样和预处理设
备，TDL 分析仪比取样式氧分析仪更节约成本。
正确的测量点
为了优化工艺并提高效率，必须在过程设备中选
择合适的氧气测量点。以下列举了不同工艺步骤
中的安装位置和测量点。
EDC 生产：在氧氯化过程中，应当测定出口或反应
器之间的氧气，以检测可能存在的氧气下降。直接
氯化工段在进料管道中测量氧气含量，以确保氯
气中不含有过量的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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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l 回收利用

氧
(O2)

原位测量：提供更具代表性的读数。

测量点

氧氯化

二氯乙烷
(EDC)

乙烯
(CH2, CH2)

EDC 裂解

氯乙烯
(VCM)

单法兰连接：简化安装过程。

直接
氯化
氯气
(Cl2)

EDC 回收利用

测量点

SpectraID 技术：即使长时间暴露在无氧环境中，也
可通过扫描三条相邻的吸收线构成特征性的氧
气“签名”，增强系统的可靠性。

EDC/VCM 生产过程示意图

VCM 生产过程：在送至焚烧炉之前，必须监测废气
中的氧气含量是否低于临界水平。
火炬气系统：该系统中，送至火炬的气流必须控
制氧含量，测量点位于转鼓/分离容器上的火炬加
热器。
火炬

无需取样或预处理：维护工作仅需每年进行验证
和定期光学装置清洁。此外，氮气吹扫消耗量低
可降低运营成本。
预测诊断：梅特勒-托利多的智能传感器管理预测
性诊断技术已融入到 GPro 500 之中，可不断监测光
程质量，并确定何时需要清洁。

点

量

测
废气

结论
可调谐二极管激光在技术和使用成本方面具有各种
优势，正在取代取样式测量系统。凭借出众的准确
性和耐用性，不久的将来 TDL 会在过程分析市场处
于主导地位，这些优势将被市场广为接受和欢迎。

火炬加热器
转鼓／分离容器

液封

火炬气系统中的测量点

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
4www.mt.com/o2-gas

MWI: 氧气测量点包括热力燃烧区和过滤器。
选择 TDL 注意事项
在选择解决方案时，除了确定测量点外，还必须
考虑 TDL 技术参数。和考虑应用的注意事项一样，
常规因素包括温度范围、光程长度、压力与灰尘
负荷量。
梅特勒-托利多 GPro 500 系列
梅特勒-托利多 GPro 500 系列 TDL 氧气传感器将“安
装即无忧”的在线传感器优势与功能强大的气体
分析仪性能相结合。部分特点列举如下。
创新的探头式设计：传感器探头中安装有直角棱
镜，可将激光束反射回传感器头部的检测器中。
这种折叠式光程设计可提高测量的准确性。

Mettler-Toledo AG
过程分析部门
Im Hackacker 15
CH-8902 Urdorf
Switzerland
© 04/2012

GPro 500 TDL 氧气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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