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尔康白皮书 
 

采样系统： 
 
气体检测行业强有力的
秘密武器？ 

 

 
 

利用从潜在危险环境中提取样气的技术，
帮助行业优化产出，降低成本。 

 

 
 

介绍 

 

可以说，在气体检测领域，采样系统是一把“强有力的秘密武器”。 
 

由于气体检测故障而频繁停机、由于破损需要提前更换传感器、气体
探测器数据输出的准确性受其他气体的影响——这些是生产和测试团
队每天都要关注的日常事务，他们可能不知道一个设计良好的采样系
统可以提高效率并有助于管理成本。 

 

采样系统在炎热、潮湿、寒冷和灰尘环境中都可以进行可靠的监测。
它们从受监测环境中提取样气并对样气进行处理，以确保该样气适
合监测。这意味着该系统可远离受监控区域，寻找一个更合适或更
方便的位置查看、检测和维护探头，有利于操作人员的安全。同时，
这还可避免传感器发出错误警报，减少系统停机时间，并为操作人
员节省时间。采样系统可配置为现场检测气体。例如，在油漆干燥
室中，通过采样系统检测气体，自动关闭气体进入燃烧器，避免进
一步暴露。在一些地方，采样系统检测气体的同时，可以启动通风
系统。 

 

市面上存在各种采样系统。有些使用电动泵，或压缩空气驱动的真空
泵从受监测区域抽取空气/气体，给一个或多个气体传感器检测。 

了解更多关于采样系统的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https://www.crowcon.com.cn/product-category/sampling-
monitoring-system/  

在这份白皮书中，英国科尔康检测仪

器有限公司固定式气体检测产品经理

Will Allum 谈到采样系统得到广泛使用

的关键原因，并指出为何有些客户优

选采样系统而放弃传统的点式监测。 

 
 

采样系统包含 

单点采样系统 

多点采样系统 

连续采样系统 

吸气式采样系统 

https://www.crowcon.com.cn/product-category/sampling-monitoring-system/
https://www.crowcon.com.cn/product-category/sampling-monitoring-system/


 

 
 
 
 
 
 
 
 
 
 
 
 
 
 

How it works diagram from video 

 

 

如何工作 

采样系统的运转借助涡轮产生的极热，而此极

高的温度使传统探测器无法正常工作甚至完全

失灵。 

涡轮上装有一条采样管线，与采样系统

柜体相连，沿着采样管线，样气温度逐

渐下降。 

在到达采样系统柜体之前，冷却螺旋管将

气体样本降到可控制水平。 

气体经温度处理后进入柜体，并由探测器

监控，以确认气体读数。 

如果气体读数超过设定水平，采样系

统将进入报警状态。如位于可接受水

平内，则采样系统不启动任何操作。 

一旦气体通过检测，它就会被排放到大

气中。 

 
 

 

显示屏幕 

 
 

 
                                         冷却螺旋管可降低气体的温度 排气 

 
 
 
 
 

 

采样管线-红色表示高温气体 采样系统 气体探测器 

 
 
 

 
采样系统使用泵吸技术将检测气体从一个
遥远的点带入气体探测器。有多种配置可
以通过定制和安装实现此功能： 

单点采样系统 

多点采样系统 

连续采样系统 

吸气式采样系统 

不同种类的采样系统的配件可以通用，还可
根据现场需求进行定制，从而灵活适应各个
行业的多种应用。 



 

 

单点采样系统 

单点采样系统一般使用电动泵抽取样本，最远距
离可达 1 公里。 

 

样本通过采样阀进入系统，通过过滤去除粉尘颗
粒和水，然后传递到探测器（1 到 4 个探测器）。 

 

系统将分析气体样本，并提供低报警和高报警情况。
安装在采样系统柜内的可编程继电器将控制采样和
反吹顺序。可编程继电器通过安装在柜体前部的
LCD 显示器作为采样系统条件可视化集成设备。显
示器显示采样、反吹、系统故障等参数。 

在油漆干燥系统中，当需要对加热器内的 CH4
泄漏监测时，可使用单点系统。使用催化传感
器或红外传感器的简单开放式系统非常适合此
应用，因为它是一种需要不锈钢取样管和冷却
螺旋管的高温应用。由于水性涂料中会产生水
蒸气，因此水过滤器必不可少。 

 

该系统还可用于监测油漆溶剂蒸汽易燃风
险。 

 

多点采样系统 

多点采样系统由多个单点采样系统组成，并安装在
柜体内。控制面板取决于每个系统的探测器数量和
系统数量。多点采样系统可用于不同环境内的气体
监测。 

采样管线放置在室内，以监测汽车尾气中 CO 的
堆积。由于燃料泄漏会带来可燃风险，因此系统
中可安装汽油蒸汽传感器。环境实验室可能会骤
冷或骤热，因此可能需要带加热功能的不锈钢取
样管，以防止冻结。

 

连续采样系统 

连续采样系统与单点系统的操作相同。不过，它可以
监测多达 32 个不同的采样点。每个采样点都连接到一
个采样阀上。可编程继电器依次打开每个阀门，使样
气从采样点到达探测器。 

 

连续采样系统使用双头泵。一个泵头正常吸气采样检测，
另外一个泵头将下一路样气进行抽气。这意味着，两个
泵头相互补充，避免了一个泵头故有的间断采样，从而
实现连续监测。 

 
 
 

吸气式采样系统 

吸气系统持续“采样”，是唯一可以直接在危险环
境中使用的系统。该系统并非用泵来抽取气体，而
是使用喷流管。喷流管由压缩空气驱动，产生负压，
以抽取样品。 

 

唯一安装的电子设备是检测器和本安流量故障装置。探
测器或流量开关可以连接到防爆柜内。它内置了端子和
隔离栅等元件，位于采样系统上方, 也可以直接安装在
安全区域的控制器上。 

 

对于涡轮，高温气体探测器通常直接安装在涡轮机
壳内。这就带来了校准问题，因为只有关闭涡轮，
工程师才可以进入。 

 

吸气采样系统溶液可在不打开外壳的情况下进行维
护。这使得吸气采样系统成为燃气轮机制造商的理
想选择。 

该系统适用于当监测水泵井和湿井时清洁污水管道
和雨水渠内的气体。将取样管放置在不同高度的竖
井内，深达 20-125 米。在湿井监测中，采样系统的
孔径从井底开始减小，以防止水位上升时发生堵塞/
流量故障。由于采样系统不再需要人员进入竖井进
行常规安装探测器校准/维护，因此这种方法适用于
自来水公司。 

 

该系统同时集成了 EN-54 认证的火灾控制盘与烟感温感
探测器，常用于无人的场所。 

 
 

 
 

这也是 Ex 认证的一个选项，可以安装在涡轮外

壳（通常是 Ex 区）之外，尽可能缩短采样管的

运行时间。 
 

这克服了吸气系统的主要缺点，即响应时间，因为样
本流量限制在传感器能承受的最大限度内，也就是 1
米/秒。 

 

Ex 认证通过使用经过认证电子元件来实现：Ex 流量计
（带有流量故障监视器）和一个 Ex 认证外壳内的本地终
端和电流隔离器（用于流量故障线圈）。科尔康的 Xgard
系列产品和 Xgard Bright 等探测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很好
方案。 



 

Ask a Crowcon expert 

Contact the Crowcon team on 
hello@crowcon.com or +44 (0)1235 557700 to learn 
more about how Sample Systems would keep your 
people, your premises and your reputation safe. 

 
 

   

电厂 汽车 水处理 

 

采样系统在恶劣的工业环境中运行的事例 
燃烧过程中使用的煤被送到发电厂，卸到料斗中，然
后通过输送机运到煤仓储存。煤由煤机输送到磨粉机,
磨粉机通过强制通风机将煤送入分级机。分级机对煤
进行分级，只允许细煤粉进入燃烧器进行燃烧。它将
更大的颗粒送回磨粉机，以进一步粉碎。 

 

所有这些区域都切实存在着煤尘沉积物自燃的
危险。 

 

燃烧前的闷烧会导致一氧化碳达到可探测水
平。 

 

这个阶段没有明火，可以根据操作者的判
断采取预防措施（如蒸汽/氮气惰化）。 

通过在整个工厂的重要位置安装热电偶，进一步实现火
灾探测。热电偶可提供直接信息，包括火灾引起的温度
升高。 

 

监测探头的单点或多点系统放置在这些区域，CO 警报通
常设置为 50/100ppm。 

 

这种应用环境非常苛刻，尤其是在磨煤机中。因此，
建议使用带有可拆卸过滤器的探头，以保障长期可
靠的性能。 

 
 
 
 
 
 
 
 
 
 
 
 
 
 
 
 
 

www.crowcon.com.cn  
 

英国： 

电话：+44 (0) 1235 557700 

传真：+44 (0) 1235 557749 

邮箱：sales@crowcon.com 

美国： 

电话：+1 859 957 1039 

免费热线电话：800-527-

6926 

传真： +1 513 957-1044 

邮箱：salesusa@crowcon.us 

 

荷兰: 

电话：+31 10 421 1232 

传真：+31 10 421 0542 

邮箱：eu@crowcon.com 

新加坡: 

电话：+65 6745 2936 

传真：+65 6745 0467 

邮箱：sales@crowcon.com.sg 

 

中国: 

电话：+86 (0) 10 6787  0335 

传真：+86 (0) 10 6787  4879 

邮箱：saleschina@crowcon.com 

印度: 

电话：+91 22 6708 0400 

传真： +91 22 6708 0405 

邮箱：salesindia@crowcon.com 

 

科尔康可为人员或气体检测探测器无法进入或妥善操作的气体检测应用创建定制化的非标准配置。科尔康设有专门与终端用户合作的团队，
针对他们的环境设计合适的解决方案。  www.crowcon.com.cn  

总结 
当前，各行业逐渐认识到改善和确保工人安全环境的必要性，有关健康、安全与环境
（HSE）的安全法规也进一步收紧。在这种形势下，科尔康采样系统等方法可能成为使
用潜在危险气体行业的有效的解决方案。 

 
 

 

咨询科尔康专家 

发送邮件至 saleschina@crowcon.com，或拨打电

话 010-67870335 联系科尔康团队，以深入了解采

样系统将如何保护您的人员、场所和财产。 

联系科尔康采样系统团队，讨论您的具体需求。我们将为您找到解决方案，克服气体检测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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