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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met CEMS II e 取樣裝置 

Gasmet CEMS II e 取樣裝置特別為固定安裝的連續

排放監測 (CEM) 而設計，例如可以作為 Gasmet 連

續排放監測系統 (CEMS) 的集成部份。 

Gasmet CEMS II e 取樣裝置用於在線測量，對於測

量濕、腐蝕性氣流中微量污染物濃度是理想工具。

取樣泵、過濾器和取樣管可加熱到 180 ºC，適用於

未稀釋氣體，而樣氣不需要預先乾燥。 

Gasmet CEMS II e 取樣裝置放置在 19 寸機架上，

備有所有閥門、流速計、泵和過濾器，這些部件用

於測量並需要保養。設有樣氣流速和儀表氣壓力警

報。亦為數位和類比 (選項) 訊息終端配置總線連接

器，免除電腦上安裝外部連結標準 (PCI) 插槽。 

Gasmet CEMS II e 取樣裝置設置加熱取樣管和加熱

模組的溫度控制器。取樣裝置的功能由 Calcmet 軟

件全自動控制。它透過以太綱電線連接到 Gasmet 

電腦。     

                                                                                     

警報輸出在發光二極管 (LED) 上展示，裝置有對應

數位輸出。警報輸出有：系統警報、維修需求、正
在進行保養  (亦可設成手動 ) 以及結果有效。在 

Calcmet 可把每個警報設成組合。裝置有數位輸出

指令使氧氣分析儀開始標定。 

機櫃冷凍器、機櫃溫度、探頭溫度、零氣壓力和氧

氣分析儀的警報的數位輸入已包括在標準配置內。

亦可以經數位輸入啟動經探頭作量程測試或系統待
命。 

Gasmet CEMS II e 取樣裝置可隨選配置類比輸入和

輸出訊息。亦提供數位輸入 / 輸出訊息作選項。 

 

基本参數 

樣氣進入 Gasmet 取樣裝置前，無需乾燥或稀釋。在取樣裝置前

的所有部件必須加熱到 180 °C 來防止凝結。 

操作環境:  20 ± 20 °C，無冷凝 

供電: 分別為交流電 100-115 伏特或交流

電 230 伏特 / 50-60 赫茲而設的型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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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熱取樣泵 

物料:  不銹鋼 316  

隔膜:  聚四氟乙烯 (Teflon) 

最高流速:  ~4.0 升/分鐘 

壓力:  1.5 巴最高 

溫度:  180 C 

加熱過濾器 

物料:   黏合超細纖維 (0.1 燒結鋼 

是另一選項) 

氣體過濾:  微粒過濾  2 微米 

溫度:  180 ºC 

電力接駁 

電力接駁: CEE22  

雙重保險絲 6.3 AT 

控制:  RJ45  

氣體接駁 

所有氣體接駁是用於 4/6 毫米 (內徑 / 外徑) 管道的連接器。 

氣體輸入: 樣氣 (加熱) 

量程氣 

零氣 

儀表氣  

氣體輸出: 樣氣出口 1 (加熱) 

樣氣出口 2 (加熱) 

量程氣到探頭 

干涉儀淨化空氣 

氧氣參考空氣  

閥門 

取樣裝置包括氣體入口的自動電磁閥，控制閥門以避免樣氣流

進入不加熱那邊。 

電磁閥: 樣氣 / 反吹 

量程氣經樣氣出口 

量程氣經探頭 

零氣 

安全氣  

壓力: 0 - 10 巴 (最高) 

控制閥門:  樣氣 / 反吹 

保養氣體 

裂開壓力:  0.3 巴 

流速計 

Gasmet CEMS II e 取樣裝置包括不加熱氣的可調節流速計。 

4 升/分鐘: 安全氣 

零氣 

量程氣  

0.5 升 / 分鐘: 干涉儀淨化 

氧氣分析儀參考空氣  

溫度控制器 

控制模組包括加熱模組和三條取樣管的溫度控制器。取樣管 1 

連接器有直流 24 伏特控制外來固態繼電器。 

溫度範圍:  0 – 180 ºC 

傳感器類型:  TcK 

顯示:  Calcmet 

數位輸入 / 輸出 

繼電器輸出是零電勢接點。數位輸入由繼電器接點控制。 

數位輸出:  系統警報 

  維修需求 

  保養 

  結果有效 

數位輸入:  探頭溫度警報 

 機櫃溫度警報 

 機櫃冷凍警報 

零氣壓力警報 

氧氣分析儀警報  

 啟動經探頭的量程氣測試 

啟動系統待命 

取樣裝置訊息到 Calcmet 

傳感器:  樣氣流出 1 流速低 

 樣氣流出 2 流速低 

 儀表氣壓力低 

 保養開關 

溫度:  取樣管 1 溫度 & 警報 

 取樣管 2 溫度 & 警報 

 取樣管 3 溫度 & 警報 

 加熱模組溫度 & 警報 

性能計數器: 以小時來計算泵隔膜的壽命 

以次數來計算所有閥門的壽命 

數位輸出: 已在上述數位輸入 / 輸出 列出所

有 

類比輸入 / 輸出選項 

類比輸出:   4 - 20 毫安，主動 

類比輸入:    4 - 20 毫安，被動 

數位輸出:   直流 24 伏特，主動 

數位輸入:    直流 24 伏特，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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