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析技术

用于测定氧气的气体分析仪 BA 6000 O2

DC550007

04/2019

页 1 / 4

Bühler Technologies GmbH, Harkortstr. 29, D-40880 Ratingen
Tel. +49 (0) 21 02 / 49 89-0, Fax: +49 (0) 21 02 / 49 89-20

E-Mail: analyse@buehler-technologies.com
Internet: www.buehler-technologies.com

气体分析仪BA 6000 - O2 基于顺磁交变压力方法，用于测
量气体混合物中的氧气。气体分析仪仅适用于非易爆性危险区
域。

四个量程可自由参数化，所有量程均为线性，也可具有抑制
零点

电流隔离的测量值输出0/2/4至20 mA（也可反转），可选择
自动或手动量程切换

通过菜单驱动操作轻松处理

响应时间短

长期漂移低

可连接内部压力传感器

可参数化的自动量程校准

基于NAMIR的操作

监测测量和/或参比气体（可选）

串行接口RS 485

不同的最小量程（0.5 %、2.0 %或5.0 % O2）



BA 6000 O2
结构和特点

机壳

– 19英寸插入式单元，4 U安装于摆动架内

– 19英寸插入式单元，4 U安装于柜内，带或不带伸缩导轨

– 前面板可向下摆动（笔记本电脑连接）

– 内部压力传感器，用于校正样气的压力波动

– 内部气路:FPM（氟橡胶）软管或钛管

– 测量室（带或不带流动型补偿支管）由不锈钢或 钽制成，用于强腐蚀性测量气体。 （如HCL、CL2、SO2、SO3 等）

– 用于样气的入口和出口的气体连接及

显示器与操作区

– 大型LCD面板，可同时显示：

– 测量值（数字和模拟显示）

– 状态栏

– 量程

– 通过菜单可调节LCD面板的对比度

– 永久LED背光

– 带五个软键的可清洗薄膜键盘

– 用于参数化、测试功能和校准的菜单驱动操作

– 明文写就的操作帮助

– 图形显示浓度曲线；可参数化的时间间隔

输入/输出

– 六个二进制输入，可自由配置用于例如量程切换

– 六个继电器输出，可自由配置用于例如故障、维护要求、 维护开关、限位报警、外部电磁阀

– 两个模拟输出，可配置用于例如交叉灵敏度校正、外部 压力传感器

– 可选扩展，各八个额外的二进制输入和继电器输出，用于自动校准最大四种测试气体

接口

– 串行RS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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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6000 O2
参比气体表格

量程 推荐的参比气体 参比气体连接压力 备注

0至… Vol. % O2 N2 超过样气压力2至4（最高绝对值5
bar）

参比气体的流量被自动调节至5至
10 ml/min（流动型补偿支管最高

20 ml/min）。
高达100 Vol. % O2 （带有满刻度

值100 Vol. % O2的抑制零点）

O2

21 % O2 （带有量程内的

21 Vol. % O2 的抑制零点）

空气 对样气压力0.1 bar，可围绕气压波
动最大±50 mbar

运行方式

与几乎所有其他气体不同，氧气是顺磁性的。在BA 6000 - O2

气体分析仪中，利用该特性作为测量效果。

由于其在非均匀磁场中的顺磁性，氧分子向更高的场强移动。如
果两种氧含量不同的气体在磁场中相聚，则它们之间产生压力
差。

使用BA 6000 - O2 时，一种气体（1）是参比气体（N2、O2 或空
气），另一种是样气（5）。参比气体通过两个通道（3）被输送
到测量室（6）。这些参比气流中的一个与脉动磁场（7）区域中
的样气合流。由于通道互连，因此与氧含量成比例的压力产生一
股由微流量传感器（4）转换成电气信号的气流。微流量传感器
由两个加热到120 °C的镍栅格组成，它与两个辅助电阻一起形
成惠斯通电桥。脉动气流导致微流量传感器的镍栅格的电阻变
化。它导致了取决于样气的氧浓度的电桥不平衡。

由于微流量传感器被置于参比气流中，因此测量不受样气的热导
率、比热或内部摩擦的影响。此外，由于微流量传感器不暴露于
样气的直接作用，因此实现了良好的腐蚀保护。通过施加具有变
化的磁通强度（8）的磁场，不致检测到微流量传感器处的基本
气流，使得测量与测量室位置无关。直接流动型测量室的容积
小，并且微流量传感器的延迟极小。这导致BA 6000 - O2 的响
应时间非常短。

通常，在测量位置处发生振动。这些在某些情况下会歪曲测量信
号（噪声）。因此，安装了另一个非流动型的微流量传感器
（10）作为吸振器。其信号作为补偿信号与测量信号互联。

如果在一种应用中，样气的平均密度偏离参比气体的密度超过
50％，则补偿微流量传感器（10），如同测量微流量传感器
（4）一样，也由参比气体流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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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比气体输入
节流
比较通道
用于测量信号的微流量传感器
样气入口
测量室
顺磁测量效应
具有变化的磁通强度的电磁铁
样气和参比气体输出
在 
补偿系统（非流动型）中的微流量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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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6000 O2
技术规格

技术规格BA 6000 O2

量程 4，内外可切换；也可以自动切换量程

量程
尽可能小的 0.5 Vol.%、2 Vol.%或5 Vol.% O2

尽可能大的 100 Vol.% O2

带抑制零点的量程 在0至100 Vol.%内，如果使用合适的参比气体，则可以实现每个零点（见表）

特征线 线性的（原则上）

操作区 带LED背光和对比度控制、软键、数字键盘和功能键的LCD

测量显示 4 ½位，分辨率取决于所选的量程，小数位的数量可选择

EMV
抗扰度 根据NAMUR NE21 (05/93)的标准要求；CE标志EN 50081-1、EN 50082-2和EN61010

使用位置 前面板 垂直

尺寸 (宽 x 高 x 厚) 19”, 4 HE = 177 x 483 x 476 mm

重量 约20 kg

辅助能
电源连接 AC 100至120 V，48至63 Hz（标称使用范围90 V至132 V）

AC 200至240 V，48至63 Hz（标称使用范围180 V至264 V）

功率消耗 约35 VA

样气输入条件
压力 由软管连接的设备的绝对压力为0.5至1.5 bar，由管道连接的设备的绝对压力为0.5至3 bar

压力流量 20 至 60 l/h (0.3 至 1 l/min)

温度 0 至 50 °C

湿度 < 90% RH1)

时间特性
预热时间 在室温下：< 30 min2)

显示延迟 (T90时间) 至少1.5至3.5秒，具体取决于型号

阻尼 0到100秒，可参数化（电气时间常数）

死时间 约0.5至2.5秒，具体取决于型号（设备中气路的吹扫时间为1 l/min）

设备内部信号处理的时间 < 1秒

测量特性
噪声 < 根据铭牌的最小可能量程的0.5％（电气时间常数1秒，范围2δ）

零点 < 根据铭牌的最小可能量程的0.5％/ 3个月

测量漂移 < 相应量程的0.5％/ 3个月

因素3)

环境温度 <0.5％/ 10 K
<1％，当量程为0.5 Vol.% O2 时，基于铭牌上最小可能的量程

样气压力 压力补偿关闭时：压力变化1％时，<2％的量程；压力补偿打开时：在压力变化1％时，<0.2％的量程

残余气体 对应于残余气体的顺磁或反磁偏差的零点偏差（见应用说明AD 55 0012）

样气流量 < 根据铭牌的最小可能量程的1％，当在允许的流量范围内的流量变化为0.1 l/min时

辅助能 < 输出信号范围的0.1％，当额定电压±10％时

电气输入和输出
模拟输出 0/2/4至20 mA，无电势，负载≤ 750 Ω

二进制输出 6个带转换触头的继电器输出，可自由参数化，例如用于量程识别；负荷能力：AC/DC 24V/1A无电势

模拟输入 2，设计为0/2/ 4-20 mA，用于外部压力传感器和残余气体影响校正（交叉气体校正）

二进制输入 6，设计为24 V、无电势、可自由参数化，例如用于量程切换

接口 串行RS 485

选件 带有各8个额外二进制输入和继电器输出的附加电子设备，如用于触发自动校准的

允许的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 储存和运输时- 30至+ 70°C，运行时+ 5至+ 45°C

湿度 < 90% RH1)，储藏和运输时的年平均4)

防护等级 IP 20 (EN 60529)

1) RH：相对湿度

2) 最高精度将在2小时后得到满足

3) 基于样气压力绝对值1 bar，0.5 l/min的样气流量和25 °C的环境温度

4 Bühler Technologies GmbH 我们保留修改参数的权利。 DC550007 ◦ 04/2019


	1 结构和特点
	2 运行方式
	3 技术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