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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LSAR 系列智能红外线分析仪 

新研发项目部分由英国科技战略委员会（TSB）赞助，信号集团推出新一代 PULSAR系

列气体过滤相关非分光红外线分析仪。 

此项研发由信号集团，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以及英国石油集团合作完成。 

此项研发建立于信号集团现有的非分光红外线分析仪，在精确度及灵敏度方面需要实质

性的改善，在量程方面也需要扩展，以满足精准稳定的测量。这要求在现有设计上作出 10

倍提升。研发侧重于旋转过滤器计时、气体过滤室稳定性所产生的测量误差，以及源自现有

预放大器电路设计、电晶体红外监测器的电子误差。 

英国科技战略委员会赞助基金还有一部分用作软件开发，以实现 10000:1量程比率以及

测量点+/-1%的线性度。研发完成后，原型经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测试以确认其性能。同时，

该原型经过英国国防实验基地实地测试。 

PULSAR名称源自太阳系中的脉冲星。脉冲星发射的射频脉冲精确度超过原子钟。这

也是我们新设计的标志之一。新设计在性能方面有了 10倍提升。因此我们可以为用户的测

量提供专业的智能红外线气体分析仪，并且优于其他任何测量方式。 

这项研究创造出新一代非分光红外线分析仪，在设计方面超过以往所有产品，在精准及

存储方面也提供了可满足多样需求的方案。同时，新一代非分光红外线分析仪也将高于超低

排放的测量的要求以及其他应用领域。 

 

 

 

 

 

 

 

 

 

 

 

 

 

 

 

 

 

 

气体：CO, CO2, NOX, SO2, N2O, CH4，HCL等等  

新一代PULSAR提供最佳性能，拥有市场上现有的最低漂移，使其成为低测量量程软件或者

高准度测量的理想设备。监测器的GFC设计避免了与其他气体的交叉灵敏，同时也避免了污

染所带来的风险。其低成本、低维护的特点设置适用于低浓度测量。气体相关滤波是非分光

红外类型的燃烧气体分析中最好的。取代了双光束样气室，改为利用独立的参考样气室。这

个方法下，样气及参考气体仅利用一个气室。这个方法降低了因气体室污染而造成的差异。

利用气体相关滤波，我们在滤光片转盘中加入干扰气体例如H2O, CO2来排除这些气体在测量

时（例如现有气体状态下低浓度CO）造成的影响。  

 “PULSAR ”系列同时提供了高等级的线性度（10000:1 极差率） 

◆ 高分辨率  

◆ 可选的“盲法”控制 （没有箱内显示屏）  

◆ 模块化设计  

◆ 全软件校准  

◆ 8个模拟输入和8 模拟输出 

◆ 坚固的且模块化的设计 

◆ 用户界面是触摸屏 

◆ 完全远程控制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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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可移动的SD卡片，进行无限的箱内数据记录 

◆ 全球通用电源 

◆ 盘面装配技术 

◆ 多达5个分析仪通道 

◆ 每秒20个样气 

◆ 24比特 ADC（模拟数字转换器） 

◆ 逻辑分析 

◆ 完全状态监测和指示 

 

使用环境： 

运行温度 5-40 摄氏度，储存温度-12-40 摄氏度，最大运行湿度≤80%RH 

最大储存湿度≤80%RH，入口压力 2bar  样气温度：最高 40 摄氏度 

电    源：100-240VAC 50/60Hz 或者 24VDC 

样气露点：低于当地环境温度 

材    质： 

膜盒材质：316 不锈钢，PTFE，石英（顺磁 O2监测器） 

输出信号： 

标准以太网，4-20mA及 0-10VDC可选。屏幕选项的板载日志记录 

线    性： 

<量程±0.5%     

可重复性： 

<量程±1% 或者±0.5ppm，取其大者 

漂    移： 

零点漂移：<1% FS/24 小时，       量程漂移<1% FS/24 小时 

响应时间： 

<5S 由气室长度及样气流动线路决定 详情见第 2 页 

预热时间： 

5min   规范操作 1 小时 

环境温度影响： 

零点漂移及量程漂移：<量程 0.2%每摄氏度 

流量敏感度： 

0.1%每升每分钟 

样气过滤器气孔： 

10 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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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LSAR 通用平台 

图形用户界面（GUI ) 
彩色触摸屏 

SD 卡 闪速存储器记录所有通道 

USB 接口用于上传/下载 

显示：读数，图表，流量，警报，故障，线性功能 

通讯   
I/O RS232

，以太网，（
TCP/IP

及
IP

地址），
AK

协议，CAN 总线（可选）； 

0-10VDC
，

4-20mA
，

35
个触点闭合（均可编程） 

远程电脑软件（在 windowsTM  OS 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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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LSAR 技术说明 
－气体比值 
气体/量程              零噪音/LDL           量程噪音        反应时间，T90    交叉敏感度＊                    

(原始信号）＊＊     ( 原始信号）＊＊    

一氧化碳 

0-10-100-1000ppm         0.1ppm/0.5ppm      ﹤1% 读取       ﹤3 秒     1000% CO2：﹤±1ppm 

0-50-500-5000ppm         ﹤1ppm/2ppm        ﹤1% 读取       ﹤3 秒       1%  CH4：﹤±1ppm  

0-0.1-1-10%              ﹤0.01%0.02%       ﹤1% 读取       ﹤2 秒       1%  N2O：﹤±3ppm  

0-1-100%                  ﹤0.05%0.1%       ﹤1% 读取       ﹤2 秒   2.3% H2O/N2：﹤±3ppm 

二氧化碳 

0-10-100-1000ppm        0.1ppm/0.2ppm       ﹤1% 读取       ﹤2 秒       100%  CO：﹤±2ppm           

0-100-1000-10,000ppm    ﹤1ppm/2ppm         ﹤1% 读取       ﹤2 秒         1% CH4：﹤±1ppm  

0-0.1-1-10%             ﹤ 0.01%0.02%       ﹤1% 读取       ﹤1 秒    2.3% H2O/N2：﹤±1ppm  

0-0.2-2-20%             ﹤0.05%0.1%         ﹤1% 读取       ﹤1 秒                          

0-1%-100%               ﹤0.2/0.4%          ﹤1% 读取       ﹤1 秒                          

一氧化二氮 

0-10-100-1000ppm         ﹤1.0ppm/2ppm      ﹤1% 读取       ﹤5 秒       1000ppm CO﹤±2ppm 

0-50-500-5000-10,000ppm  ﹤10ppm/20ppm      ﹤1% 读取       ﹤3 秒           10% CO﹤±36ppm 

10% CO2﹤±1ppm                                                                

                                                                             20% CO2﹤±3ppm                        

                                                                        2.3%／H2O/N2﹤±2ppm                                                                                          

一氧化氮 

0-10-100-1000ppm        ﹤2.0ppm/4ppm        ﹤1% 读取      ﹤2 秒             10%CO﹤±2ppm 

0-50-500-5000-10,000ppm ﹤2.0ppm/4ppm       ﹤1% 读取     ﹤2 秒            10% CO2﹤±1ppm 

500ppmCH4﹤±15ppm                                                                                  

2.3%H2O/N2﹤±15ppm                                                                                                                                                                                                                               

二氧化硫 

0-10-100-1000ppm        ﹤1.0ppm/2ppm        ﹤1% 读取      ﹤5 秒       5000ppm CO﹤±4ppm 

0-50-500-5000-10,000ppm ﹤10 ppm/20 ppm      ﹤1% 读取      ﹤3 秒          10% CO2﹤±2ppm 

                                                                         500ppmCH4﹤±15ppm                                                                                                

                                                                      2.3%／H2O/N2﹤±15ppm                                 

甲烷 

0-10-100-1000ppm        ﹤2.0ppm/4ppm       ﹤1% 读取       ﹤5 秒           100%CO﹤±5ppm   

0-50-500-5000-10,000ppm ﹤20ppm/40ppm       ﹤1% 读取       ﹤4 秒        100% CO2﹤±25ppm 

0-1-10-100%             ﹤0.1% / 0.2%       ﹤1% 读取       ﹤2 秒       2.3%H2O/N2﹤±5ppm 

 

氯化氢 

0-10-100-1000ppm        ﹤4ppm/8ppm          ﹤1ppm         ﹤5 秒           100%CO﹤±2ppm  
0-50-500-5000-10,000ppm ﹤40ppm/80ppm        ﹤20ppm       ﹤5 秒       10ppmCH4﹤±150ppm      
                                                     500ppmCH6H14﹤±2ppm                                                                                                                
                                                                                              
＊基于样气流量 1L/min   

**用户可配置的自适应平均法可以被用来提高噪音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