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必须知道混合容积与死角之间的差异。这两者是截然不同
的。混合容积是一个带有独立的入口和出口的储存空间，比如
过滤器、分离罐。流体流过混合容积时的速度非常慢，但是确
实在流动。死角一般是一种端部堵死的三通结构，因此没有流
量通过（图 1）。

压力表、传感器、实验室取样阀或泄压阀都是死角的例子。 
可以计算出混合容积冲洗干净旧样品所需的速度，而对于死
角，则无法计算出此速度。死角内将存留旧样品，而其中少部
分会混入新样品内，造成新样品污染。死角最终可能能够也可
能不能够清洗干净。死角的行为是无法预测的。一般而言，随
着长度-直径比的增大，死角的影响变大。另外，死角的影响
还随着分析管路内流速的降低而增大。在大流量时，死角容积
为 10 cm3 的压力表可能没有太大影响，但是在低流量时（例如 
30 cm3/min），如果位置不当就可能影响到整个应用。下面是
关于死角的一些一般原则：

1.尽可能使用大流量

2. 选用死角最小的或无死角的元件设计

3. 安装元件时，使用死角长度最小的端接

4. 把死角移动到旁通回路，以尽可能减少为分析仪提供有效流
量的直通管路上的死角元件

5. 使用三通球阀替代三通和二通球阀

确保分析仪表系统提供准确的结果 – 第 3 部分： 
保持具代表性的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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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仪表 (AI) 系统的目的是及时地提供对取样时工艺管路内流
体具代表性的分析结果。如果 AI 系统改变了样品并致使分析结
果偏离实际数值，该样品就不再具有代表性，结果就不再有意
义或有效。假设样品是从取样口正确采集的，它也仍然可能会
因如下条件变得不具代表性：

•  AI 系统内的不当位置存在死角或死区并导致“静态泄漏”、
渗漏或旧样品到新样品的泄漏；

•  样品因污染、渗透或吸附而发生改变；

•  部分相变导致化学平衡破坏；

• 样品出现化学反应。

本文将总结导致不具代表性的样品的主要问题，并就如何避免
样品被破坏提供了建议。文中将讨论死角和死区、元件设计和
布置、吸附和渗透、内部和外部泄漏、流体选择装置内的交叉
污染以及相保持。

图 1。在这个死角构造中，截留在三通结构内的旧样品泄漏进入主流
体流内污染了新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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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角和死区



在大多数系统内，死角部件都可以不放在为分析仪提供有效
流量的直通管路上。这些部件放在旁通回路上也可能仍然能
够发挥其预定作用。旁通回路或者快速回路是一种以回路方
式实现较快流动的结构，其回流连接到工艺管路、火炬或排
放口。部分流量从回路的一点分流到分析仪。图 2 是一个有
五个死角的系统，图 3 是该构造进行如下改进之后的变型：

•  两个压力表移动到旁通回路

•  撤除了一个压力表而没有将其布置在新位置

•  校准气体入口移动到流体选择系统

•  实验室样品采集点移动到从过滤器触发的一个流动回路

当多个流体流通过一个流体选择系统流到同一个分析仪时，
应尽可能把带死角的部件放在流体选择系统之前的一个旁路
或者回流管上，以尽量减少发生交叉流间污染的机会。对
于“记忆性”部件（例如表面积很大的部件[过滤器]、带弹 
性体等可渗透材料的部件[例如某些调压阀]），也应采用这 
种布置原则。例如，最好购买多个过滤器分别放在流体选择
系统之前（每条管路上一个），而不是在流体选择系统之后
安装一个过滤器。类似地，不应把包含三通和快速接头的实
验室样品口放在流体选择系统之后，因为三通结构是一个可
导致交叉流间污染的死角。

理想构造（图 4）是把实验室样品口放在流体选择系统之前
的旁通回路上 – 每个样品管路使用一个单独的旁通回路。实
验室样品口、压力表以及其他死角都可以放在至分析仪的分
流点下游的旁通回路上。这种构造的另一个优点是，在一个
流进入分析仪时，其他流将继续流过各自的旁通回路，因此
能够保证样品是最新的。带轻度记忆性的部件放在流体选择
系统之后是安全的，包括某些高质量调压阀、截流阀、单向
阀和流量计。对于液态样品，当分析仪上的压力降很小时，
可以把压力表等死角元件放在分析仪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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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 4。快速连接式实验室样品口位于流体选择系统之前的旁通回
路上。这样，就不会在与样品流共用的管路上产生死角。

图 2。该构造内的五个死角构成样品污染危险。

图 3。图 2 的一种变型。这种构造进行了设计改进，消除了死角
或者将其移动到不会影响分析仪读数的位置。



还有一个较容易理解的部件布置问题，就是双关断和排放
（DBB）构造的使用。这种构造包含两个关断阀和一个位于
二者之间、通往排放口的排放阀，是业内的一个成熟标准。
这种构造的使用有很好的理由：它可以防止流体流间污染。
在两个必须保持隔离的流体流之间设置关断时，应使用这种
构造。这种构造的基本假设是双重关断（两个截流阀）比一
个的效果好。DBB 是所有流体选择系统的基础。在把校准流
体接入到系统内时也应该使用这种构造。

除了部件布置外，还有部件选择问题。在包含的死区大小方
面，部件之间的差异很大。系统设计人员必须查看剖视图来
查找死区，例如，球阀内球及其填料周围。通过阀或者一组
部件的流道必须是光滑的，不应存在可导致压力下降的急转
弯。可冲洗性数据定量地显示了相似部件或系统的冲洗时间
长短。

在图 5 中，三个流体系统内充满了氮。然后，通入第二种气
体，并记录冲干净部件内的氮气所需的时间（横轴）。请注
意，过了长达 30 秒后，几何形状 3 内的氮气都没有清除干
净，而对于 AI 系统而言，由于分析响应的行业标准是一分
钟，因此这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几何形状 1 的性能最好，
在不到 5 秒时间内系统内的所有氮气都已清除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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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使用计算流体动力学 (CFD) 进行了如下实验。在三种不同流
体系统构造内充满了氮气。然后，送入另外一种气体。在横轴上记
录了吹洗干净氮气所需的时间。

任何密封都不是完美的，包括不锈钢在内的所有材料都是可渗
透的，因此所有流体系统都会存在泄漏。许多情况下，泄漏率
都非常低而不会显著影响分析仪表系统，但在其他情况下却不
是这样。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必须知道泄漏率，必须知道泄漏率
是否有显著影响。包括阀门在内的优质流体系统部件都提供了
特定温度和压力下的额定值，这些额定值是公开的，是可以获
取到的。阀门不仅有阀座泄漏（内部泄漏）额定值，还有外壳
泄漏（外部泄漏），是从内到外泄漏的额定值。阀门应该能够
重复地处理系统内的最坏情况。

泄漏和渗透发生在低分压方向。为了确定泄漏或渗透是否是对
系统构成问题，应检验样品的成分及绝对压力，以及系统外大
气的成分及绝对压力。使用这些数据确定分压。例如，如果系

统内的介质是 100 psia 的 100% 氮气，那么氮气的分压就是 
100 psia。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大气的成分是 80% 氮气和 
20% 氧气，压力为 15 psia，那么，氮气的分压就是 12 psia，
氧气的分压就是 3 psia。在这些条件条件下，氧气将会向系
统内泄漏，氮气将向系统外泄漏。即使把系统压力增高到 
200 psia、1000 psia 甚至更高，由于外部的氧气分压高于系统
内部的氧气分压，因此大气中的氧气仍然会向系统内泄漏。

渗漏并不总是造成问题。根据应用场合，有少量氧气泄漏进入
样品内可能是没关系的。当渗漏可能造成问题时，系统设计人
员应避免使用 O 型圈、弹性体和 PTFE，而应尽可能使用不锈
钢和金属对金属密封。也可以把样品调整系统或其他系统部件
放在吹氮的箱体内。

泄漏和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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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气动阀的构造设计存在样品与促动空气之间泄漏的可能
性。阀门的促动器可能会采用与阀门一体的设计，例如小型模
块式阀门。换言之，阀体和促动器位于同一个块体上，二者之
间可能仅仅由一层密封（例如 O 型圈）隔开。一旦这层单一密
封失效，气动空气中的分子就会泄漏进样品内，样品内的分子
也可能会逃到促动空气中。这种泄漏可能会导致分析读数不准
确，更糟的情况下，还可能导致起火或爆炸。采用与阀门一体
的促动器设计时，应选用带双重密封以及有排放空气间隙（用
于安全地排放泄漏的空气或工艺流体，见图 6）等安全装置的
阀门。

4.

图 6。在这张双关断和排放阀的图纸上，采用双重密封和有排放空
气间隙防止促动空气泄漏进入液体流。

图 7。这张相变图上显
示了水在固相、液相和
气相之间的转变点。

吸附是指有些分子粘附到固体表面（包括管道内壁）的倾向。
有些分子（比如氮气、氧气及其他“永久性气体”）能够粘附
到固体表面，但是很容易脱离。还有一些分子（比如水、硫化
氢）能够牢固地粘附在管壁上。样品中含有这种粘附性强的分
子时，它们会粘附在管道内壁上，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反映
在分析数据内。例如，假设我们令纯氮气通过管道，过一会儿
切换为含有低浓度硫化氢的样品。由于硫化氢会吸附在管道内
壁上，因此，分析读数可能会显示根本不含硫化氢。不过，在
管内壁饱和后，分析数据就会开始显示出硫化氢。

有些操作员可能会认为，一旦管内壁饱和后吸附问题就不存在
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假设在分析完硫化氢样品后切换回纯
氮气。现在，管内壁上的硫化氢将开始脱离，因此，即使新样

品是纯氮气，分析读数也会显示存在一些硫化氢分子。或者，
作为另一个例子，假设由于日常太阳光强度的变化而使管道温
度升高。较高温度为分子脱离管壁提供了更多能量，从而引起
分析读数的变化。

当样品中被测分子的浓度超过 100 ppm 时，吸附可能不会产
生太大影响。但是，当被测分子的浓度低于这个数值时，就必
须考虑吸附问题。管内壁的电抛光表面或（作为另一种方案）
PTFE 衬层可以在有限程度上降低吸附率。还有一种方法是使用
硅衬底的管道。这种产品的制造商在管道内壁上沉积一层很薄
的硅涂层。虽然这种产品很贵，但是改善效果非常显著。带硅
衬层的管道仍然是柔性的，只是最小弯曲半径有所增大。

为了保持具代表性的样品，我们必须避免样品内的部分相变。
分子假设有多种相，包括固相、液相、气相或这些相的混合
物，以哪一种相存在取决于系统内的温度和压力。不同分子的
相变点不同。可以使用相图表示相变点，相图的一个坐标为温
度，另一个坐标为压力（例如，图 7 为水的相图）。实线是相
之间的界限。分析样品通常由多种分子组成。分析的目的是确
定样品的成分，比如，分子 A 的含量是多少、分子 B 的含量是
多少等。

吸附

相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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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样品保持为全液态或全固态，成分就会保持不变。但是，
当样品存在部分相变时，成分就会发生变化。图 8 是分子混合
物的相图。紫色线是混合物的始沸点温度，红色线是蒸气露点
（或者终沸点）温度。在这两条之间的任何点上，都是气相和
液相两相共存的，并且气相和液相的成分不同。换言之，样品
被分馏为两种不同成分的物质，因此分析仪将无法确定原始成
分是什么。

分析仪工程师和技术员面对的难题是如何把压力和温度保持在
保持分析系统内的全部样品均为同一种相的区域内。对于气体

样品，最简单的方法是安装一个能够降低压力的调压阀。另
外，必要时，可以加热样品管路，或者使用保温管束把样品保
持在高温。调压阀和管束都是非常易于安装和维护的部件。

液态样品的困难要大一些。可以使用泵提高压力，必要时还可
以安装冷却器。不幸的是，泵和冷却器都是特别不易安装和维
护的部件，尽管它们可能都是必需的。

保持具代表性的样品是一项困难工作。在样品不具代表性时，
分析系统不会发出任何报警。用来发现问题的唯一方法是熟悉
常见错误点。幸运的是，所有常见错误都是可避免的或可纠正
的。大多数纠正措施都归结为：

•  了解元件设计及其局限性（死角、死区、促动空气泄漏）

•  向流体系统提供商询问一些必要问题（例如，关于压力额定

值、剖视图、可冲洗性数据）

•  把元件布置在系统内的正确位置上（例如旁通回路上、流体

选择系统的一侧或另一侧）

•  确定/计算出是否会发生泄漏、渗漏或吸附是否有显著影响 

（根据分压）

•  知道哪些材料或设计能够防止泄漏、渗透、吸附

•  根据相图计算出相保持所需的适宜温度和压力并维持这种温
度和压力

结论

1.欲了解关于混合容积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本系列文章的第 1 
部分：“了解和测量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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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是炼油厂、化工厂工艺分析仪应用专家。Waters 特别熟悉
工艺分析仪培训课程，曾在亚洲、欧洲、中东、北美、南美的
许多国家授课。他的课总是特别受欢迎，对工程师和维护技术
人员都具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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