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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感谢您选用本公司的 YYF-19Q-ZNCY 型氧化锆氧量变送器

本用户手册为用户提供安装、配线、参数设定、日常维护、故障诊断和排除方

法等内容。在安装、设置、运行和维护本产品之前，请务必认真阅读本产品使用手

册，熟悉有关知识、安全注意事项，确保正确使用以充分发挥本产品的优越性能。

开箱检查注意事项

在开箱时，请认真确认以下项目，如有问题，请直接与本公司或供货商联系解

决。

确认项目 确认方法

与您选用产品是否一致 确认产品的标牌内容与您的定货是否一致

备品、备件的完整性 按装箱单逐一检查备品、备件。

产品是否有破损的地方 查看产品整体外观及内部构件，确认是否在运输中受

伤

运输与包装注意事项

 运输时必须小心谨慎，不得摔、跌、撞、砸。

 包装箱应防潮、防雨，不得露天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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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型号规格

氧化锆氧量分析仪由氧量检测器和氧量变送器二部分组成。用户应按自身需

要选配检测器和变送器，它们的型号规格表达如下。

1.氧量变送器型号

2.变送器工作原理

2.1 氧量检测器

氧化锆氧量检测器用于测量燃烧过程中烟气的含氧浓度，同样也适用于非燃烧

气体氧浓度测量。在传感器内温度恒定的电化学电池(氧浓差电池)产生一个毫伏电

势，这个电势直接反应出烟气中氧含量浓度值。

在额定的温度下，电池输出电势用下面的公式计算（Nernst 方程）：

式中:

E ── 浓差电动势（毫伏）；

Ｐ1 ── 在电池内侧参比气体(如空气)的氧分压；

Ｐ2 ── 在电池外侧被测气体(如烟气)的氧分压；

Ｒ ── 气体常数（8.314 焦耳/度·克分子）；

Ｔ ── 绝对温度( 273 + t ℃)；

n ── 参加反应的电子数(4)；

Ｆ ── 法拉第常数（96500 库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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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氧量变送器

氧量变送器电气部分由主电路板、触摸屏、电源板三部分组成，如图 1.2 电路

原理框图所示。

主电路的核心是 32 位微控制器(MCU)，它对检测器的氧浓差电势信号、热电偶

电势信号运算处理后输出下列的各类信号：

1. 被测点的氧含量浓度；

2. 加热器的 PID 调节和 PWM 驱动；

3. DCS 系统的模拟量信号；

4. 故障、报警的开关量信号；

5. 现场总线的通信数据； *

6. 触摸屏人机接口。

触摸屏采用工业串口屏，真彩色的显示屏，界面友好。其可靠、稳定的产品性

能已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电力、电信等数十各行业和领域。

电源部分由下列 5部分组成，互相隔离。

1. 微控制器及触摸屏电源；

2. 检测器输入信号处理电源；

3. 模拟量输出信号电源；

4. 现场总线的通信电源； *

5. 检测器加热电源。

注：带*标记的功能如果用户需要，请在订货时注明，并提供通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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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量变送器电路原理框图

2.3 技术数据

1、 精度：0.5 级

2、 常氧氧量量程：0.01%～25% O2， 氧电势信号：– 20～159.94mV。

3、 微氧氧量量程：0.1～100 PPm O2，氧电势信号：159.94～304.732mV。

4、 温度量程：0～1200℃ 热电偶（K分度）

5、 温度控制：700℃±1℃ 定值 600℃～900℃连续可调

6、 模拟量输出信号：一路隔离直流电流输出 4～20mA

7、 通信总线：RS485 *

8、 仪表工作环境： 温度 0～60℃ 相对湿度 ＜90%

9、 电源电压：220VAC/50HZ

10、功耗：变送器 15W 加热炉约 80W

11、加热输出电压：< 110VAC

12、加热炉内阻：约 65～70Ω

2.4 功能

1、 本底电势自动修正和手动修正。

2、 标准气体自动修正。

3、 温度控制采用 PID 调节方式。

4、 温度控制定值 600℃～900℃连续可调,精度±1℃。

5、 主要参数在线数字显示,温控状态显示。

6、 具有热电偶冷端温度补偿功能，冷端温度数字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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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数设置包括：

 报警定值设定(报警上限报警下限 延迟时间)

 氧量参数设定(氧量输出量程上下限)

 温度参数设定 (温控定值、升温速率、恒温加热比值、PID 调节参数)

7、 仪表原始状态调用

8、 热电偶断偶保护,超温保护。

9、 RS485 总线通信,上位机对仪表能进行读写操作 *

10、仪表人机界面为工业串口触摸屏，仪表各项操作显示采用中文菜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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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氧化锆氧量检测器结构

3.1氧化锆氧量检测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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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检测器安装与配线

4.1 检测器的安装、连接方式

检测器的安装可采用水平或垂直方式，然后在系统通电加热检测器以后，使用

数字万用表观察输出氧电势的波动情况来最终确定比较好的引导方向。

检测器安装所用接头为专用法兰接头，配装密封垫压接，以确保密封，否则

因为一般炉内为负压，该处法兰接头处漏气会影响测量精度或造成信号波动。

氧电势信号引出线应使用屏蔽线，热电偶的信号引出线应使用补偿导线 ，一根

2芯KVV控制电缆接检测器加热连接端。

检测器的标气口平时关闭，只在标定气体的时候打开使用。

合理的安装是保证检测器可靠运行的关键，许多使用问题均由于检测器安装不

当造成的。确定测量点是首要的工作，它应遵循如下几项原则：

（1） 选择的测量点要求能正确反映所检测的炉内气体，以保证检测器输出信

号的真实性，尽量避开回风死角；

（2） 测量点不可太靠近燃烧点或喷头等部位，这些部位的气体处于剧烈反应

中，会造成氧传感器检测值剧烈波动失真；也不要过于靠近风机等产气设备，以免

电机的震动冲刷损坏传感器；

（3） 避免放在可能碰撞的位置，以免碰撞损坏检测器，保证检测器的安全。

4.2 检测器的端子及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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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变送器安装与配线

5.1 变送器的端子及接线

变换器接线端子图

变送器端子接口表

 ( X1 )：供电及加热

注：端子（6）为空端子，不用。

 ( Y1 )：输出接口

 ( Z1 )：检测器输入

型 式 端子种类 功能 端子 连接值/说明

仪表电源
端子排（螺丝端子）

最大导线截面 2.5mm2

进线电源

（AC220V）

1 接地保护（PE）

2 零线（N）

3 相线（L）

检测器加热
端子板（螺丝端子）

最大导线截面 2.5mm2

电炉电源

（0~100V）

4

5

L

BL

型 式 端子种类 功能 端子 连接值/说明

模拟量输出
端子板（螺丝端子）

最大导线截面 2.5mm2

电流输出

4~20 mA

7

8

-

+

型 式 端子种类 功能 端子 连接值/说明

氧电势输入
端子板（螺丝端子）

最大导线截面 2.5mm2
氧电势

9 +02

mV-10

热电偶输入
端子板（螺丝端子）

最大导线截面 2.5mm2
热电偶

11

12

+K

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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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机交互

6.1 系统管理

变送器的人机交互是一块工业组态触摸屏，系统管理界面如下图所示：

系统管理界面上含 5个触摸按钮，点击按钮，分别切换至各自对应的功能界

面（系统中五个功能模块）。下面以各触摸按钮左上角标号分别叙述其含义。

（1）运行：进入仪表运行主界面，是仪表上电后的启动界面，显示仪表正在运行

的各项实时值。

（2）输出设定：DCS 系统 4~20 ma 输出设定（设定下限和上限参数）。

（3）加热设定：含温控设定值，温控上限，PID 调节参数。

（4）本底校正：氧化锆检测器长期运行老化，须对其进行本底校正。

（5）标气标定：按实际工况，选标准气，对检测器的线性校准。

（6）恢复出厂值：用户可对变送器的运行参数恢复为出厂设定。

6.2 操作权限

各功能模块的操作都有相应的权限要求，由输入密码确定。操作权限分为三级：

 3 级密码 1234 ：能操作所有的功能模块。

 2 级密码 2222 ：除了“本底校正”和“标气标定”二个功能模块不能操

作外，能操作其余的三个功能模块。

 1 级密码 1111 ：仅能进入 “运行”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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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运行主界面

上图为变送器正常运行时的主界面，仪表上电后的启动界面。图中运行中各变

量在其左上角赋予标号，它们的含义见表 6.1 叙述。

表 6.1 运行主界面控件变量表

标号 名称 描述 类型 附注

1 氧量 氧量实时测量值，百分比含量。 文本 仪表更新

2 温控 检测器加热炉的实时温度值。 文本 仪表更新

3 氧电势 检测器输出的氧电势。 文本 仪表更新

4 本底电势 检测器的本底电势。 文本 仪表更新

5 加热指示 红：温控正在加热，黑：温控停止加热。 图形 仪表更新

6 环境温度 仪表主控板的环境温度。 文本 仪表更新

7 输出下限 DCS 系统模拟量输出下限。 文本 见注 6.1

8 输出上限 DCS 系统模拟量输出上限。 文本 见注 6.1

9 氧量棒图 模拟量（4-20ma）输出的的百分比值。 棒图 仪表更新

10 运行 点击此按钮，进入系统管理操作（一级

权限）。
按钮

用户点击

注 6.3.1：输出下限和输出上限，此处不可编辑，用户应在下述 3.4 输出设定中编

辑。

注 6.3.2：仪表更新的文本，用户不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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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输出设定

输出通道参数设定是仪表在 DCS 系统中的模拟量输出信息，为 4— 20ma 的输

出电流，对应的氧量在设定范围内的百分比。

表 6.2 输出设定界面控件变量表

标号 名称 描述 类型 附注

1 上限 氧含量，DCS 系统模拟量输出上限(20ma). 文本 用户输入

2 下限 氧含量，DCS 系统模拟量输出下限(4ma). 文本 用户输入

3 确认 保存输入的参数，返回至系统管理界面。 按钮 用户点击

4 放弃 保持原系统设定值，返回至系统管理界面。 按钮 用户点击

点击“上限”、“下限”文本框，触摸屏自动弹出小键盘供用户操作。

例：上限输入“10”% O2,下限输入“0”% O2,当氧含量为 5 % O2 时，则输出

通道输出 12 ma 电流信号。

注 6.4 4 ma 和 20 ma 输出电流的精度系统自动校正，无须用户干预。

6.5 加热设定

检测器加热的温控器采用 PID 数字调节器，执行机构是过零型固态继电器，

功率控制方式，对电网干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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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加热设定界面控件变量表

标号 名称 描述 类型 附注

1 设定 温控设定值，出厂设定：700 ℃。 文本 用户输入

2 速率 检测器开始加热的升温速率。（50– 100 % ） 文本 用户输入

3 恒温 达到温控的理想状态，检测器加热控制 PWM

波形的占空比。出厂设定：40 %。
文本 用户输入

4 周期 T PID 调节，PWM 输出波形周期。 文本 用户输入

5 比例 P 比例调节参数。 文本 用户输入

6 积分 I 积分调节参数。 文本 用户输入

7 微分 D 微分调节参数。 文本 用户输入

8 返回 保存输入的参数，返回至系统管理界面。 按钮 用户点击

9 放弃 保持原系统设定值，返回至系统管理界面。 按钮 用户点击

注 6.4：温控及 PID 调节各参数出厂时已调整好，用户不必调整。

7.检测器本底校准和标气标定

由于材料及制造过程的差异，不能为各个成品检测器的测量特征参数的形成一

致性。该测量特征参数误差亦在检测器使用、老化过程中反映出来，即检测器随使

用、老化时间的不同，其测量特征参数亦产生误差。

反映检测器测量特征的参数主要有下述二项：

 本底电势：当氧浓差电池两边的氧含量相等时，实际电池所存在的附加电势。

理想氧浓差电池的本底电势应等于零。

 非线性误差：在测量范围内，测量值偏离理论 Nemst 方程产生的非线性误差。

理想氧浓差电池的非线性误差应等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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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检测器初次使用及使用过程中对其测量特征的参数都必须进行标定、校

正。

7.1 本底校准

本底校准操作人机交互界面见下图。

本底校准时，在校验气口通入空气，待测气体与参比气体相同。进入锆头本底

校准时，界面上显示的各数据、按钮，见表 7.1。

表 7.1 本底校准界面控件变量表

标号 名称 描述 类型 附注

1 检测器温度
检测器加热的温度值，它是按设定的温

度值自动校正运行的，人工不能干预。
文本 仪表更新

2 检测器电势 显示检测器实时运行的氧电势值。 文本 仪表更新

3 手动修正 调试人员手动输入检测器的本底电势。 文本 用户输入

5 自动确认

待自动校准文本框显示的电势值稳定

后，该电势即为检测器的本底电势。点

击此按钮，测定的本底电势自动保存在

系统的非易失存储器中。

按钮 用户点击

6 手动确认
点击后，手动输入的本底电势保存在系

统的非易失存储器中。（手动优先）
按钮 用户点击

7 返回 界面切换，返回至系统管理界面。 按钮 用户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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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标气标定

标气校准操作人机交互界面见下图。

标气校准时，在校验气口通入标准气体。进入锆头标气校准时，界面上显示的

各数据、按钮，见表 7.2。

表 7.2 标气标定界面控件变量表

标号 名称 描述 类型 附注

1 检测器温度
检测器加热的温度值，它是按设定的温

度值自动校正运行的，人工不能干预。
文本 仪表更新

2 浓度 待测的标气浓度。 文本 用户输入

3 标准
待测标气浓度，经由 Nernst 方程计算

得到的对应的标准电势值。
文本 用户输入

4 氧含量值 实时显示氧含量的浓度 文本 仪表更新

5 电势值 显示检测器实时运行的氧电势值。 文本 仪表更新

6 校准

点击此按钮，分析仪开始执行线性校

准，氧含量值文本框显示校准后的氧含

量

按钮 用户点击

7
确认 保存已标定的参数，返回至系统管理界

面。
按钮

用户点击

8
放弃 保持原系统参数，返回至系统管理界

面。
按钮

用户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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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常维护与保养

 分析仪在出厂前已调试好，通常用户无须调整运行参数。

 检测器安装后 24 小时后可以标气校准。

9.故障分析与处理

一、故障现象： 仪表示值偏低。

原因 1：烟气中可能存在可燃气体。氧化锆固体电解质工作在 600~850 度高温

下，如果存在碳氢化合物等可燃组分，将发生燃烧反应而耗氧，故导致仪表示值偏

低。

原因 2：检测器过滤器堵塞、气阻增大，影响被测气体中氧分子的扩散速度。

原因 3：炉温过高。

二、故障现象： 仪表示值偏高

原因 1：锆管破裂漏气。

原因 2：锆管产生小裂纹，导致电极部分短路渗透。

原因 3：锆管老化及超期使用。

三、故障现象： 仪表指示异常。

原因 1：电炉未加热。

原因 2：检测器输出信号接反。

原因 3：检测器输出信号开路。

原因 4：锆管多孔铂电极断路。

原因 5：锆管电极脱落，或经长期使用后铂电极蒸发。

锆管检测处理方法：用数字万用表检查锆管内阻，在仪表规定的工作温度下，

如果锆管两电极引线间的阻值大于 200 欧姆，则应更换检测器。

四、故障现象 输出信号波动大

原因 1：取样点位置不合适。

原因 2：燃烧系统不稳定，超负荷运行或有明火冲击锆管，气样流量变化大。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A7%E5%8C%96%E9%94%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E%A2%E5%A4%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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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产品保证、服务

售后服务

产品由上海晓舟电子仪表工贸有限公司生产制造并提供技术支持。

本公司确保产品质量可靠，质保期为一年。保证期自交付产品日起。

本公司负责操作及维修人员的培训。

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西营路 62 号 103-104 室

技术咨询：021-50870010

E-mail：xzdianzi@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