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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默飞气相色谱

煤化工领域全套解决方案

煤化工主要是指以煤为原料，经过化学加工，使煤转化为气体、液体和固体燃料及化学品的过程，包括煤高温与低温

干馏、煤气化、煤液化、煤制化学品及其他煤加工制品。其中煤焦化、煤制乙炔、煤气化合成氨属于传统煤化工领域，而

煤直接液化、间接液化、煤气化制醇燃料、煤制氢、煤制烯烃等技术属于现代新型煤化工领域。

不论是传统煤化工领域还是现代新型煤化工领域，赛默飞都能够在各个环节提供优质的技术和服务，无论是生产过程

控制还是优化生产工艺又或者是产品出厂质量控制，赛默飞的气相色谱技术均可为煤化工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复杂的分

析难题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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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默飞TRACE GC 1300系列气相色谱

煤化工领域专用仪

ThermoFisher气相色谱专用仪具有强大而专业的技术

支持队伍，提供包括售前、售后、方法开发及咨询等服

务。每台气相色谱专用仪出厂前都经过严格的方法测试，

测试样品根据用户的特殊应用进行配制，旨在为用户提供

“交钥匙”工程。每台一键式操作专用仪在提供给用户之

前需要完成以下几个部分工作：

• 根据用户特殊的应用要求，针对性的进行调试 

• 方法开发和优化 

• 专用说明手册的制作 

• 分析条件确认 

• 标样色谱图 

所有专用仪主机选用高性能TRACE 1300系列气相色

谱仪，提供多种进样口和检测器模块，满足各个行业不同

应用的各种需求，每台仪器可同时安装2个进样口，配置

阀箱时，最多可安装4个检测器模块。TCD、FID等煤化工

行业常用的检测器和同行业相比具有灵敏度高，稳定性

好，线性范围宽等特点，以下特点使得Trace GC 1300在气

相色谱市场一直处于技术领先优势：

• 即时联接”插拔式进样口及检测器模块<专利>

• 全量程电子流量控制精度0.001psi 

• 兼顾气体、液体分析，填充柱、毛细柱分析 

• 反吹及大体积进样能力

• 专利“SSL进样口可拆卸腔体设计”

• 完美整合Valco PDD检测器

• 1000孔快速柱温箱技术<专利>

• Triplus RSH自动进样系统实现液体进样、顶空进样、固

相微萃取进样三合一模式

特有的阀箱及附件的设计使得气相色谱专用仪在煤化

工领域具有明显的优势：

单独的阀箱设计最高可安装8个阀，满足石油化工行

业中各种复杂样品的分析要求，而且给安装、维修、日常

维护带来方便，色谱柱可以安装在单独控温的大体积阀箱

中，使得色谱炉箱中色谱柱的安装更灵活方便，色谱分

析条件更容易优化，缩短分析时间，提高分析效率。GSV

（气体进样阀）模块可以直接安装在1300系列仪器上，

实现气体进样功能降低成本，提供更高的性价比。

• 附加阀箱以满足多维气相应用 

• 大体积阀箱，方便维修及日常维护

• 最高温度300℃ 

• 最多可同时安装8个隔膜阀或6个旋转阀

• 通过软件设定阀切割事件

• VALCO 进样/切换阀 

• 特殊吹扫型阀 

• 外置或内置式定量环 

• 6路辅助压力控制器 

• 最多可加装8个针型阀 

• 第二柱温箱（可选，且可替换为甲烷转换装置）

• 特殊分析用附件（甲烷转化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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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化工领域主要应用

气相色谱技术是煤化工生产过程中的主要分析手段，具体应用包括各种工艺气-合成气、煤气等气体分析，粗甲

醇、甲醇、醋酸、丙酸等液体分析，也包括硫分析和水质监测等等。

煤化工各种工艺气分析

•  煤气化过程气组成

•  煤制油过程气组成

•  煤化工工艺气中/CO产品气中永久气体

•  煤气化过程气中微量CO2

•  煤气化工艺气中微量甲醇

•  丙烯/乙烯烃杂质

•  丙烯/乙烯烃杂质微量甲醇及烃

粗甲醇，甲醇产品分析

•  粗甲醇中水含量/水中甲醇

•  粗甲醇中乙醇、丙酮

•  甲醇产品（工业用）中乙醇

•  甲醇中高级醇、醛，酯

油品分析

•  油品模拟蒸馏

•  油品中含氧化合物

•  油品中芳烃测试

硫分析

•  煤气化工艺气中微量硫化物

•  乙烯、丙烯中H2S, COS分析

•  液体样品中微量硫

水质监测

•  水中苯系物

•  水中挥发性有机物，V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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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E GC 1300系列气相色谱应用实例

煤制油过程气组成全分析

目标化合物

H2/CO/CO2/N2/O2，C1-C6

配置

TCD通道：10 通阀/6通阀/ TCD 
色谱柱：Porapak N 填充柱，Molsieve 5A填充柱

FID通道：10通阀/FID: 
色谱柱：Alumina BOND/Na2SO4 毛细柱，Rtx‐1毛细柱

注：如果氢气含量低于2%,需要再加一路TCD通道：10 通阀/

TCD/HayeSep Q/Molsieve 5A填充柱, 用N2为载气专门分析H2 
（见煤化工工艺气/CO产品气中永久气分析）

MTO分析

目标化合物

H2、CH4、CO、CO2、N2、O2、甲醇、二甲醚、水，C1～C5

配置

TCD1通道：10 通阀/6通阀/ TCD 

色谱柱：Porapak N 填充柱，Molsieve 5A填充柱

TCD2通道：10通阀/TCD: 

色谱柱：Porapak N 填充柱，Molsieve 5A填充柱

FID通道：6通阀/SSL/6通阀/FID: 

色谱柱：Alumina BOND/Na2SO4 毛细柱，Rtx‐1毛细柱

轻烃组分以及原料气中痕量  CO/CO2的分析

（乙烯, 丙烯, 丁烯）

 气体样品和液化石油气中硫化物分析

目标化合物

CH4、CO、CO2

配置

FID通道:10 通阀/6通阀/ 镍转化炉/FID 

色谱柱: Porapak N 填充柱，Molsieve 5A填充柱

目标化合物

H2S、COS

配置

FPD通道：6通阀/FPD 

色谱柱：Rt Q BOND 毛细管色谱柱



合成气中氨气分析

目标化合物

NH3

配置

TCD通道: 6通阀/TCD 

色谱柱: HayeSep Q, NI，填充柱

轻烃气体中微量氧化物杂质分析

目标化合物

甲醇、二甲醚、甲基叔丁基醚

配置

FID通道: 6通阀（两个）/分流/不分流进样口/FID 

色谱柱: Rtx‐1毛细柱，Lowox毛细柱

ASTM D4815方案

目标化合物

甲醇、乙醇、异丙醇、叔丁醇、正丙醇、甲基叔丁基醚、仲丁

醇、二异丙基醚、异丁醇、叔戊醇、正丁醇、叔戊基甲基醚、二

甲醚

配置

FID通道: 10通阀（1个）/分流/不分流进样口/FID 
色谱柱: 0.56m, 1/16”, 20% TCEP on Chromosorb P AW，

Capillary Column. 30m, 0.53mm id, OV-1,  3um ft

UOP 539方案

目标化合物

H2、CO、CO2、N2、O2，C1-C6

配置

TCD1通道：10 通阀/ TCD
色谱柱：Porapak N 填充柱，Molsieve 5A填充柱

TCD2通道：10 通阀/6通阀/ TCD
色谱柱：Porapak N 填充柱，Molsieve 5A填充柱

FID通道：6通阀/SSL/6通阀/FID: 
色谱柱：Alumina BOND/Na2SO4 毛细柱，Rtx 1毛细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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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 LIMS
专为您设计

谈到最有价值的资产，即实验室里生成的数据，赛默飞是您最可信赖的品牌。赛默飞信息管理产品提供市场领先的实

验室信息管理解决方案，以及世界上范围最广的实验室仪器、设备和自动化，供应值得信赖的全盘解决方案，让您可以推

动科学进步，提高效益和业绩。

 

赛默飞LIMS的特点及优势

专用设计：

赛默飞的实验室信息管理解决方案针对专门用途而设计，以便立竿见影地满足您的更多需要。提供市场领先的LIMS系

统，可以方便地针对下列行业进行配置：石化、五金矿产、食品饮料、供水及废水处理、鉴证、环保。

法规遵循：

赛默飞解决方案的设计与构建，旨在确保您符合针对行业的监管要求与标准，包括ISO 17025、US FDA 21 CFR 第21

部分、ICH、GAMP、EPA及NIDA。

企业整合：

赛默飞设计旨在与ERP及PIMS等企业系统整合，并正与来自多家供应商越来越多的实验室仪器与自动化系统实现一体

化，以便提供完整的端对端方案。

互联网实现功能：

赛默飞的LIMS解决方案提供互联网接入及互联网工具简化全球部署方式，为远距离用户、非实验室人员及客户提供更

便捷的数据通道，以降低管理我们的应用方案所产生的IT成本。

服务与支持：

赛默飞拥有业界最大的全球性服务机构，们在迁移、要求搜集、流程和谐、工作流及故障排除具备令人放心的专业技能。

培训：

赛默飞的应用软件在具有复杂工作流的严格环境中开展运行，我们的专家提供基本指导与进阶培训，让用户具备专有

知识，从应用中获得最大效益。

企业可以整合实验室仪器和应用软件，以及企业平

台和系统，从而在整个组织内部应用LIMS.

赛默飞与微软、甲骨文和其他互补技术的领先供应商结

成稳固的业务合作关系，确保以标准的整合方案来满足共同

客户的需求。SampleManager处于组织运算基础结构中心，

促进科学数据在整个企业内的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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