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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分析和气体流量测量
为实现可靠且具有成本效益的运营，生物气、沼气和填埋气工厂中的新式内燃机需要符合最
低限度质量的燃气，内燃机制造商和工厂的保险通常需要监测和记录燃气质量。记录当前气
体产生情况和质量可以改善过程控制。
冰得可为上述这些作业提供各种解决方案 - 采用COMBIMASS®：
精密的COMBIMASS® eco-bio+系列生物气体流量计，全模块化分析站COMBIMASS® GA-s采
样频率灵活且维护简单，移动式生物气体分析仪GA-m可装入COMBIMASS® GA-s坞站实现自
动采样（二合一解决方案）。
在所有类型的COMBIMASS®分析站中，可对不同气体流量和各采样点的气体组成进行记录和
文件化。由燃气组成、湿度、压力和温度变化引起的流量测量误差会自动得到补偿。
此外，还可以计算、监测和转换气体流量和总气体流量值对应的额定能量。
COMBIMASS® eco-bio+ SS FK §35是一款特殊的操作安全款气体流量计，适用于农业厌氧消
化厂或CDM项目，带集成湿度校正，可以标准立方米为单位记录未精制生物气的年产量，因此
被主管部门批准用作记录装置。

移动和固定式气体分析
和流量测量系统

COMBIMASS®
模块化方案的组成：

几十年来，冰得一直在为领先的设备制造商提供创新型的工
业气体流量测量系统。在过去的几年里，对于生物气、消化
池气体和填埋气的可靠、精确且具有成本效益的测量系统的
需求大幅增加。

 COMBIMASS® eco-bio+ SS 用于生物气：

在潮湿、腐蚀和脏污气体环境中进行的测量作业尤其需要使
用具有耐腐蚀、高精度、长期稳定性等特点的设备。由于这
些气体的组成会随着时间而变化，并且气体组成或过程管理
也有变化。
因此，分析技术被用来测定各发酵阶段的气体组成、气体加
工过程中的过滤器监测以及CHP前端。
在生物气工厂中，通过调整进料周期来实现对气体储量的按
负荷管理可减少进料量，增加CHP的满载时间，减少发酵残余
储存中的残余气体产生，避免故障停机和提高过程稳定性，
从而提高工厂效率。
在固废处理厂中，干燥物质含量较高的大量生物质（可采用
生物方式处理的残余材料）作为基质在干发酵罐中发酵并被
转化为优质堆肥。由于此过程以批量操作的方式进行，所产
生生物气体的量和气体质量将随着周期时间变化而变化。

热式气体流量计，通过ATEX认证，带集成湿度校正
（选配）功能，可直接测定标准流量
（依据DIN 1343），操作安全款（选配），带在线
插拔装置（选配）
 COMBIMASS® eco-bio+ AL 用于生物气：

热式气体流量计，可在EX-Zone 2危险区域内使
用，在线插拔装置（选配）
 COMBIMASS® eco 用于厌氧发酵和填埋气：

热式气体流量计，带集成湿度校正（选配），可直
接测定标准流量（依据DIN  1343），可在ATEX
Zone 1和2危险区域内使用，带集成显示屏（选配）
 COMBIMASS® OEIN hot tapping unit:

可实现流量计的轻松装/卸，以进行维护
 COMBIMASS® master:

DIN-rail模块，用于进行流体湿度校正或气体成分
不断变化的情况
 COMBIMASS® flow conditioner:

用于在管线铺设不适宜的情况下提高流量测量
的精度
在下列两种情况下，流量测量和气体分
析相结合可提供巨大优势：
 始终提供最精确的流量测量，

即便在湿度和气体组成不断变化的
情况下
 将来自两个系统的数据进行绑定，
可提供附加功能
在污水处理厂，气体分析通常被用来监
测来自净化厂和热电厂H2S过滤器上游
的气体质量。但与沼气厂相比，这种气
体质量的变化要小得多。

 COMBIMASS® GA-m:

移动式分析仪，电池供电，带数据记录仪，适用于
多大6种气体成分，通过ATEX认证
 COMBIMASS® GA-e:

气体分析仪，适用于多达4种气体成分，
只有固定式
 COMBIMASS® GA-s:

GA-m和GA-e气体分析仪用坞站，全自动固定式操
作，塑料或不锈钢外壳
 COMBIMASS® GA-s hybrid eco:

根据分析站的测量值，可以确定过滤材
料的更换时间，而不是按通常的具体时
间间隔进行更换。

操作简单，成本效益高，性能可靠，适用于1-4种
气体的模块化分析站
 COMBIMASS® GA-s hybrid premium:

在填埋场，分析技术被用于各区域的长
期监测或收集管中填埋气质量的监测。
若气体质量变差，可能需要将填埋气与
其他可燃气体（例如来自邻近生物气或
固废处理厂的生物气）相混合，以确保
CHP的正常运行。

灵活的模块化分析站，具有多项附加功能和选件，
操作和维护非常简单
 COMBIMASS® GA-s feed control:

具有附加功能的分析站，可控制进料周期，并可进
行外部访问以实现数据传输

COMBIMASS® 生物气流量计

生物气用COMBIMASS® eco-bio+
传感器非常紧凑，全不锈钢材质适用于zone1
危险区域或铝外壳适用于Zone 2危险区域，坚
固耐用抗腐蚀，精度非常高，即使在低气体流
量和低气体压力条件下
 依据热扩散原理在标准压力和温度条件下
直接进行质量流量测量，即使在消化池处
理之后、气体冷却器后方、H2S过滤器或
CHP前端的潮湿气体。
 无需进行温度和压力补偿
 集成湿度校正，可依据DIN 1343直接测定标
准立方米的干燥气体流量（选配）
 操作安全款eco-bio+ SS FK §35（选配）
 带在线插拔装置和球阀，集成气体采样连
接（选配）

COMBIMASS® eco系列现场流量变送器适合于气体流量测量，涵盖多种不同应用。适用过程温
度高达130°C，有不同的防爆型号可供选择。传感头为一体成型全不锈钢材质，耐腐蚀。测量
值通过隔离的4-20 mA模拟输出和可自由参数化的脉冲输出进行传输。或选配带操作面板的10位
显示屏，以显示当前流量或累积量。

消化和填埋气用COMBIMASS® eco
传感器非常紧凑，全不锈钢材质适用于Zone 0
、1或2危险区域，坚固耐用抗腐蚀，精度非常
高，即使在低气体流量和低气体压力条件下
 依据热扩散原理，在标准压力和温度条件
下直接进行质量流量测量，即便是潮湿气
体
 无需进行温度和压力补偿
 校准范围可根据应用进行调整
 集成湿度校正，可依据DIN 1343直接测定标
准立方米的干燥气体流量（选配）
 带模块化可扩展数据记录仪，可以读取、
存储和传输数据（选配）
 带在线插拔装置和球阀，集成气体样品连
接（选配）
COMBIMASS® flow conditioner
专利型COMBIMASS®流状调整期用于较难的
管线配置，之后是使用弯管、改变横截面、管
件或脉冲压缩机等方式。此款流状调整器可使
流量剖面光滑，几乎无压力损失，确保了测量
位置的可重复条件。
COMBIMASS® 流状调整器可减少测量值为管
径3-7倍时的入口和出口直管长度。此款流状
调整器坚固耐用、耐脏，并且可确保最佳测量
精度。

每台流量计在出厂前均在我们的 CAMASS®校
准中心使用实际工况条件（管线布局、气体成
分、管道直径、流向等）进行了测试和校准。
传感器采用热扩散原理，直接测量标准压力
和标准温度下的气体质量或体积流量（依据
DIN 1343: 0°C, 1,01325 bar, 0 %相对湿度）。
它由加热电极和参比电极组成。流经的气体冷
却受热的传感器，从而测量流经的分子数量

（质量流量）。生物气和来自污水厂的气体通
常为潮湿气体。其含水量被记录。因此无法依
据DIN 1343直接测量标准体积。在饱和点，气
体中的含水量通过使用气体温度计算得出，并
在传感器内直接进行补偿。
采用这种方法，合适选择测量点可测定标准条
件下的干体积流量。
与其他任何测量步骤相比，它们尤其适用于热

气体量的测量，因为它们可以进行高精度测
量，即便在低气体流速和压力条件下。另一项
基本优点是，所需的所有补偿均可在流量计内
进行，无需额外的补偿计算机。它允许
（例如）使用COMBIMASS® eco-bio+验证未
精制生物气的年产生量或用于CDM项目。
我们还可以提供其他专门的低操作安全执行机
型来实现这一验证功能。

COMBIMASS®精度保证
校准是使用技术先进型系统成功测量和控制
气体的一个重要因素。为确保实现最高测量
精度，每台COMBIMASS®测量装置或系统
CAMASS® 校准均在模拟实际操作条件的情况
下进行了精确校准。对于难处理的应用，甚至
相应的管线配置（公称直径达DN 500）也可准
确复制（如有必要）。
这样，就可以记录和补偿由于管线以及配置导
致的流动现象对测量的影响。

COMBIMASS® 气体分析
气体分析装置和系统采用不同测量方法。除典型的红外传感器外，还使用电化学、顺
磁和热传导式传感器来测定气体组成。所有数值测量时均进行压力和温度补偿，以实
现高精度。手动或自动校准可实现测量值的长期稳定性。所有装置和站均为模块化，
可根据需要进行扩展。每种系统在出货前均在我们的CAMASS® 校准进行了检验和校
准。
所有分析装置均采用保养兼容性设计。磨损件可由操作者更换或者在维护时提供。COMBIMASS® GA系列可提供下列气体分析技术解决方案：

COMBIMASS® GA-m
使用光学红外分析和长寿命电化学
电池最多可测量6种气体组成，可根
据采样点配备大功率样品泵和数据
记录功能

COMBIMASS® GA-s hybrid
的特点多组成气体分析站，预配2个
气体流量，采用标准组件，可进行
气体供给和预处理、数据记录和处
理、可视化和传输

COMBIMASS® GA-s feed controll
进料控制的特殊功能坞站GA-s的基
本设备带扩展的硬件和软件，可以
通过调节进料时间周期来控制气体
储存的填充水平

 电池组，可现场更换
 可现场校准气体元件
 通过ATEX认证，可在爆炸性环境

 操作简单，成本效益高，可测量

 减少进给量，提高过程稳定性（

以及Zone 0 & 1危险区域内使用
 选配传感器插入型，可移动式测

量气体流量和气体温度
COMBIMASS® GA-s 的特殊功能
带PLC和4.3”图形显示屏的多组成
分析站，多语言菜单，触摸屏操
作，标配2个气体采样点，基于标准
组件设计，可进行气体采样和预处
理、数据记录和处理、可视化和数
据传输
 7” 图形显示屏，实现实际数据

可视化以及带历史数据的图表
 可用测试气体现场检查气体分析
精度并使其保持在允许公差范围
内（手动校准模式）
 用于COMBIMASS®气体流量计的
模拟输入，可根据实际气体浓度
对流量信号进行自动补偿
 低于或超出现值时自动触发报警
 通过标准通信网关（模拟信号
4-20 mA、Ethernet Modbus
TCP、Modbus RTU、Profibus DP
或Profinet）或通过远程拨号（
外部访问）可将数据传输至本地
PLC
 通过安全互联网连接或GSM/GPRS
可进行外部访问/远程拨号

一或两种气体流量，可根据具体
应用设计和配置（eco款）或全
配备PLC和4.3“图形显示屏
（premium款），带多语言菜单
指南，触摸屏操作
 7”图形显示屏（premium款中为
选配）可实现当前测量值的可视
化以及历史数据的图形显示
 模块化：带传感器模块（安装于
顶帽式导轨上）的各设备被组合
成为客户特定系统
 不同外壳满足室内、外操作要
求，选配测量气体冷却器，可进
行周期或持续分析
 可通过连接测试气体现场检查和
保持气体分析精度（手动校准程
序/自动校准）
 自由的模拟输入适用于
COMBIMASS®系列气体流量计，
可根据当前气体组成自动补偿气
体体积信号
 限值报警触发
 可通过标准接口（模拟信号
4-20 mA、Ethernet Modbus
TCP、Modbus RTU、Profibus
DP、Profinet）或通过远程连接（
例如连接至中央数据服务器）将
数据传输至中央控制系统
 数据存储在集成U盘上
 可通过安全互联网或GSM/GPRS连
接进行远程访问维护诊断

节省高达15  %）
 操作者或微生物学专家可以通过

外部访问，对控制参数进行微调

精度保证
COMBIMASS®
生物气流量计
为确保测量和控制系统的精度，使
用合适的混合气体对客户厂内随后
会产生的压力、温度和负载条件进
行了准确模拟。
对于难处理的应用，甚至相应的管
线配置（公称直径达DN 500）也可准
确复制（如有必要）。这样，就可
以记录和补偿由于管线以及配置导
致的流动现象对测量的影响。

CAMASS®
气体流量校准技术
校准是使用技术先进型系统成功测量和控制气体的一个重要因素。为确保达到最高测量和控制
精度，每套COMBIMASS®系统均在CAMASS®校准中心使用实际工作条件进行了精确校准。
与液态介质相比，流动气体的性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作条件、气体组成和在管线中的实际流
动情况。若未对这些参数加以考虑，测量精度必将受到很大限制。

COMBIMASS®
flow conditioner
专利型COMBIMASS®流状调整期用
于较难的管线配置，之后是使用弯
管、改变横截面、管件或脉冲压缩
机等方式。此款流状调整器可使流
量剖面光滑，几乎无压力损失，确
保了测量位置的可重复条件。
COMBIMASS®流状调整器可减少测
量值为管径3-7倍时的入口和出口直
管长度。
此款流状调整器坚固耐用、耐脏，
并且可确保最佳测量精度。

应用 – 生物气
不采用合适的测量和分析技术，现代生物沼气系统几乎
无法以一种具有成本效益且环境友好的方式使用。
因此，分析技术被用来测定各发酵阶段的气体组成、气
体加工过程中的过滤器监测以及CHP前端。
其他应用包括生物甲烷升级装置过程监控、生物气流量
中能量含量的测量（若气体被供入本地微电网并出售给
多个客户）。
消化池下游的测量可以测量来自基质的气体并实现对进
料周期的控制。在农业厌氧消化装置中，气体组成通常
会缓慢发生变化，同时气体流量会发生较大变化，这些
变化可能由搅拌器引起。发酵罐下游的生物气含水量尤
其高，通常处于水饱和状态。

使用GA-s hybrid
的无限设计自由
COMBIMASS® GA-s hybrid分析站为全模块化
设计，可定制配备各种气体模块、泵、阀门、
气体冷却器等组件。
数据可视化，并且具有图形功能、气体元件现
场校准或气体模块集成自动校准、气体元件集
成过载保护、超出限值报警、所有备用件和磨
损件均可由保养公司或操作者自己轻松更换，
可确保操作高度安全、测量值始终精确以及低
维护成本。

 COMBIMASS® GA-s hybrid eco:

因此，适合在每个发酵罐下游安装一台带集成湿度校正
的COMBIMASS® eco-bio+，以参照标准条件测定干生
物气质量流量。
相比较而言，若气体组成变化太大，例如在固废发酵装
置中，根据当前气体组成对来自每个发酵箱的气体体积
信号进行校正就比较合理。
今天，使用气体时对硫和甲烷浓度的监测尤为重要，因
为这些通常会影响CHP的功能、维护周期和效率。

适用于H2S过滤器监控、CHP上游CH4浓度的
监测或者两种功能的组合 – 这种高成本
效益机型控制简单，并且还可选配持续甲
烷分析功能
 COMBIMASS® GA-s hybrid premium:
带灵活测量程序、PLC和图形显示屏的分析
站，还可用于多气体环路的复杂测量任
务，可通过GSM / GPRS进行远程访问和数据
传输

我们的COMBIMASS® eco-bio+热式质量流量计可在最
恶劣的条件下可靠准确地运行，且几乎无需维护，是一
款具有较高技术水平且可实现长期精确性与可靠性的气
体分析设备。这还影响到购买价格和维护成本。

COMBIMASS®
GA-s 坞站二合一
解决方案
标准分析站，可选配并将移动式仪器GA-m
（仍可作为移动式仪器使用）转换为全功能固
定式分析系统，通过将其连接至坞站，适用于
多达13个测量点。100 %系统可用性，维护维修
方便，可确保对此固定式仪器的即插即用式更
换。气体元件多点校准实现测量值的高精度，
即使在不同浓度条件下。

典型应用
有机废弃物的发酵（干发酵）
 测量十二个采样点的气体量和气体质量？

没问题。可使用COMBIMASS®模块化方案
的无限扩展性
 自动补偿，即便气体组成变化无常也能实
现极高的测量精度
 具有极高的测量精度，即便在流量极小的
情况下，且没有明显的压力损失

gas-2-grid（生物甲烷）
从未精制生物气中去除硫酸氢、二氧化碳和剩
余水分时的过程控制、持续气体分析、极小硫
浓度的精确测量、尾气中低甲烷浓度的精确测
量 – 这都得益于优质的测量元件、可调测量
范围和使用不同测试气体对气体模块的自动校
准 – 均可确保长期稳定。现场备用模块确保
几分钟即可完成更换。

气体销售中的能量计算
该测量系统由带持续甲烷分析功能的
GA-s hybrid分析站和COMBIMASS®系列气体
流量计（高精度校准、安装于测量管段以避免
因管子引起的气体体积信号波动）组成。冗余
泵、不间断电源、测量值真实性检查以及到中
央数据服务器的数据传输使能量含量计算的精
度优于3 %。

项目监控
专用防操作款，可用来监控CDM或类似项目。
专用数据记录仪可以将数据存储在SD卡上或者
定期将实际数据传输至中央数据服务器。

更少进料处理更多气体？
通过使用COMBIMASS®生物气流量计和分析
仪合用来监测和控制实际气体产生量和质量，
以及合理管理气体储罐，在气体耗量已知的情
况下，可以使用COMBIMASS® GA-s进料控制
根据负荷测定进料的时间周期。从而可以避免
进给量不足和超限。设备的总体效率可以提高
达15%，并且也提高了过程稳定性。

应用 – 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厂中的特点

相对生物沼气系统而言，污水处理厂的运营与气体生成
的成本效益没有直接关系。这里设定了不同的优先级，
因为与二氧化碳相比，甲烷对气候的危害更大，消化池
中的发酵过程必须在排除空气的情况下受控进行。在过
去，生物气通常进行燃烧，而以今天的能源价格，利用
这一宝贵能源并由此显著降低装置的运行成本则尤为重
要。

在较大的区域内，污水处理厂通常由污水处理
协会运营。和大型处理厂需要安装固定系统一
样，还有无数个小型污水处理厂。此时，强大
的移动式测量系统更具成本效益。

通过进行污泥发酵和使用污水厂气体进行能量生成，不
仅可以产生能源，还可以减轻生物处理部分的负担从而
使曝气的能耗降低约三分之一。因此，在总能量平衡的
前提下，越来越多的中小污水处理厂在进行污泥消化和
消化池气体的使用。
如需实现可靠且具有经济效益的运行，新式燃气发电机
需要最低限度的燃气质量。环境法规要求采用具有合适
数据记录功能的、强大的新型气体测量技术。

除极高的操作可靠性和通信能力外，较高的成本效益也
不可缺少。通常宜采用固定式测量系统。除气体量之
外，这些系统还对消化池气体中的甲烷、硫化氢和氧气
浓度进行记录和文件化操作。

COMBIMASS® 方案可提供上述两种系统 –
固定式和移动式测量系统，为您的污水处理厂
带来更高的成本效益
 便携式组件与固定式系统相容，通常可互

换， 还可在设备维护时使用。
 以固定价格进行全套维护，还可在维护或
维修过程中根据需要提供免费更换装置。
 仅需对使用人员进行非常少的培训。统
一、科学且清晰的操作方法，无需进行费
用昂贵的培训。
 采用先进的控制方案，最大限度提高用户
友好性。仅通过6个易于操作的按键，即可
进行最重要的查询操作。相关功能直接通
过安检以本地语言显示，并且与屏幕上的
当前菜单相对应。
 通过外部访问进行数据传输或维护分析。
 所有管道和连接件均可以使不锈钢材质。
 面向未来：预期会有扩展必需文件和数据
记录的需求。今天，我们的系统已经配备
齐全到足以应对这一问题。数据格式不仅
与Excel兼容，还可选择性地将其按本质防
操作的二进制格式导出。
 应急操作：COMBIMASS®方案提供可选电
池（UPS）运行。若电源失效，可确保重要
报警功能。

满足极高要求
COMBIMASS®
方案具有出色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
在污水处理厂实际运行中，下列机型被证明非
常有优势：
 COMBIMASS® GA-s hybrid eco:

模块化、操作简单且成本效益高的气体分析
站，带灵活的测量程序，例如仅用于甲烷
和/或硫化氢
 COMBIMASS® GA-s坞站带移动式操作用
GA-m装置：
独立式移动气体分析系统，通过ATEX认证，
可充电电池，测量气体泵和数据记录仪，可
通过插入坞站转换为固定式测量系统
 COMBIMASS® GA-s hybrid premium:
模块化气体分析站，带灵活的气体模块和灵
活的测量程序，例如可用于混合发酵装置

经过上千次使用和测试证明
多年来，COMBIMASS® eco消化池气体流量
计在全世界的污水处理厂中得到证明，成为一
个标准。新一代消化池气体流量计具有集成湿
度校正功能，可以直接测定标准条件下的干燥
气体流量。

应用 – 填埋

应用 – 固废处理厂

今天，欧洲几乎没有任何新填埋场在建；废弃物分离和
避免产生废弃物成为一个明显趋势。
同样，还需要高品质的气体测量技术。在稳定厌氧甲烷
阶段，填埋气在CHP中大量使用。新式燃气发电机需要
最低限度的燃气质量，以实现可靠且具有经济效益的运
行，内燃机制造商通常需要监测和记录燃气质量。
电机效率监测可提供损坏预警，有助于最大限度减少损
坏。对当前的燃气耗量和燃气生成量加以考虑可优化绩
效控制。

生物废弃物的能源利用潜力

气体流量测量和移动/固定式填埋气分析组合系统
在COMBIMASS® GA-s分析站中，可对燃气耗量和燃气
组成进行记录、评估和文件化。若在运行过程中甲烷含
量下降，气体流量信号将被结合分析站进行自动校正。
填埋气从多眼井中捕集，收集到压缩机站内，并引入发
生器。每座压缩机站均需要用于测量气体组成和气体量
的固定式测量系统，但还有一项重要的附加功能：对所
连接井定期进行气体流量和气体质量扫描，并且必须保
存测得的数据。

由于涉及很多区域，对于全自动监测而言，永久性连接
各井是不经济或者不安全的。唯一有用的解决方案是使
用便携式技术对各井进行监测。
将COMBIMASS® GA-m从坞站上拆下，而永久连接的
COMBIMASS® eco流量计继续记录气体测量值并使用
最新气体组成进行补偿。
对于各井，产生的填埋气体积和气体组成通过便携式气
体流量计被记录，并一键操作与测量点标识、日期和测
量时间一并被保存至COMBIMASS® GA-m。之后，数
据通过USB接口读取，分析装置被返回坞站。通过这种
方法，可以很轻松并且操作安全性非常高地对几百个测
量点进行监测和记录。
即使在填埋气不再大量用于腐烂产生甲烷阶段而是仅仅
焚烧处理的老式填埋场内，环境保护法规也要求进行进
一步监测。

生物固废处理装置通常在沉积场点。在那里，
来自家庭的大部分固体残留材料，如废弃果蔬
和其他可降解残留物被按照固体发酵程序在单
阶段或两阶段装置中进行处理。除CHP中使用
的气体外，还可以产生优质最终产品，这些产
品作为堆肥可实现更多收入。
由于所产生气体中的甲烷浓度较高，还可以将
其与来自老式填埋场的甲烷浓度较低的填埋气
混合，并在热电厂中使用，因为CHP对甲烷浓
度的要求极低。

通常，每个发酵箱配备一台COMBIMASS®
eco气体流量计，信号随着当前气体组成被自
动校正。
COMBIMASS® GA-s hybrid分析站为全模块
化构造。用于不同气体、带不同测量范围的气
体模块可以并行或随后切换。根据装置尺寸不
同，可采用这种方法设置2或6或更多并行的气
体回路。
在填注和清空过程中，尤其是打开状态的发酵
箱中的氧气和硫化氢浓度必须进行测量和监
测。若必须对安全技术方面或人员保护方面加
以考虑，通常使用带自动合理性检查的冗余测
量元件。超出限值报警功能被按序列集成。
测量值的可用性和准确性非常重要。因此，气
体模块通常按固定时间间隔进行自动重新校
准，以保持非常高的精度。如需进行更换，继
续几分钟时间，操作者即可使用另一组气体模
块进行操作。

COMBIMASS®
令人信服的方案
若下列特点对您来说非常重要，则
COMBIMASS®方案是您的最佳选择：
 在无压力损失的情况下精确测量气体流

量，即使在低气体速度和流量情况下
 在气体组成不断变化的情况下精确测量气

体流量
 在几乎无需维护、移动和固定式操作且价

格合理的情况下精确测量气体流量
 在全面维护并更换装置以按合理定价实现

100 %可用性的情况下精确进行气体分析
 固定式分析系统，可作为二合一解决方案

或全模块化
 高性能固定式分析系统，精度极高，可扩

展，带流量测量和湿度补偿，低维护，带
独立测量数据记录和各种类型的数据传输

致力于为具有高需求且不想浪费金钱的所有
系统运营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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