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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含湿量测试仪装置，

由含湿量采样器和含湿量称重仪组成，含湿量采

样器由采样管和采样主机组成，采样主机包括吸

湿管组件、孔板组件、抽气泵、电源插头、发射天

线，抽气泵依次通过管路连接孔板组件、吸湿管

组件、采样管，吸湿管组件的吸湿管与采样主机

插拔式连接；含湿量称重仪包括秤盘、防风罩、称

重传感器、电路板、电源、接收天线，采样前，先称

吸湿管初重，采样结束吸湿管从采样主机拔出放

在秤盘上，为保证数据稳定性，吸湿管称重时外

部罩设防风罩，后依靠称重传感器称终重，根据

两次采样数据计算含湿量；采样主机的采样数据

经发射天线发出，由含湿量称重仪接收天线接

收。结构简单，操作方便，测量精确，实现数据无

线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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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含湿量测试仪装置，由含湿量采样器和含湿量称重仪组成，所述含湿量采样器

由采样管和采样主机组成，其特征在于：所述采样主机包括吸湿管组件、孔板组件、抽气泵、

电源插头、发射天线，所述抽气泵依次通过管路连接孔板组件、吸湿管组件、采样管，所述吸

湿管组件的吸湿管与采样主机插拔式连接；所述含湿量称重仪包括秤盘、防风罩、称重传感

器、电路板、电源、接收天线，吸湿管从采样主机拔出，放置在秤盘上，外部罩设防风罩后依

靠称重传感器采集重量数据，所述采样主机的采样数据经发射天线发出，由含湿量称重仪

接收天线接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含湿量测试仪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采样管包括保护管、过

滤器、过滤器护罩、气管、加热带、温度传感器、接头，过滤器设置在保护管一端，其外部设有

过滤器护罩，接头设置在保护管的另一端，气管设置在保护管内部，加热带缠绕在气管外

部，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气管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含湿量测试仪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采样主机还包括显示

屏、手把、辅助把、天线护罩、开关，显示屏设置在采样主机外部，手把设置在采样主机底部，

辅助把设置在采样主机侧面，天线护罩罩设在发射天线外，开关设置采样主机外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含湿量测试仪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含湿量称重仪还包括触

摸屏、充电接口、开关，所述触摸屏、充电接口、开关均设置在含湿量称重仪的外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含湿量测试仪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吸湿管组件还包括气室

和托盘组件，所述气室包括气室座、进气嘴、出气嘴、O型密封圈Ⅰ、保温套，所述吸湿管顶端

与气室座插拔式连接，所述进气嘴和出气嘴固定在气室座上，所述气室座外部设有保温套，

气体从进气嘴进入气室座、经过吸湿管从出气嘴流出；所述托盘组件包括支撑座、托盘、导

向轴、压缩弹簧、弹簧堵头、螺母，所述支撑座固定在采样主机上，所述吸湿管穿过支撑座，

底部由托盘托住，所述支撑座通过轴套与导向轴连接，所述托盘可绕导向轴转动，导向轴靠

近支撑座一端设有弹簧堵头，在弹簧堵头和轴套之间的导向轴上套设有压缩弹簧，所述导

向轴靠近托盘一端设有螺母。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含湿量测试仪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吸湿管包括吸湿管筒、

过滤棉、挡网片、干燥剂、吸湿管堵头、O型密封圈Ⅱ，所述吸湿管筒顶端与气室座插拔式连

接，所述过滤棉填充在吸湿管筒上部，所述挡网片设置在吸湿管筒下部，所述干燥剂填充在

过滤棉与挡网片之间的吸湿管筒内，所述吸湿管堵头与吸湿管筒底端插拔式连接，所述吸

湿管筒与气室座通过O型密封圈Ⅰ密封，所述吸湿管堵头与吸湿管筒内部通过O型密封圈Ⅱ

密封。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含湿量测试仪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吸湿管组件还包括吸湿

管滑道、保护板、冷却风扇，所述吸湿管滑道与气室座固定连接，所述保护板与吸湿管滑道

固定连接，且保护板与吸湿管滑道组成一个位于托盘上方的长方体空腔，所述冷却风扇固

定在保护板上。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含湿量测试仪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含湿量称重仪还包括连

接柱，所述称重传感器通过固定座固定在含湿量称重仪的机壳底板上，所述连接柱固定在

称重传感器上方且一端伸出含湿量称重仪的机壳外部，所述秤盘盘面在含湿量称重仪的机

壳外，秤盘盘面底端旋入连接柱内，所述防风罩顶部设有压风盖。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含湿量测试仪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含湿量称重仪还包括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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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环、挡风圈，所述连接环固定在含湿量称重仪的机壳外部，且位于秤盘盘面下方，所述挡

风圈旋紧在连接环外部。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含湿量测试仪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源为锂电池，通过压

板与含湿量称重仪的机壳底板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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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含湿量测试仪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烟气含湿量测量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含湿量测试仪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固定污染源烟气中污染物的浓度是指在标准状态下干烟气中该污染物的含量。烟

气含湿量作为重要的烟气参数，在大气污染源监测过程中为必测因子，  其准确性与否直接

影响排放总量或污染物浓度的计算。

[0003]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16157-1996)中规

定了排气中水分含量应根据不同的测量对象选用冷凝法、干湿球法或重量法中的一种方法

测定。上述方法中，冷凝法存在以下缺点：一、如果采用冷水作为冷凝水，需要在冷凝器中不

断通入循环的冷水，配套设备较为复杂；二、如果采用冰水作为冷凝水，同样需要间隔一端

时间就向冷凝器中加入冰块，否则不能实现连续的冷凝；三、不管是采用冷水还是采用冰水

作为冷凝水，其冷凝的温度只能达到0℃，冷凝效果不好；四、冷凝器冷凝出来的水需要用量

筒测量出体积后，再计算出重量，才能用于计算烟气的含湿量，操作过程复杂；五、由于采样

管只进行了一次过滤，过滤效果较差，可能有部分烟尘进入冷凝器中，这些烟尘混杂在冷凝

器冷凝出来的水中，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干湿球法存在以下缺点：一、包裹湿球的纱布

必须浸在水中，因此需要不断向盛水的容器中补充水，否则不能实现连续测量；二、测量的

误差较大；三、烟气含湿量需要根据测出的干球温度和湿球温度进行人工计算，过程复杂，

而且该方法在对高温高湿烟气测量时准确度往往会下降，不能满足监测要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含湿量测试仪装置，是基于重量法测量烟气含湿量的装

置，主要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测量操作过程复杂，测量误差较大的问题。

[0005]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含湿量测试仪装置，由含湿量采样器和含湿量称重仪组

成，所述含湿量采样器由采样管和采样主机组成，所述采样主机包括吸湿管组件、孔板组

件、抽气泵、电源插头、发射天线，所述抽气泵依次通过管路连接孔板组件、吸湿管组件、采

样管，所述吸湿管组件的吸湿管与采样主机插拔式连接；所述含湿量称重仪包括秤盘、防风

罩、称重传感器、电路板、电源、接收天线，吸湿管从采样主机拔出，放置在秤盘上，外部罩设

防风罩后依靠称重传感器采集重量数据，所述采样主机的采样数据经发射天线发出，由含

湿量称重仪接收天线接收。

[0006] 进一步的，所述采样管包括保护管、过滤器、过滤器护罩、气管、加热带、温度传感

器、接头，过滤器设置在保护管一端，其外部设有过滤器护罩，接头设置在保护管的另一端，

气管设置在保护管内部，加热带缠绕在气管外部，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气管上。

[0007] 进一步的，所述采样主机还包括显示屏、手把、辅助把、天线护罩、开关，显示屏设

置在采样主机外部，手把设置在采样主机底部，辅助把设置在采样主机侧面，天线护罩罩设

在发射天线外，开关设置采样主机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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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进一步的，所述含湿量称重仪还包括触摸屏、充电接口、开关，所述触摸屏、充电接

口、开关均设置在含湿量称重仪的外部。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吸湿管组件还包括气室和托盘组件，所述气室包括气室座、进气

嘴、出气嘴、O型密封圈Ⅰ、保温套，所述吸湿管顶端与气室座插拔式连接，所述进气嘴和出气

嘴固定在气室座上，所述气室座外部设有保温套，气体从进气嘴进入气室座、经过吸湿管从

出气嘴流出；所述托盘组件包括支撑座、托盘、导向轴、压缩弹簧、弹簧堵头、螺母，所述支撑

座固定在采样主机上，所述吸湿管穿过支撑座，底部由托盘托住，所述支撑座通过轴套与导

向轴连接，所述托盘可绕导向轴转动，导向轴靠近支撑座一端设有弹簧堵头，在弹簧堵头和

轴套之间的导向轴上套设有压缩弹簧，所述导向轴靠近托盘一端设有螺母。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吸湿管包括吸湿管筒、过滤棉、挡网片、干燥剂、吸湿管堵头、O型密

封圈Ⅱ，所述吸湿管筒顶端与气室座插拔式连接，所述过滤棉填充在吸湿管筒上部，所述挡

网片设置在吸湿管筒下部，所述干燥剂填充在过滤棉与挡网片之间的吸湿管筒内，所述吸

湿管堵头与吸湿管筒底端插拔式连接，所述吸湿管筒与气室座通过O型密封圈Ⅰ密封，所述

吸湿管堵头与吸湿管筒内部通过O型密封圈Ⅱ密封。

[0011] 进一步的，所述吸湿管组件还包括吸湿管滑道、保护板、冷却风扇，所述吸湿管滑

道与气室座固定连接，所述保护板与吸湿管滑道固定连接，且保护板与吸湿管滑道组成一

个位于托盘上方的长方体空腔，所述冷却风扇固定在保护板上。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含湿量称重仪还包括连接柱，所述称重传感器通过固定座固定在

含湿量称重仪的机壳底板上，所述连接柱固定在称重传感器上方且一端伸出含湿量称重仪

的机壳外部，所述秤盘盘面在含湿量称重仪的机壳外，秤盘盘面底端旋入连接柱内，所述挡

风罩顶部设有压风盖。

[0013] 进一步的，所述含湿量称重仪还包括连接环、挡风圈，所述连接环固定在含湿量称

重仪的机壳外部，且位于秤盘盘面下方，所述挡风圈旋紧在连接环外部。

[0014] 进一步的，所述电源为锂电池，通过压板与含湿量称重仪的机壳底板固定连接。

[0015]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采用国标方法重量法测量含湿量，准确可靠；适用工况范

围广，可适用高温等复杂工况；结构相对简单，测量时先将干燥的吸湿管放在秤盘上称重，

然后再将吸湿管取出放入采样主机采样，采样结束后，再将吸湿管放在秤盘上称重，根据采

样前后重量差计算水分净重，操作简单，触摸屏可自动显示重量数据，直观方便；为了防止

风的干扰，设计了挡风罩、挡风圈的结构，消除影响，保证测量精确性；具有天线，含湿量采

样器和含湿量称重仪之间实现无线数传；吸湿管和采样管通过气室连接，吸湿管和气室的

连接以及吸湿管底部的连接均采用插拔式连接，连接部位使用密封圈密封，有效防止了水

分的流失，确保含湿量测量的精确度；插拔式连接方便吸湿管的拆卸和安装；托盘组件辅助

支撑吸湿管，且托盘组件的结构设计巧妙，对吸湿管的拆装也是十分便利的；吸湿管滑道辅

助吸湿管定位，更有利于快速拆装吸湿管。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含湿量采样器整机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含湿量称重仪的剖视图，

[0018] 图3为含湿量称重仪内部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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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图4为含湿量称重仪外部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为吸湿管组件的剖视图，

[0021] 图6为吸湿管组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7为吸湿管组件吸湿管滑道的结构示意图。

[0023] 附图标注：

[0024] 100、采样主机，101、吸湿管组件，102、孔板组件，103、抽气泵，104、电源插头，105、

发射天线，106、显示屏，107、手把，108、辅助把，109、天线护罩，110，第一开关；

[0025] 200、采样管，201、保护管，202、过滤器，203、过滤器护罩，204、气管，205、加热带，

206、温度传感器，207、接头；

[0026] 300、含湿量称重仪，301、秤盘，302、防风罩，303、称重传感器，304、电路板，305、电

源，306、接收天线，307、触摸屏，308、充电接口，309、第二开关,310、固定座，311、机壳底板，

312、连接柱，313、机壳，314、压风盖，315、连接环，316、挡风圈；

[0027] 1、吸湿管，11、吸湿管筒，12、过滤棉，13、挡网片，14、干燥剂，15、吸湿管堵头，16、O

型密封圈Ⅱ，2、气室，21、气室座，22、进气嘴，23、出气嘴，24、O型密封圈Ⅰ，25、保温套，3、托

盘组件，31、支撑座，32、托盘，33、导向轴，34、压缩弹簧，35、弹簧堵头，36、轴套，37、螺母，4、

吸湿管滑道，41、滑槽；5、保护板，6、冷却风扇。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

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于解释

本实用新型，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具体保护范围的限定。

实施例

[0029] 参照图1-4，本实施例的含湿量测试仪装置，由含湿量采样器和含湿量称重仪300

组成，所述含湿量采样器由采样主机100和采样管200组成，所述采样主机100包括吸湿管组

件101、孔板组件102、抽气泵103、电源插头104、发射天线105，所述抽气泵103依次通过管路

连接孔板组件102、吸湿管组件101、采样管200，所述管路可以采样硅胶管，所述吸湿管组件

101的吸湿管1与采样主机100插拔式连接；所述含湿量称重仪300包括秤盘301、防风罩302、

称重传感器303、电路板304、电源305、接收天线306，吸湿管1从采样主机100拔出，放置在秤

盘301上，外部罩设防风罩302后依靠称重传感器303采集重量数据，所述采样主机100的采

样数据经发射天线105发出，由含湿量称重仪300的接收天线306接收。具体的，所述称重传

感器303固定在机壳313内部，所述连接柱312固定在称重传感器303上方且一端伸出机壳

313外部，所述秤盘301盘面在机壳313外，秤盘301盘面底端旋入连接柱312内，所述连接柱

312具有内螺纹，所述秤盘301底端具有外螺纹，所以可以将秤盘301旋入连接柱312内，所述

挡风罩301罩在秤盘301外部，所述电路板301和电源305电连接并固定在机壳313内部，所述

称重传感器303与电路板304电连接，所述接收天线306固定在机壳313上且与电路板304电

连接。

[0030] 使用本实施例含湿量测试仪装置进行烟气采样前，首先要对吸湿管1进行初重的

称量，然后再开始烟气采样，采样时，烟气在采样主机100的抽气泵103的作用下从采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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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进入吸湿管组件101和孔板组件102，烟气在吸湿管1中凝结水分，采样结束后，将吸湿管

1拔下迅速放在含湿量称重仪300的秤盘301上进行称重，称重传感器303采集吸湿管1的重

量参数，得到吸湿管1的终重，孔板组件102采集烟气流量参数，并将数据无线传送给含湿量

称重仪300的电路板304，最终电路板304的处理器计算出含湿量。在对吸湿管1进行称重时，

必须罩上防风罩302，以防止风对测量精确度的影响。

[0031] 参照图1，所述采样管200包括保护管201、过滤器202、过滤器护罩203、气管204、加

热带205、温度传感器206、接头207，过滤器202设置在保护管201一端，其外部设有过滤器护

罩203，接头207设置在保护管201的另一端，气管204设置在保护管201内部，加热带205缠绕

在气管204外部，温度传感器206设置在气管204上。所述采样主机100还包括显示屏106、手

把107、辅助把108、天线护罩109、第一开关110，显示屏106设置在采样主机100外部，手把

107设置在采样主机100底部，辅助把108设置在采样主机100侧面，天线护罩109罩设在发射

天线105外，第一开关110设置在采样主机100外部。过滤器202对待测烟气进行过滤，烟气在

加热带205的作用下被加热，烟气温度由温度传感器206实时采集，接头207用于将采样管

200固定在采样主机100上。

[0032] 参照图4，所述含湿量称重仪300还包括触摸屏307、充电接口308、第二开关309，所

述触摸屏307、充电接口308、第二开关309均设置在含湿量称重仪300的外部。触摸屏307用

于参数的设置以及含湿量数据的实时显示。

[0033] 参照图5，所述吸湿管组件101还包括气室2和托盘组件3，所述气室2包括气室座

21、进气嘴22、出气嘴23、O型密封圈Ⅰ24、保温套25，所述吸湿管1顶端与气室座21插拔式连

接，所述进气嘴22和出气嘴23固定在气室座21上，所述气室座21外部设有保温套25，气体从

进气嘴22进入气室座21、经过吸湿管1从出气嘴23流出；所述托盘组件3包括支撑座31、托盘

32、导向轴33、压缩弹簧34、弹簧堵头35、轴套36、螺母37，所述支撑座31固定在采样主机100

上，所述吸湿管1穿过支撑座31，底部由托盘32托住，所述支撑座31通过轴套36与导向轴33

连接，所述托盘32可绕导向轴33转动，导向轴33靠近支撑座31一端设有弹簧堵头35，在弹簧

堵头35和轴套36之间的导向轴33上套设有压缩弹簧34，所述导向轴33靠近托盘32一端设有

螺母37。

[0034] 使用时，将托盘32旋转一定角度，和支撑座31错开，将吸湿管1插入气室座21内，然

后再将托盘32旋转到托住吸湿管1为止。吸湿管1与采样管200的连接没有直接采用管路连

接，而是用一个很小的气室2直接连接，减少水分流失。采样结束后，需要取出吸湿管1进行

称重，拉动导向轴33，在压缩弹簧34、轴套36的作用下，导向轴33可伸缩，从而托盘32很容易

脱开吸湿管1，再转动托盘32，将吸湿管1从气室座21中拔出即可。所述保温套的设计确保通

入气室2内气体的温度。整个托盘组件3的设计更方便了吸湿管1的拆卸，而且也避免了吸湿

管1拆卸困难、拆卸时间长而造成的水分流失。

[0035] 本实施例所述吸湿管1包括吸湿管筒11、过滤棉12、挡网片13、干燥剂14、吸湿管堵

头15、O型密封圈Ⅱ16，所述吸湿管筒11顶端与气室座21插拔式连接，所述过滤棉12填充在

吸湿管筒11上部，所述挡网片13设置在吸湿管筒11下部，所述干燥剂14填充在过滤棉12与

挡网片14之间的吸湿管筒11内，所述吸湿管堵头15与吸湿管筒11底端插拔式连接。所述过

滤棉12与挡网片14的设置是为了让待测气体顺利进出吸湿管筒11，干燥剂14可以选择中性

的硅胶干燥剂。所述吸湿管筒11与气室座21通过O型密封圈Ⅰ24密封，所述吸湿管堵头15与

说　明　书 4/5 页

7

CN 208350543 U

7



吸湿管筒11内部通过O型密封圈Ⅱ16密封。所述O型密封圈Ⅰ24用于吸湿管筒11顶部密封，所

述O型密封圈Ⅱ16用于吸湿管筒11底部密封，进一步放置水分流失。所述O型密封圈Ⅰ24和O

型密封圈Ⅱ16各有两个。

[0036] 参照图5-7，为了在吸湿管1安装时，吸湿管1能够精确对准气室2，所述吸湿管组件

101还包括吸湿管滑道4，所述吸湿管滑道4与气室座21固定连接。从图7可以看出，吸湿管滑

道4具有滑槽41，吸湿管1上具有和滑槽41配合的凸起，安装和拆卸时，将吸湿管1凸起对准

滑槽41即可。为了对吸湿管1进行一定的防护，所述吸湿管组件101还包括保护板5，所述保

护板5与吸湿管滑道4固定连接，且保护板5与吸湿管滑道4组成一个位于托盘32上方的长方

体空腔。吸湿管1的一部分在长方体空腔内，保护板5和吸湿管滑道4刚好卡在托盘32上。通

入采样管200内的烟气都是在采样时经过了加热带205加热的，为了水分更好的凝结，所述

吸湿管组件101还包括冷却风扇6，所述冷却风扇6固定在保护板5上。本实施例的冷却风扇6

有一个，固定在一块保护板5上。

[0037] 更具体的，所述称重传感器303通过固定座310固定在机壳底板311上，所述挡风罩

302顶部设有压风盖314。机壳底板311厚度为3-6mm，钢性好，适合连接固定座310、电路板

304、电源305等部件。挡风罩302采用透明亚克力材料制成，压风盖314采用不锈钢材料制

成，挡风罩302和压风盖314也是螺纹连接。

[0038] 为了防止风从挡风罩302与机壳313接触的缝隙进入含湿量称重仪300内部影响测

量结果，所述含湿量称重仪300还包括连接环315、挡风圈316，所述连接环315固定在机壳

313外部，且位于秤盘301盘面下方，所述挡风圈316旋紧在连接环315外部。连接环315具有

外螺纹，挡风圈316具有内螺纹，连接环315与挡风圈316螺纹连接在一起，进一步隔绝风的

影响。

[0039] 所述电源305为锂电池，通过压板316与机壳底板311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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