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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矿用气相色谱仪的智能自

动控制系统，主要包括中央处理器分别电连接计

算机、数字量及模拟量输入输出端、触摸屏，数字

量输出端通过继电器组分别电连接电磁阀、四种

加热器、色谱仪电机、六通进样阀、十通进样阀、

色谱仪自动进样泵、FID点火线圈、TCD桥流电磁

阀、三种气体发生器电磁阀，模拟量输入端分别

电连接四种温度传感器，模拟量输出端电连接

TCD桥流模块，数字量输入端电连接压力控制开

关组，特征在于：继电器组还电连接色谱仪标气/

样品气转换阀，模拟量输入端还分别电连接三种

气体压力传感器，中央处理器还顺序连接远程传

输模块、互联网、远程移动控制端。还公开控制方

法，主要实现了提前开机稳定，提高了工作效率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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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矿用气相色谱仪的智能自动控制系统，主要包括以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中央处

理器分别电连接计算机、数字量输出端、模拟量输入端、模拟量输出端、数字量输入端、矿用

气相色谱仪上的触摸屏，数字量输出端通过继电器组分别电连接外部气路自动控制装置上

的电磁阀、四种加热器、色谱仪电机、六通进样阀、十通进样阀、色谱仪自动进样泵、FID点火

线圈、TCD桥流电磁阀、三种气体发生器电磁阀，模拟量输入端分别电连接四种温度传感器，

模拟量输出端电连接TCD桥流模块，数字量输入端电连接压力控制开关组，特征在于：继电

器组还电连接色谱仪标气/样品气转换阀，模拟量输入端还分别电连接三种气体压力传感

器，中央处理器还顺序连接远程传输模块、互联网、远程移动控制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矿用气相色谱仪的智能自动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四种

加热器包括柱箱加热器、FID加热器、TCD加热器、转化炉加热器，四种温度传感器包括柱箱

温度传感器、FID温度传感器、TCD温度传感器、转化炉温度传感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矿用气相色谱仪的智能自动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三种

气体发生器电磁阀包括空气发生器电磁阀、氢气发生器电磁阀、高纯氮气电磁阀，三种气体

压力传感器包括空气压力传感器、氢气压力传感器、氮气压力传感器。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矿用气相色谱仪的智能自动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三种

气体发生器电磁阀包括空气发生器电磁阀、氢气发生器电磁阀、高纯氮气电磁阀，三种气体

压力传感器包括空气压力传感器、氢气压力传感器、氮气压力传感器。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一种矿用气相色谱仪的智能自动控制系统，其特征

在于：远程移动控制端为手机或平板电脑。

6.一种矿用气相色谱仪的智能自动控制系统的控制方法，特征在于：包括①在远程移

动控制端上点击打开总电源，打开三种气体发生器电磁阀，气体发生器出口压力达到压力

控制开关组的压力额定值，压力控制开关组打开，柱箱温度传感器温度为T1，FID温度传感

器温度为T2，TCD温度传感器温度为T3，转化炉温度传感器温度为T4，当100℃≥T1＞0℃且

200℃≥T2＞0℃且200℃≥T3＞0℃且400℃≥T4＞0℃时，在远程移动控制端上显示矿用气

相色谱仪可正常启动，在远程移动控制端上点选柱箱加热器、FID加热器、TCD加热器、转化

炉加热器使矿用气相色谱仪加热，当80℃≥T1≥50℃且160℃≥T2≥80℃且200℃≥T3≥80

℃且400℃≥T4≥360℃时，在远程移动控制端上显示温度正常，保持恒温，空气压力传感器

压力为P1，氢气压力传感器压力为P2，氮气压力传感器压力为P3，当1MPa≥P1＞0MPa且1MPa

≥P2＞0MPa且1MPa≥P3＞0MPa时,在远程移动控制端上显示压力正常，在远程移动控制端上

点击打开TCD桥流电磁阀，输入TCD桥流模块的电流值为80-120mA，点击接通FID点火线圈，

FID自动点火，在远程移动控制端上控制色谱仪标气/样品气转换阀，点击接通标气，点击开

始分析，六通进样阀、十通进样阀自动切换，矿用气相色谱仪对标气进行分析标定后，在远

程移动控制端上对外部气路自动控制装置进行样品气的气路序号、循环次数、分析时间、采

样时间设置后，点击开始分析，色谱仪自动进样泵启动，六通进样阀、十通进样阀自动切换，

矿用气相色谱仪对样品气进行分析，分析完成后，在远程移动控制端上关闭柱箱加热器、

FID加热器、TCD加热器、转化炉加热器，当50℃≥T1且60℃≥T2且60℃≥T3且100℃≥T4时，

柱箱加热器、FID加热器、TCD加热器、转化炉加热器、色谱仪电机、空气发生器电磁阀、氢气

发生器电磁阀、高纯氮气电磁阀的控制继电器组自动断电，系统关闭。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矿用气相色谱仪的智能自动控制系统的控制方法，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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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在于：系统开机后，当100℃≥T1＞0℃且200℃≥T2＞0℃且200℃≥T3＞0℃且400℃≥T4

＞0℃不成立时，系统报警，报警1分钟后系统自动关闭，检修后，重复①的过程。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矿用气相色谱仪的智能自动控制系统的控制方法，其特

征在于：系统加热后，当80℃≥T1≥50℃且160℃≥T2≥80℃且200℃≥T3≥80℃且400℃≥

T4≥360℃不成立时，系统报警，报警1分钟后系统自动关闭，检修后，重复①的过程。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矿用气相色谱仪的智能自动控制系统的控制方法，其特

征在于：系统开机后，当1MPa≥P1＞0MPa且1MPa≥P2＞0MPa且1MPa≥P3＞0MPa不成立时，系

统报警，报警1分钟后系统自动关闭，检修后，重复①的过程。

10.根据权利要求6-9任一项所述的一种矿用气相色谱仪的智能自动控制系统的控制

方法，其特征在于：在远程移动控制端上的操作均可在计算机或触摸屏上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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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用气相色谱仪的智能自动控制系统及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矿用气相色谱仪控制系统及控制方法，具体涉及一种矿用气相色谱仪

的智能自动控制系统及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气相色谱法已有50多年的发展历史,现在已成为一种成熟且应用广泛的分离复杂

混合物的分析技术，在石化分析、药物分析、食品分析、环境分析、高聚物分析等领域均得到

广泛应用，是工业、农业、国防、建设、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工具。随着气相色谱技术应用领域

的不断拓展和新产品的开发，加之电子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使气相色谱仪朝向更加智能

化的方向发展。智能化的发展方向有效解决了传统气相色谱仪可靠性较差，功能单一，无法

进行技术升级等问题，智能化的操作方向可以实现气相色谱仪的人机对话功能，提供更好

的操控使用界面。

[0003] 目前的矿用气相色谱仪在开机稳定与关机降温各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化验分析

员在该段时间内无法进行正常气体的化验分析工作，按照正常8小时工作制，化验分析工作

每天只能工作4小时，不利于提高工作效率；而矿井的气体球胆数量较多，经常造成化验分

析人员加班加点工作，给化验分析人员以及管理人员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与困扰。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满足矿用气相色谱仪的智能化控制需求，本

发明提供一种可以利用远程移动控制端通过互联网进行远程智能控制的矿用气相色谱仪

控制系统。通过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对矿用气相色谱仪的远程智能控制，可提前对矿用气相

色谱仪进行开机稳定，节省在化验室的等待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减轻化验分析人员以及管

理人员的工作负担。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矿用气相色谱仪的智能自动控

制系统，主要包括以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中央处理器分别电连接计算机、数字量输出端、模

拟量输入端、模拟量输出端、数字量输入端、矿用气相色谱仪上的触摸屏，数字量输出端通

过继电器组分别电连接外部气路自动控制装置上的电磁阀、四种加热器、色谱仪电机、六通

进样阀、十通进样阀、色谱仪自动进样泵、FID点火线圈、TCD桥流电磁阀、三种气体发生器电

磁阀，模拟量输入端分别电连接四种温度传感器，模拟量输出端电连接TCD桥流模块，数字

量输入端电连接压力控制开关组，特点在于：继电器组还电连接色谱仪标气/样品气转换

阀，模拟量输入端还分别电连接三种气体压力传感器，中央处理器还顺序连接远程传输模

块、互联网、远程移动控制端。

[0006] 其中：四种加热器包括柱箱加热器、FID加热器、TCD加热器、转化炉加热器，四种温

度传感器包括柱箱温度传感器、FID温度传感器、TCD温度传感器、转化炉温度传感器。

[0007] 其中：三种气体发生器电磁阀包括空气发生器电磁阀、氢气发生器电磁阀、高纯氮

气电磁阀，三种气体压力传感器包括空气压力传感器、氢气压力传感器、氮气压力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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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其中：远程移动控制端为手机或平板电脑。

[0009] 一种矿用气相色谱仪的智能自动控制系统的控制方法，包括①在远程移动控制端

上点击打开总电源，打开三种气体发生器电磁阀，气体发生器出口压力达到压力控制开关

组的压力额定值，压力控制开关组打开，柱箱温度传感器温度为T1，FID温度传感器温度为

T2，TCD温度传感器温度为T3，转化炉温度传感器温度为T4，当100℃≥T1＞0℃且200℃≥T2＞

0℃且200℃≥T3＞0℃且400℃≥T4＞0℃时，在远程移动控制端上显示矿用气相色谱仪可正

常启动，在远程移动控制端上点选柱箱加热器、FID加热器、TCD加热器、转化炉加热器使矿

用气相色谱仪加热，当80℃≥T1≥50℃且160℃≥T2≥80℃且200℃≥T3≥80℃且400℃≥T4

≥360℃时，在远程移动控制端上显示温度正常，保持恒温，空气压力传感器压力为P1，氢气

压力传感器压力为P2，氮气压力传感器压力为P3，当1MPa≥P1＞0MPa且1MPa≥P2＞0MPa且

1MPa≥P3＞0MPa时,在远程移动控制端上显示压力正常，在远程移动控制端上点击打开TCD

桥流电磁阀，输入TCD桥流模块的电流值为80-120mA，点击接通FID点火线圈，FID自动点火，

在远程移动控制端上控制色谱仪标气/样品气转换阀，点击接通标气，点击开始分析，六通

进样阀、十通进样阀自动切换，矿用气相色谱仪对标气进行分析标定后，在远程移动控制端

上对外部气路自动控制装置进行样品气的气路序号、循环次数、分析时间、采样时间设置

后，点击开始分析，色谱仪自动进样泵启动，六通进样阀、十通进样阀自动切换，矿用气相色

谱仪对样品气进行分析，分析完成后，在远程移动控制端上关闭柱箱加热器、FID加热器、

TCD加热器、转化炉加热器，当50℃≥T1且60℃≥T2且60℃≥T3且100℃≥T4时，柱箱加热器、

FID加热器、TCD加热器、转化炉加热器、色谱仪电机、空气发生器电磁阀、氢气发生器电磁

阀、高纯氮气电磁阀的控制继电器组自动断电，系统关闭。

[0010] 其中：系统开机后，当100℃≥T1＞0℃且200℃≥T2＞0℃且200℃≥T3＞0℃且400

℃≥T4＞0℃不成立时，系统报警，报警1分钟后系统自动关闭，检修后，重复①的过程。

[0011] 其中：系统加热后，当80℃≥T1≥50℃且160℃≥T2≥80℃且200℃≥T3≥80℃且

400℃≥T4≥360℃不成立时，系统报警，报警1分钟后系统自动关闭，检修后，重复①的过

程。

[0012] 其中：系统开机后，当1MPa≥P1＞0MPa且1MPa≥P2＞0MPa且1MPa≥P3＞0MPa不成立

时，系统报警，报警1分钟后系统自动关闭，检修后，重复①的过程。

[0013] 其中：在远程移动控制端上的操作均可在计算机或触摸屏上实现。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通过互联网技术与自动控制技术融合，实现了远程

移动控制端或计算机或触摸屏对矿用气相色谱仪的自动控制，可提前对矿用气相色谱仪进

行开机稳定，节省在化验室的等待时间，减轻化验分析人员以及管理人员的工作负担，解决

了矿用气相色谱仪开机稳定与关机降温的长时间等待问题，提高了工作效率。

附图说明

[0015]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6] 图1.本发明实施例结构原理示意图；

[0017] 图2.本发明实施例控制方法原理示意图。

[0018] 图中：1.矿用气相色谱仪，2.中央处理器，3.远程传输模块，4.计算机，5.远程移动

控制端，6.外部气路自动控制装置，7.空气发生器电磁阀，8.氢气发生器电磁阀，9.高纯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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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电磁阀，101.柱箱加热器，102.FID加热器，103.TCD加热器，104.转化炉加热器，105.色谱

仪电机，106.六通进样阀，107.十通进样阀，108.色谱仪自动进样泵，109.色谱仪标气/样品

气转换阀，110 .FID点火线圈，111 .触摸屏，112 .柱箱温度传感器，113 .FID温度传感器，

114.TCD温度传感器，115.转化炉温度传感器，116.空气压力传感器，117.氢气压力传感器，

118.氮气压力传感器，119.压力控制开关组，120.TCD桥流模块，121.继电器组，122.TCD桥

流电磁阀，201.数字量输出端，202.模拟量输入端，203.模拟量输出端，204.数字量输入端，

311.互联网。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第一实施例，参见图1、图2，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矿

用气相色谱仪的智能自动控制系统，主要包括以中央处理器2为核心，中央处理器2分别电

连接计算机4、数字量输出端201、模拟量输入端202、模拟量输出端203、数字量输入端204、

矿用气相色谱仪1上的触摸屏111，数字量输出端201通过继电器组121分别电连接外部气路

自动控制装置6上的电磁阀、四种加热器、色谱仪电机105、六通进样阀106、十通进样阀107、

色谱仪自动进样泵108、FID点火线圈110、TCD桥流电磁阀122、三种气体发生器电磁阀，模拟

量输入端202分别电连接四种温度传感器，模拟量输出端203电连接TCD桥流模块120，数字

量输入端204电连接压力控制开关组119，特点在于：继电器组121还电连接色谱仪标气/样

品气转换阀109，模拟量输入端202还分别电连接三种气体压力传感器，中央处理器2还顺序

连接远程传输模块3、互联网311、远程移动控制端5。

[0020] 其中：四种加热器包括柱箱加热器101、FID加热器102、TCD加热器103、转化炉加热

器104，四种温度传感器包括柱箱温度传感器112、FID温度传感器113、TCD温度传感器114、

转化炉温度传感器115。

[0021] 其中：三种气体发生器电磁阀包括空气发生器电磁阀7、氢气发生器电磁阀8、高纯

氮气电磁阀9，三种气体压力传感器包括空气压力传感器116、氢气压力传感器117、氮气压

力传感器118。

[0022] TCD物理意义为热导检测器，FID物理意义为氢火焰离子检测器。

[0023] 第二实施例，参见图1、图2，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矿

用气相色谱仪的智能自动控制系统，主要包括以中央处理器2为核心，中央处理器2分别电

连接计算机4、数字量输出端201、模拟量输入端202、模拟量输出端203、数字量输入端204、

矿用气相色谱仪1上的触摸屏111，数字量输出端201通过继电器组121分别电连接外部气路

自动控制装置6上的电磁阀、四种加热器、色谱仪电机105、六通进样阀106、十通进样阀107、

色谱仪自动进样泵108、FID点火线圈110、TCD桥流电磁阀122、三种气体发生器电磁阀，模拟

量输入端202分别电连接四种温度传感器，模拟量输出端203电连接TCD桥流模块120，数字

量输入端204电连接压力控制开关组119，特点在于：继电器组121还电连接色谱仪标气/样

品气转换阀109，模拟量输入端202还分别电连接三种气体压力传感器，中央处理器2还顺序

连接远程传输模块3、互联网311、远程移动控制端5。

[0024] 其中：四种加热器包括柱箱加热器101、FID加热器102、TCD加热器103、转化炉加热

器104，四种温度传感器包括柱箱温度传感器112、FID温度传感器113、TCD温度传感器114、

转化炉温度传感器115。

说　明　书 3/5 页

6

CN 109975453 A

6



[0025] 其中：三种气体发生器电磁阀包括空气发生器电磁阀7、氢气发生器电磁阀8、高纯

氮气电磁阀9，三种气体压力传感器包括空气压力传感器116、氢气压力传感器117、氮气压

力传感器118。

[0026] 其中：远程移动控制端5为手机或平板电脑。

[0027] TCD物理意义为热导检测器，FID物理意义为氢火焰离子检测器。

[0028] 第三实施例，参见图1、图2，一种矿用气相色谱仪的智能自动控制系统的控制方

法，包括①在远程移动控制端5上点击打开总电源，打开三种气体发生器电磁阀(空气发生

器电磁阀7、氢气发生器电磁阀8、高纯氮气电磁阀9)，气体发生器出口压力达到压力控制开

关组119的压力额定值，压力控制开关组119打开，柱箱温度传感器112温度为T1，FID温度传

感器113温度为T2，TCD温度传感器114温度为T3，转化炉温度传感器115温度为T4，当100℃≥

T1＞0℃且200℃≥T2＞0℃且200℃≥T3＞0℃且400℃≥T4＞0℃时，在远程移动控制端5上

显示矿用气相色谱仪1可正常启动，在远程移动控制端5上点选柱箱加热器101、FID加热器

102、TCD加热器103、转化炉加热器104使矿用气相色谱仪1加热，当80℃≥T1≥50℃且160℃

≥T2≥80℃且200℃≥T3≥80℃且400℃≥T4≥360℃时，在远程移动控制端5上显示温度正

常，保持恒温，空气压力传感器116压力为P1，氢气压力传感器117压力为P2，氮气压力传感器

118压力为P3，当1MPa≥P1＞0MPa且1MPa≥P2＞0MPa且1MPa≥P3＞0MPa时,在远程移动控制

端5上显示压力正常，在远程移动控制端5上点击打开TCD桥流电磁阀122，输入TCD桥流模块

120的电流值为80-120mA，点击接通FID点火线圈110，FID自动点火，在远程移动控制端5上

控制色谱仪标气/样品气转换阀109，点击接通标气，点击开始分析，六通进样阀106、十通进

样阀107自动切换，矿用气相色谱仪1对标气进行分析标定后，在远程移动控制端5上对外部

气路自动控制装置6进行样品气的气路序号、循环次数、分析时间、采样时间设置后，点击开

始分析，色谱仪自动进样泵108启动，六通进样阀106、十通进样阀107自动切换，矿用气相色

谱仪1对样品气进行分析，分析完成后，在远程移动控制端5上关闭柱箱加热器101、FID加热

器102、TCD加热器103、转化炉加热器104，当50℃≥T1且60℃≥T2且60℃≥T3且100℃≥T4

时，柱箱加热器101、FID加热器102、TCD加热器103、转化炉加热器104、色谱仪电机105、空气

发生器电磁阀7、氢气发生器电磁阀8、高纯氮气电磁阀9的控制继电器组121自动断电，系统

关闭。

[0029] 其中：系统开机后，当100℃≥T1＞0℃且200℃≥T2＞0℃且200℃≥T3＞0℃且400

℃≥T4＞0℃不成立时，系统报警，报警1分钟后系统自动关闭，检修后，重复①的过程。

[0030] 其中：系统加热后，当80℃≥T1≥50℃且160℃≥T2≥80℃且200℃≥T3≥80℃且

400℃≥T4≥360℃不成立时，系统报警，报警1分钟后系统自动关闭，检修后，重复①的过

程。

[0031] 其中：系统开机后，当1MPa≥P1＞0MPa且1MPa≥P2＞0MPa且1MPa≥P3＞0MPa不成立

时，系统报警，报警1分钟后系统自动关闭，检修后，重复①的过程。

[0032] 以上一种矿用气相色谱仪的智能自动控制系统的控制方法计算机编程嵌入系统

实现。

[0033] 第四实施例，参见图1、图2，一种矿用气相色谱仪的智能自动控制系统的控制方

法，包括①在远程移动控制端5上点击打开总电源，打开三种气体发生器电磁阀(空气发生

器电磁阀7、氢气发生器电磁阀8、高纯氮气电磁阀9)，气体发生器出口压力达到压力控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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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组119的压力额定值，压力控制开关组119打开，柱箱温度传感器112温度为T1，FID温度传

感器113温度为T2，TCD温度传感器114温度为T3，转化炉温度传感器115温度为T4，当100℃≥

T1＞0℃且200℃≥T2＞0℃且200℃≥T3＞0℃且400℃≥T4＞0℃时，在远程移动控制端5上

显示矿用气相色谱仪1可正常启动，在远程移动控制端5上点选柱箱加热器101、FID加热器

102、TCD加热器103、转化炉加热器104使矿用气相色谱仪1加热，当80℃≥T1≥50℃且160℃

≥T2≥80℃且200℃≥T3≥80℃且400℃≥T4≥360℃时，在远程移动控制端5上显示温度正

常，保持恒温，空气压力传感器116压力为P1，氢气压力传感器117压力为P2，氮气压力传感器

118压力为P3，当1MPa≥P1＞0MPa且1MPa≥P2＞0MPa且1MPa≥P3＞0MPa时,在远程移动控制

端5上显示压力正常，在远程移动控制端5上点击打开TCD桥流电磁阀122，输入TCD桥流模块

120的电流值为80-120mA，点击接通FID点火线圈110，FID自动点火，在远程移动控制端5上

控制色谱仪标气/样品气转换阀109，点击接通标气，点击开始分析，六通进样阀106、十通进

样阀107自动切换，矿用气相色谱仪1对标气进行分析标定后，在远程移动控制端5上对外部

气路自动控制装置6进行样品气的气路序号、循环次数、分析时间、采样时间设置后，点击开

始分析，色谱仪自动进样泵108启动，六通进样阀106、十通进样阀107自动切换，矿用气相色

谱仪1对样品气进行分析，分析完成后，在远程移动控制端5上关闭柱箱加热器101、FID加热

器102、TCD加热器103、转化炉加热器104，当50℃≥T1且60℃≥T2且60℃≥T3且100℃≥T4

时，柱箱加热器101、FID加热器102、TCD加热器103、转化炉加热器104、色谱仪电机105、空气

发生器电磁阀7、氢气发生器电磁阀8、高纯氮气电磁阀9的控制继电器组121自动断电，系统

关闭。

[0034] 其中：系统开机后，当100℃≥T1＞0℃且200℃≥T2＞0℃且200℃≥T3＞0℃且400

℃≥T4＞0℃不成立时，系统报警，报警1分钟后系统自动关闭，检修后，重复①的过程。

[0035] 其中：系统加热后，当80℃≥T1≥50℃且160℃≥T2≥80℃且200℃≥T3≥80℃且

400℃≥T4≥360℃不成立时，系统报警，报警1分钟后系统自动关闭，检修后，重复①的过

程。

[0036] 其中：系统开机后，当1MPa≥P1＞0MPa且1MPa≥P2＞0MPa且1MPa≥P3＞0MPa不成立

时，系统报警，报警1分钟后系统自动关闭，检修后，重复①的过程。

[0037] 其中：在远程移动控制端5上的操作均可在计算机4或触摸屏111上实现。

[0038] 以上一种矿用气相色谱仪的智能自动控制系统的控制方法计算机编程嵌入系统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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