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闪烁气体流量测量系统



公司介绍
美国OSi 国际公司（ Optical Scientific Inc.）
由美国光学学院院士 Dr. Ting-i Wang 创立，是一
家集科研、开发与生产的高科技公司，成立于 1985
年，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北郊 Maryland 州的
I-270 高科技走廊。
OSi 研发出了自动识别不同天气类型和测量
大气湍流强度及侧风的光学闪烁技术，这一技术奠
定了 OSi 开发和制造先进产品的基础。OSi 涉及
的专业领域有应用光电子学技术、光学遥感技术、
卫星通信技术、微波技术和无线电光通信技术，在
卫星遥感、微波通讯和光电仪器等有着成功的发展历程，获得多项专利。
多年以来，OSi 持续不断的创新，以满足当今世界的复杂测量、数据采集和通信需求。OSi 研制的有
气体流量测量产品、环境监测产品和气象仪器，广泛应用在发电、冶炼、石化、造纸、水泥等工业，以及
机场、高速公路、铁路沿线、海洋中的数据浮标、南极科考、国土安全等许多领域。

OSi 产品线
气体流量测量：光闪烁气体流量测量系统（OFS-2000）
环境监测产品：长基线光学风速计（LOA）

国土安全风廓线仪（WPHS）

气象监测产品：气象识别和可见度传感器（WIVIS/DSP WIVIS/LP WIVIS）
发光二极管气象识别传感器（LEDWI）光学气象识别传感器（OWI）
光学雨量计（ORG）

增强型降水识别传感器（EPI）

冰雹、冰粒传感器（HIPS）

机场尾涡传感器（WVS）

综合公路信息系统（IRIS）

气象站(Weather Station)

OSi 全球服务和销售体系
美国
亚洲
非洲
欧洲
南美洲
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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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原理
光闪烁即光强度的闪动（irradiance scintillation）。大气中的湍流（又称乱流）常呈漩涡（eddies）
形式存在，乱流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大气温度的分布差异，乱流的气体会产生气团。当大气温度改变时，
它的密度也跟着改变，同时也改变了对光的折射率。因此，当光波穿过冷热不同气体的气团时，由于
折射率的不同，光波相位产生了不规则的改变，不同相位光波干涉的结果引起了光强度的变化，即闪
烁。如天空的星光闪烁，其实是受到大气湍流的干扰而导致的。闪烁效应是因其温度和密度异于环境
的小团气体（气团）发生了光学折射而引起。20 世纪 80 年代就在大气遥感技术中利用了测量闪烁的
方法，是一项成熟的技术。

左图显示没有大气湍流时
光线的表现（如在真空中）
右图展示了由大气湍流造
成的光闪烁图案

存在大气湍流时的光线

没有大气湍流时的光线

OSI 光闪烁气体流量测量系统源于两个基本概念：光闪烁 和 时间相关性
光闪烁气体流量测量系统 OFS-2000 系列产品的工作原理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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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光径的气团会导致发射信号和接收器检测信号的差异，该差异为紊乱度的测量提供了基础，因为
闪烁振幅和紊乱度直接相关。根据闪烁的强弱可以测量乱流的强度，分析影像的移动情况可以计算出
穿过光径气体流动的平均流速。
OFS 发射器发射调制过的光束（红色可见光，波长 670nm）
，接收器则接收这个光束并将其转换为电
信号。当气团经过光径时，通过检测两个相距 d 接收器模块（A 和 B）的接收信号，根据统计学原理，
利用先进的数字信号处理器，分析两个接收器收到光强度闪动变化（光闪烁）的时间相关性，同时计
算出即时相关性的延迟时间差 t，那么可以计算出光源到接收器之间气体的平均流速：
右图展
示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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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组成
OFS-2000 光闪烁气体流量测量系统有三个核心部件：
发射单元（TRANSMITTER UNIT 简称 TX）
接收单元（RECEIVER UNIT 简称 RX）
控制单元（CONTROL BOX, 有壁挂式 wall mount 或支架式 rack mount 两种）

发射单元（TX）

接收单元（RX）

发射单元由发射器、法兰连接器和Kevlar 垫片组成

接收单元由接收器、法兰连接器和Kevlar 垫片组成

发射器内含光学和电子元器件，由LED 发射对人眼安

接收器内含光学和电子元器件，检测通过流体的光强

全的红色可见光束，根据被测介质的不透明度可以调

度并转换成电信号，根据被测介质的流向可以360度

节发射光的强度，并调整光束的方向以对准接受窗

调整二接收器的方向，同时输出信号到控制单元

7 英寸长的法兰连接器可以隔离发射窗和流体，同时

7 英寸长的法兰连接器可以隔离接收窗和流体，同时

预留1/4” 孔径接口连接压缩空气，保持发射窗清洁

预留1/4” 孔径接口连接压缩空气，保持接收窗清洁

Kevlar（芳纶纤维）
，是一种新型高科技合成纤维，具

，是一种新型高科技合成纤维，具
Kevlar（芳纶纤维）

有超高强度、高模量和耐高温、耐酸耐碱、重量轻、

有超高强度、高模量和耐高温、耐酸耐碱、重量轻、

密封好等优良性能

密封好等优良性能

外壳材质：带涂层铝合金或不锈钢（防爆型）

外壳材质：带涂层铝合金或不锈钢（防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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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控制单元（CONTROL BOX 有壁挂式和支架式两种）

m

控制单元包含信号处理器、组态显示面板、通讯接口等

/

DSP 信号处理器是OFS-2000系统的核心部件，高技术含量

s

有4个操作组态键，2行20位高清EL 型显示器，显示系统的主要参数
系统输出有4-20mA 和RS232 接口，可以与电脑直接通讯，不需要专业工具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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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系统参数

OFS-2000S

产品系列

OFS-2000SW

测量技术

系统特性

OFS-2000SF

光闪烁技术（OSi 专利）
0.03～100m/s（超过100m/s
输出，请咨询工厂）

流速量程

0.1～40m/s

精度（绝对）

+/-0.1m/s (或 +/- 2%)

+/-0.01m/s (或 +/- 2%)

重复性（相对） +/-0.1m/s (或 +/- 1%)

+/-0.01m/s (或 +/- 1%)

0.1～40m/s

长期漂移

整个寿命期的长期漂移<1%

时间常数

0.3s（反应时间） ，3s（数据更新时间），3s~600s(平均时间，可调)

介质温度

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

标准 1～10m （特殊的

标准 0.2～12m

标准 0.3～10m（其它尺寸请

通道直径

15cm～50m，咨询工厂）

咨询工厂）

光源

670nm 红色 LED 可见光

波束角

5°

光学元件

石英

吹扫压缩空气

工厂可提供使用 1-2 CFM 的吹扫压缩空气以保护光学窗口免于污染（选择项）

校准

每天 2 或 3 点自动校准或手动校准

诊断

传感器状态连续监测，包括电源电压检查、性能检查、光学窗口污染等
TX 光学发射单元—LED 指示电源 ON 及 运行正常

系统维护

RX 光学接收单元—LED 指示电源 ON 及 运行正常

指示

CONTROL BOX 控制单元—LED 指示运行正常
工作环境

数据输出

环境温度

-40℃～60℃

防护等级

IP65

湿度

0-100%

光电隔离4-20mA电流输出，可选辅助回路4-20mA电流输出；两继电器输出，用于故障报警和校准指示；
RS-232 ASCII，两种类型固定数据串：短的只包含流速和P/F状态；长的包含所有流速和状态数据；
可选有限距离调制解调器（LDM）；可选光纤调制解调器（FOM）；
一体化键盘和显示器，可以设定：传感器ID、波特率（标准9600）、平均时间、测量单位

注意：OFS-2000SF 型有两路光电隔离 4-20mA 电流输出：主回路--流速输出可调，
辅助回路：限制在 0~10m/s 范围内精确输出低速
熔断器、浪涌和 EMI 保护
电源要求

发射单元

通用 100-240 VAC，50/60Hz，12VA

控制箱

通用 100-240 VAC，50/60Hz，40VA

重量

物理参数

尺寸

外壳材质

TX & RX 光学单元

5Kg 单个

控制单元

7Kg(壁挂式 wall mount)，6Kg(支架式 rack mount)

法兰连接器

3Kg 单个（注：OFS-2000SF 标配铸铁闸阀单个 14 Kg）

TX & RX 光学单元

150×150×140 mm

控制单元

300×400×250 mm(壁挂式)，130×430×510 mm(支架式)

法兰连接器

标准 4” schedule 40 管法兰(9″外圆直径)，6″(150mm)长

TX & RX 光学单元

带涂层铝材质，防爆型为不锈钢材质

控制单元

带涂层铝材质（壁挂式），钢和铝材质（支架式）

法兰连接器

带涂层铝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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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色
技术特点
非接触式测量，无移动部件，无压损
测量对直管段没有要求
测量平均流速，更具代表性
不受介质温度、压力、湿度的影响
不受介质特性、管道形状尺寸的影响
高达 3333:1 的量程比，线性好
不需要实流校验，安装简单
连续自诊断系统性能，低维护量
平均无故障间隔时间(MTBF) 5~10年
应用场合
光闪烁气体流量测量系统OFS-2000 在大口径管道气体流量
测量方面有成功的案例和成熟的经验，包括：
烟道气
火炬气
一次混合风（电厂）
二次助燃风（电厂）

OSi 的光闪烁技术及产品受

焚烧炉气

美国、中国、欧盟、加拿大、

废气、燃烧气等

日本等许多国家的专利保护

第三方认证
电气安全通过认证：UL 3101-1:1993, CSA C22.2 No. 1010.1992, IEC 61010:1999
OSi 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程序（QA&QC）满足ISO9001所有要求，并获得ISO9001认证
符合美国环保局 EPA 40CFR Parts 60 & Parts 75 的所有要求
OFS-2000系列所有产品都通过了美国环保局 EPA method 14 测试要求
OFS-2000SF型符合美国EPA空气质量标准“40 CFR60 NSPS including subparts J and Ja”
是唯一被写入EPA空气质量标准 40 CFR60 NSPS “J&Ja 规程”的流量仪表
NIST（美国标准局）校准和测试
2001 年 4 月 19～24 日期间 OSi 公司向美国国家
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提交了二套 OFS-2000
系统做风洞测试和校准。对光闪烁气体流量测量
系统的测试和校准是在 NIST 1.5m×2.1m 的矩形
风洞内进行。这个风洞内的空气流速由 NIST 安装
的测量仪器作为标准。测试比较结果如右图：
（如果需要，可以提供详细的 NIST 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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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产品系列
OFS-2000

OSi 光闪烁气体流量测量系统
类型
SS
SF
SF

SW
SW
SC

标准基本型，标配支架式（Rack mount）控制单元、操作手册等
火炬专用型，标配 NEMA 4（Wall mount） 控制单元，吹扫配件和不锈钢视镜等
自动调光型，配置大功率 TX 和 AGC，用于湿式除尘器/测量路径较长的应用
过程控制型，配置温度、压力传感器及扰流电热棒
根据工况的不同，使用字母 C/F/H/L/P/S/V/W 配置不同类型，具体请咨询工厂
工况代码
ANXXXX
ANXXXX

OFS-2000

S/
S/

应用数据表号码，完成 Application Profile Form 后生成，”X”表示 0~9 数字

ANXXXX

如型号表示为：OFS-2000S/AN0001
由于 OSi 光闪烁气体流量系统的选型和配置是根据应用工况来决定的，选型由 OSi 技术工程师根据应
用数据表来完成，应用数据表的准确性将非常重要，系统完整的信息都说明在应用数据表里面。
选择项清单
UG-FE-0290-01

NEMA-4 外壳

UG-FE-0290-02

NEMA-4X 不锈钢外壳

1910-217-xxxM

接收单元到控制单元所需电缆长度 xxxM，最长 100 米。（标准配置电缆长度为 5 米）

UG-FM-1417-04

铝制凸面法兰的法兰连接器

UG-FM-1417-05

不锈钢凸面法兰的法兰连接器

1910-855-01

扰流电热棒，240VAC

WX6E2A-300F-EJ

信号驱动墨盒式加热器，240VAC，1200w，NEMA7

1910-420

铸铁闸阀（每套系统需要 2 只）

1910-430

钢化玻璃视窗及垫片（每套系统需要 2 只）

SPCL-SGWIN

青玉玻璃视窗以防氟化氢腐蚀（每套系统需要 2 只）

1910-804

系统-计算机信号线

1910-811

反光标靶(用于校准光束)

1910-450
1910-451

NEMA 控制箱吹扫控制器及失压报警开关（包括控制箱改装）
用于 Class I,Div I/II，Grp C/D
TX 和 RX 表头吹扫控制器及失压报警开关（包括表头外壳改装）
用于 Class I,Div I/II，Grp C/D

TAG3SS

配置 3 个不锈钢背胶标签

1910-453

面板式空气流量调节阀（每套系统需要 2 只）

注意：以上只列举了部分选择项，根据不同的应用工况，更多的选择项请咨询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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