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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技术创新的悠久历史

GC8000工业气相色谱仪

年来，横河电机一直为世界各地的石油天然气、炼油、金属冶炼、无机化学及石化行业提供工业

气相色谱仪。自从1959年出厂第一台工业气相色谱仪开始，横河电机就致力于提供精确可靠的过

程分析解决方案。过去的50年，横河电机仍不断改善气相色谱仪产品，以满足流程工业不断变化

的需求。

在过去几十年中，横河气相色谱仪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其不断追求的技术创新。例如，我们研究检测器技术，

并开发出业内最灵敏的热导检测器之一，检测极限达到1ppm。此外，横河的气相色谱仪拥有最佳性能的柱箱

温度控制，甚至可以实现诸如PIONA的复杂分析。横河电机是最早标配真正的冗余以太网网络选项的制造商

之一。

正是这种专注于技术创新的精神，激励着横河电机不断推动着工业分析技术的发展。最新成果便是GC8000
工业气相色谱仪。 

GC8000工业气相色谱仪继承了横河在工业GC方面的优良传

统，设计上既采用了最新技术，也沿用了经过验证的高可靠

性部件。另外，通过前所未有的内置自动维护功能降低了用

户的综合拥有成本，使其成为能够满足对分析可靠性和准确

性要求的工业色谱仪。

GC8000是强大的现代电子和软件技术与横河50年的工业色

谱仪经验相结合的产物。从创新的12英寸彩色触摸屏(HMI)
到功能强大的预测诊断功能，使GC8000成为21世纪的真正

的工业色谱仪。

GC800不仅具有全新的电子技术，在气相色谱仪的分析能力

方面也有许多重大创新。 由于采用了GC单元(GCM)概念，

第一次实现了并行分析的实用化。通过单台分析仪中设置的

多个虚拟色谱，使所有色谱的设置、显示和数据完全独立，

便于理解和维护。而且，内置的图形总览画面可用于查看每

一个GC单元。

GC8000提供了在可靠性和操作性方面得到验证的硬件和电

子技术的同时，使工业气相色谱的应用达到了更高的水平。

阀门及检测器等分析硬件的可靠性在GC1000 Mark II GC里

同样经过多年验证。此外横河电机承诺保护GC1000 Mark II
用户在现有安装系统上的投资。除了两种机型之间有许多通

用备件以外，GC8000还使用了相同的以太网络。新版GC工

作站软件可用于同一网络上的两种色谱仪。

• 直观的触摸屏HMI简化了分析仪的维护，同时缩短对技术人员的培训时间。

• 内置虚拟技术软件保证了GC8000运行在最佳状态。

• GC单元(GCM)概念使并行色谱第一次变为现实。

•  与GC1000 Mark II以太网络完全兼容，保护现有客户的投资成本。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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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自动跟踪

偏移

触摸屏带来的简便操作 高级诊断和虚拟技术员软件(即将发布)
GC8000具有内置的12英寸彩色触摸显示屏，极大的简

化了维护过程。轻触屏幕，技术人员即可在易于理解

的彩色图形画面上访问所有分析参数和测量结果。从

分析仪运行情况的总览画面，到关键性能指示表(KPI)
的趋势显示画面，用户可轻松获取信息或知晓需要完

成的任务。

气相色谱仪所有运行参数，如门时间和阀时间等，都

同时显示在屏幕上。简化气相色谱仪维护过程的同

时，未曾使用过GC8000的技术人员无需过多培训，即

可快速掌握。将当前的谱图与存储的谱图或标定谱图

进行比对即可方便地确认分析效果。

GC8000甚至可以用流程图画面来显示分析仪的系统配

置，使复杂应用更易于理解。通过GC8000创新的GC
单元概念，可将复杂应用分解为独立的虚拟GC；专用

的系统时钟(SYS)可进一步简化GC配置。 而导航就像

在屏幕触摸GCM或SYS标签一样简单。

凭借横河半个世纪以来在工业色谱领域的经验，GC8000所具有的创新的

高级诊断(虚拟技术)软件包能够确保分析仪在最佳状态下运行。在每一次

分析期间，主要性能指示表（KPI）都进行监控，以确认分析仪是否处于

正常状态。监视数据如下:
 
•  谱图形状

•  峰数据

•  阀时间数据

•  检测器数据

当任何一个监测参数超出了设定值时，将发送预警信息到GC维护工作

站。此外，还会将所有测量数据及压缩后的谱图，以邮件形式发送到用户

指定的邮箱地址（如该装置的主要色谱技术人员）。技术人员即可通过储

存于GC工作站的KPI数据文件和趋势画面，对这一段时间内的GC性能进

行分析与诊断。

G C 8 0 0 0还有内置的程序可自动校正气相色谱仪的常见问题。例

如，GC8000具有自动比对功能，无需人为介入，即可修正保留时间的偏

移。这样不仅减轻了维护工作，也使GC8000成为为数不多的可满足高要

求进行PIONA分析等应用的工业气相色谱仪之一。

• 12英寸彩色触摸屏显示

• 所有GC参数均可在触摸屏上获得

• 分析结果的趋势报告和主要性能指示表

• 流程图配置画面简化了复杂应用

自动峰偏移修正功能使日常
峰调整的需求最小化

每台GC如同配备了一位技术员

监视的分析参数实例包括：

• 保留时间

• 峰的分离

• 拖尾系数

• 阀动作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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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单元概念使并行分析实用化 高可靠性硬件

GC8000软件的一个创新设计是GC单元(GCM)概念，一个GC单元囊括了

基本应用所需要的所有参数和功能。利用GC单元概念可将分析仪执行的

复杂应用分割为几个独立的虚拟GC，更容易理解和维护。

GCM概念的一个典型应用是用于并行分析。对于经常要求缩短分析时间

和降低硬件复杂程度的工业色谱仪而言，并行分析是一个有效工具。而在

GC8000之前，由于软件上无法做到色谱段之间的分割，因而实现并行分

析是复杂而困难的。正是其复杂性制约着并行分析能力的发挥。

每个GCM内部，可以根据需要分为多个小应用程序(俗称applet)，通过为

每个独立的小应用程序单独配置SYS(系统时钟)，避免了以往的程序混乱

和复杂。用户可在单独SYS屏幕上使用applet简便完成工作，而无需考虑

整体应用配置。所有阀、检测器和谱图信息只在指定SYS显示。GC中的

不同SYS之间的切换与在HMI按下相对SYS的触摸键同样简单。每个SYS
都分配到指定用于最终数据分析和报告的GCM。

可以在一台GC中设置多个GCM，在基本不受分析系统复杂程度影响的

情况下即可实现多流路同时分析。显著节省工程成本。不仅降低了需要

的GC台数，还可减小“分析小屋”的尺寸，节省更多成本。并且通过

GCM软件和显示概念，显著地降低了用一台GC实现多台GC功能时的复

杂程度。

GC8000使用了与横河原有GC相同的、在可靠性及精确性方面得到了充分验证的分析仪硬件。另

外，GC8000凭借多柱箱能力，极大地扩展了分析范围。可选柱箱有： 

•  标准恒温箱(最多5个阀和2个检测器)
•  大型恒温箱(最多7个阀和2个检测器)
•  程序升温柱箱(即将发布)

根据用户需要建立相应的应用解决方案，既可以是极为简单的单柱箱系统，

也可以扩展至三柱箱系统。通过使用GCM和SYS等软件功能，使最复杂的应

用也便于理解和维护。

GC8000的柱箱设计中处处体现着创新技术。例如，独特的空气循环风扇确

保关键的柱箱温度均匀而稳定。使GC8000做到了工业应用中最佳的柱箱温

度控制精度±0.03℃，从而能够实现更加稳定的分析。另一项创新技术是在

受温度控制的恒温柱箱内部安装载气减压阀。虽然电子压力控制器(EPCs)可
以用于同样目的，但实践证明，对于在严酷的工艺环境下使用的多数GC而

言，安装于柱箱内部的机械式减压阀的效果更佳。

具备领先优势的创新技术还体现在GC8000所使用的检测器。例如，热导检

测器(TCD)是目前市场最为灵敏的检测器之一，对于许多应用，测量范围可

以低至1ppm。而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的设计在具有长期操作稳定性的

同时，可以自动地或按动按钮(无需改变空燃比)实现再点火。 

将复杂应用分割为可并行分析的更小单元，显
著减少系统的复杂程度和分析时间。

•  创新的齿条齿轮设计持久耐用

•  无需考虑使用特殊工具，维修更方便

•  隔离结构设计不会污染色谱柱

•  每个阀具有4个端口到12个端口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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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安全的网络设计 用户编程功能

横河电机的全球支持

GC8000的通信网络基于工业标准的以太网结构，可保证数据灵活安全地传输到气相色谱仪维护站和工厂

DCS系统。GC8000既可配置单以太网，也可使用两个完全隔离的以太网构成冗余网络。

内置的Modbus TCP/IP协议支持网络通信，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无需通信网关即可与DCS系统通信。不仅

简化了网络架构，也消除了向DCS系统传输分析数据时潜在的故障点。对于仍需要串行Modbus网关的通

信系统，GC8000提供ASGW满足需求。

GC8000与现有的GC1000 MARK II以太网络完全兼容，无需变更网络硬件。唯一需要的是更新GC维护网

站上的软件使其兼容两个设备。

扩展气相色谱仪网络功能后，即可使用先进分析仪表维护软件(AAIMS)，对许多在线过程分析仪进行实时

资产维护管理，例如pH计、氧分析仪、气相色谱仪和近

红外光谱分析仪等。AAIMS结合实时数据采集和统计质量

控制(SQC)分析，精确地评估和显示每台分析仪的KPI，
大大提高了过程分析的效率。此外，通用的图形界面可用

于全厂分析仪表的验证检查和报警报告。

无论是简单的定制报表还是复杂的分析程序，GC8000都可满

足用户需求。使用GC8000的Y-Basic语言编制的用户程序可

以访问GC中的任何参数，应用灵活，几乎可以满足所有应用

需求。除此之外，还可以使用来自其他工业分析仪中的输入实

现特殊运算。

分析和其他运算结果可储存在GC(有限制)上，或者发送给具有

海量储存能力的PCAS GC工作站。谱图和测量数据即可显示

在GC HMI画面又可显示在GC工作站。PCAS工作站中存储的

所有数据都可方便的输出到例如Microsoft Excel®等通用软件

上。

GC8000工业气相色谱仪是横河电机众多优秀分析产品之

一。横河电机具有工业液体和气体分析仪的系列丰富

产品，结合完善的分析仪系统集成能力，横河电

机几乎能够满足工业分析项目的所有需求。

另外横河电机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多处GC应用

中心，为本地区提供技术支持，是一个真正

的全球化企业。GC8000拥有横河的全球服

务体系作为坚实后盾，在全球范围内，都

可提供权威可靠的调试，现场服务及培训

服务。

升级后的
PCAS

分析仪服务器

升级后的
ASET

工程师站

升级后的
ASGW
分析仪

服务器网关

冗余以太网

其他
分析仪 GC1000 MarkII

GC8000

DCS 网络

DCS DCS

Modbus
TCP/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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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标准规格

 一般规格

测量对象：

气体或挥发性液体(沸点低于400℃ )
分析方法：

气相色谱法

测量范围：

取决于分析条件

TCD:           1ppm~100%
FID:            1ppm~100%
FID (带甲烷转化器): 
                    1ppm~0.1%
FPD:           1ppm~0.1%

测量组分数：

最多999(包括标定流路的所有流路的组分总数)
测量流路数：

最多31路(含标定流路)
分析周期：

最长21600.0秒(6小时)

 分析仪规格

防爆结构：

正压及隔爆结构，或非防爆结构

  认证标准(机构)：

FM, ATEX (DEKRA), TIIS
  FM:

  Type X Purging and Explosionproof for Class I, Division 1, 
Groups B, C and D，T1~T4

  Type X and Y Purging for Class I,Division I,Group B,C 
and  D. T1~T4

ATEX: II2G Ex d px IIB+H2 T4...T1 Gb
TIIS: Ex pd IIB+H2 T1~T4

操作环境条件：

-10~50℃，95% RH以下(无结露)
重量：

机型1: 约100kg 
机型2: 约155kg 
机型3: 约200kg

 输入输出规格

以太网通信

标准： 以太网

连接类型：

IEEE802.3U
100Base-TX (RJ-45 双绞线) 或
100Base-FX (SC 光纤)

通道：1或2
协议：TCP/IP, FTP, Modbus TCP/IP

DCS通信：

通信标准： RS-422
协议：MODBUS

模拟输出：最多32点
模拟输入：最多16点
接点输出：最多20点
接点输入：最多32点

 公用部分

电源：

100/110/115/120/200/220/230/240 V AC ±10%, 
50/60 Hz ±5%

功耗：

机型1: 1.2~1.6kVA
机型2: 2.0~2.5kVA
机型3: 3.0~3.7kVA

仪表空气

压力: 350~900kPa 
流量:
   机型1:               100~140L/min
      机型1带FPD: 130~200L/min
   机型2:               150~210L/min
      机型2带FPD: 180~270L/min
   机型3:               200~280L/min

载气

种类: H2，N2，He或Ar
纯度:
    测量范围0~10ppm以上:
  最低要求99.99%(水: 10ppm以下，有机物含量: 

5ppm以下)
    测量范围0~10ppm以下:
  最低要求99.999%(水: 5ppm以下，有机物含量: 

0.1ppm以下)
压力: 
    H2: 500kPa(72.5 psi)(为满足防爆要求，需由另外设置的

减压阀供气)
    其他: 
    400~700kPa
消耗量: 
    每台恒温箱60~300mL/min

1型 2型

3型 4型 ( 即将发布 )

*分析仪基本采样单元 (GCSMP)可安装在独立型上。

大恒温箱

标准恒温箱

控制单元

标准恒温箱

控制单元

程序升温柱箱

控制单元

标准恒温箱

标准恒温箱

标准恒温箱

控制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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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型 2 型 3 型

*详细信息，请参照 GS 11B08A01-0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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