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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方针：质量第一、客户至上、追求卓越

公司简介

      上海宜先环保仪器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市松江区车墩工业园，是专业从事环保在线分析仪器研发、环保在线

分析系统成套及工业过程自动化仪表总成套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主要用于电力、钢铁、水泥、石化、

化工、燃煤、燃气锅炉、垃圾燃烧等大气污染物排放源的连续监测，是实施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节能减排、

控制污染排放量及脱硫、脱销等关键设备，也是各级环保部门强化环境监管的重要技术装备。

      我公司目前主要与德国BARTEC公司、ABB德国公司、德国Knick公司等国际知名企业合作，专业提供成套

防爆在线气相工业色谱仪分析系统、近红外光纤防爆微量水分析系统、防爆氧分析系统、在线盐酸/硫酸浓度计、

YIFIRST中红外高精度氨逃逸分析系统、非甲烷总烃(NMHC)在线分析系统、YIFIRST中红外高精度氨逃逸分析系统、非甲烷总烃(NMHC)在线分析系统、VOC在线分析系统、垃圾/固废焚

烧高温FTIR烟气分析系统、在线NOX(总氮)分析系统、烟气分析CEMS分析系统、在线分析预处理系统成套等

系列产品。我们对在线分析仪表提供选型、样品预处理系统设计、系统安装调试、售后运维等一体化的服务。

      宜先公司全体员工致力于向各行业用户提供环保分析仪器在线监测整套解决方案、气体监测及其他实验设

备。作为专业的在线分析仪表领域技术型公司，我司与美国普利斯顿大学科研人才已于2016年展开中红外氨

逃逸分析系统研究，对于国内市场意义重大。2018年宜先公司与中国特种设备研究院达成燃烧器检测移动式

分析系统合作事宜，2019年与华东地区各大国有电厂展开氨逃逸环保监测战略合作。宜先近三年来同时致力

于氟化工业在线分析系统选型及应用研究，在氟化工业微量水分分析应用、氟化物含氧防爆分析系统、在线于氟化工业在线分析系统选型及应用研究，在氟化工业微量水分分析应用、氟化物含氧防爆分析系统、在线

气体酸度监测装置、氟化物防止自聚监测技术领域，有着多套成熟项目的经验。

      宜先公司着力于由专业的环境监测类分析仪器设备提供商，向环境治理、智慧环保、咨询及检测服务做全

产业链的延伸，实现“智慧科技，绿色生活”的愿景。宜先勇于践行，乐于创新，与行业共同进步，始终坚持

“以技术和诚信赢得市场”经营理念，本着“积极进取，勇于开拓”的精神，通过人才、技术、产品及管理模

式的不断创新，持续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为将公司打造成为环保监测分析仪器行业百年企业而努力，为在维

护公众利益、保护地球环境这一崇高目标下，我们愿与各界人士和海内外客户携起手来，共创美好的世界。

Company profile



        Shanghai Yifirs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strument Co., Ltd. is located in Chedun Industrial Park, Songjiang District, Shanghai. It is 

a high-tech enterprise specializing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online analysis instruments, complete sets of 

environmental online analysis systems and industrial process automation instruments. Our products mainly used forcontinuous monitoring 

of air pollutant emission sources such as electricity, steel, cement, petrochemical, chemical, coal-fired, gas-fired boilers, garbage combustion, 

etc. Our instruments are the equipment of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pollution 

emission control and desulfurization important instruments , and also important technical equipment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mission control and desulfurization important instruments , and also important technical equipment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s at all levels.

       Yifirst mainly cooperates with Germany BARTEC company, Germany ABB company, Germany Knick company and other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companies. Professionally provide a complete set of explosion-proof online gas industrial chromatograph analysis system, near-

infrared optical fiber explosion-proof trace water analysis system, explosion-proof oxygen analysis system, online hydrochloric acid/sulfuric 

acid concentration meter, YIFIRST mid-infrared high-precision ammonia escape analysis system, non-methane total hydrocarbon (NMHC) acid concentration meter, YIFIRST mid-infrared high-precision ammonia escape analysis system, non-methane total hydrocarbon (NMHC) 

Online analysis system, VOC online analysis system, waste/solid waste incineration high temperature FTIR flue gas analysis system, online 

NOX (total nitrogen) analysis system, flue gas  CEMS analysis system, online analysis pretreatment system complete sets and other products. 

We provide comprehensive services such as model selection, sample pretreatment system design, system installation and commissioning, 

and after-sales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for online analytical instruments.    

       Yifirst i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users in various industries with a complete set of solutions for online monitoring of environmental        Yifirst i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users in various industries with a complete set of solutions for online monitoring of environmental 

analysis instruments, gas monitoring and other experimental equipment. As a professional technical company in the field of online analytical 

instrumentation, Yifirst and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personnel of Preston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launched a mid-infrared ammonia 

escape analysis system research in 2016,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omestic market. In 2018, Yifirst and the China Special Equi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reached a cooperation on a burner detection mobile analysis system. In 2019, it launched a strategic cooperation on Research Institute reached a cooperation on a burner detection mobile analysis system. In 2019, it launched a strategic cooperation on 

ammonia escap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with major state-owned power plants in East China.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Yifirst has also been 

committed to the sele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online analysis systems for the fluoride industry, in the fluorination industry, trace moisture 

analysis applications, fluoride oxygen-containing explosion-proof analysis systems, online gas acidity monitoring devices, and fluoride 

prevention self-polymerization monitoring technology Field, with multiple sets of mature project experience. 

        Yifirst strives to extend the entire industry chain from a profession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alytical instrument and equipment         Yifirst strives to extend the entire industry chain from a profession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alytical instrument and equipment 

provider to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mar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sulting and testing services. Realized the vision of "Smart 

Technology, Green Life". Yifirst has the courage to practice, is willing to innovate, progress together with the industry, and always adhere 

to the business philosophy of "winning the market with technology and integrity". In the spirit of "being aggressive and pioneering". 

Through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talents, technology, products and management models, we will continue to improve our core 

competitiveness. In order to build the company into a century-old enterprise in th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instrumentcompetitiveness. In order to build the company into a century-old enterprise in th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instrument

 industry, and for the lofty goal of safeguarding public interests and protecting the global environment, we are willing to join hands with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nd customers at home and abroad to create a better world.

COMPANY  PROFILE



- 对射式原位安装对射法兰开孔精度要求高，烟道的振动、膨胀及收缩等，影响光精度与系统的稳定性

- 原位式在线分析系统无法在线通入标气进行检验与标定

- 可用吸收光谱窄，吸收峰小，易受其他气体干扰

- 分辨率低（下限1ppm）

- 单点取样可能使测量不具代表性

氨逃逸在线分析系统简介

       燃煤锅炉烟气排放所含的氮氧化物，是空气污染的重要前体物，控制燃煤过程烟气排放NOx总量是各国

环保法规的重点。选择性催化还原（SCR）和选择性非催化还原（SNCR）技术是目前烟气脱硝主流技术。通

过在烟气中注入氨水或尿素，其主要成分NH3与氮氧化物发生化学反应，生成对环境无害的N2和H2O。

- 形成铵盐，堵塞空预器，增加维护成本

- 逃逸浓度2ppm时，半年后风机阻力增加约30%

- 逃逸浓度3ppm时，半年后风机阻力增加约50%

- 频繁冲洗空预器，影响机组安全

- 使催化剂失活，缩短使用寿命

- 还原剂氨的耗材浪费

- 过量氨逃逸污染空气- 过量氨逃逸污染空气

- 影响用于建材的飞灰质量

氨逃逸过量带来的危害

传统氨逃逸在线分析方法存在的问题



 中红外高精度激光
氨逃逸在线分析系统

      目前，最有效、性价比最高的高温脱硝氨逃逸检测方法，就是TDLAS检测方法。TDLAS由于易损部件少，

无需样气稀释等原因，更受用户青睐。其基本原理是调谐特定半导体激光器波长，使其扫过被测气体吸收谱线，

被气体吸收后的透射光由光电探测器接收，经锁相放大模块提取透射光谱的谐波分量，反演出待测气体浓度信息。

      宜先环保仪器采用QCL+TDLAS技术，目标谱线是氨、氮氧化物分子在中红外波段最强吸收峰。分子光谱学

研究表明，气体小分子的中红外吸收谱线比近红外吸收谱线强数十倍甚至数千倍，在同样测量条件下，检测精度

可达ppb级别，是近红外TDLAS数十倍。宜先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合作，革命性地采用国际领先的QCL（量子级

联激光器）作为激光源，结合稳定可靠的光路设计及独家信号处理技术，使TDLAS光学传感技术达到前所未有的

精度和稳定性，解决了近红外激光气体分析仪表稳定性差、精度不高的现状，可以充分满足市场需求。

- 超宽的光谱范围（mid-IR to THz)

- 极好的波长可调谐性

- 超高的输出功率，穿透力更强

- 中红外的谱线强度远高于近红外

- 重要分子（SO2，SO3，NO，NO2等）只有在中红外波段有足够强的吸收谱线�

中红外波段是气体分子的本振吸收谱线，因此中红外波段比在近红外波段：

                         吸收更强、灵敏度更高

可调谐半导体激光吸收光谱
（Tunable Diode Laser Absorption Spectrometer，简称TDLAS) 技术简介

宜先QCL+TDLAS技术优势

氨分子的中红外（红框内）与近红外（篮框内）吸收谱线强度对比

量子级联激光器（QCL)性能特点



- 国际领先中红外激光分析技术，灵敏度可达10ppb

- 测量快速、准确、稳定、不受背景气体干扰

- 无需长光程吸收池，光路简单稳定，维护成本超低

- 190℃高温伴热测量，无吸附损失，取样真实可靠

- 独特高温氨氮吸收谱线，彻底消除水峰干扰

- 独立OEM模块，在线校准，配置灵活，方便系统集成

环境适应性

介质干扰

检测灵敏度

可靠性

维护及标定

耗材

     宜先

QCL+TDLAS

适应高温、高压、

高湿、高粉尘

近红外抽取式TDLAS

水分及其它杂质有

较大影响

易受背景水汽干扰

1ppm

紫外差分DOAS

  （间接测量)

无法适应高温的脱

硝现场恶劣工况

易受背景气体干扰

10ppm（NOx）

通过测量NOx推算

NH3浓度，属间接

测量，数据不可靠

维护方便，标定

1~2次/年

耗材成本较低

需要长测量光程，光

路不稳定，精密光学

池易损，可靠性低

维护方便，标定

1~2次/年

贵重光学池及镜片

易损

原位式TDLAS

无法长时间适应脱硝恶

劣工况条件，受现场振

动、热膨胀等影响严重

易受粉尘干扰

粉尘、烟道震动对数据

稳定性有较大影响，数

据稳定性差

无法在线校准，窗镜易

污染，需定期对光

镜片易受污染

0.01ppm 1ppm

损耗部件成本较低，

光路稳定，

可靠性高

维护方便，标定

1~2次/年

低成本耗材，

寿命长

不受背景气体、

粉尘及光学视窗

污染干扰

中红外激光氨氮一体气体分析仪特点

宜先QCL+TDLAS与传统NH3、NOX检测技术对比

     我司中红外仪表已在多个电厂实地测试使用，产品运行稳定、检测精度高、受到客户的一致好评。

基于更加精准稳定的中红外仪表，我司开发推出了SCR脱硝精准喷氨优化解决方案。



     我公司生产制造的抽取式中红外高精度激光氨逃逸在线分析系统是针对目前SCR和SNCR脱硝系统自主独立

研发设计的，主要解决在脱硝系统中存在高温、高湿、高粉尘的恶劣环境，并能够稳定、可靠、准确地检测出

1～3ppmV的微量逃逸氨气浓度，其中模块化激光分析仪和高温预处理系统是我们公司在线分析系统的核心和关

键技术。

- 整套系统实现原位安装，实时测量，自动吹扫，检测下限低

- 解决了采样预处理带来的诸如响应滞后、维护频繁、易堵易漏、易损件和运行费用高等各种问题

- 测量结果准确，响应时间极快，无需校准和方便比对

- 智能化程度高，操作、维护方便紧凑，无运动部件等显著特点

- 对生产节约能耗，提高产品质量，以及安全生产，环保排放等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适用于包括燃煤发电厂、水泥厂、铝厂、钢铁厂、冶炼厂、玻璃厂、垃圾发电厂、化工厂等SCR或SNCR

脱硝装置的氨气逃逸排放监测和过程控制。

系统介绍

系统特点

应用领域

正压型防爆分析柜
ExdeibmbpzⅡCT4Gc



技术参数



中红外测量氨分子的优势



系统介绍
     近红外TDLAS技术(可调谐半导体激光光谱吸收技术Tunable Diode Laser Absorption Spectroscopy)

是目前广泛应用的氨逃逸分析技术，该技术具有灵敏度高、响应速度快、不受背景气体干扰、非接触式测量等特点，

为实时准确地反映NH3变化提供了可靠保证。系统由取样及传输单元、预处理及控制单元、分析单元三部分构成，

为了防止氨气在传输过程中冷凝结晶及生成氨盐，一般均采用了全程高温伴热抽取技术，对脱硝过程中的逃逸氨进

行连续在线监测，主要应用于众多工业领域气体排放监测和过程控制，例如:燃煤发电厂、水泥厂、钢铁厂、冶炼厂、

垃圾焚烧发电站、化工厂、玻璃厂等。

            

      

     宜先环保仪器推出的近红外氨逃逸分析系统，核心部件采用激光NH3分析模块，这种测量技术具有独一无二

的技术优势，比如精准的光学系统，非接触式测量，较高的目标气体选择性及ppm级别的检测灵敏度。分析模块

应用了专利近红外激光分析技术去检测气体，用极窄的0.1nm的激光束来扫描目标气体的吸收波段，类似一种高

分辨度的近红外光谱吸收测量。通过电子锁定技术，从光电测量信息中分离出气体能量吸收的信息，这种检测的

方式去除了需参比气体通道的常规要求，并可以实现连续式测量。并且具有低成本，体积小，结构简单，

测量数据稳定可靠的特点测量数据稳定可靠的特点

     抽取式氨逃逸系统具有现场数据实时传送、远程故障诊断、报表统计和图形数据分析等功能，实现了工作现场

的无人值守。整套系统结构简单，实时性强，组网灵活，运行成本低，同时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维护方便，并且

能够完全满足与企业内部的DCS系统和环保部门的数据系统通讯的要求。

     近红外激光氨逃逸在线分析系统



技术优势

系统流程图

- 可靠性高

- 气体分析仪采用近红外激光器光源，寿命达10年

- 气体分析仪测量快速、准确、稳定、不受背景气体干扰，可靠性高

- 可采用多探头采样方式，准确测量多个烟道内NH3的含量

- 维护方便、维护成本低

- 预处理采样使用全程高温伴热（≥190℃）进行采样，保证所有部件放置在高温伴热箱内，保证样品预处理无

  冷凝水出现，不会对任何器件造成腐蚀  冷凝水出现，不会对任何器件造成腐蚀

- 整个系统中除电磁阀等部件外，无任何运动部件，保证系统长期可靠运行

- 采样探头采用多级粉尘过滤器，对采样烟气过滤，过滤效果好（小于0.5um），反吹效率高，探头维护周期长

- 测量信号一路直接连接大屏触摸屏上位机，一路连接甲方DCS系统连锁控制，系统布线简洁，安装维护方便

- 气体分析仪中光源控制、测量室、温度控制、信号处理采用模块化设计，各部件维护和更换简单、成本低

- 采用全程190℃高温伴热测量，无吸附损失，取样真实可靠保证在测量过程中烟气的组分不变

- NH3测量基于可调谐半导体激光吸收光谱技术（TDLAS），有效解决水、粉尘及其他因素对测量精度的影响

     如系统流程图所示，样气经采样探头，由采样伴热管输送至预处理单元，预处理单元包括常闭型高温阀SV1，

精密过滤器、射流泵，其中SV1阀用于在停止采样时切断气路，精密过滤器用于进一步净化样气，去除样气中的粉

尘等，射流泵则用于提供样气传输时的动力，系统由PLC控制实现自动周期采样及吹扫。所有样气流经元件及管路

均置于恒温加热盒中，防止管路被铵盐堵塞，减少样气损失。 



技术参数



    激光氨气在线检测系统是基于可调谐半导体激光吸收光谱（TDLAS）技术原理，

对1512nm处的氨气吸收谱线进行扫描分析，并采用数字化的锁相放大器和长光程

气室等先进技术实现了氨气的超低浓度测量。该系统根据测试条件的要求选取正压

防爆抽取式测量方法，安装维护简单，可满足SCR/SNCR脱硝工艺中对注入氨或逃

逸氨检测的需求。

-  可靠的长光程加热气室设计，光程可达3米
-  超低浓度测量，分辨率可达0.1ppm
-  高温取样，涂层气室，取样损失小于0.1ppp/m
-  正压防爆机柜，防爆取样探头，声光报警
-  免标定设计，维护简单，使用成本低

-  SCR/SNCR脱硝工艺控制                         -  石化脱硝喷氨控制

-  氨气储存及管道浓度监测                          -  化工生产工艺控制

防爆型激光氨气在线监测系统

系统介绍

系统特点

技术参数

应用领域



锅炉SCR脱硝工艺氨逃逸监测点

     取样探头用于本系统的样气采样，具有滤尘和伴热的功能，可以有效的防止采集的样气的冷凝，独特的结构

设计使采样系统更加可靠，样气丢失率更小，保证分析系统的稳定和真实；

1、该装置与样品接触的部分全部采用不锈钢材料加工制成，高温条件下抗腐能力很强。配制防雨罩完全可以胜

    任室外工作环境。 

2、在设计上采用等温加热体，结构紧凑，加热温度稳定。 

3、过滤器滤芯采用金属粉末烧结过滤器，具有过滤面积大，

    过滤精度高等特点，更换时可将其从装置中整体拉    过滤精度高等特点，更换时可将其从装置中整体拉

    出，操作简单，无需工具，大大地缩短维护更换的时间，

    并降低了劳动强度。 

4、该装置除设有一样气输出口外，还设置有一个连接压缩空气的反吹口，由PLC控制反吹电磁阀对过滤器滤芯

    进行定期吹扫。 

5、操作简单,带有低温报警. 

6、滤芯更换无需工具 。

7、开关方便，带扣锁保护罩 7、开关方便，带扣锁保护罩 

8、高效过滤清洁系统 

SCR脱硝工艺的采样点一般选择在氨气与催化剂反应完成的下游端，如图中红色区域，尽量选择垂直管段。

采样系统介绍

采样点的选择



现场工艺：采用煤作为燃料，承担整个城区采暖供热任务，SNCR+SCR混合脱硝，脱硝剂为尿素

安装位置：脱硝出口，预热器之前测量量程：20ppm

现场工艺：炉膛烟气出来之后经过第一级SNCR(尿素加水配比)脱硝，后经SCR脱硝器脱硝。

测量量程：0-20ppm

现场工艺：垃圾焚烧炉对固废、废液进行焚烧处理后，烟气经SCR脱硝，脱硝反应剂为氨水

安装位置：SCR反应器出口管道，烟气温度大于200度

山西某电厂应用

辽宁某热力厂应用

应用案例

山东某石油化工厂应用



河北某焦化厂现场

山东某陶瓷厂现场

河南某火力发电厂

安装位置：SCR脱硝出口

测量量程：0-20ppm

现场工艺：现场为瓷砖烧成工段，燃料为厂内煤气站供给的煤气，在炉壁安装多组喷枪，SNCR脱硝

安装位置：瓷砖烧成工段烟气出口        测量量程：0-20ppm

安装位置：SCR脱硝出口

测量量程：0-20ppm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泾车路88号1幢4楼

电话：021-60190351   13564725216

邮箱：sales@yifirst.com

网址：www.yifirst.com

上 海 宜 先 环 保 仪 器 有 限 公 司

宜 诺 千 金 、 品 质 为 先 — — 宜 先 环 保 仪 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