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文章

解决电化学气体
检测的技术挑战
Michal Raninec，系统应用工程师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是一种久经验证的技术，其历史可以追溯到
1950年代，当时开发了用于氧气监测的电化学传感器。这种技
术的首批应用之一是葡萄糖生物传感器，用于测量葡萄糖的缺
氧情况。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该技术得到了发展，传感器变
得小型化并能检测多种目标气体。

技术挑战
设计先进气体检测系统需要克服的技术挑战可以分为三类，分
别对应于系统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
首先是传感器制造挑战，例如制造可重复性以及传感器的表征

随着传感技术无处不在的时代的到来，许多行业出现了无数新
的气体检测应用，例如汽车空气质量监测或电子鼻。不断发展
的法规和安全标准对新应用和现有应用提出了比过去更具挑战

和校准。制造过程本身虽然已高度自动化，但不可避免地会给
每个传感器带来差异。由于这些差异，传感器必须在生产过程
进行表征和校准。

性的要求。换句话说，未来的气体检测系统必须能精确测量低

其次，在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中都存在技术挑战。这包括系统

得多的浓度，对目标气体更具选择性，依靠电池电源工作更长

架构优化，例如信号链设计或功耗考虑。另外，工业应用中特

的时间，并在更长的时间内提供稳定一致的性能，同时始终保

别注重电磁兼容性(EMC)和功能安全合规性，这会对设计成本和

持安全可靠的运行。

上市时间产生负面影响。工作条件也起着重要作用，并对保持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的优缺点

所需性能和使用寿命提出了挑战。电化学传感器在其使用寿命
期间会老化和漂移（这是这种技术的本性），导致需要频繁校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的普及可以归因于其线性输出、低功耗要求

准或更换传感器。如果在恶劣环境中运行，性能的变化会进一

和良好的分辨率。此外，一旦根据目标气体的已知浓度进行校

步加速，如本文后面所述。在延长传感器使用寿命的同时保持

准，其测量的重复性和精度也非常好。数十年来技术的发展，

其性能，是许多应用的关键要求之一，尤其是在系统拥有成本

让这些传感器可以对特定气体类型提供非常好的选择性。

至关重要的情况下。

由于其优点众多，工业应用（例如用于保护工人安全的有毒气

第三，即使采用了延长使用寿命的技术，所有电化学传感器最

体检测）率先采用了电化学传感器。这些传感器的运行经济

终都会达到其生命终点，此时性能不再满足要求，需要更换传

性促进了区域有毒气体监测系统的部署，确保了采矿、化学

感器。有效检测寿命结束条件是一个挑战，若能解决这个挑

工业、沼气厂、食品生产、制药工业等行业员工的安全环境

战，便可减少不必要的传感器更换，从而大幅降低成本。更进

条件。

一步，若能准确预测传感器何时将失效，气体检测系统的运行
成本将会降低更多。

尽管检测技术本身在不断进步，但自电化学气体检测出现以
来，其基本工作原理以及与生俱来的缺点并未改变。通常，电

在全部气体检测应用中，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的利用率都在增

化学传感器的保质期有限，一般为六个月至一年。传感器的老

加，这给此类系统的物流、调试和维护带来了挑战，导致总拥

化也会对其长期性能产生重大影响。传感器制造商通常会指定

有成本增加。因此，人们采用具有诊断功能的专用模拟前端来

传感器灵敏度每年最多可漂移20%。此外，虽然目标气体选择

减少技术缺点（主要是传感器寿命有限）带来的影响，确保气

性已有显著改善，但传感器仍存在对其他气体的交叉敏感性问

体检测系统长期可持续且可靠。

题，导致测量受到干扰和读数出错的几率增加。传感器性能还
与温度相关，必须在内部进行温度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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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链集成降低设计复杂性
传统信号链大多采用独立的模数转换器、放大器和其他构建模
块设计，相当复杂，迫使设计人员在功效比、测量精度或信号
链占用的PCB面积上做出折衷。

信号链的噪声水平，并且有可能利用性能更好的信号处理器件
（如TIA或ADC），因此测量精度得以提高。
回顾多气体仪器的例子，信号链集成使其能够：

这种设计挑战的一个例子是具有多气体配置、可测量多种目标

 实现完全可配置的测量通道，同时降低信号链的复杂性，从
而轻松重用单个信号链设计

气体的仪器。每个传感器可能需要不同的偏置电压才能正常运

 减少信号链占用的PCB面积

行。此外，每个传感器的灵敏度可能不同，因此必须调整放大

 降低功耗

器的增益以使信号链性能最大化。对设计人员而言，仅这两个

 提高测量精度

因素就增加了可配置测量通道（其应能与不同传感器接口而无
需更改 BOM 或原理图）的设计复杂度。单个测量通道的简化框
图如图1所示。
就像任何其他电子系统一样，集成是演进中的一个逻辑步骤，
通过集成可设计出更高效、更强大的解决方案。集成的单芯片
气体检测信号链通过集成TIA（互阻放大器）增益电阻或将数模
转换器用作传感器偏置电压源等措施来简化系统设计（如图2所
示）。由于信号链集成，测量通道可以通过软件来全面配置，
以与众多不同类型的电化学传感器接口，同时降低设计的复杂
性。此外，这种集成信号链的功率要求也明显降低，这对于以
电池寿命为关键考虑因素的应用至关重要。最后，由于降低了

图1. 典型电化学气体传感器信号链（简图）

图2. 双通道集成气体检测信号链（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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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劣化与诊断
尽管信号链集成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但它本身并未解决电化
学气体传感器的根本缺点，即其性能会随着使用时间推移而下
降。不难理解，这是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结构所导致的。工作条
件也会致使性能下降并加速传感器老化。传感器精度会降低，直
到变得不可靠，不再适合完成其任务。在这种情况下，通常的做
法是让仪器下线并手动检查传感器，这既耗时又昂贵。然后，根
据其状况，可以重新校准传感器并再次使用，或者可能需要予以
更换。这会招致相当大的维护成本。通过利用电化学诊断技术，
可以分析传感器的健康状况并有效补偿性能变化。

图3. 在低相对湿度下的加速寿命测试中，传感器灵敏度（左图）和阻抗（右图）之间的相关性。

导致性能下降的常见因素包括温度、湿度和气体浓度过高或电极

度测试和EIS测试。测试结果清楚表明了传感器灵敏度和阻抗之

中毒。短时间暴露于较高温度（50°C以上）一般是可以接受的。

间的相关性。这种测量的缺点是颇费时间，因为在很低的亚赫兹

但是，让传感器反复经受高温会导致电解质蒸发，并对传感器造

频率下获得测量结果非常耗时。

成不可逆转的损坏，例如引起基线读数偏移或响应时间变慢。另
一方面，超低温度（–30°C以下）会大大降低传感器的灵敏度和

计时安培法（脉冲测试）是另一种有助于分析传感器健康状况的

响应能力。

技术。测量方法如下：在传感器偏置电压上叠加一个电压脉冲，
同时观测流经电化学电池的电流。脉冲幅度一般非常低（例如1

湿度是对传感器寿命影响最大的因素。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的理想

mV）且很短（例如200 ms），因此不会干扰传感器本身。这样便

工作条件是20°C和60%相对湿度。环境湿度低于60%会导致传感

能相当频繁地执行测试，同时气体检测仪器保持正常运行。在执

器内部的电解质变干，从而影响响应时间。另一方面，湿度高

行更耗时的EIS测量之前，可以使用计时安培法来检查传感器是

于60%会导致空气中的水被传感器吸收，从而稀释电解质并影响

否已物理插入设备中，还能指示传感器性能的变化。传感器对电

传感器的特性。吸收水分还会导致传感器泄漏，可能致使引脚

压脉冲响应的示例如图4所示。

腐蚀。
上述劣化机制的幅度即使不是非常大，也会影响传感器。换句话
说，电解质耗尽之类的事情是自然发生的，会导致传感器老化。
无论工作条件如何，老化过程都会限制传感器的寿命，不过某些
EC Sense气体传感器的工作时间可超过10年。
可以使用电化学阻抗谱(EIS)或计时安培分析法（在观测传感器输
出的同时施加偏置电压脉冲）等技术来分析传感器。
EIS是利用正弦信号（通常为电压）激励电化学系统而进行的频
域分析测量。在每个频率下，流过电化学电池的电流都会被记录
下来，用于计算电池的阻抗。然后，数据通常以奈奎斯特图和波
特图形式显示。奈奎斯特图显示复阻抗数据，每个频率点均由x
轴上的实数部分和y轴上的虚数部分来绘制。这种数据表示的主
要缺点是会丢失频率信息。波特图显示阻抗幅度和相位角与频率
的关系。
实验测量结果表明，传感器灵敏度的下降与EIS测试结果的变化
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图3中的示例显示了加速寿命测试的
结果，其中电化学气体传感器被置于低湿度(10%RH)和较高温度

图4. 计时安培分析法测试的示例结果

先前的传感器探查技术已在电化学领域使用了数十年。然而，这
些测量所需的设备通常很昂贵且笨重。从实践和资金两方面看，
使用这种设备根本无法测试现场部署的大量气体传感器。为了实
现远程内置传感器健康状况分析，必须将诊断特性直接集成为信
号链的一部分。
借助集成的诊断功能，可以在无需人工干预的情况下自动测试气
体传感器。如果在生产中对气体传感器进行了表征，则从传感器
获得的数据可以与这些特征数据集进行比较，从而深入了解传感
器的当前状况，然后使用智能算法来补偿传感器灵敏度的损失。
此外，传感器的历史记录可以支持预测其寿命何时结束，并在需
要更换传感器时提醒用户。内置诊断功能最终会减少气体检测系
统的维护需求，延长传感器的使用寿命。

(40°C)的环境中。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定时将传感器从环境室中
取出并放置一个小时，然后进行已知目标气体浓度下的基线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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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应用的系统设计挑战
安全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工业环境中。在严苛的工
业环境（例如化工厂）中运行时，有严格的规章来确保气体检
测系统满足这些要求并保持可靠、完整的功能。
电磁兼容性(EMC)是指不同电子设备在共同的电磁环境中正常
运行而互不干扰的能力。EMC涉及的测试有电磁辐射发射或辐
射抗扰度等。辐射发射测试研究系统的有害辐射以帮助减少辐
射，而辐射抗扰度测试会检查系统在受到其他系统干扰的情况
下保持其功能的能力。
EC气体传感器本身的结构对EMC性能有负面影响。传感器电极

图5. ADuCM355的简化功能框图

起到天线一样的作用，可以拾取附近电子系统的干扰。对于无
线连接的气体检测设备（例如便携式工人安全仪器），这种影

对市场趋势和客户需求的了解，帮助ADI公司设计出高度集成的

响更为明显。

片内测量系统，其中包括：

EMC测试通常是一个非常耗时的过程，在最终满足要求之前可
能需要多次迭代系统设计。此测试对投入产品开发的成本和时
间有很大影响。使用经过预先测试的满足EMC要求的集成信号

 一个16位400 kSPS ADC
 两个双输出DAC，用于产生电化学电池的偏置电压
 两个带TIA放大器的超低功耗、低噪声恒电位仪

链解决方案，可以减少时间和成本支出。

 一个具有高速TIA的高速12位DAC

功能安全是另一个要认真考虑的方面，同时也是一项技术挑

 支持诊断测量的模拟硬件加速器（波形发生器、数字傅立叶
变换模块和数字滤波器）

战。根据定义，功能安全是指检测到潜在的危险状况时，会激

 内部温度传感器

活保护或纠正机制以防止任何危险事件发生。这种安全功能提

 26 MHz ARM Cortex-M3微控制器

供的风险降低的相对程度被定义为安全完整性等级(SIL)。功能
安全要求当然已包含在工业标准中。
在工业气体检测应用中，功能安全的重要性主要涉及安全操作
环境，因为环境中可能存在爆炸性或易燃性气体。化工厂或采
矿设施就是此类应用的很好例子。为了符合功能安全标准，系
统必须通过功能安全认证，达到满意的安全完整性等级。

ADI公司的单芯片电化学测量系统

ADuCM355提供了克服电化学气体检测技术挑战的手段。两个测
量通道不仅支持最常见的3电极气体传感器，还支持4电极传感
器配置。第四个电极既可用于诊断目的，也可以在双重气体传
感器中用作第二目标气体的工作电极。任一恒电位仪也可以配
置为休眠模式以降低功耗，同时保持传感器偏置电压，从而减
少传感器在正常运行之前可能需要的稳定时间。模拟硬件加速
器模块支持传感器诊断测量，例如电化学阻抗谱和计时安培分
析法。集成的微控制器可用于运行补偿算法、存储校准参数以

为解决上述挑战，并让客户设计出更智能、更精确、更具竞争力

及运行用户应用程序。ADuCM355在设计时还考虑了EMC要求，

的气体检测系统，ADI公司推出了ADuCM355——一种针对气体检

并经过预先测试，符合EN 50270标准。

测和水分析应用的单芯片电化学测量系统。
如果应用不需要集成微控制器，可以使用仅有前端的版本——
ADuCM355集成了两个电化学测量通道，一个用于传感器诊断的

AD5940。

阻抗测量引擎，以及一个用于运行用户应用程序和传感器诊断补
偿算法的超低功耗混合信号ARM® Cortex®-M3微控制器。图5显示

结论

了ADuCM355的简化功能框图。

得益于技术创新，我们现在拥有所有必要的知识和工具，可以
有效应对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的技术挑战，扫清我们进入普遍
检测时代的障碍。从低成本的无线空气质量监测器到过程控制
和工人安全应用，信号链集成和内置诊断特性将使这些传感器
得到广泛使用，同时减少维护需求，提高精度，延长传感器寿
命，并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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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86 136 2830 7074

东莞 +86 158 8963 8656

郑州 +86 138 0384 6359

珠海 +86 137 2622 4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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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 +86 155 5222 0532

沈阳 +86 156 0405 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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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

巴基斯坦

厦门 +86 592 504 2386

大连 +86 156 4083 6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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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 +86 136 8076 4680

杭州 +86 571 8528 2185

菲律宾

斯里兰卡

天津 +86 139 2065 6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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