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溶胶稀释器
3302A 型
一款用于TSI 空气动力学粒径谱仪
的气溶胶稀释器。

3302A 型气溶胶稀释器可以与 TSI 空气动力学粒径谱仪（APS™）
直接对接。它能够降低高浓度气溶胶中的粒子浓度，为研究人员
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的样品，满足对这些高分辨率飞行时间粒径谱
仪的建议操作要求。

气溶胶稀释器 3302A 型采用封闭式操作系统。它能

应用

够分离出气溶胶流中的一小部分样品，并将其与同

+ 空气动力学粒径谱仪配件

一原始气溶胶中过滤的“清洁”气体重新结合。这消

功能和优点

除了将未知气体特性（如温度、压力、相对湿度或

+ 标准稀释比为 100:1 和 20:1（可串联使用两个稀
释器，稀释比高达 10000:1）

元素组成）引入气溶胶的影响。3302A 型气溶胶稀
释器通过不断向下输送气溶胶样品并优化流动路径
的几何形状，将稀释过程中的粒子损失降至最低。
这有助于减少由于沉降和湍流沉积而造成的粒子损
失，并提供能够高度表征原始气溶胶的样品。
稀释器出口能够与粒径谱仪*

进样口直接对接，能

够进行高浓度气溶胶的在线稀释和分析。由于稀释
器通过粒径谱仪吸入气溶胶，因此稀释器不需要电
源或压缩气体。
* 3302A 型气溶胶稀释器适用于所有 APS 光谱仪。但是，TSI 建
议 3300 型、3310 型和 3310A 型使用早期型号 3302 型。

UNDERSTANDING, ACCELERATED

+ 在 0.5 至 10μm 粒径范围内的粒子损失极低
+ 高度可重复性能
+ 运行期间保持原始气溶胶的气体特性
+ 完全独立的设计
+ 无需外部电源或压缩气体
+ 坚固耐用的结构
+ 简单的维护程序
+ 双 压力表（对正确运行设备和维护提供所需的
信号）

规格
气溶胶稀释器
3302A 型

运行
气溶胶以 5 L/min 的总流速通过稀释器进入飞行时间粒径
谱仪。当进入稀释器进口时，高浓度气溶胶流分为两条路
径。在一条路径中，大部分原始气溶胶中几乎清除了所有
粒子。在另一种情况下，剩余小部分气溶胶保留其粒子浓
度。然后，这两条路径重新组合产生所需的稀释度。
3302A 型内部 (使用 100:1 毛细管)
1. 在原始气溶胶流动路径一分为二处，0.05 L/min 的
气溶胶流量以等速进入毛细管并通过。
2.	剩余的 4.95 L/min 气溶胶流速通过高效微粒空气
(HEPA) 过滤器，在该过滤器中去除气溶胶中粒子。†
3. 过滤后的气溶胶流随后与毛细管释放的气溶胶流重新组
合，达到原始气溶胶的100:1 稀释比。‡ 混合锥会确保
气溶胶稀释的均一致。
4. 充分混合的稀释气溶胶离开 3302A 型气溶胶稀释器并
进入空气动力学粒径谱仪。
5. 气溶胶路径 Δ P 仪表测量通过毛细管的压差。总数 Δ P
仪表测量整个系统的压差。这种双仪表方法能够检测
毛细管堵塞、过滤器过载或仪器泄漏等情况。
6. 为了获得正确的稀释比，操作人员只需调整调节阀，直
到气溶胶路径 Δ P 仪表表上显示所需读数。
歧管和过滤器需要定期维护，因为粒子在重复稀释过程中
不断沉积。流道和内部部件的设计便于无故障清洁。经验
丰富的操作员可以在半小时内对这台高度人体工程学设计
的仪器进行维修。

稀释比例
100:1 和 20:1 标准
流量
5 L/min 总流速 (进入 APS 粒径谱仪)
穿透效率
可吸入粒子的穿透效率>93%，较大粒子的穿透效率较低
（效率校正曲线内置于粒径谱仪软件中）
压降
约 1.2 cm 水柱（0.47 in. 水柱）总量
制造材料
阳极氧化铝、不锈钢、丁腈橡胶、玻璃纤维、尼龙
电源和压缩空气需求
无 (APS 粒径谱仪产生的气流)
尺寸 (长 x 宽 x 高)
28 cm x 37 cm x 22 cm (11 in. x 14.5 in. x 8.5 in.)
重量
5.9 kg (13 lbs)

订购
气溶胶稀释器
型号
说明
3302A
气溶胶稀释器

进样口

1
2

毛细管

高效过滤器

3302A 型可以与 3320 型和 3321 型 APS 粒径谱仪直接对接。
粒径谱仪必须单独订购。
5

对于粒径为 0.3 微米的粒子，制造商对稀释器中 HEPA 过滤器的穿透率评级小于
0.03%。TSI Incorporated 进行的性能测试表明，实际穿透率小于 0.001%。
通过更换毛细管组件，可实现 20:1 的稀释比。这相当于将 4.75 升/ 分钟的清洁气溶
胶与 0.25 升/分钟的原始气溶胶相混合。

†

6

压差调整阀

‡

气溶胶
路径压差

3

总气路压差

规格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空气动力学粒径谱仪、TSI 和 TSI Logo 是 TSI 公司的注册商标，APS 是 TSI 公司的商标。

4 稀释气体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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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 Incorporated - 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tsi.com 获取更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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