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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N215/93 油雾浓度探测器原理分析及管理建议
杜守志
（上海海事大学，上海 201306）
摘

要：本文以 SCHALLER AUTOMATION 生产的 VISATRON OIL DETECTOR VN215/93 为例介绍其工作原理，

结构性能特点，维修保养方法及常见的故障原因处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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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船舶吨位越造越大和船舶柴油机技术的发展，柴油

检测气体样品的不透光度（阻光度），由于油雾对光线的吸

机的功率和功率重量比越来越大，对柴油机的润滑要求也越

收作用，阻光度的大小即直接反应了油雾的浓度。当油雾浓

来越高，但同时也伴随着产生更多的热量使滑油容易被蒸发

度增大时，阻光度增加，检测单元一端的接收器感受到红外

成油气，而若是运动件某部位由于某种原因缺乏润滑产生热

线光减少，输出的光电流也变小，油雾浓度大于设定的警报

点造成高热，会产生更多的热量，更容易使滑油气化，这种

值时，接收器输出的电流低于设定的警报值，电流通过回路

油气在曲拐箱内很快冷凝成油雾，更易造成曲拐箱油雾浓度

转换再经放大器后接通机舱监测报警点发出报警，同时进入

超极限值，况且机械部件在运动时也会对滑油有机械雾化作

安保系统使主机减速或者停车。（如图 1）

用形成油雾，因此柴油机油雾浓度探测器对柴油机的安全运
行尤为重要，对其准确性和响应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
是当油雾浓度报警后需要及时对主机进行减速或者停车，避
免发生机损事故。

2 结构性能特点
SCHALLER VN215/93 通过一个空气抽吸泵利用文丘里效
用使检测室产生负压，此抽气系统因无运动部件不产生磨损
可以持续的抽取曲拐箱中的气体，保证工作的精准性和避免

1 工作原理

大团油雾形成。采用了特殊虹吸块的设计可以避免由于运动
部件飞溅甩油造成的故障报警。本系列船舶油雾浓度探测器
有 10 个采样点，每个采样点都有一个虹吸块，经过虹吸块过
来的油雾气体进入到阀箱内部进行初步的除尘除水，之后很
小一部分再送到离心分离器清除较大的油雾和水珠，其余大
部分由专门的排出管排到曲拐箱内部，然后经过上述处理过
比较干净的油雾气体再被加热后使其中的水雾气化，在进入
检测室进行检测，从而保证了检测的准确性同时检测室的油
雾集聚变少不易脏污便于维护保养。由于柴油机运动的时候
其曲拐箱内部的容积是变化的，虹吸块，阀箱和离心分离器
的设计可以相当于一个大的气容从而有助于缓和因曲拐箱内
部气压变化引起待测油雾气体流速的变化。
阀箱上面有 10 个红色显示，其代表的是 10 个电磁阀
的工作情况，其实 VN215/93 并不是要等到油雾浓度超过报警
值才动作的。上文提过该探测器通过测不透光度（阻光度）
来判断油雾的浓度，100% 的不透光度表示没有一点光从检测
图1

室透过。IACS UR67 要求油雾浓度探测器在油雾浓度爆炸下

VN215/93 由空气喷射泵，测量单元（内部有检测室，检

限的 5% 报警，油气的爆炸下限约为油雾浓度在温度为 25℃

测室内部有 2 个光电传感器，一个为红外光发送器，另一个

的时 47mg/l，由此计算报警的时候油雾浓度约为 2.5mg/l（在

为接收器），阀箱，虹吸块等组成。当柴油机运行时，由曲

测量端 2.5mg/l 的浓度相对与全测量范围约为 23% 绝对不透光

拐箱来的油气经过虹吸块的处理后通过抽气泵的作用进入阀

度），该装置灵敏度（装置启动搜寻点）一般设置为 4 级（对

箱进一步处理，处理后少量气体样品进入到测量单元中，由

应不透光度为 2.4% 约为报警值的 10%），当油雾浓度增加到

通道两端的光电传感器进行检测。在检测室内，光电传感器

灵敏度点时候装置启动搜寻程序去判断哪缸油雾浓度高，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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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搜寻方法为分组判断排除法，首先将 10 个采样点分成左右

一般不设置 5，6 级，灵敏度设置过高检测装置准确性低和响

两组，关闭其中一组电磁阀，若是浓度高则说明没关闭的一

应速度慢。

组有问题，再将此怀疑有问题的 5 个采样点分为 2 组，关闭

检查和调整真空度（负压）：可以在停机状态下通过

其中一组，若是浓度高说明没关闭的一组有问题继续分组判

节流阀和减压阀调节，最好保持机舱风机 3 台以上运行确保

断直到找出具体哪个缸油雾浓度高。VN215/93 不同于 MARK

机舱一定的背压，一般调整到 60mm 水柱负压，如果负压设

系列的探测器，它采用的实时采样法，响应更迅速。

定过高可能会造成监测的灵敏性降低。具体检查办法：把 U

SCHALLER VN215/93 工作空气由控制空气经一个节流阀

管测压计安装于检查盖上，打开弹簧空气，如果测压计显示

及减压阀调节后供给（与排气阀弹簧空气一路），适当调节

60mm 水柱（允差 ±5mm）则说明正常无需调节，若压力不正常，

节流阀和减压阀即可补偿空气泵气压变化，维持真空度稳定。

则首先调节节流阀使检测室负压到 80mm 水柱，然后再通过

检测负压（真空度）的是采用２个微型温度电阻，由一个稳

微调减压阀使负压到 60mm 水柱。节流阀里面的滤器也需要

压电源 24 Ｖ对电阻供电保证电流稳定，当有气流吹向电阻的

经常清洁或者更换，一般每半年或者运行 4000 小时需要检查

时候，由于电阻温度下降相应的电阻值减小，回路电流值变大，

清洁，清洁后需要重新调整真空度。

此电流的差值即可与气体流速的大小成非线性比例。由于检

VN215/93 设计了一路新鲜空气吹进光电传感器（滤光玻

测室内部有一定的真空度当有新鲜空气通过节流孔吹向温度

璃镜）防止油气接触到镜片并时刻对镜片进行冲洗，同时冷

电阻的时候，真空度越大，气体流速越高，电流差值也越大，

却测量室和滤光镜片，但是平时也需要我们按说明书要求对

从而反映了检测室内部真空度大小。另一个温度电阻起到环

镜片进行保养，方法为用棉签蘸专用的清洁剂或者酒精清洁

境温度补偿作用。

红外线滤光玻璃镜同时可以用针状物清洁左右新鲜气口。检

SCHALLER VN215/93 装置有故障诊断功能，14 个指示不

测室的金属烧结滤器平时也需要保养更换，此滤器相当于节

透光度的发光二极管同时也用作故障指示。正常情况下电源

流孔，新鲜空气由此通过，脏了后会报警，最好直接换新的

灯和 ready 灯是绿色的，右侧的 LED 显示的是当前曲拐箱的

备件，清洁后的使用时间都不长，安装的时候注意反正面，

油雾浓度。当有故障发生时，ready 灯灭，右侧 LED 的一个再闪，

粗的一面朝外，一般使用 2000 小时即需更换。

说明油雾浓度探测器有故障，可以从旁边找到闪的那个的相

装置功能试验方法：可分为模拟测试和单缸实际测试。

应代号从而找到可能的故障，比如 14 灯在闪说明负压太低或

模拟测试在主机停机状态下可以使用试验面板 A 和试验玻璃

空气流量太少。Code 窗口也会显示相应代码，如显示 E014

B，首先打开探测器的控制盖子用试验板 A 完全遮挡气口，此

表示真空度（负压）太低 value 栏显示与启动阈值压力的百分

时装置抽吸产生负压，正常后 READY 会亮，然后插入试验玻

比。SCHALLER VN215/93 装置配个遥控显示安装在集控室，

璃 B（代表 10% 浓度）到 A 板的开槽中遮住玻璃镜，此时油

遥控显示与油雾浓度探测器显示同步。

雾浓度高报警，ALARM 灯亮，主机安保系统报警表明装置功
能正常，然后取下试验板及玻璃，复位，确保装置可用。单

3 维修保养方法
VN215/93 为用户提供了显示参数和调整参数的接口，
可以通过按 3 个闪光按钮（最上面的为 up，中间的为 down，
最下面的为 enter/reset，具体触摸就可以）来调节。通过长按
3 秒以上 up 按钮参数显示模式被触发，按 up 或 down 可以浏
览参数列表，如 005 :code 里面显示的 005 代表测量端负压，
value 显示当前压力与启动阈值压力的比值用 % 表示。可以通

缸实际测试：在主机停机状态下，打开一个缸曲拐箱道门，
在检测口吹一口烟，浓度要足够大，烟雾被吸入后，超过灵
敏度标值装置将启动搜寻程序，判断是哪缸油雾浓度高，持
续升高的油雾将触发报警并引起主机安保系统动作报警说明
装置功能正常。

4 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过同时按 up 和 down 两个按钮 3 秒以上进到参数调整模式，

VN215/93 装置常见的故障报警就是 E014 负压或空气流

此模式下可以调整参数，调整时需要用密码进去，密码为

量过低，可能的原因有：节流阀内部滤器脏堵，减压阀内部

4711（不能更改）。输密码方法：当 code 显示 P000 时候按

脏污阀芯动作不灵敏导致功能失效（安保空气气压变化就会

enter/reset 的那个按钮，通过 up 和 down 按钮来找到数字 4 接

导致报警），检测室金属烧结滤器脏污，检测室密封不严橡

着按 ENTER 输入并移到下个数字位继续操作。退出参数调整

皮床垫损坏漏气，阀箱及离心分离器排出口脏堵，虹吸块内

模式可以同时按 up 和 down3 秒以上或者不用操作一分钟后自

部缺油，电路板故障等，具体处理办法可以遵从先易后难原则。

动退出（上述参数显示模式也可以不要操作一分钟后自动退
出）。灵敏度调节是在参数调整模式下进行，按 down 按钮进
入到 P001，可进行调整，其显示范围为 3-6，出厂设定为 4，
船上尽量不要调节。灵敏度 3 级（对应不透光度为 1.6%），
4 级（对应不透光度为 2.4%）为船舶常设置的位置且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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