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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路直通型氧气浓度计
PNA Series

CC-1414C

氧气可视化
新型浓度计



加压时氧气浓度可见。

极限电流方式
PNA系列采用极限电流式。
向氧化锆元件施加电压后，以氧离子作为载流子的
离子电流流动。如氧气浓度发生变化，电流特性也
会成正比变化，因此可检测氧气浓度。这种方式具
有耐久性，可以实现长寿命。

极限电流方式的测量原理

氧化锆固体电解质
电极（阴极）

气体扩散孔

电极（阳极）
电流

O2

O2

用途示例
末端部浓度检查 防爆区域内气体浓度检查

填充氮气浓度检查 溶解氧去除用气体的检查

● 作业开始时的 
浓度检查

● 日常浓度检查
● 保养时期的 
把握

● 填充氮气时的
浓度检查

● 浓度的设定

● 去除用气体的 
氧气浓度检查

● 状态监视

● 作业开始时的 
浓度检查

● 日常浓度检查
● 危险浓度警报

示意图。 示意图。

示意图。示意图。

PNASeries

管路直通型氧气浓度计



节能、省配管、省空间

易于使用

使用PNA系列时以往的方法

氧浓度计

PNA系列

●无需进行吹气清洁
●管路直通型安装，省空间

分支配管

吹气清洁

具有可在管路中使用的耐压结构
模块化结构，配管节省空间
无需进行以往必须进行吹气清洁

可切换氧气、惰性气体浓度显示
❯ 100－氧气浓度、惰性气体浓度一目了然。

可以设置上下限开关输出，并进行模拟输出
❯ 可对浓度变化发出警报或监视其状态。

带自我诊断功能
❯ 提示检测元件的异常情况。

防护等级　相当于IP65
❯ 被水淋湿后仍可安心使用。

耐压结构
❯ 可在大气压～ 1.0MPa的压力下使用。

惰性气体浓度显示

氧气浓度显示

符合日本食品
卫生法规定
的材料
流体通路部
树脂・橡胶

该标志反映了本公司通过CKD
的安全设备为食品制造工序提
供支持的态度。

可在食品制造工序中，安全 
放心地使用本系列产品。

适用于安全食品制造工序FP系列

CKD的售后服务
可以发行校正证书（带溯源体系图）。
根据使用条件，氧浓度计的传感器存在老化的可能性。
为了维持稳定的性能，需要定期进行检查和调试。
为了长期维持产品性能，建议每年接受检查调试服务（带校正证书）。

检查・校正・修理　请随时与本公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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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溯源

A   配管口径

管路直通型氧浓度计

PNA Series
采用管路直通耐压结构，无需吹气清洁
可连接氮气制作单元NS系列、
F.R.L单元的模块化结构

规格
项  目 内 容
测量方式 氧化锆固体电解质方式
采样方式 自然扩散式
显示 可切换氧气浓度显示、氮气浓度显示（100－氧气浓度）
使用流体 富氮压缩空气
使用压力 MPa 0～ 1.0
耐压力 MPa 1.5
环境温度、湿度 0～ 50℃、80%RH以下　（不得结露）
流体温度 0～ 50℃　（不得结露）
保存环境温度、湿度 -10～ 60℃、80%RH以下　（不得结露）
最大流量 L/min (ANR) 500　※1
测定范围 ％ O2 0.00～ 25.00

精度　※2

±0.05％O2 ±1digit（0.00～ 1.00％O2时）
±0.10％O2 ±1digit（1.01～ 2.50％O2时）
±0.5％O2 ±1digit    （2.51～ 10.00％O2时）
±1.0％O2 ±1digit    （10.01～ 25.00％O2时）

响应时间 90％响应　20s以内　※3
模拟输出 4～ 20mA 电流输出（0.00～ 25.00％ O2时）
模拟输出负荷电阻 0～ 400Ω
模拟输出准确度 0.064mA/0.1％ O2
开关输出 设定值及检测元件异常：1个（继电器输出）
开关输出容量 24V DC、1A
电源电压 24V DC ±15％（使用AC适配器时：AC100V～AC240V）
功耗 10W以下
防护等级 相当于IP65
重量 kg 1.6
预热时间 接通电源后 约5分钟　※4
※1　超过500L/min（ANR）时，请垂询本公司。
※2　由氧气和氮气构成的干燥气体的数值。
※3　响应时间为流量5L/min(ANR)以上时的值。
※4　暖机过程中，模拟输出、开关输出均不会进行输出。

符号 内容
A  配管口径
10A Rc3/8
10B G3/8
10C NPT3/8

B  溯源
N 无
M 带溯源性证明书、体系图、检查成绩单

※不含接插件电缆。详细内容请参阅第2页。

型号表示方法

〈型号表示例〉
PNA-10A-M-FP2
●A 配管口径 ：Rc3/8
●B 溯源 ：带溯源性证明书、体系图、检查成绩单

PNA FP2N10A

符合日本食品卫生法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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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A Series
外形尺寸图

外形尺寸图

接插件电缆外形尺寸图
● DC电缆
　 接插件电缆单体型号：PNA-1D、3D、5D

● AC适配器
　 接插件电缆单体型号：PNA-A

型号 L尺寸
PNA-1D 1000
PNA-3D 3000
PNA-5D 5000

No. 电缆颜色 内容
1 白色 电源+
2 褐色 电源－
3 绿色 模拟输出＋
4 黄色 模拟输出－
5 灰色 触点输出（继电器输出）
6 粉色 触点输出（继电器输出）
7 蓝色 －
8 － －

不可拆解

接插件电缆+转换插头组件型号：PNA-AG
※对应B、C、O、BF型

2-Rc3/8、G3/8、NPT3/8（选择）
IN・OUT气口　无方向性

浓度显示

开关输出设定

开关输出设定

AC适配器用接插件 DC电缆用M12接插件

（设定值变更）

（设定值位数移动）

（带M8-3针接插件盖） （带M12-8针接插件盖）

切换浓度显示（短按）、
切换为开关输出设定模式
（长按）、确定开关输出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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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安全地使用本产品
使用前请务必阅读。

使用本公司的产品来设计并生产设备时，客户有义务检查并确认能保证设备的机械机构及空压控制回路或流体控制回
路以及通过对它们进行电气控制而运转的整个系统的安全性，并在此基础上生产安全的设备。
为了安全地使用本公司的产品，产品的正确选择和使用、操作处理以及适当的维护保养管理都非常重要。
为了确保设备的安全性，请务必遵守警告、注意事项。
另外，请在检查并确认可保证设备安全性的基础上生产安全的设备。

1 本产品是作为普通工业机械用装置、部件而设计、生产的。
因此，必须由具有足够知识和经验的人员进行操作使用。

2 请务必在产品规格允许范围内使用。
请勿在产品规定的范围外使用。此外，请绝对不要对产品进行改造或再加工。
另外，本产品的适用范围是作为普通工业机械用装置・部件使用，而在室外（除了室外规格制品）使用，以及在如下所
示条件或环境的使用不属于其适用范围。
（但是，在使用前与我司进行了咨询并充分了解本公司产品规格要求时，则可以使用，但请提前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在万一发生故障时也可避免危险。)
❶  用于与核能 ·铁路 ·航空 ·船舶 ·车辆 ·医疗器械、饮料 ·食品等直接接触的设备或用途、以及娱乐设施 ·紧急断路 ·冲
压机械 ·制动回路 ·安全措施等对安全性有要求的用途。
❷用于可能对人身及财产造成重大影响，尤其对安全有较高要求的用途。

3 在装置设计 ·管理等安全性工作上，请务必遵守组织标准、法规等。
ISO4414、JIS B 8370（气动系统通则）
JFPS2008（气缸的选型及使用指南）
高压气体安全法、劳动安全卫生法及其他安全守则、组织标准、法规等。

4 在确认安全之前，切勿操作本产品或拆卸配管、元件。
❶请在确认与本产品有关的所有系统安全的前提下，检查或维修机械装置。
❷ 停止运转后，仍有可能存在局部高温或充电部位，因此请小心操作。
❸ 检查或维修设备之前，请停止供给作为能源的空气及水，并切断相应设备的电源，排空系统内的压缩空气，检查是否
有漏水漏电情况。

❹ 启动或重启配有气动元件的机械装置时，请确认防弹出处理等系统安全措施是否到位，并小心操作。
5 为防止发生事故，请遵守下页及之后的警告及注意事项。

警告

■本手册的安全注意事项分为“危险”、“警告”、“注意”等级。

危险：误操作时可能出现死亡或重伤等危险的情况，或发生危险时的紧迫性（紧急程度）较高的限
定情况。(DANGER)

警告：误操作时可能出现死亡或重伤等危险的情况。
(WARNING)

注意：误操作时可能出现轻伤或财产损失的危险情况。
(CAUTION)

此外，在某些情况下，“注意”事项也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任何等级的注意事项均为重要内容，请务必遵守。

订购时的注意事项

1 保修期
本公司产品的保修期为将产品交付客户指定场所后的1年内。

2 保修范围
在上述保修期内，如果发生由于本公司原因导致的故障，我们将免费提供本产品的替代品或更换必要的部件，或在本公
司工厂进行免费维修。
但下列情况不在保修之列。
①在产品样本或规格书以外的条件、环境下操作或使用时
②因产品以外的原因导致故障时
③采用规定以外的方法使用时
④因擅自改装或修理导致故障时
⑤因交货当时已使用技术所无法预知的原因导致故障时
⑥因人为或自然灾害等非本公司原因导致故障时
此外，保修只针对交付单件产品本身，对于交付产品缺陷导致的损失则不在保修之列。

3 确认适合性
请用户自行确认本产品是否适合用户使用的系统、机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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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使用环境
●请避免在阳光直射及雨淋位置使用。
●氧气浓度计在下列环境中可能会产生测量误差，降低设备、
氧气检测元件的性能。
●请避免在温度0～ 50℃范围外或成分不同于空气时使用，
否则会导致测量误差变大。
●无法使用氟利昂气体、有机硅类气体、SOx（硫氧化物）、
H2S（硫化氢）等腐蚀性气体，以及含有Cl2（氯）、F2（氟）、
Br2（溴）等卤素气体的空气，或在500℃左右的高温下
可能分离出上述气体的空气。
●如果在含有易燃气体的空气中使用，易燃气体会燃烧而使
指示值降低。
●使用含有大量灰尘及油雾的空气，可能导致元件老化。
●如果水滴、溶液等液体溅洒到传感器上，将导致元件损坏。
●在受到强烈冲击和振动的场所使用会导致元件损坏。
●有强磁场和强烈电气干扰的场所。
●在压力以短周期脉动（连续变化）的环境中使用会导致指
示不稳定。为了进行稳定的测量，需要保持静压状态。

■ 配管时，请务必去除切削油、防锈油、灰尘等。

■ 本产品并非防爆规格。检测元件由加热器加热，如
果在爆炸性气体环境中使用，可能引起爆炸。

■ 请勿拆解 ·改造，否则会导致故障。

■ “适用食品卫生法”是指，所用材料符合日本食品卫
生法规定的产品。

■ 请客户在充分确认各元件的构成材料、阀构造、使
用流体、使用环境的适用性后，再判断使用。

■ 请确认使用回路・使用流体。
为了防止氧浓度计性能降低，请在1次侧安装干燥器、空气过
滤器、精密过滤器，去除水份、油份。

■ 请务必在氧气浓度计前安装精密过滤器（M型），以
去除水滴及油份。

■ 本产品并非氧气探测器。请勿作为劳动安全卫生法
中规定的氧气浓度计使用。

■  根据使用条件，传感器存在老化的可能性。为了长
期维持产品性能，建议每年进行校正。

设计 ·选型时

安装 ·装配 ·调整时

使用 ·维护时

个别注意事项：氧气浓度计 PNA系列

为了安全地使用本产品
使用前请务必阅读。
气动元件的一般注意事项请通过《空压・真空・辅助元件综合（CB-024SC）》进行确认。
在上述综合目录中虽然存在不适用于与饮料或食物等直接接触的设备和用途等叙述内容，但是，
FP2系列产品只要不超出产品规格范围，就可以用于该类用途。

空气干燥器 过滤器 精密过滤器

氧气浓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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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从日本出口本产品及其相关技术或软件时，根据日本法律请务必注意防止将其用于与军火、武器相关的用途中。
If the goods and/or their replicas, the technology and/or software found in this catalog are to be exported from Japan, Japanese laws 
require that the exporter makes sure that they will never be used for the development and/or manufacture of weapons for mass destruction.

PNA Series

关联产品

食品制造工序专用产品FP系列

模块型Selex FRL

■ 从空压过滤器到执行器，可在食品制造工序中安心、 
安全使用的标准系列产品。

■ FP1系列采用食品级（NSF H1）润滑脂，不存在润
滑油污染风险

■ FP2系列在FP1基础上，还采用了符合日本食品卫生
法规定的树脂、橡胶材料

■ 统一了过滤减压阀 ·油雾器等的主要尺寸的紧凑模块型

■ 可根据用途进行各种组合

■ 采用高寿命滤芯

■ 正面空间毫不浪费的简洁设计

样本编号：CC-1271C

样本编号：CB-024SC

CC-1271C 2

食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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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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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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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产
品
F
P
系
列

食品制造工序专用产品
FP系列

满足食品制造工序的各种需求

食品制造工序专用产品FP系列

TEL: (021) 61911888  
FAX: (021) 60905359
E-mail: ckdsh@ckd.sh.cn

TEL: (021)51973696  51973697
FAX: (021)51973687
E-mail: ckdpd@ckd.sh.cn

TEL: (0574) 87368477  87367421 
FAX: (0574) 87368829
E-mail: ckdnb@ckd.sh.cn

TEL: (0577)88117130
FAX: (0577)88117130
E-mail: ckdwz@ckd.sh.cn

TEL: (0510)82762726 82753506
FAX: (0510)82750156
E-mail: ckdwx@ckd.sh.cn

TEL: (0513)89085262
FAX: (0513)89063002
E-mail: ckdnt@ckd.sh.cn

TEL: (0512)57911096  57911098 
FAX: (0512)57911097
E-mail: ckdks@ckd.sh.cn

TEL: (0571)85800055 85800056
FAX: (0571)85800054
E-mail: ckdhz@ckd.sh.cn

TEL: (0573)83570327
FAX: (0573)83570327
E-mail: ckdjx@ckd.sh.cn

TEL: (0791)85257191
FAX: (0791)85257191
E-mail: ckdnc@ckd.sh.cn

TEL: (0551)65525710
FAX: (0551)65525710
E-mail: ckdhf@ckd.sh.cn

TEL: (028)86624906 86624106
FAX: (028)86620216
E-mail: ckdcd@ckd.sh.cn

TEL: (027)86695531 86695532
FAX: (027)86695523
E-mail: ckdwh@ckd.sh.cn

TEL: (0719)7505889 
FAX: (0719)7505889
E-mail: ckdshy@ckd.sh.cn

TEL: (0371)61778770  65329663
FAX: (0371)61778769
E-mail: ckdzz@ckd.sh.cn

TEL: (0731)85777265 85777267 
FAX: (0731)82099682
E-mail: ckdcs@ckd.sh.cn

TEL: (023)67855652
FAX: (023)67855653
E-mail: ckdcq@ckd.sh.cn

TEL: (029)68971518  68750491
FAX: (029)68750492
E-mail: xian@ckd.sh.cn

TEL: (025)86633426  52262550 
FAX: (025)83733596
E-mail: ckdnj@ckd.sh.cn

TEL: (0760)88220775
FAX: (0760)88220775
E-mail: ckdzs@ckd.sh.cn

TEL: (0411)82529884  82529683 
FAX: (0411)82529486
E-mail: ckddl@ckd.sh.cn 

TEL:
FAX:

(010)85867408  85867428 
(010)85867422

E-mail: ckdbj@ckd.sh.cn

TEL: (022)27492788 27491066
FAX: (022)27483916
E-mail: ckdtj@ckd.sh.cn

TEL: 010-62849570
FAX: 010-62946270
E-mail: ckdhd@ckd.sh.cn

TEL: (0351)6811370
FAX: (0351)6811370
E-mail: ckdty@ckd.sh.cn

TEL: (022)66373020 
FAX: (022)66373020
E-mail: ckdtg@ckd.sh.cn

TEL: (0315)2861219
FAX: (0315)2861219
E-mail:  ckdts@ckd.sh.cn

TEL: (0311)85695657
FAX: (0311)85695657
E-mail:  ckdsjz@ckd.sh.cn

TEL: (0532)85018108  80920600
FAX: (0532)80920700
E-mail: ckdqd@ckd.sh.cn

TEL: (0536)7630767 
FAX: (0536)7630767
E-mail:  ckdwf@ckd.sh.cn

TEL: (0531)88110607  68812818 
FAX: (0531)68812718
E-mail: ckdjn@ckd.sh.cn

TEL: (0535)6388912
FAX: (0535)6367150
E-mail: ckdyt@ckd.sh.cn

TEL: (0871)65610647 
FAX: (0871)65610647
E-mail: ckdkm@ckd.sh.cn

TEL: (024)31482718  31482719
FAX: (024)31213198
E-mail:ckdsy@ckd.sh.cn

TEL: (0431)88639065 88639075
FAX: (0431)88639035
E-mail: ckdcc@ckd.s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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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气制作单元　NS系列
■适应各种安装场所
使用系统元件，设计和配管更容易 
无需电源，可在防爆环境使用

■低成本
维护费仅为空压机的电费 
无需进行氮气瓶余量管理和更换作业

■维护简便
可在不拆卸配管的情况下更换部件 
压力容器许可规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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