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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歡迎您使用本公司便攜式氣體檢測儀，希望此說明書在您使用儀器時給您帶來方便。如果您

在此說明書中發現有任何不清楚、錯誤或過於冗長的地方，請及時與我公司代理商或售後服務部

聯繫。當您對本儀器進行任何操作前，請認真閱讀本操作手冊，並且妥善保管手冊，以便日後能

及時查閱，獲得幫助。禁止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傳播本手冊中的全部內容；本手冊僅為提供有

關信息，本公司致力於產品性能的不斷改進，公司保留手冊中的任何內容改進而不預先通知的權
利。產品及產品的顏色，樣式請以購買的實物為準。

注意事項： 

 不正確的操作或不適宜的使用環境，可能會削弱儀器的操作性能。為了最安全、最有效的使用儀
器，請仔細閱讀下列正確操作程序和安全的使用環境。 

為了安全和保證儀器的正確使用，儀器的標定和維修只能由有資質的專業人員進行。。 

開蓋操作、更換電池、維修零部件等只能在不帶電、安全場所進行。 

標定檢查要定期進行，檢定週期不得超過一年，超過有效使用期和有故障的傳感器要及時更換。 

嚴禁用超過測量量程的氣體衝擊傳感器。 

傳感器的窗口和濾水膜必須保持清潔，若傳感器窗口堵塞或濾水膜被污染，可能會導致讀數低

於實際氣體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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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禁將儀器暴露在高濃度腐蝕性氣體或油性氣體的環境中，以防損壞傳感器。 

嚴禁在高溫高濕環境中使用儀器。 

用戶不得擅自開機維修或更換零部件。

不允許隨意更換影響防爆性能的元器件或結構，以免影響防爆性能。

潛在靜電電荷危險，儀表在正常使用、維護和清潔時避免由靜電電荷引起點燃危險。

使用在爆炸環境中時，不應觸碰和擦拭設備，如必須擦拭、觸碰，則應在安全場所進行，並

用擰乾的濕布擦拭外殼，嚴禁用乾布擦拭外殼！

更換電池須使用同型號電池，在安全場所進行。

便攜式產品，進入危險區之前，人體先進行靜電釋放，然後攜帶儀表進入現場。 

充電必須在安全場所進行，並使用主機配用的專用充電器。 

嚴禁在危險場所拆卸、充電或更換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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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使用指南 
開/關機 

長按3秒—開機 長按３秒— 關機
充電 

進入選單介面修改參數： 

長按上鍵 3 秒 進入選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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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一鍵切換： 

長按下鍵3秒 切換單位
查看電量時間界面：

短按電源鍵 0.5 秒 電池電量界面 

快速歸零： 

同時常按上鍵和下鍵 3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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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產品示意圖：

2.產品研發、設計、生產所遵守的國家標準：
GB3836.1-2010 爆炸性環境第1 部分：設備通用要求
GB3836.1-2010 爆炸性環境第4 部分：由本質安全型“i”保護的設備 

JJG693-2011 可燃氣體檢測警報器的檢定規程 

GB15322.3-2003 第3 部分：測量範圍為（0-100）%LEL 的便攜式可燃氣體探測器 

JJG365-2008 氧氣氣體檢測警報儀的檢定規程
JJG695-2003 硫化氫氣體檢測警報儀的檢定規程 

JJG915-2008 一氧化碳氣體檢測警報儀的檢定規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① 警報區

② 皮套

③ 液晶顯示屏

④ USB 充電口

⑤ 上鍵

⑥ 下鍵

⑦ 電源鍵

⑧ 傳感器氣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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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產品概述

4. 儀器特點
 採用世界頂級進口高精度傳感器
 可同時檢測任意四種氣體
 液晶點陣顯示技術，支持中英文顯示界面
 氣體濃度單位PPM，mg/m3 可一鍵切換顯示
 可一鍵查看電池電壓，及電池電量百分比
 一鍵恢復出廠設置功能，可免去誤操作的困擾

 超高蜂鳴警報音，聲、光、振動三重警報
 帶1 萬條警報記錄功能，可在儀器上查看警報歷史記錄
 大容量鋰聚合物充電電池，可保證儀器長時間連續工作

 主機採用高強度特殊工程塑膠加柔軟外包膠，堅固耐用，手感舒適，可抗靜電

5．技術性能 
 採樣方式：擴散式
 氣體種類：氧氣，可燃氣體，一氧化碳，硫化氫（以常規四氣為例，其他氣體也可選）
 測量範圍：0-30%VOL、0-100%LEL、0-1000PPM、0-100PPM （以常規四氣體為例）
 分 辨 率：0.01%VOL、1%LEL、1PPM、0.1PPM （以常规四氣體为例）
 檢測誤差：≤±3%F.S.

此系列氣體檢測儀，是一種可靈活配置單種氣體或多種氣體傳感器的便攜式氣體檢測警報儀；最多可配備
四個傳感器，同時檢測四種氣體濃度；具有高清晰液晶點陣顯示大屏，中英文操作界面，光警報提示，儀器自
帶警報記錄功能，可存儲1 萬條警報記錄。無論是儀器所使用的傳感器還是電路芯片，每一顆都來自原裝進口
一流品牌，從選型、到測試、到成品，都經過了嚴格的審核工序，儀器具有響應速度快、測量精度高、穩定性
和重複性好等優點，整機性能居國內領先水平。儀器外殼採用高強度工程材質，其獨具匠心的外形設計和令人
炫目的色彩搭配定能重新定義氣體濃度檢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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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濃度單位：ppm、mg/m3 可一鍵切換顯示，濃度值由系統自動換算
 顯示技術：單色點陣128*128 LCD 圖形顯示
 背  光：可手動設置背光時間，警報時自動開啟背光 
 數據紀錄：超10 萬組存儲數據，存儲間隔10-3600 秒可調（選配功能）
 警報紀錄：存存儲10000 條警報記錄，可在儀器上直接查看
 電   池：3.7V 可充電鋰電池，電池容量2300mA

 工作時間：10-12 小時連續；有毒氣體200 小時
 充 電 器：帶USB 接口的旅行充電器，充電時間4-6 小時
 防爆等級：E xiaⅡCT3
 防護等級：IP65
 工作溫度：-20℃～50℃
 工作濕度：0-90%RH （無冷凝）
 殼體材料：ABS+皮套
 外型尺寸：131*83*35 （長*寬*厚）
 整機重量：240 克（主機+皮套）

6.操作說明

6.1 操作按鍵的功能描述

電源鍵 上鍵 下鍵 

長按 開/關機 進入選單 切換單位 

檢測界面 電量時間界面 無 無 

選單界面 進入下一級 上翻 下翻 

設置模式 確認操作 數值上 數遽下 

注：  1、長按鍵功能僅限於檢測界面，選單界面及設置模式無長按鍵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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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檢測界面中同時長按 “上”鍵和“下”鍵 3 秒以上，可實現“一鍵歸零”功能。 

6.2 快捷功能說明： 

1、快速歸零：時長按“上”和“下”鍵3 秒鐘以上，儀器將各通道數據自動歸零（氧氣則為20.9%，氮氣為

79.1%，二氧化碳則為400ppm），在非純淨的空氣中時，請不要進行此項操作； 

2、單位轉換：在檢測界面時，長按“ 下” 鍵3 秒鐘以上，儀器自動將顯示的數據進行單位轉換，此功能僅限

於“ppm” 與“mg/m3” 之間互相轉換，其它單位無轉換功能。

3、界面轉換：在檢測界面時，短按“ 電源 ” 鍵一下，儀器將切換顯示至電量時間界面（顯示時間及電池參數），

反之亦可。

6.3 開啟儀器 

關機狀態下長按“ 電源” 鍵3秒鐘以上，液晶背光亮，指示燈亮，蜂鳴器“ 嗶” 一聲，檢測儀顯示“ 儀器開啟”0.5

秒，然後顯示公司名稱1 秒，再後顯示產品型號、產品名稱及通道信息2 秒，再後顯示“ 預熱等待” 進行傳感器預

熱倒計時，倒計時完成後顯示 “ 啟動完畢”0.5 秒，即完成儀器啟動過程。

檢測界面 

當儀器啟動完成後，儀器進入檢測界面，如下： 

非中文四氣時，界面右上角分別為時間“12:30”及電池電量符號“   ”； 

以下從左至右依次1 至4 氣的檢測界面，以4 氣界面為例，中間4 格中，左上為1 通道，右上為2 通道，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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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為3 通道，右下為4 通道；在每個通道數據中， “CO”或“一氧化碳”為氣體類型的分子式或中文名

稱，“ppm”為氣體濃度單位，數字為氣體濃度數據； 

電量時間界面 

   在檢測界面時，短按一下“電源”鍵，即可切換顯示至電量及時間顯示界面，此界面中，再按一次“電

源”鍵，可返回到檢測界面，界面顯示如下： 

6.4 關閉儀器 

   正常測量狀態下長按“電源”鍵3 秒鐘以上，蜂鳴器鳴叫，液晶顯示“儀器關閉”0.5 秒後，LCD 關閉，

背光關閉，檢測儀進入休眠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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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警報狀態 

當儀器檢測到任意氣體濃度超過設置的低警報值時，儀器即啟動低警報，超過警報值濃度數據自動反白顯示，
同時蜂鳴器連續“嗶-嗶”響，藍色指示燈閃爍，頻率為2HZ； 

當儀器檢測到任意氣體濃度超過設置的高警報值時，儀器即啟動高警報，超過警報值濃度數據自動反白顯示，
同時蜂鳴器連續“  嗶-嗶”  響，紅色指示燈閃爍，頻率為4HZ；

如果儀器同時檢測到低警報及高警報，將優先執行高警報動作。 

或者

电量不足 

在開機狀態下，檢測儀檢測到電池電量過低時，非中文四氣時主界面的右上角，或者在電量時間界面中電

池符號顯示為空格 ，儀器將會激發聲、光低電量警報，儀器每隔5 秒蜂鳴器“  嗶”  一聲，指示燈閃一下，以提
示操作者電池電量不足需要充電。當電量耗盡時儀器將強制自動關機， LCD 顯示“  電池電量低”0.5 秒，之後

顯示“  儀器關閉”0.5 秒，檢測儀進入休眠狀態。

當發生低電量警報後，操作者應給檢測儀關機充電，充電時間大約4-6 小時。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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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選單操作
儀器除了快捷功能外，其它所的有功能均需要進入選單操作，在檢測界面長按“上”鍵三秒以上，儀器將立即

進入主選單界面；在主選單界面中用“上”鍵或“下”鍵選擇“退出選單”選項時，按一下“電源”鍵即可返

回到檢測界面； 

選單樹及功能說明： 

主菜单 子選單 功能 

报警值 通道 選擇本子選單的當前通道數據 

低報 修改當前氣體通道的低警報值 

高報 修改當前氣體通道的高警報值 

退出 退出到主選單 

报警模式 通道 選擇本子選單的當前通道數據 

聲音 開啟/關閉蜂鳴器聲音 

燈光 開啟/關閉警報指示燈閃爍功能 

震動 開啟/關閉警報振動功能 

退出 退出到主選單 

仪器设置 语言 選擇儀器的顯示語言，支持中英文顯示 

顯示灰度 設置儀器的顯示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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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光時間 設置儀器在無操作時自動關背光的時間（0 表示不關背光） 

退出 退出到主選單 

時鐘設置 日期設置 設置儀器日期（年、月、日） 

時間設置 設置儀器時間（時、分） 

退出 退出到主選單 

儀器校準 通道 選擇本子選單的當前通道數據 

零點 校準當前選擇通道的零點 

標氣 校準當前選擇通道的增益（校準點可調） 

恢復 當前選擇通道恢復為出廠標定狀態 

退出 退出到主選單 

紀錄查看 時間設置 設置儀器保存數據的間隔時間（0 表示不保存） 

歷史紀錄 查看儀器保存的數據記錄 

警報紀錄 查看儀器保存的警報記錄 

刪除 刪除儀器保存的數據記錄（包括歷史記錄及警報記錄） 

退出 退出到主選單 

信息查看 通道 選擇本子選單的當前通道數據 

退出 退出到主選單 

退出菜单 退出主選單，返回至主檢測界面 

6.7 警報值設置 

   在主選單界面中，用“上”鍵上翻或“下”鍵下翻選擇“警報值”選項，再按一下“電源”鍵，即可進
入“警報值”子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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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子選單界面中，使用“上”鍵或“下”鍵可以上下選擇預修改的選項；在選擇“退出”選項時，再
按一下“電源”鍵即可返回到主選單界面； 

“警報設置”  子選單共有3 個選項（不算退出選項），第1 個選項為“  通道選擇”  ，選擇想要修改的通
道，在修改下面兩個選項前均需要提前設置這個選項；

第2 項和第3 項分別為“低報”和“高報”，可以分別設置當前通道氣體的高、低警報值；先選中預修改
的選項，按一下“電源”鍵確認即可進入設置模式，在設置模式中，使用“上”鍵增上數值，“下”鍵下少數
值，“電源”移動光標位置，光標移動到最高位後，再按一下“電源”鍵，儀器長“嗶”一聲，指示齊亮，之
後退出設置模式，即完成修改；下面以修改第二通道的低報值為例,高報值設置可參考此過程。 

下面以修改第二通道的低報值為例,高報值設置可參考此過程

6.8 警報模式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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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選單界面中，用“  上 ”  鍵上翻或“  下 ”  鍵下翻選擇 “  警報模式”  選項，再按一下“  電源”  鍵，即可進入“

警報模式”  子選單；  

在該子選單界面中，使用“  上 ”  鍵或“  下 ”  鍵可以上下選擇預修改的選項；在選擇 “  退出”  選項時，再按一下“

電源”  鍵即可返回到主選單界面；

 “  警報模式”  選單單中共有 3 個選項（不算退出選項），分別為“  聲音”  、“  燈光”  以及“  振動”  ，“  
聲音-開”  表示開啟蜂鳴器功能，“  聲音-關”  表示關閉此功能；“  燈光-開”  表示開啟指示燈警報功能，“  燈光-

關”  表示關閉此功能；“  振動-開”  表示開啟振動警報功能，“  振動-關”  表示關閉此功能。
6.9 儀器設置 

在主選單界面中，用“  上 ”  鍵上翻或“  下”  鍵下翻選擇“  儀器設置”  選項，再按一下 “  電源”  鍵，即可進入“  儀
器設置” 子選單； 

在該子選單界面中，使用“  上 ”  鍵或 “  下”  鍵可以上下選擇預修改的選項；在選擇 “  退出”  選項時，再按
一下“  電源 ”  鍵即可返回到主選單界面；

“  儀器設置”  選單單共有 3 個選項（不算退出選項），第一個選項為“  語言”  設置，可以選擇儀器的顯
示語言，共有中、英文兩種語言可以選擇；切換語言步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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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項為 “  灰度 ”  設置，第 3 項為“  背光”  設置，“  背光”  設置是指在儀器無操作一定時間後儀器自動關掉顯示
背光，以節約電池電量，如果不想使用此功能，可以將此值設為 0 即可；設置過程略。

6.10 時鐘設置 

在主選單界面中，用“  上 ”  鍵上翻或“  下”  鍵下翻選擇“  時鐘設置”  選項，再按一下 “  電源”  鍵，即可進入“  時
鐘設置” 子選單；  

在該子選單界面中，使用“  上”  鍵或 “  下”  鍵可以上下選擇修改時間或日期或者退出；在選擇“  退出”  選項
時，再按一下“  電源”  鍵即可返回到主選單界面；

“ 時鐘設置”  選單單只有“  日期 ”  及“  時間”  兩個設置選項（不算退出選項）；選中“  日期 ”  選項，確認
後可以修改儀器的日期（格式為“  年/月/日”  ）；選中“  時間”  選項，確認後可以修改儀器的時間（格式為“  
時:分:秒”  ），但是“  秒” 不可修改；

下面以設置時間為例，設置日期可餐考此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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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儀器校準 

在主選單界面中，用“  上 ”  鍵上翻或“  下 ”  鍵下翻選擇“  儀器校準”  選項，再按一下“  電源”  鍵，儀器將提示輸入
密碼，輸入正確的密碼（假設為 0000），每按一次“  電源”  鍵，光標將向左移動一位，當光標位為最高位（按下 

3 次 “  電源 ”  鍵後）時，再按一下“  電源 ”  鍵後，儀器提示“  輸入密碼正確”  ，即可進入“  儀器校準”  子選單；如
果輸入的密碼錯誤，儀器將顯示“  輸入密碼錯誤”  ，然後自動返回到主選單界面。
在該子選單界面中，使用“  上”  鍵或 “  下 ”  鍵可以上下選擇預操作的選項；在選擇“  退出”  選項時，再按一下“  電
源”  鍵即可返回到主選單界面；

“  儀器校準 ”  選單共有 4 個選項（不算“  退出”  選項），第 1 個選項為“  通道”  ，選擇想要校準的通道，在
操作後面三個選項前均需要提前設置這個選項；過程請參考“  警報值”  子選單下的第 1 項“  通道”  選擇操作。

6..12 零點校準 

第 2 項為“  零點 ”  選項，選定後可以校準當前通道的零點；選中此選項，按一下“  電源”  鍵，儀器將顯示“  零點
校準”  界面，LCD 上側顯示“  請輸入純淨空氣或純氮氣體”  （通道為氧氣時則僅顯示 “  請輸入純氮氣
體”  ），LCD 下側顯示當前通道的氣體類型、預校準值（默認為 0）、當前顯示值（VA）、當前 ADC 值
（AD）以及預操作項（默認為退出），即已進入待校準狀態； 

在待校準狀態下，隨時可以使用“  上 ”  鍵或 “  下”  鍵將預操作項修改為“  退出”  ，然後按一下“  電源”  鍵，返回
到“  儀器校準”  子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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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待校準狀態下，待 LCD 下方兩個數值穩定後，使用“ 上 ” 鍵或“ 下” 鍵將預操作項修改為 “ 確認” ，然後按一
下“ 電源” 鍵，儀器長“ 嗶 ” 一聲，指示燈齊亮，即可完成校準操作；

注意：執行此選操作功能時，請先將儀器置於純淨的空氣中 3-5 分鐘，待儀器 LCD 下方的數值穩定後，
方可進行，否則會造成顯示數據不准。
6.13 標氣校準 

第 3 項為 “  標氣”  選項，選定後可進入“  標氣 ”  校準操作；選中此選項，按一下“  電源”  鍵，儀器將顯示“  
標氣校準”  界面，LCD 上側顯示“  請輸入標準氣體”  （通道為氧氣時則顯示“  請輸入標準氣體或純淨空氣”  ）；
LCD 下側顯示當前通道的氣體類型、預校準值（默認為滿量程）、當前顯示值（VA）、當前 ADC 值（AD）以及預
操作項（默認為退出），即已進入待校準狀態； 在待校準狀態下，隨時可以使用“  上 ”  鍵或“  下”  鍵將預操作項修
改為“  退出 ”  ，然後按一下“  電源 ”  鍵，返回到 “  儀器校準”  子選單。
在待校準狀態下，使用“  上 ”  鍵或 “  下”  鍵，將預操作項修改為 “  設置”  ，然後按一下“  電源”  鍵，進入數值
修改狀態，預校準值（氣體類型右側 4 位數據）最低位被選中，此每按一下“  電源 ”  鍵，光標（即被選中的位）向
左移動一位，根據具體的標氣濃度，使用“  上 ”  鍵或“  下”  鍵修改好預校準值，當光標移動到最高位時，再按一
次“  電源 ”  鍵，退出數值修改狀態，進入待校準狀態；待 LCD 下方兩個數值穩定後，使用“  上”  鍵或“  下”  鍵，
將預操作項修改為“  確認”  ，然後按一下“  電源”  鍵，儀器長“  嗶”  一聲，指示燈齊亮，即可完成校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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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氣校準過程如下： 
首先按下圖所示連接好氣路； 
然後進行儀器校準子選單，選定“標氣”選項，按確認後進入待校準狀態，氣體類型右則數值為標氣校準點，

儀器默認為滿量程，需要根據現場實現的標準氣體濃度進行修改，原則上所選的標準氣休濃度應大於 50%滿量程，小
於100%滿量程； 修改好校準點後以 400mL/min 的流量釋放標準氣體到檢測儀中，之後繼續觀察 LCD 下方顯示的實
時濃度值（VA）及 ADC 值（AD），待兩個顯示值基本穩定後（約 30-90 秒，不同氣體傳感器穩定時間有所差
別），使用“  上” 鍵或“  下”  鍵，將預操作項修改為 “  確認”  ，然後按一下“  電源”  鍵，儀器長“  嗶”  一聲，指示燈
齊亮，即可完成校準操作。

注意：執行此選操作功能時，一定要先連接好標準氣體的管路，待儀器 LCD 下方的數值穩定後，方可進
行，否則會造成顯示數據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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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出廠校準
第 4 項為“  恢復 ”  選項，選定後可進行“  恢復 ”  出廠校準操作；選中此選項，按一下“  電源”  鍵，儀器將顯示“  
恢復出廠校準”  界面，LCD 上側顯示通道值、通道氣體以及文字“  恢復出廠校準 ”  ；LCD 下側顯示“  是”  和“  
否”  兩個選項，儀器默認光標在“  否”  選項上；
如果不需要恢復成出廠校準狀態，此時可以按一下“電源”鍵，退出到“儀器校準”子選單界面； 
如果需要恢復成出廠校準狀態，此時可以使用“上”鍵或“下”鍵使光標移動到“是”選項上，然後按一下“電源”鍵，儀器
長“嗶”一聲，指示燈齊亮，儀器自動退出到儀器校準子選單界面，即已完成“恢復出廠校準”操作。 

注意：由於傳感器的輸出特性，儀器使用時間越長，使用出廠校準可能就會導致測量越不准確，請謹慎使
用此功能。
6.14 記錄查看 
在主選單界面中，用“  上”  鍵上翻或“  下 ”  鍵下翻可選擇“  記錄查看”  選項，再按一下 “  電源”  鍵，即可進入“

記錄查看”  子選單；  

在該子選單界面中，使用“  上 ”  鍵或 “  下 ”  鍵可以上下選擇預修改的選項；在選擇 “  退出 ”  選項時，再按一下“

電源”  鍵即可返回到主選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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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記錄”子選單共有 4 個選項（不算退出選項），第 1 項為“時間設置”，可設置儀器的保存間隔
時間，儀器最低記錄週期為 10 秒，往上以 10 秒為一等級，最大可達 1 個小時間；設置過程略。
第 2 項為“歷史記錄”，選中該選項，按一下“電源”鍵確認後即可進入“歷史記錄”查看界面，LCD 上方顯
示記錄編號及預操作選項（默認為退出），LCD 下方顯示相應記錄的日期、時間以及各通道記錄信息。
在歷史記錄查看界面中，使用“上”鍵或“下”鍵將預操作項修改為“退出”，然後按一下“電源”鍵，即可
返回到 “記錄查看”子選單界面。
在歷史記錄查看界面中，可以修改記錄編號，從而查看對應編號的記錄信息，儀器自帶大容量的儲存芯片，最
多可同時保存 10 萬條記錄；使用“上”鍵或“下”鍵將預操作項修改為“設置”，然後按一下“電源”鍵，
進入編號修改狀態，記錄編號的最低位被選中，此每按一下“電源”鍵，光標（即被選中的位）向左移動一
位，此時使用“上” 鍵或“下”鍵可修改記錄編號被選中位的數值，同時 LCD 下方的記錄信息實時更新，當
光標移動到最高位時，再按一次“電源”鍵，退出編號修改狀態。 

第 3 項為“  警報記錄”  選項，按一下“  電源”  鍵確認後即可進入 “  警報記錄”  查看界面，逐個查看每條濃
度記錄，儀器自帶大容量的存儲芯片，最多可同時保存 3000 條記錄；在警報記錄查看界面中，可以修改記
錄編號，從而查看對應編號的記錄，操作過程同“  歷史記錄”  。

注意：如果儲存芯片存滿後（無論是“歷史記錄”還是“警報記錄”），用戶沒有刪除記錄，儀器將自動從最前
道”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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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存起，逐一覆蓋前面的記錄，如有重要記錄，請一定要在記錄存滿前先行導出備份。
第 4 項為“  刪除”  選項，該選項可以實現對儀器內部存儲數據（包括歷史記錄及警報含記錄）的刪除，具體步驟為
先選中該選項，按一下“  電源 ”  鍵確認後，儀器將顯示 “  記錄刪除”  界面，LCD 上側顯示文字“  刪除所有記錄”  
；LCD下側顯示“  是”  和 “  否 ”  兩個選項，儀器默認光標在“  否”  選項上； 如果不需要刪除所有記錄，此時可以
按一下“  電源”  鍵，退出到“  記錄查看 ”  子選單界面；如果需要刪除所有記
錄，此時可以使用“  上”  鍵或“  下 ”  鍵使光標移動到 “  是”  選項上，然後按一下 “  電源”  鍵，儀器長“  嗶”  一
聲，指示燈齊亮，儀器自動退出到記錄查看子選單界面，即已完成“  刪除所有記錄”  操作。

6.15 通道信息 
在主選單界面中，用“  上”  鍵上翻或 “  下 ”  鍵下翻選擇 “  信息查看”  選項，再按一下“  電源”  鍵，即可進入“  通
道信息” 子選單；  

在該子選單界面中，使用“  上 ”  鍵或 “  下 ”  鍵可以上下選擇 “  通道”  及“  退出”  兩個選項；在選擇“  退出”  選項
時，再按一下“  電源”  鍵即可返回到主選單界面；
在界面下方為當前選定通道實時濃度及實時 ADC 值，只可查看，不能修改。

通道”，用以選擇該子選單界面所要顯示的通道信息，具體操作過程請參考“警報值”子選單下的第 1 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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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常見故障及解決方法

故障現象 可能故障原因 解决方法 

無法開機 

電壓過低 請及時充電 

當機 請聯繫經銷商或製造商維修 

電路故障 請聯繫經銷商或製造商維修 

對檢測氣體無反應 電路故障 請聯繫經銷商或製造商維修 

顯示不准確 

傳感器過期 請聯繫經銷商或製造商維修 

長期未標定 請及時標定 

時間顯示錯誤 

電池電量完全耗盡 及時充電並重新設置時間 

強電磁干擾 重新設置時間 

零點校準功能不可用
傳感器漂移過多 及時標定或更換傳感器 

超量程使用過 請聯繫經銷商或製造商維修 

當儀器正常檢測 
界面顯示滿量程 傳感器故障 請聯繫經銷商或製造商更換傳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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