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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500S系列在线式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仪应用于现场气体浓度24小时连续

在线监测，1.7寸高清彩屏显示现场浓度，超标现场声光报警(选配），远程信号

传输。采用国际知名品牌的气体传感器，主要检测原理有：电化学、红外、催化

燃烧、热导、PID光离子等原理的气体传感器。

MIC-500S系列在线式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仪适用于检测管道中或受限空间、

大气环境中的气体浓度；气体泄漏和各种背景气体为氮气或氧气的高浓度单一气

体纯度。检测种类超过500余种。坚固耐用的防爆外壳适用于各种危险场所及恶

劣的工业环境，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炼化、燃气输配、生化医药等行

业。

● 浓度显示单位可自由切换

● 多种通讯方式可供选择    

    可通过有线或无线远程传输、网络传输进行实时监控；三线制4～20mA标准信

号和标准总线RS485（modbus-RTU）同时输出；可选频率输出200-1000Hz 、

Hart协议信号、1～5V输出、二线制4～20mA、短信报警、 无线传输（2～5公里

或不限距离）；兼容二次仪表、数据采集模块、PLC、DCS系统，可驱动相关设

备。 

● 红外遥控

    标配红外遥控器，通过红外遥控器功能键可进行一键式操作，可实现在危险场

合免开盖操作，比如：修改报警点、浓度校准、零点校准、消音、恢复出厂等功

能。

● 丰富的人机界面

    1.7寸高清彩屏，显示实时浓度、报警状态。

● 高温气体检测（选配）

    选配高温高湿预处理系统可检测高温烟气。

● 数据恢复功能，如遇误操作可以选择部分或全部恢复

● 可设置是否显示最大值、最小值

一、MIC-500S在线式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仪概述

二、MIC-500S在线式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仪产品特点

● 多种报警方式，报警时多方位立体指示报警状态

    包含：2组继电器开关量输出，声光报警（选配）、显示屏视觉报警。

    报警种类包含：浓度报警、故障报警。  

● 多种报警模式设置：低报警、高报警、区间报警、加权平均值报警

● 误操作识别功能：浓度校准误操作自动识别并阻止，避免人为因素造成不良

● 零点自动跟踪，长期使用不受零点漂移影响

● 目标点多级校准，保证测量的线性度和精度

● 中文或英文界面可选择

● 宽工作温度：-40～+70℃，支持温度补偿

● 日志记录

    记录校准日志、维修日志、故障记录、故障解决对策，传感器寿命到期提醒，

下次浓度校准时间提醒功能。

● 本安电路设计，防爆，具有二级防雷、防静电能力。满足国家标准，抗高强度

脉冲浪涌电流冲击。具有防反接功能。符合EMI、EMC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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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气体 有毒气体、氧气、二氧化碳、易燃易爆类气体、TVOC等。

应用场合
石油、化工、医药、环保、燃气配送、仓储、烟气分析、空气治理等所
有需要固定安装，在线检测气体浓度的场合。

检测范围
0～1、10、100、1000、5000、50000、100000ppm、200毫克/升、
00%LEL、20%、50%、99.999%、100%Vol可选，其他量程可订制。

分 辨 率
0～1、10、100、1000、5000、50000、100000ppm、200毫克/升、
100%LEL、20%、50%、99.999%、100%Vol可选，其他量程可订制。

检测原理
电化学、催化燃烧、红外、热导、PID光离子等，根据气体类型、量
程、现场环境和用户需求而定。

传感器寿命
电化学原理2～3年，氧气2年或6年可选，红外原理5～10年，催化燃烧
3年，热导5年。

检测精度 ≤±3%F.S  （更高精度可订制）

线 性 度 ≤±2% 重 复 性 ≤±2% 不确定度 ≤±2%

响应时间 T90≤20秒 恢复时间 ≤30秒

信号输出
总线制RS485（RTU），三(四)线制4～20mA，选配：0～20mA、
1～5V、0～5V、0～10V、无线传输、网络传输、短信报警。

工作环境
温度：-40℃～+70℃，湿度：≤10～95%RH （常规）非凝露场合在
凝露场合使用须订制或订货时注明使用环境。

显示方式
现场1.7寸高清彩屏显示，可选现场无显示，或选配MIC2000控制器远
程显示、控制、报警。

工作电压
12～30VDC直流，单台设备的标准电源为24V，1A或大于1A 的直流稳
压开关电源。

电源参考
24V，2.1A 的开关电源可以带动40台有毒气体检测仪，或15台可燃、红
外气体检测仪。

工作方式
固定式安装，在线检测，扩散式测量；可选管道式、流通式、泵吸式测
量。

安装方式
管道式、壁挂式。管道式的工作压力为大气压±30%，超出范围需降压
处理。

报警方式
默认1路，可选2路无源触点（干节点）输出，三级报警，报警点可设
置。现场声光报警（选配）。

连接电缆
4～20mA选三芯屏蔽电缆，RS485选四芯，距离超1000米时
单根线径≥1.5mm；屏蔽层接大地。

防护等级 IP65 。

防爆类型 隔爆型。

防爆标志 ExdⅡCT6 ，证书编号：CNEx15.1283。

外型尺寸 210×170×85mm(L×H×W)。

重    量 1.8Kg。

标准附件 说明书、合格证、保修卡、外箱包装盒。

选配项

一体式声光报警器、分体式声光报警器、24V直流稳压电源、连电脑监
控的配件：免费上位机软件、RS485/RS232转换器、无RS232接口的笔
记本电脑还需USB/RS232 转换连接线，如果要网络传输还需 TCP/IP转
换器。

无线传输
选配功能，可以把数据无线传输到手机、远程监控中心、监控电脑等监
控设备，利用上位机在电脑上，进行数据分析、存储、打印等功能。

预处理系统
选配：常温高湿预处理系统、高温高湿度预处理系统、高温高湿高粉尘
预处理系统。

安装型附件

选配：墙壁安装支架、固定在管道上的安装卡扣（四分、六分管）、
管道安装不锈钢螺纹焊座或法兰（需注明管道或法兰尺寸，如DN50、
DN15...）、防雨罩、24VDC或220AC采样泵（采样距离10米）、真空
泵（采样距离大于40米）、24V开关电源、减压阀、流量计。

三、MIC-500S在线式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仪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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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型尺寸及安装方式

5.1 电气连接

4-20 mA输出：J1端子在显示屏的左上角，标注为“G S V”，V和G为

24V直流电源的正极和负极，S 和 G 为4-20 mA输出；

RS485输出：J8 为RS485输出（J7端子也可使用；

一级报警输出：J4 标注为“ AL Alarm”，NC 为常闭端子，NO为常开端子

COM是公共端子；

二级报警输出： （选配）J6 标注为 “AH Alarm”；

声光报警器端子：若选配声光报警器，直接插到J5 端子；

传感器接线端子：J2 ，在屏幕左下角；

备注：常规报警方式：≥AL报警&≥AH报警（默认设置，O2与N2除外）

区间报警方式：≤AL报警&≥AH报警（O2与N2的默认设置）

联动报警模式：当AH报警时 AL 也有报警输出（默认设置）

独立报警模式：当AH报警时 AL 无报警输出

      

AL报警输出：默认J4端子（公共端COM、常开NO、常闭NC）

AH报警输出：默认J6端子（公共端COM、常开NO）

声光报警输出：J5端子，默认报警值与AL、AH报警值一致

（公共端COM、常开NO）

报警值、报警方式、报警模式、报警输出的具体设置方法参考：第7.5章的报

警设置。

5.2  负载特征

五、电气连接及负载特性

螺纹的尺寸M45×1.5       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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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接线方式及线材选择

管道式安装：检测仪自带外螺纹。

如果不需要4-20mA输出，直接把24V电源直接连到V和G就可以；

如果需要4-20mA输出：当24VDC单独提供时，接线方式如下：

5.4  线材的选择与传输距离的关系：

比如：用24V供电，传输线的单根线的总电阻值要在1100欧姆以内，线材越

粗，电阻越小。以下以传输1000米距离为例：

a、对于毒气和氧气（带声光报警）需要选择 1.0平方毫米以上的屏蔽电缆，

若无声光报警，可以选择0.75平方毫米的屏蔽电缆。

b、对于可燃气体和红外气体传感器（带声光报警）需要选择 2.0平方毫米以

上的屏蔽电缆，若无声光报警，可以选择1.5平方毫米的屏蔽电缆。若传输距

离比较近，可以选择1.5或1.0平方毫米的屏蔽电缆

     提示： 要保证除去传输过程中的压降，到检测仪的电压要有17伏以上即可。

5.5产品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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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机显示本台设备的地址编号及软件版

本，显示开机自检及传感器预热需要的时

间，如右图：

倒计时完以后进入测试界面 ：

左下角显示气体名称，右下角显示单位，

上方显示浓度刻度长，即当前浓度占满量

程的百分比，如右图：

六、开机启动说明 七、菜单操作说明

7.1  零点校准操作说明 

当传感器出现零点漂移过大，或者需要

精确检测很低浓度的时候才进行零点校

准操作。在测试界面按一下“MENU/

ESC”键进入菜单，通过“←”键和

“→”键选择到“零点校准”菜单，

如右图：

按“OK”键进入零点校准界面，再按“OK”键进行零点校准，校准成功以后显

示：“校准成功”字样，如下图：

如果校准不成功就显示：“校准失败”

字样，如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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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浓度校准操作说明

仪器检测到的浓度与标准气体浓度有偏

差可以通过浓度校准或改变显示系数来

修正。

在测试界面按一下“MENU/ESC”键进

入菜单，通过“←”键和“→”键选择

到“浓度校准”菜单，按“OK”键进

入浓度校准界面，如右图：

光标默认出现在一级浓度的位置，按“OK”键再通过“←”键和“→”键可

以修改各级浓度值，修改完以后按“OK”键保存，然后通入标准气体或被测

气体，将光标移到“校准”位置，再按“OK”键校准，如果成功则出现“成

功”字样，如果不成功则出现“失败”字样，如下图：

通常只需校准一级浓度即可以满足精度要求。预先设置要校准的浓度值或标准气

体的浓度值，再通入500毫升/分钟的被测气体30秒后进行校准。

三级校准浓度值设置规则：

一级浓度值 < 二级浓度值 < 三级浓度值。

三级浓度校准顺序：

一级浓度校准→二级浓度校准→三级浓度校准。

校准注意事项：

当设置错误或测试浓度不准确时需要进行恢复出厂的操作，如果是人为因素造成

的不良可以得到恢复，可以恢复出厂的参数：零点校准值、浓度校准值、报警

值、报警方式、报警模式、最大量程。

7.3  恢复出厂操作说明

在测试界面按一下“MENU/ESC”键

进入菜单，通过“←”键和“→”键选

择到“恢复出厂”菜单，按“OK”键

进入恢复出厂界面，如右图：

可选选择“恢复浓度”、“恢复报警”、“全部恢复”，再按“OK”键进行

恢复，如果恢复成功就会出现“成功”字样，不成功就会出现“失败”字样，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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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数据记录操作说明

在测试界面按一下“MENU/ESC”键进

入菜单，通过“←”键和“→”键选择

到“单位设置”菜单，按“OK”键进

入单位设置界面，如右图： 

按“OK”键进行切换，各单位之间

自动换算，可以切换的单位：ppm、

Vol%、LEL%、ppb、pphm、mg/

m3、mg/L，如右图： 

7.5  报警设置操作说明

在测试界面按一下“MENU/ESC”键进

入菜单，通过“←”键和“→”键选择到

“报警设置”菜单，按“OK”键进入单

位设置界面，如下图：

报警数值设置，如右图：

可 以 通 过 “ O K ” 键 和 “ ← ” 键 和

“→”键进行修改。

气体：显示的是当前通道的气体名称；

低报限值：即一级报警值，可修改；

高报限值：即二级报警值，可修改。

报警回差，即报警回程差，如果设置为

0，只要数值达到报警设定值就马上报

警，若不想数值在报警设定值的临界点

发生频繁报警，可以把报警回差设置一

定的数值，如右图：

报 警 模 式 ， O 2 和 N 2 默 认 设 置 为 

<AL&>AH 报警其它气体默认设置为 

>AL&>AH 报警可以修改或设置为“关

闭报警”，如右图：

报警方式，常规联动，数值大于AH报警值时，AL也报警并联动继电器输出（默

认设置）常规独立，数值大于AH报警时，AH报警并联动继电器J6输出（需选配

才有)，AL不报警无联动继电器J4输出，O2和N2默认设置为区间联动，即数值小

于AL报警值时，AL报警并联动继电器J4输出，当数值大于AH报警值时，AH报

警并联动继电器J6输出（需选配才有)，AL也报警并联动继电器J4输出。区间独

立，即数值小于AL报警值时，AL报警并联动继电器J4输出，当数值大于AH报警

值时，AH报警并联动继电器J6输出（需选配才有)，AL不报警无联动继电器J4输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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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测试界面按一下“MENU/ESC”键

进入菜单，通过“←”键和“→”键

选择到“系统参数”菜单，按“OK”

键进入单位设置界面，通过“OK”键

和“←”键和“→”键进行修改，

如右图：

软件版本：显示的是当前的软件版

本；

出厂时间：显示的是本台设备出厂的

时间；

设备地址：显示的是本台设备的地

址 编 号 ， 可 根 据 需 要 进 行 修 改 为

1～255，进行RS485通讯或连接电脑

通讯时，要保证每台设备的地址编号

都不一致，支持跳号通讯；

预热时间：开机以后传感器需要的预

热时间；

最大量程：本台设备能检测的气体浓

度最大量程，不同的传感器有不同

的最大量程，仪器出厂的时候已设置

好，不需设置，如需修改请与厂家联

系；

7.6系统设置操作说明

电流量程：默认为4-20mA输出，

可 以 根 据 需 要 设 置 为 0 ～ 2 0 m A 、

0～24mA、4～24mA；

波特率：默认为9600，可以根据需要

设置为4800、19200、38400；

如配有红外遥控器，请按照以下使用说明操作：

8.1 校零

    按下此按钮，就转入零点校准界面，显示屏左上角显示“零点校准”，按“确

认”键进行操作，如果操作成功，屏幕下方出现“校准成功”字样，如果不成功

就显示为“校准失败”。

8.2 零点微调

    按下此键，显示屏左上角显示“零点微调”，此时通过按上键、下键可以把零

点抬高或抬低。

8.3 跨度粗调（浓度校准）

    按下此键，直接进入浓度校准界面，具体操作方法参考7.2章节的说明。

8.4 跨度微调

    起放大或缩小显示数字的作用，数值增减的幅度相对小一些。通气体标定的时

候，按下此键，屏幕左上角显示“跨度微调”，此时通过按上键、下键可以把显

示的数值放大或缩小，相当于在浓度校准界面修改“显示系数”。

8.5 4mA输出

    按下此键，直接进入系统参数设置界面，不管当前显示的是任何数值，检测仪

输出都是4mA的电流信号。

8.6 20mA输出

    按下此键，直接进入系统参数设置界面，不管当前显示的是任何数值，检测仪

输出都是20mA的电流信号。

8.7 报警设置

    按下此键或“低报警”键，直接进入报警界面，具体操作方法参考7 .5章节的

说明。

8.8 存储设置

     目前暂不起作用。

八、遥控器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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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地址

    修改设备地址，按下此键，直接进入系绕参数设置界面，可以快速修改本台设

备的地址编号，按“确认”键进行操作。

8.10 消音

    报警的时候按下“消音”键，就没有报警输出，按“返回”键恢复或再次按

“消音”键恢复。

8.11 恢复出厂

    按下此键，进入恢复出厂设置界面，可以选择恢复浓度或恢复报警、全部恢

复，按“确认”键进行操作。

8.12 菜单

    按下此键直接进入菜单设置界面，通过上、下键可以选择菜单进行操作。

9.1 设备维护

     检测仪在正常的环境使用，传感器的有效寿命一般为24-36个月。建议在不需

要连续监测情况下断电保养。在有效使用寿命期内，每6个月或1年要定期对传感

器进行一次标定检查，以保证气体检测准确有效。超过有效使用期的和有故障的

传感器必须进行更换。

9.2 传感器更换

     在传感器出现故障后，请将仪器寄回厂家更换并重新校准。

9.3 传感器标定

     详见第7.1和7.2章节说明。在标准气体未准备好时请勿操作。当误操作时需要

通过第7.3 章节的操作来恢复出厂设置。

9.4 注意事项

     严禁在现场带电开盖操作； 

     严禁带电更换传感器；

     严禁用变压器供电，需要用开关电源或直流稳压电源供电；

     安装、调试、设置等操作必须由专业人员进行；

     检测仪的标定检查要定期进行；

     超过有效使用期和有故障的传感器要及时更换；

     避免用高于测量量程的气体冲击传感器。

九、设备维护、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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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故障1：低浓度的时候检测不出来

解决对策：

1、如果是泵吸式测量，先检查泵是否工作，泵正常工作的时候有轻微的振动，并且

用手指堵住进气口5秒钟可以感觉到有明显的吸力。然后再检查进气口是否被堵

塞或连接处没有密封好导致漏气而无吸力。

2、通入氮气校准零点或在洁净空气中校准零点，校准完以后马上进行检测。

3、校准零点以后还检测不出被测气体，需要进行恢复出厂设置操作。

4、恢复出厂设置以后还检测不出来，需要再次通入氮气或在洁净空气中进行零  点

校准操作，校准完以后马上进行检测。

5、检查传感器的连接线有没有被人为损坏或接触不良。

6、以上四个步骤都做了还是检测不出来，需要确认一下现场是否存在被测气体，或

者被测气体的浓度确实很低，如果低于仪器的最小检出限值就无法检测。

10.2 故障2：在空气中，没有被测气体，但是数值波动很大或乱跳

解决对策：

1、一般短时间零点波动范围小于最大量程的1%属于正常范围，在没有被测气体的情

况下长时间漂移小于最大量程的2%属于正常范围，若超出此范围，需要确认现

场是否存在被测气体，或空气中的温度和湿度波动较大，导致数值不稳，一般情

况下温度和湿度波动大会造成仪器检测数值短时间波动较大，待空气中的温度和

湿度恒定以后，数值也会相对比较稳定。

2、确认是否对仪器进行了零点校准或目标点校准操作，若在有被测气体的场合进行

了零点校准操作就可能检测不出低浓度的气体，若在有被测气体的场合进行了目

标点校准，但是校准的浓度值和实际浓度值不符，可能造成仪器数值波动很大或

检测到的数值偏小，这2种情况都都进行恢复出厂操作就可以解决。

3、如果恢复出厂设置以后还无法解决问题，要确认检测仪的供电电源的功率是否足

够，不要用变压器给仪器供电，最好采用直流稳压电源或开关电源供电，并且功

率要大于24V，1A（给单台设备供电），多台设备需要的功率更大，要注意电源

线的线径不能太小，短距离给单台设备供电的线径最好大于0.75平方毫米。

4、检查信号传输线的走线，是否经过了大功率的风机、马达、变频器等会产生电磁

十、常见故障及解决对策
场变化的地方，要尽量避开强电和电磁场区域，并且采用屏蔽线作为信号传输

线，屏蔽层的一端接仪器的外壳，另一端要接大地，要保证接地良好。

5、如果还无法解决问题，需要确认是否通入了高浓度的气体或有高浓度的气体冲

击了传感器，如果有冲击过传感器，将仪器上电老化24小时以后，数值还不稳

就可能是传感器被冲击坏了。

10.3 故障三：检测不准确

解决对策：

1、确认现场的气体浓度是否准确，有时候理论值和实际值之间的差值很大，最好

通过通入标准气体来验证仪器的准确性，或送第三方计量机构检测。

2、若传感器使用的时间较长，测量值可能会有一些误差，需要先和厂家确认传感

器是否还可以再继续使用，若传感器本身已经快接近使用寿命了，即使标定完

当时可以正常使用，但是过不了多久又不能正常使用了，建议更换传感器。

10.4 故障四：数值为0的时候或在空气中没有达到报警值也报警

解决对策：

1、检查报警值是否被修改了，

2、检查报警方式、报警模式是否被修改了，

3、检查报警状态是浓度报警还是故障报警，浓度报警会出现AL或AH字样，并且

红色指示灯会闪烁，故障报警会亮黄色灯，

4、如果是人为修改导致的报警可以通过恢复出厂设置来解决，故障报警需要进一

步检查是否短路、断路，接触不良，传感器故障等，或寄回厂家检查。

10.5 故障五：无法和电脑通讯

解决对策：

1、检查设备地址，通讯软件里设置的地址必须和仪器的设备地址一致，

2、检查RS485/RS232转换器的接线，一般TR+ 连RS485的A端子，TR- 连RS485

的B端子，同时在电脑的 硬件-设备管理器-端口  检查RS485/RS232转换器对

应的串口是否连接上。对于USB接口的设备，也是要检测串口是否连上。

3、检查上位机软件或仪器的设备地址是否有重复的地址编号，不能有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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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传感器参数选型表项

主要技术指标

其它可选配的传感器技术性能及参数表

检测气体 量  程 允许误差 最小读数 响应时间

可燃气( EX ) 0-100%LEL ＜±3%(F.S) 0.1%LEL ≤10秒

可燃气( EX ) 0-100%Vol ＜±3%(F.S) 0.1%Vol ≤10秒

甲烷( CH4 ) 0-100%LEL ＜±3%(F.S) 0.1%LEL ≤5秒

甲烷( CH4 ) 0-100%Vol ＜±3%(F.S) 0.1%Vol ≤10秒

氧气( O2 ) 0-30%Vol ＜±3%(F.S) 0.01%Vol ≤15秒

氧气( O2 ) 0-100%Vol ＜±3%(F.S) 0.01%Vol ≤15秒

氧气( O2 ) 0-1000ppm ＜±3%(F.S) 1ppm ≤30秒

氧气( O2 ) 0-50000ppm ＜±3%(F.S) 1ppm ≤30秒

一氧化碳( CO ) 0-500ppm ＜±3%(F.S) 0.1ppm ≤25秒

一氧化碳( CO ) 0-1000ppm ＜±3%(F.S) 1ppm ≤25秒

一氧化碳( CO ) 0-2000ppm ＜±3%(F.S) 1ppm ≤25秒

一氧化碳( CO ) 0-20000ppm ＜±3%(F.S) 1ppm ≤25秒

一氧化碳( CO ) 0-100000ppm ＜±3%(F.S) 1ppm ≤25秒

一氧化碳( CO ) 0-100%VOL ＜±3%(F.S) 0.01%Vol ≤30秒

二氧化碳( CO2 ) 0-10000ppm ＜±3%(F.S) 1ppm ≤30秒

二氧化碳( CO2 ) 0-2000ppm ＜±3%(F.S) 1ppm ≤20秒

二氧化碳( CO2 ) 0-5000ppm ＜±3%(F.S) 1ppm ≤20秒

二氧化碳( CO2 ) 0-50000ppm ＜±3%(F.S) 1ppm ≤30秒

二氧化碳( CO2 ) 0-20%Vol ＜±3%(F.S) 0.01%Vol ≤30秒

二氧化碳( CO2 ) 0-50%Vol ＜±3%(F.S) 0.01%Vol ≤30秒

二氧化碳( CO2 ) 0-10%VOL ＜±3%(F.S) 0.01%Vol ≤30秒

甲醛( CH2O ) 0-10ppm ＜±3%(F.S) 0.001ppm ≤40秒

甲醛( CH2O ) 0-50ppm ＜±3%(F.S) 0.01ppm ≤40秒

检测气体 量  程 允许误差 最小读数 响应时间

甲醛( CH2O ) 0-100ppm ＜±3%(F.S) 0.01ppm ≤30秒

臭氧( O3 ) 0-1ppm ＜±3%(F.S) 0.001ppm ≤30秒

臭氧( O3 ) 0-10ppm ＜±3%(F.S) 0.001ppm ≤30秒

臭氧( O3 ) 0-50ppm ＜±3%(F.S) 0.01ppm ≤30秒

臭氧( O3 ) 0-100ppm ＜±3%(F.S) 0.01ppm ≤30秒

臭氧( O3 ) 0-2000ppm ＜±3%(F.S) 1ppm ≤40秒

臭氧( O3 ) 0-30000ppm ＜±3%(F.S) 1ppm ≤40秒

硫化氢( H2S ) 0-10ppm ＜±3%(F.S) 0.001ppm ≤30秒

硫化氢( H2S ) 0-50ppm ＜±3%(F.S) 0.01ppm ≤30秒

硫化氢( H2S ) 0-100ppm ＜±3%(F.S) 0.01ppm ≤30秒

硫化氢( H2S ) 0-200ppm ＜±3%(F.S) 0.1ppm ≤30秒

硫化氢( H2S ) 0-20000ppm ＜±3%(F.S) 1ppm ≤30秒

硫化氢( H2S ) 0-50000ppm ＜±3%(F.S) 1ppm ≤30秒

硫化氢( H2S ) 0-10000ppm ＜±3%(F.S) 1ppm ≤45秒

二氧化硫( SO2 ) 0-10ppm ＜±3%(F.S) 0.001ppm ≤30秒  

二氧化硫( SO2 ) 0-20ppm ＜±3%(F.S) 0.01ppm ≤30秒  

二氧化硫( SO2 ) 0-100ppm ＜±3%(F.S) 0.01ppm ≤30秒  

二氧化硫( SO2 ) 0-500ppm ＜±3%(F.S) 0.1ppm ≤45秒  

二氧化硫( SO2 ) 0-2000ppm ＜±3%(F.S) 1ppm ≤60秒  

二氧化硫( SO2 ) 0-5000ppm ＜±3%(F.S) 1ppm ≤60秒  

二氧化硫( SO2 ) 0-10000ppm ＜±3%(F.S) 1ppm ≤60秒  

一氧化氮( NO ) 0-25ppm ＜±3%(F.S) 0.001ppm ≤60秒

一氧化氮( NO ) 0-100ppm ＜±3%(F.S) 0.01ppm ≤60秒

一氧化氮( NO ) 0-2000ppm ＜±3%(F.S) 0.1ppm ≤60秒

一氧化氮( NO ) 0-5000ppm ＜±3%(F.S) 1ppm ≤60秒

二氧化氮( NO2 ) 0-20ppm ＜±3%(F.S) 0.01ppm ≤25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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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可选配的传感器技术性能及参数表 其它可选配的传感器技术性能及参数表

检测气体 量  程 允许误差 最小读数 响应时间

二氧化氮( NO2 ) 0-200ppm ＜±3%(F.S) 0.1ppm ≤25秒

二氧化氮( NO2 ) 0-1000ppm ＜±3%(F.S) 1ppm ≤50秒

二氧化氮( NO2 ) 0-5000ppm ＜±3%(F.S) 1ppm ≤50秒

氮氧化物( NOX ) 0-100ppm ＜±3%(F.S) 0.01ppm ≤30秒

氮氧化物( NOX ) 0-5000ppm ＜±3%(F.S) 1ppm ≤60秒

氯气( CL2 ) 0-10ppm ＜±3%(F.S) 0.001ppm ≤30秒

氯气( CL2 ) 0-20ppm ＜±3%(F.S) 0.01ppm ≤30秒

氯气( CL2 ) 0-200ppm ＜±3%(F.S) 0.1ppm ≤30秒

氯气( CL2 ) 0-1000ppm ＜±3%(F.S) 1ppm ≤30秒

氨气( NH3 ) 0-50ppm ＜±3%(F.S) 0.01ppm ≤50秒

氨气( NH3 ) 0-100ppm ＜±3%(F.S) 0.01ppm ≤50秒

氨气( NH3 ) 0-1000ppm ＜±3%(F.S) 1ppm ≤60秒

氨气( NH3 ) 0-5000ppm ＜±3%(F.S) 1ppm ≤60秒

氨气( NH3 ) 0-10000ppm ＜±3%(F.S) 1ppm ≤60秒

氨气( NH3 ) 0-100%LEL ＜±3%(F.S) 0.1%LEL ≤10秒

氢气( H2 ) 0-100%LEL ＜±3%(F.S) 0.1%LEL ≤10秒

氢气( H2 ) 0-1000ppm ＜±3%(F.S) 0.1ppm ≤60秒

氢气( H2 ) 0-20000ppm ＜±3%(F.S) 1ppm ≤60秒

氢气( H2 ) 0-40000ppm ＜±3%(F.S) 1ppm ≤60秒

氢气( H2 ) 0-100%Vol ＜±3%(F.S) 0.01%Vol ≤30秒

氦气( He ) 0-100%Vol ＜±3%(F.S) 0.01%Vol ≤20秒

氩气( Ar ) 0-100%Vol ＜±3%(F.S) 0.01%Vol ≤20秒

氙气( Xe ) 0-100%Vol ＜±3%(F.S) 0.01%Vol ≤20秒

氰化氢( HCN ) 0-30ppm ＜±3%(F.S) 0.01ppm ≤60秒

氰化氢( HCN ) 0-100ppm ＜±3%(F.S) 0.01ppm ≤60秒

氯化氢( HCL ) 0-20ppm ＜±3%(F.S) 0.01ppm ≤60秒

检测气体 量  程 允许误差 最小读数 响应时间

氯化氢( HCL ) 0-200ppm ＜±3%(F.S) 0.1ppm ≤60秒

氯化氢( HCL ) 0-2000ppm ＜±3%(F.S) 1ppm ≤60秒

磷化氢( PH3 ) 0-5 ppm ＜±3%(F.S) 0.001ppm ≤25秒

磷化氢( PH3 ) 0-25 ppm ＜±3%(F.S) 0.01ppm ≤25秒

磷化氢( PH3 ) 0-2000 ppm ＜±3%(F.S) 1ppm ≤60秒

二氧化氯( CL O2 ) 0-1ppm ＜±3%(F.S) 0.001ppm ≤40秒

二氧化氯( CL O2 ) 0-10ppm ＜±3%(F.S) 0.01ppm ≤40秒

二氧化氯( CL O2 ) 0-200ppm ＜±3%(F.S) 0.01ppm ≤60秒

环氧乙烷( ETO ) 0-100ppm ＜±3%(F.S) 0.01ppm ≤120秒

环氧乙烷( ETO ) 0-1000ppm ＜±3%(F.S) 1ppm ≤120秒

环氧乙烷( ETO ) 0-100%LEL ＜±3%(F.S) 1%LEL ≤30秒

光气( COCL2 ) 0-1ppm ＜±3%(F.S) 0.001ppm ≤20秒

光气( COCL2 ) 0-50ppm ＜±3%(F.S) 0.01ppm ≤20秒

硅烷( SiH4 ) 0-1ppm ＜±3%(F.S) 0.001ppm ≤60秒

硅烷( SiH4 ) 0-50ppm ＜±3%(F.S) 0.01ppm ≤60秒

硅烷( SiH4 ) 0-1000ppm ＜±3%(F.S) 1ppm ≤60秒

氟气( F2 ) 0-1ppm ＜±3%(F.S) 0.001ppm ≤30秒

氟气( F2 ) 0-10ppm ＜±3%(F.S) 0.01ppm ≤30秒

氟气( F2 ) 0-50ppm ＜±3%(F.S) 0.01ppm ≤30秒

氟化氢( HF ) 0-10ppm ＜±3%(F.S) 0.01ppm ≤30秒

氟化氢( HF ) 0-50ppm ＜±3%(F.S) 0.01ppm ≤30秒

溴化氢( HBr ) 0-50ppm ＜±3%(F.S) 0.01ppm ≤60秒

溴化氢( HBr ) 0-2000ppm ＜±3%(F.S) 1ppm ≤60秒

乙硼烷( B2H6 ) 0-10ppm ＜±3%(F.S) 0.001ppm ≤60秒

砷化氢( AsH3 ) 0-1ppm ＜±3%(F.S) 0.001ppm ≤60秒

砷化氢( AsH3 ) 0-10ppm ＜±3%(F.S) 0.01ppm ≤3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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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可选配的传感器技术性能及参数表 其它可选配的传感器技术性能及参数表

检测气体 量  程 允许误差 最小读数 响应时间

锗烷( GeH4 ) 0-2ppm ＜±3%(F.S) 0.001ppm ≤30秒

锗烷( GeH4 ) 0-20ppm ＜±3%(F.S) 0.01ppm ≤30秒

肼, 联氨( N2H4 ) 0-1ppm ＜±3%(F.S) 0.001ppm ≤60秒

肼, 联氨( N2H4 ) 0-300ppm ＜±3%(F.S) 0.1ppm ≤60秒

四氢噻吩( THT ) 0-100mg/m3 ＜±3%(F.S) 0.01 mg/m3 ≤60秒

溴气( Br2 ) 0-10ppm ＜±3%(F.S) 0.001ppm ≤60秒

溴气( Br2 ) 0-50ppm ＜±3%(F.S) 0.001ppm ≤60秒

乙炔( C2 H2 ) 0-100%LEL ＜±3%(F.S) 0.1%LEL ≤30秒

乙炔( C2 H2 ) 0-100ppm ＜±3%(F.S) 0.01ppm ≤60秒

乙炔( C2 H2 ) 0-1000ppm ＜±3%(F.S) 1ppm ≤60秒

乙炔( C2 H2 ) 0-10000ppm ＜±3%(F.S) 1ppm ≤60秒

乙烯( C2 H4 ) 0-100%LEL ＜±3%(F.S) 0.1%LEL ≤30秒

乙烯( C2 H4 ) 0-100ppm ＜±3%(F.S) 0.01ppm ≤60秒

乙烯( C2 H4 ) 0-1000ppm ＜±3%(F.S) 1ppm ≤60秒

乙烯( C2 H4 ) 0-10000ppm ＜±3%(F.S) 1ppm ≤60秒

乙醛 0-10ppm ＜±3%(F.S) 0.01ppm ≤60秒

乙醇( C2 H6O ) 0-100ppm ＜±3%(F.S) 0.01ppm ≤60秒

乙醇( C2 H6O ) 0-2000ppm ＜±3%(F.S) 1ppm ≤60秒

乙醇( C2 H6O ) 0-100%LEL ＜±3%(F.S) 0.1%LEL ≤30秒

甲醇( CH6O ) 0-100%LEL ＜±3%(F.S) 0.1%LEL ≤30秒

甲醇( CH6O ) 0-100ppm ＜±3%(F.S) 0.01ppm ≤60秒

甲醇( CH6O ) 0-2000ppm ＜±3%(F.S) 1ppm ≤60秒

二硫化碳( CS2 ) 0-50ppm ＜±3%(F.S) 0.01ppm ≤120秒

二硫化碳( CS2 ) 0-5000ppm ＜±3%(F.S) 1ppm ≤120秒

丙烯腈( C3H3N ) 0-50ppm ＜±3%(F.S) 0.01ppm ≤60秒

丙烯腈( C3H3N ) 0-100ppm ＜±3%(F.S) 0.01ppm ≤60秒

检测气体 量  程 允许误差 最小读数 响应时间

丙烯腈( C3H3N ) 0-2000ppm ＜±3%(F.S) 1ppm ≤30秒

甲胺( CH5N ) 0-50ppm ＜±3%(F.S) 0.01ppm ≤60秒

典气( I2 ) 0-50ppm ＜±3%(F.S) 0.01ppm ≤30秒

苯乙烯( C8 H8 ) 0-200ppm ＜±3%(F.S) 0.1ppm ≤30秒

苯乙烯( C8 H8 ) 0-6000ppm ＜±3%(F.S) 1ppm ≤30秒

氯乙烯( C2 H3CL ) 0-200ppm ＜±3%(F.S) 0.01ppm ≤30秒

三氯乙烯( C2 HCL3 ) 0-200ppm ＜±3%(F.S) 0.01ppm ≤30秒

四氯乙烯( C2 CL4 ) 0-200ppm ＜±3%(F.S) 0.01ppm ≤30秒

溴甲烷( CH3 Br ) 0-200ppm ＜±3%(F.S) 0.01ppm ≤30秒

溴甲烷( CH3 Br ) 0-10000ppm ＜±3%(F.S) 1ppm ≤60秒

溴甲烷( CH3 Br ) 0-200g/m3 ＜±3%(F.S) 0.1g/m3 ≤30秒

硫酰氟( SO2 F2 ) 0-200ppm ＜±3%(F.S) 0.01ppm ≤30秒

硫酰氟( SO2 F2 ) 0-5000ppm ＜±3%(F.S) 1ppm ≤30秒

苯( C6 H6 ) 0-10ppm ＜±3%(F.S) 0.01ppm ≤30秒

苯( C6 H6 ) 0-100ppm ＜±3%(F.S) 0.01ppm ≤30秒

甲苯( C7 H8 ) 0-10ppm ＜±3%(F.S) 0.01ppm ≤30秒

甲苯( C7 H8 ) 0-20000ppm ＜±3%(F.S) 1ppm ≤30秒

二甲苯( C8 H10 ) 0-10ppm ＜±3%(F.S) 0.01ppm ≤30秒

二甲苯( C8 H10 ) 0-200ppm ＜±3%(F.S) 0.01ppm ≤30秒

六氟化硫（SF6） 0-100ppm ＜±3%(F.S) 0.1ppm ≤30秒

六氟化硫（SF6） 0-3000ppm ＜±3%(F.S) 1ppm ≤30秒

VOC/ TVOC 0-10ppm ＜±3%(F.S) 0.01ppm ≤30秒

VOC/ TVOC 0-100ppm ＜±3%(F.S) 0.1ppm ≤30秒

VOC/ TVOC 0-1000ppm ＜±3%(F.S) 1ppm ≤30秒

VOC/ TVOC 0-10000ppm ＜±3%(F.S) 1ppm ≤30秒

PID 0-10ppm ＜±3%(F.S) 0.001ppm ≤3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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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可选配的传感器技术性能及参数表

检测气体 量  程 允许误差 最小读数 响应时间

PID 0-200ppm ＜±3%(F.S) 0.1ppm ≤30秒

PID 0-2000ppm ＜±3%(F.S) 1ppm ≤30秒

PID 0-10000ppm ＜±3%(F.S) 1ppm ≤30秒

笑气(N2O) 0-100ppm ＜±3%(F.S) 0.01ppm ≤30秒

笑气(N2O) 0-5000ppm ＜±3%(F.S) 1ppm ≤30秒

氦气(He) 0-100%vol ＜±3%(F.S) 0.01vol ≤30秒

氩气(Ar) 0-100%vol ＜±3%(F.S) 0.01vol ≤30秒

三氟化氮(NF3) 0-100ppm ＜±3%(F.S) 0.01ppm ≤30秒

三氟化氮(NF3) 0-5000ppm ＜±3%(F.S) 1ppm ≤30秒

注：其它未在上表列出的气体可来电咨询。



声明：本资料上所有内容均经过认真核对，如有任何

印刷错漏或内容上的误解，本公司保留解释权。

另：产品若有技术改进，会编进新版说明书中，恕不

另行通知，产品外观、颜色如有改动，以实物为准。

公司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东方建富愉盛工业区10栋7楼南

公司电话：0755-26991270   传真号码：0755-26991275    邮编：518052

公司邮箱：micsensor@126.com

公司网址：http://www.yiyuntia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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