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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概述                  

红外气体分析仪是基于 NDIR（不分光红外）原理开发的智能化气体分析仪器。该红外气体分析

仪主要用于高精度高可靠性的气体浓度分析显示，简洁直观的显示界面，方便快捷的操作；可连续

自动检测气体浓度，并可实时显示浓度值、温度值及气体种类，可以通过键盘指令对所接传感器进

行校准、设置；并且有进度条指示当前浓度。仪器具有多种输出方式，方便与上位机或其他设备配

套使用。 

主要功能及特点： 

 具有高精度、高可靠性，重复性好，寿命长等优点； 

 样气不受影响，可重复使用  

 操作简单方便使用； 

 界面简洁直观； 

 显示单位可切换（3种）； 

 内置气泵； 

 支持上位机通讯； 

 支持 RS485，4～20mA 接口输出 

2 主要技术指标 

检测原理 利用 NDIR（非色散红外原理） 

检测气体 甲烷，丙烷，二氧化碳（可定制） 

采样方式 泵吸式 

工作环境 

温度： 0℃～40℃ 

湿度：≤90%RH 无结露 

大气压力：86kPa～106kPa 

适合室内使用 

使用环境 温度： -10℃～50℃  相对湿度：≤95%   无结露 

测量范围 
甲烷，丙烷:0～100%VOL，0～100%LEL范围内可选 

二氧化碳：0～50000PPM范围内可选 

被测气体的流量 0.3～0.5L/min 

响应时间 ＜30s 

线性误差 ≤±1%F.S 

重复性 ≤1% 

稳定性 
零点漂移：≤±1%F.S/15d 

量程漂移 ：≤±1%F.S/15d 

长期漂移 
零点<±30ppm/月 

SPAN<±30ppm/月 

显示屏 液晶显示屏（LCD） 

电源 AC220V±15%  50Hz±1%； 

传感器使用寿命 10年 

产品尺寸 480mm×300mm×13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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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构及功能指示   

3.1外观   

 

图 1 整机结构图 

 

图 2 背部结构图 

3.2按键功能 

 

按键 功能 

上翻 向上移动手型图标以选取菜单 

下翻 向下移动手型图标以选取菜单 

确认 执行选取的菜单功能 

取消 退出当前选取的菜单，或执行完毕后的界面 

4 红外分析仪使用   

4.1 开机 

首先检查气路，保证气管畅通； 

在关机状态下，接通 AC220V电源，按“开关”键，红外分析仪开机进入图 3预热画面，系统自

动执行以下步骤： 

    1、系统显示炜盛 LOGO 及预热倒计时，开启显示屏背光灯； 

    2、预热及自检完毕后进入检测界面如图 4所示； 

    3、自检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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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调节流量计使流速稳定在 300ml/min左右。 

 

   图 3 预热画面 

 

 

  图 4 检测界面 

 

4.2 关机 

    正常工作状态下，按电源按键即可关机，气泵须手动关闭。 

 

4.3 菜单说明 

主菜单如图 5 所示，主要包含以下选项：“1 检测”、“2 校准”、“3 设置”。其中“2 校准”菜单

如图 6所示又包括“1零点校准”、“2标准点校准”、“3输出 4mA校准”、“4输出 20mA校准”；“2 标

准点校准”又包括“当前标准点”；“3设置”菜单如图 7又包括“1本机通讯地址设置”、“2浓度单

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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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主菜单 

 

 
 图 6 校准菜单 

 

 
图 7设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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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在使用前尽可能长时间地预热，预热 30分钟最佳。 

在正常检测状态下，按下“确认键”进入主菜单界面，并显示当前版本号，通过“上翻键”和

“下翻键”选取菜单，按“确认键”执行或进入下一级菜单，按“取消键”返回上一级菜单或退出

当前界面。 

4.3.1 检测 

检测菜单，主要显示实时检测信息如图 4监测界面所示。 

4.3.2 校准 

4.3.2.1 零点校准 

对分析仪内置传感器进行零点校准。校准前请在正常开机状态下通入标气（洁净空气或纯氮气）

5 分钟，按“确认键”后提示是否通入标气 5 分钟，再次按下“确认键”后执行零点校准，按“取

消键”退出/返回，界面如图 8所示。 

 
图 8 零点校准 

 

4.3.2.2 标准点校准 

     对分析仪内置传感器进行标准点校准。校准前请设置好待标定浓度值（即待通入的标气浓度），

在正常开机状态下通入标气 5 分钟，按“确认键”后提示是否已经通入标气 5 分钟，再次按下“确

认键”后执行标准点校准，按“取消键”退出/返回，界面如图 9所示。 

 
图 9标准点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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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2.1 当前标准点 

界面显示当前设置的标定点浓度值，如果需要进行标准点校准，请通过此菜单设置当前标准点

为待标定的浓度值；按“确认键”后按照提示进行设置和保存，按“取消键”退出/返回，界面如图

9所示。 

 

4.3.2.3输出 4mA校准 

当红外分析仪 4-20mA 接口输出电流值出现偏差时，可执行此菜单以校准；按“确认键”，红外

分析仪即通过 4-20mA接口输出 4mA电流值，请按照显示屏提示校准输出值为正确值,界面如图 10所

示。 

   
图 10 输出 4mA校准 

 

4.3.2.4输出 20mA校准 

    当红外分析仪 4-20mA 接口输出电流值出现偏差时，可执行此菜单以校准；按“确认键”，红外

分析仪即通过 4-20mA接口输出 20mA电流值，请按照显示屏提示校准输出值为正确值，界面如图 10

所示。； 

4.3.3设置 

4.3.3.1本机通讯地址设置 

执行此菜单可查看或修改当前通讯地址；该地址在与上位机通讯确定本机地址；请按照显示屏

提示设置，通讯地址范围（1～247），设置好后按“确认键”保存，按“取消键”则返回，界面如图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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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本机通讯地址设置 

 

4.3.3.2浓度单位设置 

执行此菜单可对当前浓度值单位切换，切换后原浓度值自动转换为当前单位下的浓度值，按“上

下键”选择单位，设置好后按“确认键”保存，按“取消键”返回，界面如图 12所示。 

   注意：校准时所使用的浓度值单位不发生转换，请按照显示屏提示设置。 

 

 
图 12浓度单位设置 

 

5 零点校准 

对分析仪内置传感器进行零点校准。 

零点校准如图 8所示步骤如下： 

1.校准前请在正常开机状态下通入标气（洁净空气或纯氮气）5分钟； 

2.进入菜单界面，选取菜单“2校准”下的子菜单”1零点校准”； 

3.按“确认键”后提示是否通入标气 5分钟； 

4.再次按下“确认键”后执行零点校准，按下“取消键”退出/返回； 

     注意：零点校准必须在洁净空气中进行，否则将影响传感器的检测精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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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标准点校准 

对分析仪内置传感器进行标准点校准。校准前请设置好待标定浓度值（即待通入的标气浓度），

在正常开机状态下通入标气 5分钟，进入主菜单界面如图 5，选取菜单“2校准”下的子菜单” 2

标准点校准”，按“确认键”后提示是否通入标气 5分钟，再次按下“确认键”后执行标准点校准，

按“取消键”退出/返回，界面如图 9所示。 

7 故障排除指南 

故障现象 可能故障原因 处理方法 

显示/输出异常 长期未标定 请及时标定 

气体浓度不变 传感器故障 请联系制造商 

无法开机 电源线连接不可靠 请确认电源线连接良好 

无法开机 电路故障 请联系制造商 

与上位机不通讯 地址不正确 修改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