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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①按键说明：

仪器显示下方共设 6 个按键：上、下、返回、OK、run/stop、电源

三个操作界面：检测界面、主菜单界面、参数设置界面

以下是每个界面下 6 个按键的功能说明表：

检测界面 主菜单界面 参数设置界面

上键 无 上移 上移/数值加

下键 无 下移 下移/数值减

返回键 无 返回上一级菜单 返回上一级菜单

OK 键 进入主菜单（长按 5 秒） 确定进入子菜单 确定/选择/保存

run/stop 键 气泵开关/定时检测开关 无 无

电源键 开/关机（长按 5 秒） 开/关机（长按 5 秒） 开/关机（长按 5 秒）

注意：ZY9 系列气体检测仪只有在气泵开启的时候才可以正常检测浓度数值。

②关于检测仪超量程操作处理

用户应避免用超过仪器量程的气体冲击传感器，该操作轻则会影响检测仪的使用寿命、检测

精度，重则会使检测仪的传感器直接损坏失效。

当用户不小心进行了超量程操作，应迅速将仪器撤离检测现场，将其置于洁净的空气中半小

时以上，观察仪器的浓度值是否下降，如果浓度值能一直下降至正常值，此时对仪器进行零点校

准后可以继续使用；如果仪器在超量程操作使用后，在洁净空气中长时间放置之后浓度值依然居

高不下，则应寄回厂家或代理商进行检修，准备更换传感器。

特别注意：超量程操作导致检测仪损坏不在保修范围之内。

③关于检测仪校准及服务保障

我司承若所有经本公司出厂的检测仪都会经过相关特定浓度的标准气体校准，用户购买本公

司产品之后如无特殊情况无需自行进行检测仪的目标点校准操作，且该操作一定要在专业技术人

员的指导下进行。

凡是通过我司或经销商购买的 ZY9 系列气体检测仪，自购买之日起，产品主机十二个月内予

以免费保修，产品配件三个月内予以免费保修，且产品主机可享受一年一次的免费校准服务，该

服务终身有效。

④关于检测仪背光变暗的说明

ZY9 系列气体检测仪设定了电量保护程序，当仪器在正常使用 30 秒内无任何操作时，仪器将

自动开启电量保护程序，此时仪器背光变暗，仪器背光变暗后按任意键可重新点亮背光。

⑤关于 ZY9 系列气体检测仪快捷操作说明

静音：当检测仪处于报警状态时，短按“上”“下”两个按钮中的任意一个按钮可静音。

手动存储：当检测仪的存储模式设定为手动存储时，在正常检测界面长按“上”键听见“嘀”

的一声即可保存当前各通道气体的浓度值。

功能主菜单进入：当检测仪处于正常检测界面时，长按“OK”键 5 秒可进入功能主菜单。

⑥仪器参数修改说明

ZY9 系列气体检测仪的所有参数修改都是通过 Back、上键、下键、OK 键四个按键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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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概述

ZY9 系列气体检测仪，是一种可灵活配置多种气体传感器的便携式气体报警仪，最多可配备 4
个气体传感器。该检测仪可同时检测配备的所有气体与粉尘浓度，采用进口气体传感器和微控制

器技术，响应速度快、测量精度高、稳定性和重复性好，整机性能居国内领先水平。检测仪各项

参数用户可自定义设置，操作简单人性。仪器内置 4000mA 大容量聚合物可充电电池，超长待机；

采用 2.4 寸工业彩屏，完美显示各项技术指标与气体浓度值，可在屏幕上查看历史数据，具有浓

度存储、数据导出、温湿度检测等功能。

2.仪器特色

◆ 采用最新半导体纳米工艺超低功耗 32位微处理器，24位 ADC数据采集芯片。

◆ 采用 2.4 寸工业级彩屏，分辨率为 320x240，完美显示仪器的各项技术指标和气体浓度值。

◆ PPM、%VOL、mg/m3三种浓度单位可自由切换 。

◆ 同时检测 1-4种气体，传感器任意组合，支持温湿度传感器、其它类型的各种传感器 。

◆ 具有数据存储功能，可以存储数据 100000 组，可在屏幕上直观查看历史数据，可导出数据。

◆ 具有温湿度检测功能，可检测现场或者管道内气体的温湿度值。

◆ 各种模式可调整：检测模式、存储模式、显示模式、气泵模式。

◆ 内置强力抽气泵，可在微负压环境下工作，合理的气室设计保证传感器不受压力干扰。

◆ 具有过压保护、过充保护、防静电干扰、防磁场干扰等功能。

◆ 全软件自动校准、传感器多达 6级目标点校准功能，保证测量的准确性和线性，并且具有数据

恢复功能。

◆ 全中文/英文操作菜单，简单实用。

◆ 带温湿度补偿功能，仪器采用防尘设计，配有粉尘过滤器，可用于各种恶劣场合。

3.技术参数

产品类型： ZY9 系列气体检测仪（根据客户需求任意选配定制）

测量范围： 参照本说明书后置选型表

分 辨 率： 参照本说明书后置选型表

扩展气体： 支持 1-4个传感器，各种类型的气体传感器任意组合，请查阅相关传感器参数

温 湿 度： 温度检测范围：-40 ～ 120℃，湿度检测范围：0-100%RH

检测方式： 泵吸式，内置强力抽气泵，流速可调，可在微负压环境下工作

检测精度： ≤±3%F.S 线性误差： ≤±1%F.S

响应时间： ≤20秒（T90） 零点漂移： ≤±1%（F.S/年）

恢复时间： ≤20秒 重 复 性： ≤±1%F.S

检测模式： 实时检测、定时检测可自由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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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模式： 自动存储、手动存储可设置；可存储数据 100000 组，可在屏幕上查看历史数据

防爆标志： ExdII CT4（本安型） 壳体材料： ABS+PC

防护等级： IP65 工作温度： -30 ～ 60℃

工作电源： 4000mA可充电聚合物电池 工作湿度： ≤95%RH，无冷凝结露

尺寸重量：
180*80*60 mm（L×W×H）
0.5 Kg（仪器净重）

工作压力： -30Kpa ～ 100Kpa

标准配件： 粉尘过滤器、仪器箱、说明书、合格证、USB 充电器+数据线、标定罩

4.外形结构

5.操作说明

5.1 按键定义

仪器显示下方共设 6 个按键：上、下、返回、OK、run/stop、电源；

三个操作界面：检测界面、主菜单界面、参数设置界面，以下是每个界面下 6 个按键的功能说明：

检测界面 主菜单界面 参数设置界面

上键 无 上移 上移/数值加

下键 无 下移 下移/数值减

返回键 无 返回上一级菜单 返回上一级菜单

OK 键 进入主菜单（长按 5 秒） 确定进入子菜单 确定/选择/保存

run/stop 键 气泵开关/定时检测开关 无 无

电源键 开/关机（长按 5 秒） 开/关机（长按 5 秒） 开/关机（长按 5 秒）

注意：ZY9 系列气体检测仪只有在气泵开启的时候才可以正常检测浓度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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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开机方法

关机状态下，长按 电

源键 5 秒钟，检测仪液晶背

光点亮，红色指示灯点亮，

蜂鸣器“嘀”一声，检测仪

自动开机，开机以后检测仪

显示的画面 s 依次为：传感

器检测（3 秒）、传感器信息

（1 秒）、传感器预热同时气

泵自动开启（60 秒倒计时），倒计时完成即为完成仪器启动过程，如图 1、图 2、图 3 所示。检

测仪启动完成后，即进入正常检测界面，如图 4 所示。

5.3 关机方法

正常检测状态下，长按 电源键 5 秒钟，蜂鸣器“嘀”一声，检测仪显示关机画

面，1 秒钟后显示屏关闭，背光关闭，此时检测仪进入休眠关机状态。如图 5 所

示。

6.仪器操作界面

6.1 仪器检测界面显示

当检测仪启动

完成后，检测仪进入

正常检测界面，根据

所检测气体的种类

不同，会出现不同的

界面格式：如图 6 为

单种气体检测界面

（以臭氧 O3 为例）、

如图 7为两种气体检

测界面（以臭氧 O3、一氧化碳 CO 为例）、如图 8 为三种气体检测界面（以臭氧 O3、一氧化碳

CO、甲醛 CH2O 为例）、如图 4 为四种气体检测界面（以臭氧 O3、一氧化碳 CO、甲醛 CH2O、可

燃气体 EX 为例）。

以上界面左上角为时间与温度，右上角分别为气泵运转图标“”、电池电量符号“”与湿度，

以四种气体检测界面图 4 为例，下面四格中，左上为第一通道（O3），右上为第二通道（CO），

左下为第三通道（CH2O），右下为第四通道（EX）；在每个通道显示中，上面数字为对应气体的

浓度数据，左下“O3”为气体的化学分子式，右下“ppm”为气体浓度单位；当有一个或多个通

道气体达到报警浓度值时，在对应通道浓度数字的下方会有报警提示，如图 9 所示甲醛 CH2O 报

警。

6.2 仪器功能菜单说明

长按“OK”按键 5 秒，仪器将进入功能主菜单界面如图 10 所示，功能主

菜单一共包括 9 个功能子菜单，分别为：基本设置、历史数据、数据分析、零

点校准、目标点校准、报警设置、检测存储打印、日期时间、恢复出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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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功能主菜单界面通过上下按键可移动光标至不同的子菜单，此时短按“OK”键可进入相应子菜

单选项、短按返回键“back”可返回至正常检测界面。

6.2.1 基本设置

进入基本设置子菜单选

项后，可看到如图 11 所示的

各项参数，通过上下键及 OK
键可进入修改不同的参数选

项，用户通过“量程/单位设

置”（如图 12 所示）选项可

查看修改不同气体的检测浓

度范围与浓度单位（ppm、

mg/m³、VOL%自由切换）；

通过“通道设置”（如图 13
所示）选项可选择开启/屏蔽

某一通道或多个通道气体；

通过“气泵流速”（如图 15
所示）选项可调节仪器气泵

的进气流量大小（此选项一

般在负压环境下才需要设

置，默认值是 30）；通过“温

度修正”“湿度修正”可手

动调整仪器的温湿度显示，

如图 16-17 所示；通过“语言

设置”选项（如图 18 所示）可设定全中文或全英文显示。

6.2.2 历史数据

历史数据即用户之前检

测储存的浓度数据，如图 19
所示用户在本菜单选项可进

入“查看历史数据”界面或

清除所储存的浓度数据，进

入“查看历史数据”界面后，

光标停留在“查看”字样上，

此时按一下“OK”键，再通

过上下键可切换成导出状态

如图 20-22 所示，按两下“OK”键可以查看之前存储的浓度数据，如图 23-24 所示。

6.2.3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是用于自动处理每次开机

到关机这一段时间的浓度数据的菜单选项，

用户通过查阅“数据分析”的浓度数据可知

道这一时间段的各种气体的平均浓度、最高

浓度，其中 TWA 表示平均浓度，STEL 表示最

高浓度，如图 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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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零点校准

如果传感器的零点漂移过大，用户可进行零点校准操作，零

点校准之后目标气体的浓度值将默认变成 0，如图 26-27 所示

注意：零点校准操作须在无目标检测气体的环境中进行，一

般为洁净的空气环境或高纯惰性气体环境（例如 99.999%VOL 的
氮气 N2 等）。

6.2.5 目标点校准（此操作非专业技术人员禁用）

ZY9系列气体检测仪对所配置的每种气体都可进行六级目标点浓度校

准，如图 28 所示，此操作必须在有标准浓度气体、减压阀、流量计、标

定罩以及气路连接好的情况下进行，否则禁止使用。

具体操作：用户按照如图所示连接好气路，进入目标气体的校准界面，

缓慢的开启标准气体并将流量控制在 500ml/min，观察仪器的实时浓度值

（此时该浓度值应在上升中），待实时浓度值上升至峰值基本不动时，用

户可选择一个未校准（√表示该级已校准过，×表示还未校准）的选项进

行：先输入标准气体的浓度值，再通过“校准”操作来完成。目标点校准

操作完成后，仪器目标气体的浓度示值会自动变成标气的浓度值。

图 28
6.2.6 报警设置

用户通过该选项可设定目标气体的警示值与报警方式，如

图 29-30 所示，ZY9 系列检测仪配有两个报警点设置，其中报警

方式可设定为低报警或高报警。当用户设定为低报警时，检测

浓度低于设定的浓度值时仪器处于报警状态；当用户设定为高

报警时，检测浓度高于设定的浓度值时仪器处于报警状态。

具体操作：用户移动光标至报警方式选项，按一下“OK”
键，通过上下键可切换高低报警方式，切换好之后按一下“OK”
键即可保存。

6.2.7 检测存储

通过本菜单用户可自由设

定检测仪的检测模式、存储模

式，其中检测模式包含实时检测

与定时检测，存储模式包含手动

保存、自动保存、关闭（不保存）。

当设定为实时检测模式时，

检测仪显示各通道气体的即时

浓度值，此时用户可自由设定存

储模式，设定自动存储时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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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设定存储周期。如图 31-32 所示。当设定为定时检测模式时，仪器检测的是这一时间段的平

均浓度，用户可自由设定定时周期与循环周期（两次定时检测的时间间隔），如图 33 所示，此时

存储的浓度数据每个定时周期检测的平均浓度。

设定为定时检测模式后，需要返回到检测界面手动按一下 run/stop 键开启倒计时定时检测，

如图 34 所示，此时如没有开启循环检测，倒计时完毕后仪器自动停止抽气检测；如开启了循环检

测，等待一段时间后仪器将自动再次开启定时检测。

6.2.8 日期时间

本菜单是用于设定 ZY9 系列气体检测仪的日期时间，该日期时间直接与仪器所存储的浓度数

据的时间相关联。

6.2.9 恢复出厂设置

用户在不小心进行了误操作或想让仪器的各项参数恢复到出厂配置时，可进行该菜单操作。

7.其他注意事项

◆在使用仪器前，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

◆严禁擅自开机维修或更换零部件。

◆安装、调试、设置等操作必须由专业人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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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禁用高于测量量程的气体冲击传感器。

◆防止仪器从高出跌落或受到剧烈震动冲击。

◆严禁在高温高压高湿环境下使用，如使用环境湿度较大，需加配过滤除湿装置。

◆人为损坏不在保修范围之内。

◆换电池需使用同型号电池，在安全场所进行。

◆进入危险区前，人体应先进行静电释放，再携带仪器进入现场。

◆充电必须在安全场所进行，并使用本机配用的专用充电器。

8.常见故障与处理

◆ 仪器在洁净空气中浓度数值不稳定、忽高忽低、有少量的数值显示

故障原因：部分电化学气体传感器，容易受其它气体干扰，干扰气体可能无色无味

解决办法：将仪器置于洁净没有干扰气体的场所，仪器数值会下降至正常值；

如果确定是洁净场所，数值还降不下来，可进行零点校准一次。

◆ 仪器通入气体测试的时候，数值没有任何响应，或者响应很微弱

故障原因：可能是通入的气体含氧量过低：<5%VOL；

可能是气体的压力为负压过大，气泵抽不过来；

可能是传感器的使用寿命到了，或者检测仪出现故障；

解决办法：如果是电化学、催化燃烧、半导体气体传感器，需要氧气才能正常工作确保通入的

气体含氧量>5%VOL，气体压力在：-30Kpa ～ 100Kpa，用户如果有标准气体，可以

通入气体测试，并进行目标点校准。如果氧气、压力都符合正常条件，那可能是传

感器出现故障，需要返厂维修。

◆ 通入气体后，仪器的数值很长时间都稳定不下来，或者时高时低

故障原因：一般是通入的气体，含氧量过低造成的；也有可能是气体浓度本身是变化的。

解决方法：增加气体的含氧量，并且稳定流速；或者更换含氧量高的标准气体测试。

◆ 仪器的气泵抽气无力，或者声音沙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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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原因：仪器的气泵吸入过多的粉尘颗粒、油气等导致堵塞。

解决方法：返厂更换清理气泵，下次使用时在进气口处加个外置的粉尘、水气过滤器。

◆ 仪器开不了机

故障原因：一般是电池没有电了。

解决方法：充电后再开机测试，如果还是开不了机，需返厂检测。

◆ 仪器充不了电

故障原因：一般是电池充电器有问题，或者充电器规格不对（正常为 5-5.5VDC，1-2A）

解决方法：测量充电器的输出电压是否为 5V，如果输出电压不正常，需更换充电器，如果充电

器输出电压正常，需返厂检测。

9.浓度数据导出说明

ZY9 系列气体检测仪带有历史浓度数据导出功能，检测仪的充电口即为浓度数据导出接口，

历史浓度数据导出步骤如下：

1、在电脑上安装好我公司的上位机浓度导出软件

2、打开检测仪等待 60 秒预热完毕，连接好电脑

3、打开上位机软件，确认好电脑的通信端口之后点击“打开串口”，此时软件左下角会

显示“串口为打开状态”字样（波特率默认 115200 无需修改）

4、进入检测仪的历史数据菜单界面，导出想要的浓度数据，浓度数据导出完毕后软件与

检测仪会有相关文字提示

5、设定好上位机软件的检测仪地址（需与检测仪“基本设置”菜单里的“地址设置”保

持一致）、通道号（通道一对应仪器的第一路气体，以此类推）、起始时间与截止时

间

（历史数据的保存时间需在起止时间的范围内）

6、点击“查找”可查询出上述起止时间段的对应通道气体的浓度数据，查询出的数据还

可以通过点击“导出数据”储存为 EXCEL 格式的文档

注意：检测仪的浓度数据导出线为充电器线拆分后的 USB 接口线

10.气体种类

气体选型

EX 0-100%LEL H2 0-100,1000,5000,40000PPM,100%VOL

CH2O 0-10,50,100PPM O3 0-5,10,100,1000,5000,10000PPM

CO 0-100,1000,2000,10000PPM N2 0-100%VOL

CO2 0-1,10,50,100%VOL CL2 0-10,20PPM

H2S 0-50,100,1000,2000PPM HCL 0-10,100,500,1000PPM

CH4 0-1,10,50,100%VOL NO 0-100,500,1000,5000PPM

O2 0-30,100%VOL SO2 0-10,100,500,1000,5000,40000PPM

PH3 0-10,100,1000,5000PPM HCN 0-30,50,100,500,1000PPM

NH3 0-50,100,1000,2000PPM ASH3 0-1,10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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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子元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宝运达物流信息大厦

712-715

电话：0755-27919628 传真：0755-27917628

网址：www.ziyue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