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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功能概述

使用仪器之前阅读并理解本操作说明中所包含的注意事项和使用方法。否则

将导致人身受伤甚至死亡！SF6 分解产物毒性非常强。仪器为 SF6 绝缘设备中的

故障定位、局放和其它分析用检测并提供大致的测量。仪器不能用来确定 SF6

气体是否对人体呼吸无害且不得利用该仪器达到此目的。已分解的 SF6 包含多

种成分，仪器对某些成分不灵敏，但对由于灭弧、闪络或局放引起的 SF6 分解

物灵敏。仪器释放的 SF6 分解物有毒，特别是故障定位，即使透气阀装有一个

新的过滤芯。使用足够长的气管输送废气远离工作人员。同时操作仪器时应戴

酸气体过滤器的全罩或半罩呼吸器。

功能概述

SF6气体分解产物测试仪，提供了一种简单的 SF6分解产物现场检测方法。使

用过程中，连接到一个带压的充有 SF6气体设备的气室中，让 SF6气体以一定

流速流过电化学传感器，仪器直接测量到 SF6气体主要分解产物的含量。

传感器全部采用英国阿尔法传感器，长寿命设计，保证了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和

重现性。

主要应用：故障定位，例行检测，局放监测，气体净化/过滤监测，故障高压

接点检查，SF6分解产物检测，检查开关内分解产物的产生。

二、主要特点
长寿命探测组件

无需比色管、传感器直接测量

精确高，重复性好

内置稳压阀和电子质量流量计

超大彩色液晶显示

锂电池供电，交直流两用

仪器自带清洗功能



三、技术指标

名称 技术参数

测量范围

SO2：0-100 µl/l

H2S：0-100 µl/l

CO: 0-1000 µl/l

测量精度

SO2：测量值≤10μL/L 时， 误差±0.2μL /L

测量值≥10μL /L 时，误差≤±3%

H2S：测量值≤10μL/L 时， 误差±0.2μL /L

测量值≥10μL /L 时，误差≤±3%

CO: 测量值≤50μL /L 时，误差±0.5μL /L

测量值≥50μL /L 时，误差≤±4%

重复性

SO2：测量值≤10μL/L 时，重复性≤±0.1

测量值≥10μL /L 时，重复性≤±2%

H2S:测量值≤10μL/L 时，重复性≤0.1

测量值≥10μL /L 时，重复性≤±2%

CO: 测量值≤50μL /L 时，重复性±0.3

测量值≥50μL /L 时，重复性≤±3%

分辨率 0.1μL /L

取样流量 0.2L/min

测量时间 ≤180S

工作环境
温度：-10℃—+50℃
湿度：0—90%

工作电源
锂电池供电，交直流电两用，自动切换，过充

过放保护功能

体 积
330(mm)×220(mm)×150(mm)；

重 量
4.6公斤



四．仪器外观介绍

1． 面板介绍

2． 按键介绍

软按键：是液晶屏幕显示的软功能按键，它们的功能是随界面功能的不同而

改变的。软按键的引入大大提高了使用效果和使用提示性，为用户提供了更方便、

更便捷的操作指南。由于软按键功能是随功能界面变化的，所以我们将在介绍功

能界面时依次介绍各种软按键的功能。在下文软按键将用（）符号括起来表示。

3.打印机大大方便了客户，可以时时打印，了解信息

五．系统引导界面介绍

系统引导界面如下图所示：

在开机后，仪器会显示本公司的欢迎使用界面。大约 7－8秒后，系统会自

动进入检测功能、加载运行参数，请耐心等待。当你看到“系统初始化完毕,请
按任意键继续…”字样时，你可以按面板上任意一个按键进入“测量界面”或等



待 10秒钟后，系统自动进入“测量界面”。

六．测量界面介绍

测量界面如下图所示：

进入“测量界面”后，按动相应的按键可以进入“保存界面”，“菜单界面”，

“帮助界面”、“清洗界面”。同时，你也可以看到对应的采样值。

清洗的作用是：当测量完一种气体后，可按此键进行清洗，使管道里残留的气体

排空。然后再进行其他气体的测量。

七．保存界面介绍

保存界面如下图所示：

进入“保存界面”后，软按键有：输入法，确定键，取消键。

推荐您在正确输入设备编号后，保存数据。按确定键将保存数据，并返回到

“测量界面”。按取消键将返回到“测量界面”。按输入法键，系统将在“数字键”、

“大写字母”、“小写字母”三种输入法中切换。按光标移动键将移动光标位置，

打印键

保存键

确定键

清洗键

输入键

保存键

确定键

取消键



按【+】或【—】键将增大或减小数字值或字母顺序。

八．菜单界面介绍

菜单界面如下图所示：

进入“菜单界面”后，软按键有：向上键，向下键，确定键，返回键。

在此界面下，你可以看到“历史数据”、“格式化”、“省电控制”、“设置时间”

和“系统帮助”5个菜单项目。按向上键或向下键，将移动菜单条到指定位置。

按动（确定）键，将选择该条菜单项目，同时自动进入相应的功能界面。按动返

回键，将返回到“测量界面”界面下。

九．帮助界面介绍

帮助界面如下图所示：

进入“帮助界面”后，软按键有：确定键，返回键。

在此界面下，你可以看到本仪器的一些使用方法,就按上面的操作规程就可

以完成整个测量过程。如果需要技术支持的话，请直接和本公司的售后服务部联

向上键

向下键

确定键

返回键

确定键

返回键



系，我们将尽快为您排除技术困难与障碍。按确定键或返回键，将返回到“测量

界面”界面下。

十．历史数据界面介绍

历史数据界面如下图所示：

进入“历史数据”界面后，软按键有：前一条键，后一条键，删除键，返回

键。

在此界面下，你可以看到第一条历史数据信息。如果没有历史数据的话，系

统将显示无历史数据。按前一条或后一条键，将显示前一条记录或后一条记录的

历史数据。按删除键，将有“删除界面”显示。按返回键，将返回到“菜单界面”。

删除提示界面如下图所示：

进入“删除提示”界面，软按键有：确定键，取消键。

在此界面下，按确定键，将删除当前记录，同时返回到“历史数据”界面。

按取消键，将返回到“历史数据”界面。

前一条

后一条

删除键

返回键

确定键

取消键



十一．格式化界面介绍

格式化界面如下图所示：

进入“格式化”界面后，软按键有：确定键，取消键。

在此界面下，按确定键，将格式化存储器。这时，你将丢失所有的历史数据。

所以操作时请慎重选择。按取消键，将返回到“菜单界面”。

十二．省电控制界面介绍

省电控制界面如下图所示：

进入“省电控制”界面，软按键有：向上键，向下键，确定键，返回键。

在此界面下，你可以看到两个选择项：显示延时和背光亮度。显示延时即在

规定时间内没有按键操作，系统将自动关闭液晶显示屏，直到按任意键后再自动

开启显示屏幕。显示延时可以设置为 0～30分钟，步长为 5分钟。其中 0分钟为

确定键

取消键

向上键

向下键

确定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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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显示延时功能。背光亮度共有 8个级别（0－7），其中 0为最暗，而 7为最

亮。按动向上或向下键，可以将设置光标移动到要设置的栏目中。按动【向上】

或【向下】将改变选中栏目中的值。按确定键，将保存设置参数。按返回键，将

返回到“菜单界面”。

注：省电模式的设置有助于电池的续航能力。

十三．设置时间界面介绍

设置时间界面如下图所示：

进入“设置时间”界面，软按键有：向上键，向下键，确定键，返回键。

在此界面下，你可以设置当前系统时间包括：年份、月份、日期、小时、分

钟以及秒钟。按向上或向下键，可以移动栏目光标。按【向上】或【向下】键，

可以增加或减小数值。按确定键，将设置系统时间。按返回键，将返回到“菜单

界面”。

十四．注意事项

1. 注意事项

本仪器为便携式精密测试仪，因此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1）、禁止在危险地区开关仪器电源！

（2）、禁止在危险区域内充电！

（3）、仪器在运输过程或测试过程中防止碰撞挤压及剧烈震动；

（4）、在测量过程中，流量调节针形阀应慢慢打开，防止压力突变，以免流量传

感器被损坏；测量气体 SF6流量应该调节在 0.2L/min，这样既能快速测量，又能

节省气体。

（5）、仪器在使用过程中，当电量指示不足时，应及时充电，充电时只需将电源

线接入 220V电源，不需打开仪器电源开关，仪器自动充电，充电时指示灯为红

色的，充电完成后充电指示灯为绿色；

（6）、仪器一定要充足电存放，长时间不用，要经常查看电量是否充足。

向上键

向下键

确定键

取消键



2. 常见问题

►一般充电需多长时间？什么时候需要充电？何时充电结束？
每次充电时间根据实际剩余电量而不同，一般小于 12小时。当电量指示不

足时应及时充电，不宜将电全部用光，以保证电池使用寿命。充电电路设有过充
保护装置，当电池充足后，充电指示灯会由红色变为绿色。

►仪器使用多长时间需要校验维护？
一般建议用户 2年校验一次，特殊情况半年一次（气路污染较严重时）。

►仪器在测量过程中出现停滞然后数据下降，为什么？

这是传感器在执行增益回归功能，就是返回到前面测试过程进行校验，此时

界面数据不动，但 CPU在处理数据，所以过一会数据又立即下降。

►传感器怎样保护？

本仪器内置传感器有探头保护室保护，当运行时保护室内通过检测器自动屏

闭，使仪器处于测量状态，反之关闭电源时自动保护。

十五．售后服务

１、 公司产品在一年保质期内实行三包（包修、包换、包退，

但一切属于正常使用中老化的部件除外），提供终生有偿

服务。

２、 公司为用户免费安装、调试、培训操作人员。

３、 公司负责为用户提供产品升级，相关技术咨询等服务。

尊敬的客户，请妥善保管购买凭证需免费维修服务时，须向本

公司或经销商出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