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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体 检 测 专 家

使 用 说 明 书



英思科宗旨

保护地球各个角落人类的生命

随时随地提供

最高品质的产品和最优质的服务



尊敬的用户：

感谢您购买并使用英思科的产品——CZ型多种气体测定器。

您所购买的CZ型多种气体测定器每天都能为您提供可靠的气体检测服
务。该产品是我们最严格的规范下设计、制造、测量和认证的。参照
本说明书的介绍，您只需做最少量的维护工作，就能享受本仪器长年
为您提供的最可信赖的气体检测服务。

我最为关心的是：在未来的几个月，甚至几年内，您是否对您所购买
的CZ型多种气体测定器的性能感到满意。衷心希望：如果您有任何疑
问或意见，请来电与我们联系。通常一通电话咨询就可帮助您用较少
的时间解决问题。请别犹豫，立即与我们联系：400-820-2515。

英思科的全体员工为能有机会向您提供服务而深表荣幸。

您最诚挚的，

Kent D . McElhattan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美国英思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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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及注意事项

不正确的操作或不适宜的使用环境，可能会消弱仪器的性能。为了最安全最有
效的使用仪器，请仔细阅读下列正确操作程序和使用环境。
请在使用前认真阅读使用说明书。
在氧气不足的大气环境中可能造成可燃气体读数低于实际浓度。
在氧气过足的大气环境中可能造成可燃气体读数高于实际浓度。
当可燃气体浓度导致仪器显示“超量程”时，须重新标定可燃气传感器。
硅酮化合物的水蒸气或其他已知杂质可能会影响可燃气体传感器的正常运行，
导致其读数低于实际气体浓度。如果仪器在有硅酮化合物水蒸气的环境中使用
过，为确保测量的准确，请在下次使用前重新标定仪器。
传感器的窗孔和滤水膜必须保持清洁。若传感器窗口堵塞或滤水膜被玷污，可
能会导致气体读数低于实际气体浓度。
气压的突变可能会引起氧气传感器读数的暂时波动。
给电池充电，维修零部件，以及使用仪器的通讯端口仅可在无危险环境中进
行。
严禁在井下充电。
注意：替代零部件可能会破坏仪器固有的本质安全，造成不安全隐患。
注意：为安全起见，该仪器必须只能由具资格认可的人员操作和维修。并在操
作和维修前，请仔细阅读并完整理解本说明书中的全部内容。
注意：当气体读数骤然超过监测范围上限后又下降或是读数不稳定，则可能表
示出现了被测气体浓度超出爆炸上限的危险情况。
注意：仪器的报警器是非锁定报警器，当气体浓度超过报警设定值时即报警，
当读数回到正常范围后，就停止报警。
注意：在每天使用前用已知浓度为2.5%CH4气体测试仪器的灵敏度。请参阅说
明书调零/标定一节，校正仪器的准确性。
仪器适用于环境温度在-20℃~50℃。
维修时不得改变本安电路和本安电路有关的元器件的电气参数、规格和型号。
产品不得随意与其它未经联检的设备连接。
仪器若需配采样泵，其只能与SP40采样泵一起使用。
严禁使用说明书规定外的电池，在爆炸环境中不得拆卸电池。
在电池电量耗尽之前，请及时为仪器充电，否则可能会损坏或降低电池的使用
寿命。
仪器如长期闲置不用，请充满电保存，以免电池过放电造成电池损坏。
严禁在危险环境下开盖。
本产品符合 Q/JBFT8-2009 企业标准; 及GB3836-2000系列防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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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拆箱

认证

运货箱中应当包括以下各部件。在丢弃运货箱前请清点各项。

*只有部品号为1810-6286-1XXXX的检测仪才包含部品号后带*的部件。

拆箱后，若发现缺少以上列表中的任何一项，请即与当地的英思科产品经
销商联系，或与英思科传感仪器(上海)有限公司联系。联系电话400-820-
2515。

沪制00000301号
安全标志编号：MFA050004
执行标准：GB3836-2000    Q/JBFT8-2009
防爆合格证号：2094362
防爆标志：Ex ia d I

综合参数
测定器

数量	 部品号	 说明
1 1810-6286-XXXXX CZ型多种气体测定器
1 1712-2870 使用说明书
1 1710-8622 标定杯
1 1710-2005* 聚氨酯软管
1 1810-6815 携带包（带SP40泵时不用）      
1 1710-8630* 弯形弹簧夹（塑料）
1 1710-7582* 皮带夹
1 1810-5999* SP40携带包
1 1810-5957* SP40采样泵
1 1702-7152* 过滤器
1 1711-6096* SP40标定软管组件
1 1712-6327 充电器
1 1709-3659 61cm皮管
1 1713-7639 操作卡
1 R4000-0038C 反馈卡

中国认证

仪器型号说明

C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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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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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仪器操作

气体读数模式

仪器是一款便携式多气体检测仪，它能同时连续检测4种气体：O2, 
CH4, CO, H2S。每种气体浓度读数都会显示在液晶显示屏（LCD）上。
仪器提供用户可自行设置的低浓度/高浓度报警，及STEL/TWA报警功
能。当检测结果超出预先设置的报警设定值，仪器便以声、光及振动报
警提醒用户。

按住       键一秒钟后再松开，则仪器开机，同时仪器发出一声蜂鸣并伴
有振动。LCD上所有的图标和字段都将高亮。接着屏幕显示仪器软件版
本。之后，仪器进入20秒钟的倒计时。在倒数计时的过程中，如果同时
按下               键，仪器便进入设置模式（需输入密码进入）。而当倒
计时完成后，仪器就进入了常规的气体读数模式。

一旦仪器进入气体读数模式后，就开始对全部四
种气体（O2, CH4, CO, H2S）或其中的几种进行
连续不间断的检测，并且实时更新液晶显示屏上
的检测数据。在屏幕的左下角还有一个电池电量
指示标志，用以提醒用户电池的电量状况。当电
池电量减少时，图标的阴影部分也会随之减少。
如果上述任何一种气体的浓度超过了低浓度或高
浓度报警设定值（包括STEL/TWA报警设定值）
，仪器就会发出报警。在报警状态下，仪器按一
定频率发出低频蜂鸣（低浓度报警），高频蜂鸣
（高浓度报警），光报警以及振动报警。当气体
浓度低于报警设定值时，仪器将返回到气体读数
模式。在气体读数模式下，还可以通过按         
键进入另外4个模式。　

持续按       键5秒，待仪器5次蜂鸣后即关机。

开机

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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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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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零/标定模式

峰值显示模式

TWA读数观察模式

在气体读数模式下按1次        键，仪器进入调零/标定
模式。在此模式下，屏幕上仅显示图标“     ”和“      ”
，在此调零/标定模式下，按       键即开始调零。此
时，屏幕显示“     ”和“       ”图标以及氧气传感器的标
定值（Span）,其他传感器显示0。完成此步骤后，仪
器自动回到气体读数模式，若仪器未设置密码保护，
屏幕显示“     ”图标。此时按        键，可使仪器开始
对其余的传感器进行标定。更多说明，请参阅仪器调
零/标定一节。
仪器标定气体的浓度是固定的。您必须用含有
25µmol/mol(ppm) H2S,100µmol/mol(ppm) CO,
2.5%Vol CH4，以及19%Vol O2的混合气体气瓶，以
流速0.5升/分钟对仪器进行标定。

在气体读数模式下，按2次        键即可前进至峰值显
示模式。在此模式下，屏幕将显示有毒气体和可燃气
体传感器所测得的峰值气体浓度读数，氧气传感器测
得的最低气体浓度值以及“     ”和“       ”图标。按                 
键复位所有的峰值为当前的读数。

在气体读数模式下，按       键3次，仪器进入TWA读
数观察模式。在该模式下屏幕上出现“TWA”图标以及
两个有毒气体传感器测得的TWA（时间平均暴露量极
限）数值。TWA值在每次仪器断开电源后将重新设
置，而该时间基准设定为8小时。TWA只对有毒气体
有效，若仪器无毒气传感器，该项将不显示。

注意：CSA国际强制规定，标定应使用2.5%的CH4气体。!

T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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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L读数观察模式

低浓度报警设定点

设置模式

在气体读数模式下按        键4次，仪器进入STEL读
数观察模式。在该模式下屏幕上出现“STEL”图标以及
两个有毒气体传感器测得的STEL数值。此两个有毒
气体传感器的STEL（短期暴露极限）在每次仪器断
开电源后将重新设置，而STEL时间基准设定为15分
钟。STEL只对有毒气体传感器有效。若仪器无毒气传
感器，该项将不显示。

在仪器开机进入20秒倒计时时，同时按             键，
仪器将进入设置模式。在此模式下，用户不仅可以改
变低浓度、高浓度、TWA、STEL的报警设定值，还
可以对时间、日期和安全密码进行设定（如用户需要
的话）。当仪器进入设置模式时，屏幕会出现要求输
入密码的页面。若您尚未设置密码（仪器出厂密码为
111），仪器将直接前进至低浓度报警设定点的设置
页面。如果您已设置了密码，按       和        键改变屏
幕上显示的数值，输入正确的密码。在输入密码时，
确定第一位的数值后，按        键就可继续选择输入
下一位数值了。重复该步骤，正确输入三位数的密码
后，按        键确认。在设置模式下，有任何设置发生
变化，仪器必须先关机，再重新开机。

这是第一个设置屏幕页面。该屏幕显示“      ”，“     ”
，“      ”和“        ”字样的图标，以及四种气体浓度的
低浓度报警设定点。如果不需要任何改变，按↑键前进
至下一屏。如果需要改变数值，按       键。此时，屏
幕上第一个低报警值将闪动。按       和       键调整数
值。设置完毕后按       键确认并选择设置下一个低浓
度报警值。重复该步骤直至完成所有四个低浓度报警
设定点的设置。当四个值全部设置完成后，屏幕上会
一直出现“     ”，“   ”，“       ”和“         ”的图标，以及
四种气体的低浓度报警设定点。此时，若按       键，

S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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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二个设置屏幕页面。屏幕显示“      ”，“   ”，
“      ”和“        ”图标，以及四种气体的高浓度报警设
定点。如果不需要任何改变，按       键前进至下一
屏。如果需要改变数值，按       键。此时，屏幕上第
一个高浓度报警设定值将闪动。按       和       键调整
数值。设置完毕后按       键选择设置下一个高浓度报
警值。
重复该步骤直至完成所有四个高浓度报警设定点的设
置。当设置全部完成后，屏幕上会一直出现“      ”，
“   ”，“      ”和“         ”图标，以及四种气体的高浓度
报警设定点。此时，若按       键将返回该模式，您可
以重新设置高浓度报警设定值；若按       键，您就可
以继续进入到TWA报警设定值设置页面。在数值闪动
时若按一下        键，即可返回最初的高浓度报警设置
页面，但所设置变更将不被保存。再按一次       键，
仪器返回常规气体读数模式页面。高浓度报警器是非
锁定报警器。  

这是第三个设置屏幕页面。屏幕显示“TWA”，“     ”，
“      ”和“        ”图标，以及两种气体的TWA报警设定
点。如果不需要任何改变，按        键前进至下一屏。
如果需要改变数值，按       键。此时，屏幕上第一个
TWA报警设定值将闪动。按       和       键调整数值。
设置完毕后按      键选择设置下一个TWA报警值。重
复该步骤直至完成两个TWA报警设定点的设置。当2
个TWA设置全部完成后，屏幕上会一直出现“TWA”，

您可以再次设置低浓度报警设定点；若按       键，您
就可以继续进入到高浓度报警设置页面。在数值闪动
时即设置报警参数时，按一次       键，即可返回到最
初的低浓度报警设置页面，但之前所设置变更将不被
保存。再按一次       键，仪器返回常规气体读数模式
页面。低浓度报警器是非锁定报警器。    

高浓度报警设定点

TWA报警设定点

T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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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        ”图标，以及两种气体的TWA
报警设定值。此时，若按       键将返回该模式，您可
以重新设置TWA报警设定值；若按      键，您就可以
继续进入到STEL报警设定点设置页面。在数值闪动时
若按一次        键，即可返回到最初的TWA报警设置
页面，但所有的设置变更将不被保存。再按一次    
键，仪器返回常规气体读数模式页面。

设置模式下的第四个页面是STEL报警设定值页面。屏
幕将显示“STEL”，“     ”，“      ”和“        ”图标，以及
两种气体的STEL报警设定点。如果不需要任何改变，
按       键前进至下一屏。如果需要改变数值，按       
键。此时，屏幕上第一个STEL报警设定值将闪动。
按      和      键调整数值。设置完毕后按       键选择
设置下一个STEL报警值。重复该步骤直至完成两个
STEL报警设定值的设置。当设置全部完成后，屏幕上
会一直出现“STEL”，“     ”，“      ”和“        ”图标，以
及两种气体的STEL报警设定点。此时，若按       键将
返回该模式，您可以重新设置STEL报警设定值；若按
      键，您就可以继续进入到时钟设置页面。在数值
闪动时若按一次       键，即可返回到最初的STEL报警
设置页面，但所设置变更将不被保存。再按一次
键，仪器返回常规气体读数模式页面。

STEL报警设定点

TWA

S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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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设置

日历设置

这一个设置页面为时钟设置页面。屏幕将显示“     ”，
“      ”和“        ”图标，以及三排数值。如果不需要
任何改变，按      键前进至下一屏。如果需要改变数
值，按       键。此时，屏幕上闪动的第一排数值即是
时钟数。按      和      键调整该数值。设置完毕后按
       键选择设置分钟数。重复该步骤直至完成时钟和
分钟的设置。当设置全部完成后，屏幕上会一直出现
“    ”，“      ”和“         ”图标，以及三排数值。此时，
若按        键将返回该模式，您可以重新设置时钟和
分钟；若按       键，您就可以继续进入到日历设置页
面。在数值闪动时若按一次       键，即可返回到最初
的时钟设置页面，但所设置变更将不被保存。再一次
按       键，仪器即返回常规气体读数模式页面。

时钟设置之后是日历设置页面。屏幕将显示“        ”，
“      ”和“        ”图标，以及三排数值。如果不需要任
何改变，按       键前进至下一屏。如果需要改变数
值，按       键。此时，屏幕上闪动的第一个数值即是
仪器日历的月份。按       和       键调整该数值。设置
完毕后按       键选择设置日期。重复该步骤直至完成
月份、日期和年份的全部设置。设置完成后，屏幕上
会一直出现“      ”，“     ”和“        ”图标，以及三排数
值。此时，若按       键将返回该模式，您可以重新设
置日期；若按      键，您就可以继续进入到安全密码
设置页面。在数值闪动时若按一次       键，即可返回
到最初的日历设置页面，但所设置变更将不被保存。
再按一次       键，即可返回到常规气体读数模式页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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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安全密码设置模式的页面。屏幕将显示“    ”，
“      ”和“        ”图标，并且在屏幕顶端出现一排数
字，即您这台检测仪当前的安全密码。如果不需要任
何改变，按       键前进至调零/标定模式。如果需要更
改密码，按       键。此时，安全密码不会闪烁，在安
全密码下面会出现一个数值，安全密码的第一个数字
会闪烁。按       和       键更改第一位数字。更改完成
后按       确认，同样更改为两位数字。设置完成后，
屏幕上会再次出现“   ”，“      ”和“        ”图标，以及
屏幕顶端的一排数字。此时，若按      键将返回该模
式，您可以重新设置密码；在数值闪动时若按一次        
       键，即可返回到最初的安全密码设置页面，但所
设置变更将不被保存。再按一次       键，仪器返回
常规气体读数模式页面。若已设置安全密码，如果没
有输入正确的安全密码，则用户就不能标定仪器或对
仪器设置作任何改动。若需标定仪器，用户首先必须
重新启动仪器，并进入设置模式，输入正确的安全密
码。一旦正确的密码被输入，用户就能选择调零/标定
设置，对仪器进行调零/标定。

最后一个设置页面是调零和标定模式页面。只有在进
入设置模式时，用户输入正确的安全密码后，方可进
入设置页面，此时用户可对仪器进行调零和标定。有
关如何标定仪器，更详细信息，请参阅仪器调零/标定
下一节。

安全密码设置

调零/标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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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调零/标定

CO

H2S

O2

LEL

仪器具有快速标定功能，只要使用一个含有混合气体
的气瓶就可同时给所有传感器标定。使用快速标定功
能，可一次性完成仪器的标定。您既可以单独给仪器
标定，也可以将其连接在采样泵上进行标定。如果仪
器连接SP40采样泵进行标定，请用一根标定软管，一
头接在采样泵的一端，另一头与混合气体气瓶上的被
动式流量阀相连(当用一个压力流量阀，并带SP40采
样泵标定时，需将SP40标定软管组件与压力流量阀与
SP40采样泵相连)。如果不带SP40采样泵而单独给仪
器标定，请将M40标定杯稳固地套在传感器上，用标
定气管连接标定杯与混合气瓶上的流量阀。

在气体读数模式下按一次       键就可进入调零/标定
模式。进入该模式后，屏幕显示“    ”和“       ”图标，
以及全部四种气体的读数。按       键开始给仪器调
零。在完成CO, H2S和CH4传感器的调零步骤后，氧
气传感器开始标定。在此过程中，屏幕上出现“    ”
和“     ”图标以及氧气传感器标定值。完成该步骤后，
屏幕显示“      ”的图标。请将仪器标定杯稳固的套在
仪器上，用一根软管将标定杯与混合气体气瓶的流量
阀相连。仪器就会开始对剩余的传感器开始标定，仪
器屏幕上的“     ”图标及传感器标定值(span)会一起
闪烁。当气体被检测时，屏幕将显示span值及“标定”
图标。到标定完成时，屏幕将持续10秒，轮换闪动
Span值和Pass/Fail的提示。传感器标定值（S-pan）
：50%~70%，处于标定在此过程传感器需要立即更
换。若Span值小于50%则标定失败。在此过程中任何
时候想要中止标定，按       键即可。

仪器标定所用气体及浓度值是固定的。您必须用含
有25µmol/mol(ppm) H2S，100µmol/mol(ppm) 
CO，2.5% Vol CH4，以及19% Vol 氧气的混合气体
气瓶，以流量0.5升/分钟标定仪器。

注意：CSA国际强制规定：标定应使用2.5% CH4气体。
注意：如果安全密码被设置，用户就不能直接标定仪器。
更多信息，请参考安全密码设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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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记录

CH4超量程

保养和维修

仪器的设计中带有一个可连续记录数据的循环式数据记录器。该记录器有
足够大的容量可保存气温以及全部四个传感器50小时的数据内容。数据保
存时间若超过50小时，记录器将重新开始记录数据，并将记录器中最早保
存的内容覆盖掉。数据保存的时间间隔为一分钟，并且用户可以通过使用
软件包和数据连接组件将记录器中的内容下载到电脑上。
您可以通过一个数据连接组件（1810-5528）从仪器上下载数据。要使
用数据连接组件，您首先必须安装软件（买数据连接组件时随附）。并请
确认给数据连接组件里装上了新电池。将该组件分别与仪器，以及您电脑
COM端口连接，点击“Connect”键创建通讯。通讯一旦建立连接后，您就
可以从界面菜单上下载或清除数据了。若要浏览数据，选择“File Open”，
若要观察图形，在电子数据表“spreadsheet”菜单中选择“Graphics”。若
要在任何时候，断开连接，点击“Disconnect”按钮，并拔下仪器即可。

任何CH4超量程情况的发生，仪器将进入CH4超量程状态。这种情况，仪
器将发出持续高报警。要清除CH4超量程，将仪器关机后重新开机。
任何CH4超量程情况发生后，都必须对传感器重新标定，以保证其测量的
准确度。

您只需要做一些常规的日常保养工作，仪器就能为您提供长年的，值得信
赖的服务。在保养仪器时，请您遵循以下准则。
清洗
必要时请用柔软而干净的布擦拭仪器外壳。千万不能使用溶剂或清洁剂之
类的东西。请确保传感器的扩散膜完整无碎片。清洗传感器窗口时，要使
用柔软干净的布或软毛刷。　
电池充电
在使用仪器前须将锂电池盒充足电。要给内置电池盒充电，请将仪器充电
器的充电导线插入仪器底部的充电端口中。该端口上有一个橡皮保护盖。
若要确定连接是否妥当，请将充电插头上箭头与仪器底部标贴上的箭头
对齐即可。电池盒应该在5小时内将完成充电。一个充满电的锂电池盒，
通常能使仪器在缓慢耗电的状态下连续工作达18小时；或者是在同时使
用SP40采样泵的情况下工作12小时。随着电池电量的减少，仪器显示屏
上，电池图标的阴影区域也随之减少。在电池还剩下10分钟的电量时，仪
器会发出有规律的提示声，提醒您该给仪器充电了。

注意：当某一传感器的气体浓度超量程时，数值“1000”将会自动记录到那个
传感器的记录内存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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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40采样泵

技术指标

SP40外置采样泵可用于CZ型多种气体测定器。SP40非独立运行的采样
泵，它需要从CZ型多种气体测定器的电池盒获取电力进行运作。采样泵是
通过仪器表面两个可关闭式螺丝与仪器连接的。SP40采样泵的流速为0.5 
SCFH (0.25 LPM)，并可以采集到50英尺远处的气体样本。如果采样泵的
流量受到限制，仪器会发出低流量报警以提醒用户。
如果出现低流量报警的状况，请查看在采样管中是否有阻塞物。如果仪器
仍持续报警，那么可能应该更换内置防尘/防水过滤器了。要更换过滤器
前，先关闭仪器电源，拆下SP40采样泵的底端管嘴，然后更换内置过滤
器。换上新过滤器后，重新把管嘴安装回到SP40采样泵上，接着打开仪
器。

注意：建议在每天使用SP40采样泵前，请检查SP40的流量报警。检查操作：用
一手指堵住SP40的进气口，并确认仪器进入流量报警，低流量报警现象为：高
报警状态（高频蜂鸣），并且屏幕上显示闪烁的扇形图标。

!

尺寸： 109mm x 62mm x 35mm
重量： 243克（不带采样泵）
 326克（带采样泵）
显示屏： 带背景灯光的视图液晶显示屏
防护等级： IP66
传感器技术指标：

工作温度： -20℃~50℃ 所有气体传感器
工作湿度： 15%~95% RH（标准）
 0~99%，非连续，非凝结
贮藏温度： 0℃~20℃
电池型号： ICP 1003450B
 供应商：能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ONE MOLI ENERGY CORP）
运行时间： 18小时（M40）：12小时（配采样泵）
 必须明确指出：以上所说运行时间适用于室温，无报警状态情况下。
工作电流： 170mA
工作电压： 3.7V
短路电路： ≤3A
最高开路电压： ≤4.2V

气体  量程 分辨率 T90
一氧化碳（CO） 0-999 µmol/mol(ppm) 1 µmol/mol(ppm) 48 秒
硫化氢（H2S） 0-100 µmol/mol(ppm) 1 µmol/mol(ppm) 30 秒
氧气（O2） 0-30% VOL 0.1% 10 秒
甲烷（CH4） 0-4% VOL 0.01% 2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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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替换零部件清单

部品号	 说明
1810-5957c SP40采样泵
1810-5528 数据连接器
1810-5478 仪器尼龙携带包
1810-5486 仪器/SP40组合携带包
1712-6327 充电器（230 VAC）
1810-5502 12 VDC自动充电器
1810-5510 6单元充电器
1710-8895 环形弹簧夹（标准型）
1709-2941 金属弹簧夹
1710-7582 皮带夹
1810-6815 仪器皮革携带包
1810-5999 仪器/SP40组合皮革携带包

M40-KIT-11111         M40/SP40 – O2，LEL，H2S，CO
M40-KIT-11101         M40/SP40 – O2，LEL，CO  
M40-KIT-11110         M40/SP40 – O2，LEL，H2S

M • CAL 401： 1单元M40标定站
 18105965-10X X=0(美国)
    =1(英国)
    =2(欧洲)
    =3(澳大利亚/中国)

M • CAL 401： 1单元M40/SP40组合标定站
 18105965-01X X=0(美国)
    =1(英国)
    =2(欧洲)
    =3(澳大利亚/中国)

M • CAL 406： 6单元配置标定站
 18105973-ABC A=# of M40 bays (0-6)
  B=# of SP40 bays (0-6)
  C=0(美国)
    =1(英国)
    =2(欧洲)
    =3(澳大利亚/中国)

附件

标定站

密闭空间气体检测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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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证

我们可以保证，英思科有限公司生产的CZ型多气体测定器，在售出仪器后
壹年内不会出现任何材料或制作工艺上的问题。

以上的质量保证包括传感器，电池，气体采样泵（SP40，可选附件）。自
运货之日起15个月内，保证不存在材料或工艺上的缺陷。

责任限制

英思科不做任何其它明确的或暗示的保质承诺，包括且不仅限于以销售或
为了满足特殊需要为目的保质承诺。

若产品不符合以上的质量保证，用户可采取的唯一补救措施以及英思科仅
有的义务（英思科唯一可采取的措施），就是更换或修理这些不符合保质
要求的产品，或者按购得该产品的原价退款。

由于销售、制造或使用本条款中所指的任何已售出产品，而引起的任何其
他特别的，偶发的或是造成后果的损害，包括利益或效用方面的损失，不
论是以合同还是以侵权行为要求索赔，包括严格侵权行为责任，英思科在
任何情况下均无须对此负责。

需明确的是，英思科的质量保证是基于以下情况：用户在购得产品后，对
所有产品都经过仔细检验并确认没有损坏；且根据自己的特别需要进行了
适当的校正；并且，严格按照如前所述的英思科产品文字材料中的说明对
使用、修理和保养产品。由非资质人员修理或保养仪器，或是使用未经认
证的耗材或备用零件而引起的任何问题，都不属于本产品的保质承诺范
围。英思科有必要指出且也是承诺保质的一个前提条件，对于任何其他精
密产品，所有使用这些产品的人员应该很熟悉产品使用说明中所指出的它
们的功用、功能及限制。

用户应承认您所购买的产品本身已决定了您购买它的目的和适合度。买卖
双方都应明确表示同意，英思科提供给用户的任何技术或是其他有关产品
使用的建议或是服务都不负有责任，而是由用户自负全责，因此，英思科
对给予用户的建议或是造成的后果均不负有义务或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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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

2010 ©英思科传感仪器有限公司

本公司保有所有权利。以上使用手册或任何其他相关内容，在不经得英思
科传感仪器有限公司的书面许可情况下不得被以任何形式抄袭、再版或复
制。另外还包括但不仅限于不得使用任何手段，如数码、电子、机械、静
电复印、光学或电磁学或其他方式，以任何形式影印、转录、转送或将其
保存于任何媒介中或是翻译成任何一种语言。

本说明材料中包含的任何信息均属保密且系所有人所有。产品文档文件中
的所有版权，商业符号，商业名称，专利及其他知识产权均为英思科传感
仪器有限公司独家享有（另有规定表述除外）。任何信息（包括但不仅限
于数据、制图、说明、文档、软件清单、信息来源或目标信息代码）在没
有获得我公司书面认可前，任何时候都不得被直接或间接地向第三方透
露。

以上包含的信息内容可以被认为是准确和可信的。本公司对用户以任何方
式或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本产品均不负有责任。任何情况下，本公司都不必
承担因使用本材料中包含的信息而导致损坏所引起的费用和花消。本信息
的修改不必事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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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小贴士

通常情况下，CZ型多种气体测定器的零点示值在下列范围内属正常读数范
围。 

CO        0~5 ppm (µmol/mol) 
CH4       0~0.10 %vol
O2         20.8~21.0 %vol 
H2S       0~2 ppm (µmol/mol) 
 
CZ型多种气体测定器的响应是非常灵敏的。由于应用环境的改变，在客户
端仪器的零点示值有可能超出上述读数范围。客户可以按照用户手册的相
关说明在洁净的空气环境中执行调零操作（注意不要执行气体标定操作）
，零点示值即可恢复到正常的读数范围内而不影响仪器的性能和使用。

如有任何疑问， 请致电英思科中国区服务热线400 820 25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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