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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证书 

 本仪器在制造完成时达到公布的标准，所有有关检测仪器和标准物质均可溯源，

且不存在任何材料和制造工艺方面的问题。 

 此保证不适用已使用过的产品和展品。 

提示 

 在本手册中可能会使用以下的提示符号。 

 警告 WARNING：提示某些不可进行的操作或事项。 

 小心 CAUTION：提示您在使用仪器时，应该谨慎的地方。 

 注意 NOTICE：提示仪器中的某些技术特点，了解其内容将有助于您更好的使用

本仪器。 

开箱验收 

在初次收到该测试仪器的时候，请按照如下所述的步骤进行验收检查。 

 从包装箱中取出仪器，查看装运期间是否发生损伤 

小心打开包装后，查看包装箱和包装材料。如果一切完好，最好保留原包装材料，以便

将来使用；如果包装材料损坏，说明仪器在装运过程中受到了外力的冲击，最好维持原状并

通知货运公司，以便货运公司查看。然后按照说明书的操作规程进行操作检查，根据仪器损

伤的情况向货运公司或承运人提出赔偿要求，同时通知本公司或其授权代理商以安排检修。 

 检查所有随机附件和资料 

根据我们签订的销售合同或协议，检查随机附件和资料。如果随机附件和资料不完整，

请与本公司或其授权代理商联系，并同时出具随机的包装发货清单和我们的装修清单，我们

将根据实际情况，在最短的时间内为您服务。 

 检查随机 AC/DC适配器标注的交流工作电压是否符合当地的电源电压 

由于本仪器属于直流供电手持式仪器，需要通过 AC/DC适配器与交流电源连接，从而实

现为仪器持续供电或充电，故不匹配的供电电压会造成 AC/DC适配器和仪器的损坏，需仔细

察看当地的电压额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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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要求 

 若仪器需要外接 AC/DC 适配器进行工作，在接通仪器的电源开关以前，应确认其

外接的电源电压是否符合仪器的使用要求，避免因插入不符合要求的电源电压而

造成的仪器损坏。 

警告： 

 由于系统设备和仪器内部有多处电路接头，触及它们有可能造成人身伤害或仪器

的损坏。 

 所以只有经过专业维修培训的人员才能去掉仪器的外壳维护仪器。 

环境要求 

       本仪器针对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物进行粒子数目和质量浓度计算。为了避免可能发生

的事故对仪器造成的损害，请不要在下述环境中使用仪器。 

 在富含可燃、可爆、易燃、易爆的气体环境下 

 在含有易腐蚀性、放射性气体的环境下 

 在含有大量雾气、水气、粒子的环境下 

 环境条件超过了仪器所规定的温度和湿度范围 

技术支持与服务 

 用户购买仪器后的一年之内，提出的非功能性软件更改，本公司免费为其编制和升级。

一年之后的软件更改和维护，被视为有偿服务，只收取编制人员的工人费和出差费用。

对用户的特殊应求，赛纳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还提供技术支持，为这些应用的自动测试

编制特殊的应用软件（只收取很少的费用）。此外应用工程师还可以随时解答操者的问

题或软件使用方面的技术支持。 

 同时，我们还将长期为您提供仪器的校准服务。在仪器的有效保修期内，校准服务是免

费的，在此之后的校准，需收取一定费用。 

注意：本仪器要求每年必须进行一次校准，当需要校准时请直接与供应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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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技术指标 

 检测范围：测量粉尘浓度 ug/m
3
   PM2.5、PM10 

测量粒子数浓度/L    0.3μ m、2.5μ m 

 光源：激光二极管 

 流量：600ml/min 

 采样时间：60秒 

 测量数据存储：1组 

 电源：Li-ion锂离子电池（7.4v/1200mA） 

或 AC/DC适配器（AC输入：100~240V，50/60Hz，DC 输出：9V，1.5A） 

 电池工作时间：连续工作时间约为 3小时 

 外形尺寸：93（W）×180（H）×46（D）mm 

 重量：约 600g（含电池） 

 环境条件：工作环境：-5~45℃，＜90%RH（无凝露） 

                 储藏环境：-20~50℃，,90%RH（无凝露） 

 标准附件：AC/DC 适配器，温、湿度传感器，便携式保护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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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操作指南 

2.1界面信息 

2.1.1前面板 

 

图 1  仪器前面板 

 空气进气口：采集被测空气。仪器准备工作时，应保持其畅通； 

 显示屏：直接显示数据，了解仪器工作状态； 

 电源开关：打开/关闭仪器电源； 

 控制面板：控制仪器的工作状态，详细内容见“控制面板” 

 温湿度传感器：测试当前环境的温度和湿度。 

 

 

温湿度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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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底部面板 

 

图 2 仪器底板 

 POWER电源插口：用于连接 AC-DC电源适配器。 

 充电指示灯：在给仪器充电时，指示灯显红色；大约 5小时左右可完成充电，充电完成时，指

示灯显绿色。 

2.2 控制面板 

用户可操作接口，即控制面板，由“ ”、“RUN/STOP”(启动/停止）、“ENTER”（确

定）、”BACK”（返回）、“ ”、“ ”共六个键组成。 

 

图 3 操作键 

 电源键“ ”：长按此键约两秒钟时间开机。开机后，长按此键仪器将关机。当仪器 8分钟

没有进行操作或测量时，仪器将自动关机。 

 “RUN/STOP”键：用于启动和停止测量。 

 “ ”、“ ”键：作用是通过上下移动光标选择相应的页面后者选项。 

 “ENTER”键：确认当前的操作或修改的参数。 

 “BACK”键：返回到上一菜单。 

*  各键具体有效使用范围，详见工作页面 

电源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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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工作页面 

   2.3.1 开机页面 

 开机后中英文页面，如下图所示： 

 

图 4 开机页面 

 在此界面可以通过“ ”、“ ”选择“中文/English”界面，被选中的如上图所

示，然后按“ENTER”键进入。 

2.3.2 功能选择页面，如下图所示： 

 

图 5  功能选择页面 

 在此界面可以通过“ ”、“ ”选择“测量/浏览”界面，被选中的如上图箭头指

示，然后按“ENTER”键进入。 

 当箭头指向系统时间，按“ENTER”键进入编辑状态，可以修改系统时 

间。 

 用户可根据具体情况修改年、月、日、时、分、秒，修改方法说明如下： 

 “ ”、“ ”：选择要修改的项，即年、月、日、时、分、秒； 

 “BACK”键：退出修改并返回到上一界面； 

 “ENTER”键：确认要修改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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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量显示（ ）：显示当前的电量，一格 25%、二格 50%、三格 75%、四格 100%。当电池电

量为空时表示电量太低，同时发出电池电量低的警告声音，这时应该立即充电。报警几秒后，

仪器自动关机。 

2.3.3 测量页面 

 在开机页面，功能选择箭头默认指向测量，按“ENTER”进入测量界面，默认“采样：前”界面

为/L，通过上下键切换选择“ug/m3”测量界面。（如图 6、7所示） 

 加装温湿度传感器，系统显示当前测量温度“T”,湿度“RH”,未加装温湿度传感器，系统显示

当前测量温度“--”湿度“--”。（如图 8、9 所示） 

            

图 6 默认/L                                                        图 7 ug/m3 

 

图 8 默认/L                                                         图 9 ug/m3 

 “RUN/STOP”:选择空气净化机进风口前，按此键启动 60s采样前颗粒物数据后，测量页面自动

跳转到“采样：后”，选择空气净化机出风口，再次再次按动此键启动 60s采样后颗粒物数

据，仪器自动计算保存净化效率。如需重复测量，仪器自动跳转到“采样：前”，启动此按

键。（如图 10） 

 模式切换：通过“ ”、“ ”切换“/L”与“ug/m3”界面。（如图 10 所示） 

 “BACK”键：按此键返回功能选择页面。 

注意：“采样：前”和“采样：后”的时间必须采样 60s 后，才会自动保存净化效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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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样：前”的颗粒物数值必须大于净化后“采样：后”的数值，仪器才会自动保存净

化效率，否则无效率输出。 

 

图 10  测量页面模式切换 

 测量参数：出厂时两个通道设置为 PM2.5、PM10、0.3μ m、2.5μ m 四种粒径。 

 采样计时：60秒。 

 时间：显示当前的日期和时间，显示格式为年/月/日   小时/分/秒。 

2.3.3.1在测量页面里有效按键的操作说明如下： 

 “ ”键：在未启动测量时，长按此键打开或关闭仪器。 

 “RUN/STOP”：按此键启动测量，在测量进行时再按此键停止测量。 

 “ENTER”“BACK”键：测量过程中，按此键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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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浏览页面 

 在选择页面按“ ”、“ ”键选择浏览，并按“ENTER”键进入浏览页面，该页面显示最

近测试的一组历史记录。 

 模式切换：通过“ ”、“ ”键切换“/L”与“ug/m3”界面，（如图 11所示） 

 

图 11    浏览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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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随机附件的安装与使用说明 

 AC-DC适配器：AC 输入：100~240V交流电；DC 输出：9V/1.5A 直流电，与底部面板的 POWER 口

相接，实现给 Li-ion 锂离子聚合物电池充电。 

 小心： 

 为了避免极性错误而导致仪器损坏，请务必使用随机配套 AC-DC适配器； 

 本仪器所用充电电池为 Li-ion电池，建议您在电力用完后再进行充电； 

 在充电或使用过程中，若发现仪器的机壳过热，请立即停止使用，并与供货商取得联系。 

 注意： 

在使用 AC-DC适配器对电池充电过程中，为确保测量结果的准确性，请不要在充电的同时进行测

量。建议您在正常测量的过程中，使用仪器内部的电池进行供电。 

 温、湿度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凹口）通过主机外接底座（凸口） 

 

图 12  温、湿度传感器示意图 

安装时，把上图所示的凹凸口位置对准，再按红色箭头方向所示，用里往下按温、湿度主体即可，

切勿旋转，如下图： 

 

 

 

 

 

图 13  温、湿度传感器安装及拆卸图 

拆卸时，用手握住表面带有波纹状的锁扣，再按红色箭头方向所示，往上用力，即可拔出，切勿旋

转，如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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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修条款 

 仪器硬件设备（不包括其他供应商的仪器设备）售出后保修一年，保修期从销售之日算起。保修

时，深圳市赛纳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必要的调校或检验工作。经核准检验合格后才装箱，发

还给用户。 

 用户的职责是：按照说明书来使用仪器，若需要维修，请送往深圳市赛纳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或

协商后在使用现场解决。 

 在保修期内，一切非人为使用不当造成的故障，由我司免费维修。 

 保修只限于本仪器硬件设备，不涉及因使用不当而导致其它设备、人身及财产的损失。 

 对于不正确的使用或不充分的维护（包括用户附加的软件或接口），用户自行拆机， 

深圳市赛纳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将不予保修。在保修期内，校验、维修服务、咨询是免费的。保修

期后将收取适当的材料及人工成本费用。 

下列各项不属于保修范围： 

 由于外接非系统设备所要求额定电压值的交流或直流电源，形成过度线路电压而造成系统设备

的损坏。 

 由于机械外力（撞击、跌落等）造成面板、显示屏、开关、装置及机壳的变形损坏并涉及到内

部器件和组件的故障。 

 擅自拆开仪器设备所造成的损坏。 

 其他供应商制造的独立仪器附件和用户需额外付款订购的选项。 

 由于仪器工作于系统环境技术规范之外的状态下面造成的损坏。 

 用户自行修改系统软件造成仪器不能正常运行。 

 用户未到指定的授权机构进行校准、维修所造成仪器不能正常运行。 

四、联系方式： 

售后服务：Tel:（0755）83173768  18923899256（微信同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