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Australia New Meter(HongKong)Co.,LTD

便携式气体检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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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书



    EM-4型便携式多参数检测报警仪适用于煤矿井下及各种作业环境中可燃气体(EX) 、一氧化碳(CO) 、
氧气（O2）及硫化氢（H 2S）气体浓度的测定和报警。检测现场中气体浓度，并可进行声光报警。具有
操作简单明了、体积小、携带方便、精度高、价格便宜等特点。

    仪器对于一氧化碳（CO）、氧气（O2）及硫化氢（H2S）气体测量采用电化学传感器，其结构由电解
液中的三个电极构成（见图1）。

仪器对于可燃气（EX）甲烷（CH4）气体测量采用催化燃烧原理。
Figure  1. Simplified diagram of a sensor and potentiostat circuit

1．一氧化碳（CO）、氧气（O2）及硫化氢（H2S）气体测量原理：
     工作电极的工作信号经过U2转化为电压信号，电路同时保持工作电极的电压处

 于其偏压之下，线路中运放U1在对电极产生一电压信号，该信号与工作电极电
 流信号一致。同时恒电位电路使工作电极与参考电极之间保持一恒定的电位差。

2．可燃气（EX）甲烷（CH4）气体测量采用催化燃烧原理：
    检测仪采用热催化型高性能传感器组成惠斯顿电桥，测量臂由载件催化元件（俗称黑元件）和纯载元件
(俗称白元件)  组成，辅助臂由金属膜电阻和电位器组成，稳压电路为电桥提供稳定的电压：在新鲜空气中
桥路处于平衡状态，在被测气体中，甲烷在黑元件表面发生催化反映（无焰燃烧），使黑元件温度增高，此
电阻增大，桥路失去平衡，从而输出一个电位差该电位差在一定范围内，其大小与甲烷的浓度成正比。
信号进入微处理器经过内部A/D转换、数据处理、滤波之后由单片计算机进行数字信号处理，然后通过液
晶显示器将被测甲烷的浓度显示出来，并给出声光报警。

测试气体 可燃气（EX）、甲烷（CH4）、一氧化碳（CO）、氧气（O2）及硫化氢（H2S）

测定原理 定电位电解方式（CO、O2、H2S）     催化燃烧原理（CH4）

测试范围 EX:0～100%LEL    CH4:0～4.00%CH4   CO:(0～1000)×10
-6    O2 :0～30.0%vol       H2S:(0～1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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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精度
CH4 :<1.00%CH4 :±0.1%CH4    1.00～3.00%CH4 : ±10%真值       1.00～3.00%CH4 :±0.3%CH4  
CO:(0～100)×10-6 :±(1.5+2.0) %真值 (100～500)×10 -6 :±4%真值 (500～1000)×10-6  值真%01±: 
O2:±3%FS  H2S:±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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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设定值 四种气体全量程之内均可设置报警点

报警精度 ±10%（设定值）

重复性 相对标准偏差小于2%

报警声级强度   > 75db(距蜂鸣器1米远处)
报警光能见度 > 20米（黑暗中）

响应时间 < 60秒（流量200ml/min）

工作温度范围 0 ～40 ℃

相对湿度 ≤98%
传感器使用寿命 > 2年

仪器连续工作时间 > 10小时（非报警状态）

外形尺寸/重量 110mm×60mm×25mm/200克

电池型号 可充电锂电池一节

最高开路电压 4.3伏
额定工作电压 3.6伏

仪器报警工作电流 < 160mA

仪器工作电流 < 100mA（无报警时）



4.1仪器结构图： 4.2 仪器按键说明
     4.2.1仪器共有四个按键说明如下：
     仪器按键说明：

 符 号    按键名称 按键功能

   开关键  ①关机时长按此键开机；②开机时长按此键关机

OK    功能键

①开机检测状态时长按此键进入报警点设置状态；
  ②报警点设置状态按此键进入下一路设定；
  ③报警点设置状态长按此键存储报警点并进入下一路设定；
  ④校准状态按此键进入下一路校准；                         
  ⑤校准状态长按此键则该路设置零点并进入通气等待；
  ⑥校准状态通气完毕长按此键存储校准值

   上箭头∧

∨

①报警点设置状态和校准状态下按此键增大相应一路数值；
  ②开机检测状态时同时按此键及下箭头“∨”进入校准状态

   下箭头 ①报警点设置状态和校准状态下按此键减小相应一路数值；  
  ②开机检测状态时同时按此键及上箭头“∧”进入校准状态；①

①

②

②

④

④

③

③

⑤

⑤
⑥

⑥

⑨

⑨

⑦

⑦

⑧

⑧

开/关机键 功能键

左右箭头键

液晶显示屏

气体检测头

充电插孔

蜂鸣器

闪光报警灯

标气帽固定孔



4.2.2 开机
    1. 关机时长按开关键开机，开机后液晶屏幕同时显示可燃气（LEL）、一氧化碳（CO）、氧气（O2）及硫化氢  
      (H2S)  报警点值约5秒钟；显示报警点完毕仪器进入自检状态，屏幕显示倒计时30秒；自检完毕仪器    
      进入检测状态，此时液晶屏幕同时显示环境中甲烷（CH4）、 一氧化碳（CO）、氧气（O2） 及硫化氢
      (H2S)  气体浓度，在液晶左上角显示电池电量；当剩下一个方块“▊”时，电池电量不足，需充电。   
    2.开机自检回复正常状态背光灯已点亮，背光灯消耗电量很大，按开/关机键约1秒钟即刻关掉背光
      灯，若需点亮背光灯，再同样按开/关机键约1秒钟即刻点亮，若按住开/关机键时常大于3秒钟会导致
      进入关机模式；
4.3 仪器充电
    仪器左上方电池符号显示电池电量的充足情况，三个方块“▊▊▊”表示电量充足，当剩下一个方块
    “▊”时，电池电量不足，需充电。充电时请将仪器放置于安全场所进行；
    1.将仪器关机；
    2.将充电器电源插头插入交流电源，交流电源要求为AC220V  50Hz；此时充电器指示灯亮，为绿色；
    3.将充电器充电插头插入仪器充电座；
    4.此时充电器指示等变为红色，表示充电状态；
    5.当充电器指示等变为绿色时，表示已经充满。整个充电过程约需3～4小时
4.4 报警点设置
　　仪器在出厂时，遵照工业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报警点设置为 ：
　　　　EX：1.00%LEL         CH4：1.00%CH4        CO：2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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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2：19.5%vol  　　H2S: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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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如果需要要改变上述数值，重新设置报警点，操作如下：

　 a．在仪器正常工作状态下长按功能键“OK”，约3~4秒；
　 b．仪器显示画面改变，显示四路的报警点值，右上脚出现“报警点”字样，同时甲烷下标闪烁；
　 c．此时可以通过上下箭头键修改甲烷报警点，修改到希望的数值，长按功能键“OK”，约3~4秒钟
      则所修改数据被存储，跳到下一路下标闪烁；如果短按功能键“OK”，那么新修改的报警点值不存储。
　 d. 通过上述操作可以改变任意一路报警点值，但请注意如果不想修改原报警点值时，就短按一下“OK”　　              
　 键过到下一路，要存储报警点值必须长按“OK”直到下一路闪烁。
4．5仪器的校准
　  1．在仪器正常检测状态下，同时按下上箭头“∧”及下箭头“∨”仪器进入校准状态；
　  2．此时仪器甲烷下标闪烁，可对甲烷进行校准：
       A.长按功能键“OK”仪器调零完毕并自动进入通气状态，该路显示“- - -”，此时可以通入甲烷标       
       准气体（进入通气状态之前请不要通气！），仪器将自动进行比较，并判断气体是否达到 稳定的 
       状态，该过程大约需要数十秒到一分钟，当气体达到稳定状态时，显示屏幕符号“- - -”将变为显
       示值；
       B.用上下箭头调节该显示值，使该显示值与标准气体的浓度一致；
       C.长按功能键“OK”仪器将存储该校准结果，该路校准完毕，仪器自动进入下一路的校准，下一
       路的下标开始闪烁；
       D.同样步骤可以实现对于一氧化碳、氧气、硫化氢的校准；
       E.仪器在进入校准状态之后，如果不通气或没有其它操作，五分钟后仪器将自动回到检测状态；
       如果某一路不需校准，短按功能键“OK”可以跳过该路，进入下一路校准。

校准注意：

A．校准用标准气体必须采用由国家计量部门认定的生产单位出厂的标准气体，
    其浓度应在下述范围：
    CH4：(2.00%±1.00%)CH4
    CO： (500±100) ×10-6
    O2： (20.0%±10.0%)vol
    要求不十分严格时氧气的校准可以采用清洁空气（20.9%vol）作为标准气体进行；
    H2S：(50±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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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准用标准气体应在仪器量程一半的浓度值为佳，请不要采用相对量程过小的气体浓度进行校准；
B．校准请使用专用仪器校准罩，流量设置通常为200ml/min，空放半分钟使气体流速稳定，将仪器校   
   准罩罩于仪器传感器前端，并拧紧校准罩固定旋扭。
C．仪器的建议校准（标定）周期为3个月。
D．仪器必须每路单独校准，不能用混合气体同时校准。

五、仪器的维护与修理
    该仪器结构紧凑，防水防尘性能比较好。在日常使用中，同时显示环境中四种气体浓度，并指示电池电量。
    仪器操作十分简单而且方便，在使用中应注意下列事项：
    1.仪器为精密仪器，不得随便拆卸和重碰、重压、以免损失或影响测量精度。
    2.请避免仪器在阳光下暴晒及侵水。
    3.仪器充电时请使用专用的充电器；
    4.仪器应由专门人员或机构进行检修，检修时，请不要更改原电路零部件（包括电池在内）的型号、  
      规定、参数。
    5.请勿用手挤压液晶屏幕；　



故        障 原        因   措        施

测试不准
 1.仪器长期未校准
  2.传感器老化失效

校准仪器
  更换传感器

不报警
1.报警点设置不正确
  2.电路故障

重新设置报警点
  送回厂家修理

对被测气体无反应
1.传感器连线脱落
  2.电路故障

检查传感器连线
  送回厂家修理

显示负号
1.仪器自检
  2.电池电压不足

正常
  充电

不充电
1.充电器故障
  2.仪器故障

更换充电器进行充电
  送回厂家修理

 仪器工作时间不足
1.充电器故障
  2.仪器故障

更换充电器进行充电
  送回厂家修理

4.2.2 开机
    1. 关机时长按开关键开机，开机后液晶屏幕同时显示可燃气（LEL）、一氧化碳（CO）、氧气（O2）及硫化氢  
      (H2S)  报警点值约5秒钟；显示报警点完毕仪器进入自检状态，屏幕显示倒计时30秒；自检完毕仪器    
      进入检测状态，此时液晶屏幕同时显示环境中甲烷（CH4）、 一氧化碳（CO）、氧气（O2） 及硫化氢
      (H2S)  气体浓度，在液晶左上角显示电池电量；当剩下一个方块“▊”时，电池电量不足，需充电。   
    2.开机自检回复正常状态背光灯已点亮，背光灯消耗电量很大，按开/关机键约1秒钟即刻关掉背光
      灯，若需点亮背光灯，再同样按开/关机键约1秒钟即刻点亮，若按住开/关机键时常大于3秒钟会导致
      进入关机模式；
4.3 仪器充电
    仪器左上方电池符号显示电池电量的充足情况，三个方块“▊▊▊”表示电量充足，当剩下一个方块
    “▊”时，电池电量不足，需充电。充电时请将仪器放置于安全场所进行；
    1.将仪器关机；
    2.将充电器电源插头插入交流电源，交流电源要求为AC220V  50Hz；此时充电器指示灯亮，为绿色；
    3.将充电器充电插头插入仪器充电座；
    4.此时充电器指示等变为红色，表示充电状态；
    5.当充电器指示等变为绿色时，表示已经充满。整个充电过程约需3～4小时
4.4 报警点设置
　　仪器在出厂时，遵照工业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报警点设置为 ：
　　　　EX：1.00%LEL         CH4：1.00%CH4        CO：2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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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2：19.5%vol  　　H2S: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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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如果需要要改变上述数值，重新设置报警点，操作如下：

　 a．在仪器正常工作状态下长按功能键“OK”，约3~4秒；
　 b．仪器显示画面改变，显示四路的报警点值，右上脚出现“报警点”字样，同时甲烷下标闪烁；
　 c．此时可以通过上下箭头键修改甲烷报警点，修改到希望的数值，长按功能键“OK”，约3~4秒钟
      则所修改数据被存储，跳到下一路下标闪烁；如果短按功能键“OK”，那么新修改的报警点值不存储。
　 d. 通过上述操作可以改变任意一路报警点值，但请注意如果不想修改原报警点值时，就短按一下“OK”　　              
　 键过到下一路，要存储报警点值必须长按“OK”直到下一路闪烁。
4．5仪器的校准
　  1．在仪器正常检测状态下，同时按下上箭头“∧”及下箭头“∨”仪器进入校准状态；
　  2．此时仪器甲烷下标闪烁，可对甲烷进行校准：
       A.长按功能键“OK”仪器调零完毕并自动进入通气状态，该路显示“- - -”，此时可以通入甲烷标       
       准气体（进入通气状态之前请不要通气！），仪器将自动进行比较，并判断气体是否达到 稳定的 
       状态，该过程大约需要数十秒到一分钟，当气体达到稳定状态时，显示屏幕符号“- - -”将变为显
       示值；
       B.用上下箭头调节该显示值，使该显示值与标准气体的浓度一致；
       C.长按功能键“OK”仪器将存储该校准结果，该路校准完毕，仪器自动进入下一路的校准，下一
       路的下标开始闪烁；
       D.同样步骤可以实现对于一氧化碳、氧气、硫化氢的校准；
       E.仪器在进入校准状态之后，如果不通气或没有其它操作，五分钟后仪器将自动回到检测状态；
       如果某一路不需校准，短按功能键“OK”可以跳过该路，进入下一路校准。

校准注意：

A．校准用标准气体必须采用由国家计量部门认定的生产单位出厂的标准气体，
    其浓度应在下述范围：
    CH4：(2.00%±1.00%)CH4
    CO： (500±100) ×10-6
    O2： (20.0%±10.0%)vol
    要求不十分严格时氧气的校准可以采用清洁空气（20.9%vol）作为标准气体进行；
    H2S：(50±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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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准用标准气体应在仪器量程一半的浓度值为佳，请不要采用相对量程过小的气体浓度进行校准；
B．校准请使用专用仪器校准罩，流量设置通常为200ml/min，空放半分钟使气体流速稳定，将仪器校   
   准罩罩于仪器传感器前端，并拧紧校准罩固定旋扭。
C．仪器的建议校准（标定）周期为3个月。
D．仪器必须每路单独校准，不能用混合气体同时校准。

五、仪器的维护与修理
    该仪器结构紧凑，防水防尘性能比较好。在日常使用中，同时显示环境中四种气体浓度，并指示电池电量。
    仪器操作十分简单而且方便，在使用中应注意下列事项：
    1.仪器为精密仪器，不得随便拆卸和重碰、重压、以免损失或影响测量精度。
    2.请避免仪器在阳光下暴晒及侵水。
    3.仪器充电时请使用专用的充电器；
    4.仪器应由专门人员或机构进行检修，检修时，请不要更改原电路零部件（包括电池在内）的型号、  
      规定、参数。
    5.请勿用手挤压液晶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