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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手册中所提供的信息是准确可靠的。英世智博不承担使用这些信息的后果或者任何侵权
行为以及被第三方使用的责任，除英世智博的许可权外，没有其他方式赋予任何许可。 本
公司保留内容更改的权利，如有改动，恕不另行通知。  

提示 

只有了解本使用说明书，才能保证仪器得到正确的使用。请您在安放和使用该仪器前，
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的全部章节。 使用说明书中所显示的数值均是示例，操作过程中以实
际情况为准。  

安全提示 

 本分析仪不可在有爆炸危险性的场合使用。 

 本分析仪的调试、操作和维护应由专人负责。  

 在打开分析仪机壳之前，必须断开电源。  

 本分析仪在工作过程当中，应尽量远离大功率电缆、大功率继电器等电磁干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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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产品名称 TY-9000-M 二氧化碳分析仪 

产品型号 TY-9000-M 

购买日期  

序列号  

2 产品描述 

2.1 分析仪概述 

TY-9000-M 二氧化碳红外分析仪采用高精度红外传感器，运用成熟的微机处理技术，开
发的新型高稳定、高精度、长寿命的红外气体分析仪。 

2.2 仪器测量范围 

 0-1000ppm、0-30%、0-100%（可选） 

2.3 行业应用 

 工业控制，如工业烟气排放监控 

 石油勘探，化工气体成分分析 

 空气质量监测 

 垃圾填埋场、污水处理厂、气体含量监测 

 工业过程控制 

感谢您使用 TY-9000-M 二氧化碳分析仪。英世智博公司用心的设计和制造了这款
使用简单，灵敏度高和耗费低的测量仪器给您，只需要很少的关注和维护，就能给您提
供数年可靠的和放心的运行效果。这份是分析仪的操作手册。我们希望您能在获得此
手册的第一时间填写下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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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仪器结构 

 

图_1:前面板 

 

图_2:后面板 

 

A显示屏 

B按键区 

C流量计 

D流量调节 

F出气接口 

E进气接口 G电源开关 

H接线端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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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接线端子说明 

 

 

2.6 储存要求 

 分析仪应包装完好后，存放在温度为-5～50℃，相对湿度不大于 90%RH（25℃）库房内，
存放位置应少尘、无烟、无水汽且周围无酸性、碱性等腐蚀性气体。仪表箱体小心轻放，切
勿重压。 

 

2.7 安全要求 

 在安装和使用本仪器前，请首先阅读安全要求，并严格遵守安全要求的所有条款。 

 本仪器属于非防爆型电器设备，禁止在所有爆炸危险的场所使用或用于测量爆炸性气体。 

 需要打开仪器机箱时，必须先切断电源。 

 有现象表明仪器工作不正常时，请立即关闭仪器并与生产商联系。 

 禁止拆下、更换或添加仪器内部的任何部件，除非在生产商技术指导下进行。 

 只有生产商技术人员才能打开仪器进行带电操作。 

 禁止任何液态物质进入仪器或气路内，如果有液态物质进入，请马上关闭电源，切断气
路并联系生产商进行修理。 

  

注意：仪器的接线端子位于后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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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说明 

3.1 操作界面 

A. 主界面 

 

B. 按键说明 

 

右箭头，光标循环右移； 

上箭头，光标上移； 

返回键； 

下箭头，光标下移； 

确认/菜单键； 

3.2 基本操作说明 

A. 开机 

  接通电源后进入初始化界面。等待 1 分钟后进入测量模式，建议预热 3~5 分钟以便
仪器达到最佳测量状态。 

 

  

浓度数值 

测量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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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参数恢复出厂 

  在“主界面”长按  键进入菜单页，按  或  选择“参数恢复出厂”单击  
键进入参数恢复出厂设置界面。 

 

  按  键确认恢复并返回“主界面”，需重启仪器后设备恢复出厂设置；按  键
不保存操作并返回至”主界面”。 

 

C. 测量参数标定 

 

  在”主界面”长按  键进入菜单页，按  或  选择“测量参数 1 标定”单击 
 键进入测量参数 1 标定设置界面。 

 

 

  按  选择需要修改的位置，按  或  调整数值大小，修改的数值应于仪

器正在通入的标准气浓度一致，按  键保存设置，会进入 10 秒倒计时。 

注意：参数恢复出厂设置功能需在厂家指引下操作。 

提示：分析仪在出厂之前已经进行了标定(校准）工作，用户可直接正常使用。如用户

需要进行校准，为保证满量程内的精度需要，请按照以下方法进行操作,示例以“测量参
数 1 标定为例” ※详细标定说明可参见第 11 页“标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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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计时结束，按  键退出至”主界面”，如果此时按  键将不保存设置并返
回至”主界面”。其他测量参数点标定只需在菜单中选择对应的标定点，操作同此步骤。 

D. 测量偏移值设置 

  在”主界面”长按   键进入菜单页，按   或   选择“测量偏移值设置”单击 
 键进入测量偏移值设置界面。 

 

 

  按  选择需要修改的位置，按  或  调整数值大小，正偏移首位为“0” 负

偏移首位为“1”。按  键保存设置并返回至”主界面”，如果按  键将不保存设置并返回
至”主界面”。 

E. 报警设置 

  在”主界面”长按  键进入菜单页，按  或  选择“上限报警设置”单击  
键进入下限报警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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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选择需要修改的位置，按  或  调整需要的报警数值大小。按  

键保存设置并返回至”主界面”，如果按  键将不保存设置并返回至”主界面”。 

  下限报警设置，需菜单中选择对应的“下限报警设置”，操作步骤同“上限报警设置”。 

 

F. 4-20mA 输出校准 

  本设备提供 4-20mA 校准功能，在”主界面”长按  键进入菜单页，按  或  
选择“4mA 校准”单击  键进入 4mA 输出校准界面。 

 

 

  此时用仪表读取 4-20mA 输出数值（※详情参见第 6 页”接线端子说明“），设置屏幕
显示数值可以调节 4mA 输出，如果 4mA 稳定输出数值准确，调节完毕。 

  按  选择需要修改的位置，按  或  调整需要的数值大小。按  键保

存设置并返回至”主界面”，如果按  键将不保存设置并返回至”主界面”。 

  20mA 校准，需菜单中选择对应的“20mA 校准”，校准方式同“4mA 校准”。 

  

提示： 

 设置上、下限报警后，如果测量数值大于或小于上、下限报警数值，会启动蜂鸣器
鸣叫。 

 默认设置上限报警为 99.99%、下限报警为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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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标定说明 

 

 

  在使用过程中随着传感器老化出现示值偏移，需要校准，原则上须使用两种在量程
范围内不同浓度且具有一定浓度差异的标准气体进行校准，具体标定步骤如下： 

I) 在仪器开机完成预热后，通入量程范围内低浓度标准气，推荐浓度在 20%-25%左右（可
使用空气），流量控制在 200ml/min，持续 3~5 分钟后，进入测量参数 1 标定菜单中，
设置与标准气浓度一致的数值，按  键保存并返回”主界面”，查看”主界面”数据是否
与标准气数值一致。即可完成测量参数 1 标定。 

II) 通入量程范围内高浓度标准气，推荐浓度在 80%-90%左右，流量控制在 200ml/min，持
续 3~5 分钟后，进入测量参数 2 标定菜单中，设置与标准气浓度一致的数值，按  
键保存并返回”主界面”，查看”主界面”数据是否与标准气数值一致。即可完成测量参数

2 标定。 

5 通讯协议 

 

 

5.1 寄存器地址定义 

 0x0001：气体含量地址（返回数值为实际测量的 100 倍，如果量程为 ppm 则读取数值
为实际测量数值）。 

注意：本操作手册只介绍可修改且使用者有可能会修改的参数，其他未介绍的内容均为

不可修改或修改后会导致系统不稳定参数。 

 

提示：仪器在出厂时已经完成了两点标定，分别为测量参数 1~2 标定，浓度由低至高，

在收到仪器后无需再次标定。※详细标定操作可参见第 8 页“测量参数标定” 

通讯方式（选配）：采用半双工 RS485 的通讯方式（选配）。默认的通讯设置为 9600bps，

8 位数据位，1 位停止位，无校验位。 

 

通讯协议：支持标准 modbus 的 RTU 协议中的功能码 03H（读单独寄存器数据）。每个

寄存器存储长度为双字节，寄存器地址也为双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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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功能码定义 

 0x03：读寄存器数据指令 

描述：读取二进制的保持寄存器数据，地址类型为双字节。 

5.3 样例 

A. 主站请求： 01 03 00 01 00 01 D5 CA 

 主站向仪表发出 0x03 读命令，读取 0x0001地址的寄存器数据。 

Slave Address 01 

Function 03 

Starting Address Hi xx 

Starting Address Lo xx 

Number of Points Hi 00 

Number of Points Lo 01 

CRC16 Lo xx 

CRC16 Hi xx 

B. 子站应答：01 03 02 00 FF F8 04 

  子站返回数据中，Byte Count 字节的内容指数据的长度，每个寄存器地址由两个字
节组成，第一个字节包含 Data Hi 信息，第二个字节包含 Data Lo 信息。 

Slave Address 01 

Function 03 

Byte Count 02 

Data Hi  xx 

Data Lo  xx 

CRC16 Lo xx 

CRC16 Hi xx 

  表示：当前的测量值= (0x00FF)255/ 10 =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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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保修 

保修期：尊照合约。  

保修内容：在正常使用中所有仪器材料和工艺上的缺点都属于保修内容，但是保修仪

器上的铭牌不能丢失或撕毁。  

非保修范围：  

 自然磨损  

 产品不按规定使用  

 无视本使用说明书规定  

 撕毁分析仪机身的铭牌  

 产品的安放、 搬运、 操作和维护违反说明书操作规程  

 操作产品时缺乏有效的保护措施  

 擅自改变产品的功能和技术性能  

 未经制造商允许，拆开部件装进其它辅助仪器  

 违反操作 

7 维护保养 

7.1 设备维护 

 对仪器的日常维护非常重要，它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仪器的使用寿命。 在清洁仪器的外
观时，仪器必须是断电状态。 用清水润湿的软布轻轻擦拭外表面，切忌使用有机溶剂或化
学洗涤剂清洗仪器。 

7.2 传感器维护 

 本设备中使用的传感器均不可私拆维护，在使用过程中应避免气体中含有可燃性，易燃
性，腐蚀性成分，针对颗粒物传感器的保护通入气体中避免含有大颗粒，絮状物成分。所有
参数均要工作在量程范围内，避免传感器超量程使用，造成传感器中毒失去测量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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