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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产品简介

1.1产品概述

VMS-MG41-CO2是我司针对含有二氧化碳气体的环境研发的一款本安型气

体检测仪，该检测仪采用自然扩散方式检测气体，采用 NDIR红外传感器，具有

极好的灵敏度和出色的重复性。产品可储存检测数据高达 10万条，配合软件可

随时查看历史数据。

产品使用和维护方便，满足工业现场安全监测对设备高可靠性的要求，外壳

采用高强度工程塑料，复合防滑橡胶制成，强度高，手感好，并且防水、防尘。

本检测仪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环保、冶金、炼化、燃气输配、生化医药、

农业等行业。

1.2功能特点

 产品采用 NDIR式传感器，具有极好的灵敏度和重复性

 高清彩屏设计，方便查看气体状态

 可设置高低限报警值

 全功能自测试，产品采用声光震动三级报警

 快捷键快速开启关闭声音报警以及储存模式

 储存数据最高 10万条，配合软件随时查看历史数据

 大容量电池，常亮模式下，设备可持续使用至少 8小时

1.3主要参数

检测气体 二氧化碳（CO2）

检测量程 0~5000ppm

分辨率 1ppm

重复性 ≤2%

精度 ±(40ppm+ 3%FS) (25℃)

稳定性 ≤2%FS

响应时间 扩散式≤60S

绝缘电阻 ≥20MΩ

报警功能 声、光、震动

工作环境： 温度-10℃-50℃；湿度<95%RH无结露

工作电压： DC3.7V (锂电池容量 3000mAh)

充电时间： 6h - 8h

待机时间： 大于 24h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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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尺寸：

设备尺寸图

1.4系统框架图

当系统需要接入一个模拟量版本传感器时，您只需要给设备供电，同时将模

拟量输出线接入单片机或者 PLC的 DI接口，同时根据后文的换算关系编写相应

的采集程序即可。

当系统需要接入多个模拟量版本传感器时，需要分别将每一个传感器接入每

一个不同的单片机模拟量采集口或者 PLC的 DI接口，同时根据后文的换算关系

编写相应的采集程序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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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产品选型

VMS- 公司代号

MG41- 手持式气体检测仪外壳

CO2- 二氧化碳传感器

5000P 量程 0~5000ppm

1.6产品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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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设备清单

手提箱一个（内含检测仪设备、USB插头、USB数据线、合格证、保修卡）

第 3 章 携带方式

将设备被面卡扣打开，将设备卡至需要携带处，然后将卡扣关闭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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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功能与操作说明

4.1按键说明

图片 名称 解释

增加建

主界面：长按，开启蜂鸣器报警；

菜单栏界面：短按，光标移至上一个图标；

输入数值界面：短按，增加当前数值；长按，

快速增加当前数值。

减少键

主界面：长按，关闭蜂鸣器报警；

菜单栏界面：短按，光标移至下一个图标；

输入数值界面：短按，减少当前数值；长按，

快速减少当前数值。

循环键

密码、设置时间界面：光标移至下一个数字；

菜单界面：短按，光标移至下一个图标，

主界面：短按，快捷查看量程及报警限值；

长按，快速开启或关闭储存数据功能。

任意界面：长按返回主界面。

确认键

关机状态：长按 2S，设备进入开机状态；

主界面状态：长按 4S，设备关机，短按进

入密码界面

菜单、输入数值界面：光标确定选项后，短

按确认当前选项。

4.2主界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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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说明

1 实时数值 显示当前检测实际气体浓度值

2 气体名称 显示气体名称

3 时间 显示当前时间（手动调节）

4 报警 如图所示表示总报警声、光、震动开启（蜂鸣器报警可

单独关闭），当显示 时，表示总报警被关闭

5 USB插口 插入 USB后，显示此标志

6 震动 此标志出现表示设备处于震动状态

7 发生报警 此标志出现表示设备检处于报警状态

8 储存状态 显示■代表设备处于停止储存数据状态，显示▶时，表

示设备处于存储数据状态中

9 蜂鸣器 如图所示表示蜂鸣器正常启用，当蜂鸣器被禁用时显

示：

当报警关闭时，蜂鸣器无法被启用

10 电量 显示当前电量剩余量

11 占比 当前气体浓度与此传感器量程的所占比例

12 最小值 量程最小值

13 最大值 量程最大值

4.3操作说明

1. 关机状态下，长按 2S确认键，设备检测蜂鸣器、闪光灯、震动是否正常

使用，设备进入主界面

2. 主页面短按确认键，进入密码界面，密码默认 0000，按循环键将光标移

动至确认，单击确认键进入菜单界面。如图 1所示：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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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系统设置说明

将光标移至相应图标，点击确认键即可进入该设置界面

4.3.2通道设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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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储存数据

设备查看

注意：需在系统设置中开启存储设置。设备中无法查看具体历史数据，需使用配

置软甲读取数据。设备中可查看：气体类型、当前数值、量程、最大值、最小值、

开始储存时间、结束储存时间以及储存条数。

4.3.4恢复出厂值

第 5章 配置软件使用说明

软件安装完成之后会在桌面生成“ ”图标，双击便可打开软件。

5.1 设置检测参数

把设备通过 USB 数据线连接电脑，点击工具栏“读取设备信息”， 编辑完

设备参数后点击“写入设备信息”，即可把参数写入到设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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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在修改好的参数后面，修改参数打钩，然后再点击写入设备

信息，该项参数才会被写入设备，此功能是为了方便在修改个别参数时，误修改

其他参数而设置的。

设备名称：出厂默认，可查看不可修改。

设备类型：指检测仪的气体组合类型。

电池电量：检测仪当前剩余电量。

已经存储的条目数：检测仪当前已存储的记录条数。

设备时间：可查看检测仪指示的时钟时间，以判断是否需要校时。

允许按键停报：若选择允许则在检测仪发生报警时可长按减少键快捷关闭报警声

音，若选择不允许则不可快捷关闭报警声音。

声音开启：设置检测仪的报警声音开启或者关闭。

报警开启：设置检测仪的声、光和震动报警开启或者关闭。

允许记录：设置检测仪的存储功能开启或者关闭。

记录间隔：设置检测仪的记录间隔时间（默认 5秒）。

当前记录状态：设备是否处于记录状态。

当前告警信息：当前是否处于告警状态。

当前二氧化碳浓度：当前二氧化碳气体的浓度。

二氧化碳报警上限：设置二氧化碳报警低限值。

二氧化碳报警上上限：设置二氧化碳报警高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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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导入数据

打开 复合式多气体检测仪配置软件，然后把记录仪通过 USB 线连接电脑。

点击“存储数据读取”， 即可将检测仪里面存储的数据导入配置软件。

点击数据，可及时查看存储的历史数据。

5.3 导出数据

在工具栏选择导出的格式（TXT/XLS/PDF），即可将数据导出保存到指定

路径（以 PDF 为例），提示导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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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清除设备数据

在工具栏点击“设备”，在下拉菜单中点击“清除设备存储数据”，即可清

除设备数据，清除后软件提示提示“数据清除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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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充电功能说明

当电量低于 10%时，设备每隔两分钟发出一次报警（声光震动）直至设备关

机。

在设备关机状态下，将充电器接入便携式检测仪，另一端接入 AC220V 交

流电源上，检测仪充满电后电量显示满格，可正常使用。

第 7 章 注意事项

1. 防止本机从高处跌落或受剧烈震动

2. 在高浓度气体环境中，或许无法正常使用本机

3. 请严格按照说明书使用检测仪，否则可能导致检测结果不准确或损坏本产品

4. 本产品不可在含有腐蚀性气体环境中使用或者存放

5. 如长时间未使用本设备，在次开机请预热老化 10分钟再使用

6. 为保证检测精度，本机应定期进行标定，检定周期不得超过一年

7. 在爆炸性气体环境中，不可拆卸或更换电池组，也不可对电池组进行充电。

第 8 章 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故障现象 可能故障原因 处理方式

无法开机

电压过低 请及时充电

死机 请联系经销商或制造商维修

电路故障 请联系经销商或制造商维修

检测气体无反应 电路故障 请联系经销商或制造商维修

显示不准确
传感器超期

请联系经销商或制造商

更换传感器

长期未标定 请及时标定

时间显示错误
电池电量完全耗尽

更换 RTC电池并重新设置时

间

强电磁干扰 重新设置时间

零点校准功能不可用 传感器漂移过多 及时标定或更换传感器

仪器正常检测界面

不归零(氧气除外)
传感器漂移 进行零点校准

当仪器正常检测

界面显示满量程
传感器故障

请联系经销商或制造商

更换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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