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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危害及安全提示

为了安全使用本仪器，请注意以下安全防范措施。

1.一些物质可能会有生物危害性，因此使用设备之前请做好保护措施。例如：穿戴防护

衣和防护手套。

2.当操作、拆卸、装配零部件时不要接触以下物质：质量控制物、标准样本、废弃液体。

3.当使用或处置废弃液体或者消毒仪器时，务必戴上橡胶手套。请勿直接接触检测液体，

因为它们可能有腐蚀或有毒物质。如果接触到废弃液体，先用消毒液冲刷，然后再用

肥皂彻底清洗。

4.当处理废弃液体或仪器寿命终止报废时，应履行国家或者当地关于废弃物处理的相关

法规规定。

5.为避免电击，仪器应该通过电源接地线接地。地线应该与大地连接良好。

6.有较稳定的交流电网。禁止与大功率频繁通断的电器共用电源，避免较大的电磁干扰。

7.只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实验室操作人员才能操作此设备。操作符合实验室安全操作规

范。

8.若要拔掉电源线，请拔掉插头，不要强拉电源线。

9.若设备出现烟雾、特殊的气味和奇怪的声响，请立即切断电源并联系经销商。

10.完成检测工作后，请拔掉设备电源线组件，并且盖上防尘罩。

11.维修设备时请戴上橡胶手套；若因修理或其他原因需要拆卸外壳，应该先关闭设备

并且切断电源。

12.该设备避免在有易燃混合物和易爆气体的环境下操作。

13.如有必要，请更换相同规格的保险丝。保险丝规格见使用说明书。

14.警告：在制造商和授权单位维修设备之前，用户不得私自拆卸零部件！请勿自行改

装仪器。



5

15.此设备是水质检测设备，无禁忌症，不产生有毒有害气体。

16.用户有义务履行当地或者国家关于废弃物处理的相关法规。

17.本仪器采用了以下标记和符号，意义如下：

符号 意义

断开交流电源

┃ 接通交流电源

警告：废弃液体有潜在的生物危害。

保护性接地

被禁止的操作

警示！注意：请仔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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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仪器简介

D80便携式水质检测仪是一种可以快速检测水质的新型仪器，操作简便，结果准确。

可与配套试剂同时使用，不需配置标准溶液、即可快速得到结果，便于野外采样，现

采现测，可用于检测包括 COD、氨氮、总磷、总氮等多个水质参数，广泛应用于环保

部门、水务公司、检测单位、厂矿企业等涉及水质检测的企事业单位。

1.2 结构组成

本仪器由仪器由光源系统、检测单元、控制单元、操作软件和显示单元及打印单

元组成。

1.3 工作原理

本仪器依照：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行业标准》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比色法》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锑抗分光光度法》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分光光度法》

等发布的标准及要求，采用朗伯比尔定律而研发的多参数水质综合测定仪。仪器

工作时先检测出待测样本液及标准液/对照液的吸光度，然后经过分析计算，测定出样

本液中待测物质的含量状态。本仪器与水质检测试剂配套使用，采用光电比色法对水

体样本进行定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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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仪器的基本参数

1.5 正常安装条件和储存条件

1.5.1 正常工作条件

◆避开高温高湿环境

请不要将仪器安装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仪器必须在 15～35℃、45～80 %的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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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安装使用。 如果温度高于 30℃以上时，请保证湿度在 70%以下。

◆避免仪器受外界磁场干扰

请尽量远离发出磁场、电场、高频波的电器装置。

◆远离腐蚀性气体

请不要将仪器安装在空气中氯气、盐酸气体、硫化氢气体、亚硫酸气体等腐蚀性

气体超标的场所。

◆仪器应放置在稳定的工作台上

放置仪器的工作台应水平、稳定，不能有振动；仪器的风扇附近应留足够的空间，

使其排风顺畅。

◆不要与其它用电设备共用电源插座

请为仪器单独设置一个电源插座，不要与其它用电设备共用，电源应具备保护地

线。

◆不要将仪器放置在阳光直接照射的地方

◆避免灰尘多的环境

1.5.2 储存条件

包装后的产品应贮存在温度-20℃～55℃、相对湿度不超过 93%、无腐蚀性气体和通风

良好的室内；

1.5.2 储存条件

包装后的产品应贮存在温度-20℃～55℃、相对湿度不超过 93%、无腐蚀性气体和通风

良好的室内；

警示

用户有责任确保设备的电磁兼容环境，使设备能正常工作。建议在设备使用之前

评估电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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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

禁止在强辐射源(例如非屏蔽的射频源)旁使用本设备，否则可能会干扰设备正常工

作。

警示

本设备按 GB4824中的 A 类设备设计和检测。在家庭环境中，本设备可能会引起无

线电干扰，需要采取防护措施。

1.7 安全要求

设备的额定污染等级：2级； 瞬态过电压类别：Ⅱ类。

应符合 GB 4793.1-2007《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 1 部分：通用

要求》、GB 4793.9-2013《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 9 部分：实验

室用分析和其他目的自动和半自动设备的特殊要求》中适用条款的要求。

1.8电磁兼容性要求

分组分类属于:1 组 A 类。应符合 GB/T 18268.1-2010《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的电设备

电磁兼容性要求 第 1部分：通用要求》中适用条款的要求。

1.9使用期限

(a)产品预期使用期限为 5 年。

(b)效期结束后，仪器可按当地环境保护条例及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的医疗器械处理规定，

进行相应处理或与我公司联系回收事宜，否则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



10

第二章 仪器安装

2.1仪器拆封

拆开仪器包装并拆除用于运输的材料。保存好包装箱和包装材料，方便日后您需要重

新包装仪器。

检查包装箱的内容，并确认应与《装箱清单》相符。

注意：如果发现任何部件缺损或缺少，请与销售商联系。

2.2开始安装

将电源线连接头插入仪器的输入插座端。

将电源线组件的电源插头插入交流电源插座。

注意：在插电源线之前，请确认电源开关处于“O”的位置。

2.3 使用前的准备与检查

仪器在通电前应首先检查其外观是否有因贮运不当造成的变形、开裂等损伤，然后再

插好电源插头，打开电源开关，此时仪器自动进入开机自检程序，并在屏幕上给出提

示，自检正常后，仪器自动显示主菜单，这时，用户可进行编程、检测、查询等操作。

如果在 30 分钟内不对仪器进行操作，仪器自动将光源灯切换到“半压”状态，以延长

光源灯的使用寿命。下次检测时仪器自动打开光源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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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保养与维修

4.1日常保养

仪器有开机自检功能，可自动提示异常故障；

◆试样室检查

在处理液体试样较多时候， 请在使用前和使用后检查试样室中是否有遗漏的溶液，如

果有请立即擦拭干净，以防止溶液蒸发后腐蚀光学系统，造成仪器测量结果误差。

◆仪器的表面清洁

仪器的外壳表面经过了喷漆工艺的处理， 在使用过程中请不要将溶液遗洒在外壳上，

否则会在外壳上留下斑痕，如果不小心将溶液遗洒在外壳上请立即用湿毛巾擦拭干净，

杜绝使用有机溶液擦拭。

警告：在维修或其他原因拆卸外壳时必须切断电源；

警告：请勿让任何溶剂、油脂类、腐蚀性物质接触仪器；

4.2故障与排除

现象 原因 解决方案

检测仪不能启动

（液晶屏不显示）
电源不正常；

检查是否通电，电源插头是否插好，

保险丝是否烧断，电源开关是否正常；

自检不正常 光系统故障、滤光片老化 ，取出阻挡物；

检测结果不正确

光源信号太低；

检测信号不稳定；

试剂失效；更换试剂批次后没有重新定

标；

样本异常。样本浓度超出仪器检验范围；

及时更换新的光源灯；

排除检测水样的干扰源；

更换试剂并重新定标；

重新校准和标定；

对样本进行稀释或其他处理；

4.3 校准和标定

本仪器属于计量类仪器，为保证本仪器的测定结果的准确性，必要时可对仪器进行校

准。从而确保仪器的准确性和测量结果的真实性；

（1）、当仪器在检测时检测结果超出规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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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过程的人员或其他条件发生改变时；

（3)、用标准溶液对仪器检验出现误差时；

4.4保险管的更换

更换保险管熔断器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关闭电源开关，拔掉电源线，切断电源；

第五章 运输与储存

5.1运输

仪器在包装完好状态下运输，装运本设备的运输工具应保持清洁，无污物和危险物。

在运输过程中必须防止受到剧烈冲击、雨淋和暴晒。如果在车站、码头等地中转时，

应堆放在库房里，不得不短期堆放时，必须用防雨、防雪苫布盖好，同时下边要用木

方等垫好；

5.2贮存

本仪器应放置在阴凉干燥、防湿通风地方，不能露天堆放，更不能将其直接堆放在泥

土地面上。如短期堆放时，应严防雨雪浸入；

5.2.1贮存运输环境条件

（1）环境温度范围：-20℃～+55℃；

（2）相对湿度范围：≤93%；

（3）无腐蚀性气体，通风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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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承诺

（1） 在用户遵守本说明书各项规定的条件下，从发货之日起一年内，本仪器若因质

量问题不能正常工作，制造单位将无偿为用户修理或更换该产品。对于违反本说明书

中的规定或者用户自行拆卸导致的故障、仪器损坏，则须收取维修工本费。保修期外

本公司有偿负责该仪器的终身维护；

（2）当用户有维修能力时，本公司可以按用户要求提供维修必须的技术资料；

（3）仪器的出厂日期见仪器标牌；

（4）售后服务电话：400-765-5080

（5）厂址：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环保大厦定鼎广场一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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