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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o 5800 冰箱式采样器是一个“具有明确目标”的设备，它

只会与性能兼容的 Isco 生产的仪器一起使用。除了手册里

所提到的仪器，请不要将此采样器与其他厂家生产的仪器一

起使用或用于其他目地。 将该采样器用于任何手册里没有

提及的目的，将导致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 

 

使用该采样器，需要 115V/50Hz 或 230V/50Hz 的交流电源。

有关的名字标牌和额定值标签都标在了冷藏柜里。电源的输

入是通过采样器后面的主电源线。采样器自带一个通过内部

热量自动断电的保护装置。除此之外，采样器的控制电路板

的保护装置是内部一个 5.0 安培的 PTC（正极温度系数）设

备。 

触电危险！切勿在手或脚上有水的情况下，操作电子开关或

电源接线。 

交流电源必须符合你安装的适用的电源代码的要求，而且必

须提供 一个接地插座。如果需要的话，请咨询电机师以确

保交流电源与当 地电源代码是相一致的。 

 

设备的交流电源线配有一个三叉接地的插头，用于配合使用

接地电源插座。接地装置将受到电击的可能性降低到了最

低。 

使用者有义务确保交流电电源是正常接地的。如果有疑问，

请合格的电机师对插座进行检查。 

如果现有的交流电电源只能接收两个叉头的电流，或如果可

以确定插座并没有正确地接地，一位合格的电机师应在设备

通电之前，替换该插座。 

切勿更改交流电源线或使用三转二插头适配器。 

如果设备的电源线受到磨损或其它的损坏，请立即停止使用

该电源线。交流电源线不是用户更换产品，必须返回厂家进

行维修或替换。 

 

 

 

警  告 

警  告 

警  告 

警  告 



常规提示 

 

 

 

 

 

 

 

 

 

 

 

 

 

 

 

 

危险程度等级 

 

 

 

 

 

 

 

 

 

 

 

 

 

 

 

 

 

 

 

 

 

 

 

 

 

 

请务必在完全确认所有的危险情况和保护措施后，再进行安

装，操作或者维修仪器。同时还有一些特殊的危险状况，有

可能根据地点和运行情况而改变，请注意以下列出的常规提

示： 

该仪器不保证可以用于在 National Electrical Code 里注明

的“危险场所”。 

为避免危险事故发生！如果你没有按照手册里的说明使用该

仪器的话，手册中所提供的保护措施的效果也将削弱，这将

会增大你受到 伤害的风险。 

 

其他的安全信息，请见附录 B。 

 

 

这本手册中，危险程度等级用于安全提示。三个等级代表的

意义都将在 下面举例说明。 

用于确认潜在的危险，也就是说，如果不避免的话，有可能

会造成一些小的损伤。这一类的提示同时也是警告一些不安

全的操作或者环境，可能会造成财产损失。 

用来识别产生潜在危险的情况，如果不避免的话，可能导致

死亡或者严重伤害。 

用于指出立刻会产生危险的最极端情况，如果不避免的话，

将导致死亡或者严重伤害。 

 

 

 

 

 

 

 

 

 

 

 

 

 

 

警  告 

警  告 

注  意 

警  告 

危  险 



危害标识 

 

 

 

 

 

 

 

 

 

 

 

 

 

 

 

 

 

 

 

 

 

 

 

 

 

 

 

 

 

 

 

 

 

 

 

 

 

 

 

 

 

 

 

采样器器和手册会使用一些标志来警示危害。这些标志的意

义如下。 

 

危险标识 

警示与注意事项 

 

这个惊叹号加三角形的符号，作为一

个警示标记，在仪器的技术参考手册

中，用于提醒你一些重要指示。 

 

带箭头的闪电加三角形里的符号，是

用来警示产品中的“危险电压”。 

 

夹点。这些图标是警告，如果你将手

指或双手放入这些图标附近的机械

装置的活动部分中，将受到严重的伤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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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o 5800 

冷藏式采样仪 

第一部分 介绍 

 

在这一章节中… 

 采样仪概述 

 采样仪特征 

 采样仪技术规格 

 

1.1   采样仪概述          5800冷藏式采样仪，是一台全自动的污水采样仪。它可将液体样从各种

水源中提取出来，例如明渠，下水道，和暴雨排水管道。 

 

这种采样仪，同时适用于室内或者室外使用。它耐用防紫外的塑料材质，

大大提高了采样仪对腐蚀和风化的抵抗力。最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冷藏

柜本身是由线性低密度聚乙烯连续浇铸而成。选择这一独特的构成质，

是因其强度，耐用性，和它抵御极端温度的能力。这个系统运行的额定

温度为-29至49 °C （-20至120 °F）。中间的中空部分由绝缘的泡沫填

充。为了保护无氟化系统，所有制冷的零部件都涂抹了经过热处理的聚

酯粉末。 

 

无人看管的采样活动，可以利用时间间隔（time pacing）装置来完成，

或者利用由外部流量测量装置得到的流量值来实现。Isco的流量计是兼

容的流量测量仪器，跟其他的流量计一样，它可以提供5至15伏的直流

电脉冲或至少25毫秒的接触关闭，或者4-20毫安的线性电流环路信号。

外部设备也可以禁用采样仪，直到满足了外部的采样条件，采样仪才开

始自动采样。 

 

采样仪的泵可以将液体在0.9 m (3.0 ft)的水头处，以至少0.9米每秒（3.0

英尺/秒）的传送速度运送通过9mm（3/8"）的吸水管。在水头为7.6米（25

英尺）处的传送速度为0.67米/秒（2.2英尺/秒）。采样仪的最高提升高

度是8米（28英尺）。为了产生精确的且重复性的采样，泵利用了一个

泵旋转计数器和享有专利的非接触式液体探测器。 

 

所采集到的样本会被保存在冷藏间内冷却保存。样本可以存入单独的一

个瓶子里（混合采样），或收集为分散采样，每一种样本放入多瓶机架

（顺序）中的一个单独的瓶中，或几种办法结合起来使用。这些冷却保

存的样本只有工作人员可以将其从采样仪中取出并送往实验室。 

        

 

 

 



Isco 5800 冷藏式采样仪 

第一部分 介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1.2 采样仪特征            5800系列采样仪的特征请见图 1-1和表格 1-1 

 

                       

` 

                      

 

                      

 

图 1-1  5800采样仪特点 

 

前视图 

左侧视图 

后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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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 1-1 5800 采样仪特征 

编号 

（图 1-1） 
名称 描述 

1 控制面板盖 保护控制面板的显示屏和按键 

2 控制面板 用户控制和采样编程 

3 
排放管 排放管将通过分配臂，将液体样本输送至 24，4，2和 10升的采样

瓶中。对于 20升的采样瓶，排放管将直接把样本输入采样瓶中。 

4 分配臂 将收集到的液体样本输入瓶中。分配臂由使用者编订的程序控制。 

5 采样瓶 容纳收集到的样本。 

6 瓶架 将采样瓶固定在分配臂下面。 

7 冰箱门 保护存放在冷藏柜内的样本。 

8  插销 护门。这个插销装置可以由用户的挂锁锁门。 

9 
高度调整机架 采样仪前面有两个水平调整器。利用他们可以保持瓶架或冷藏柜内

的置物水平。 

10 
液体探测器和 

泵 

当液体已到达泵，可用干燥的液体探测器判定它的水头高度和采样

仪的容量。蠕动泵可收集液体样本并冲洗吸水管。 

11 

支撑点 如果你必须将采样仪抬高，这些支撑点可以确保采样仪的安全。抬

高采样仪必须两个人在仪器两边共同完成，且必须保证冷藏柜的门

是锁住的。 

12 
外部设施连接 为支持外部设备的连接，例如安装一个流量计来控制采样仪采样的

频率和发射信号，并连接到个人电脑用于采样数据。 

13 
制冷组件 组合式，耐腐蚀的制冷组件可冷却冷藏隔间，并为用户提供 1至 9℃

（34至 48°F）的温度范围选择。 

14 

交流电主线 连接交流电源。 

主线是断开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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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采样仪技术规格 

 

     表格 1-2 技术规格 

体积（H W D） 130×72×84 厘米         52×29×33 英寸 

重量：（空） 83.5千克              184磅 

样瓶配置： 

 

 

 

 

 

 

 

13种不同配置： 

24 瓶，1-L 聚丙烯  

24 瓶，350ml玻璃； 

4瓶，10-L聚丙烯 或 玻璃； 

4 瓶，20-L 聚乙烯； 

2瓶，10L聚丙烯 或 玻璃； 

1瓶，20L聚丙烯 或 玻璃； 

1瓶，10L聚丙烯 或 玻璃； 

24 只 Propaks，1-L 楔形； 

1 Propak，10-L圆形 

箱体： 线形低密度聚乙烯（LLDPE） 

电源： 115VAC ±10%，60 赫兹采样器  

运行电流为 4.0 安培  

230VAC ±10%，50 赫兹采样器  

运行电流为 2.0 安培 

安装类型： II 

污染等级： 3 

最高海拔
a
： 2，000米 

潮湿度： 0-100% 

操作温度
b
： -29至49°C          -20至120°F 

泵 

长度： 1到30米              3到99英尺 

材料： 乙烯基或者氟化乙丙稀线性聚乙烯 

内径： 9毫米               英寸 

泵管寿命： 一般来说，1，000，000次转数。 

最大吸水高度： 8.5米                 28英尺 

常规精度： ±5ml 或者平均体积的±5%，两者之中的较大值，在吸程 25 英尺处 

常规采样体积精度： 

（在相同条件下进行的

一系列采样，可以重复

采样体积的能力） 

±10ml 或者程序设定体积的±10%，两者之中的较大值，在吸程 25 英尺处 

不同水头下典型性吸水

速度 

0.9米：0.91米/秒                    3英尺：3.0英尺/秒 

3.1米：0.87米/秒                    10英尺：2.9英尺/秒 

4.6米：0.83米/秒                    15英尺：2.7英尺/秒 

7.6米：0.67米/秒                  25英尺：2.2英尺/秒 

液体探测器 当液体进入泵体时，非湿性不导电传感器可对液体进行检测，从而自动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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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高度的变化进行补偿。 

控制器  

防护等级：   IP67                 NEMA 4X，6 

存储器： 非易失性存储器（闪存） 

流量信号输入： 对于Isco的流量计，5到15伏的直流脉冲信号或25毫秒绝缘触点闭合；对于非

Isco的流量计，4到20毫安的电流输入。  

数字警报： 4种可设定的输出；5VCD，100mA 

混合样品数量： 1到999可编程。 

软件 

采样频率： 采样间隔可为1分钟到99小时59分钟，可以一分钟为增加量。1到9，999次流量

脉冲。 

采样模式： 均匀时间间隔、等体积采样 

等体积、非均匀时间间隔采样 

均匀时间间隔、变化体积采样 

（变化的采样时间和变化的采样量模式由外部流量计信号来控制） 

可编程控制采样体积： 10-9，990 ml， 1 ml递增 

重试次数： 如果没有检测到样品，最多可重试 3次。重试次数可由用户编程设定。 

润洗循环： 自动润洗吸水管，每次采样最多可润洗三次 

控制器诊断： 可测试 RAM，ROM，泵，显示器和其它电器元件。 

冷藏室 

温度精度 超过 48 小时的平均温度±1℃ 

采样瓶配置：1×2.5gal. 聚乙烯。设置温度 3℃，环境温度 20℃，在 30 毫升

乙二醇瓶中，瓶子置于采样瓶架后部 3 号和 4 号位置中间（见下图）  

 

 

a． 最高级别评级是根据确立了电气设备安全规定的欧洲规范 61010-1。这一评级涉及电器漏电和清

拆，但不适用于评定泵的性能。 

b． 显示屏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显示低于 0℉以下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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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o 5800 

冰箱式采样仪 
 

第二部分  安装 

 

在这一章节中„ 

 采样仪开箱 

 5800采样仪安装说明 

 

2.1  采样仪开箱           小心仔细地打开货物包装并找到包装清单。根据清单，检查所有收到的

物品。如果运输包装或者任一物品有任何的损坏，请立即联系货运代理

和 Teledyne Isco（或者它授权的代理）。 

 

 

如果有任何迹象表明，采样仪在运输过程中受到了损坏，请不要接
通交流电源并与 Teledyne Isco 或其授权代理联系。根据包装清单，
对照所收到的货物，如出现货物不齐，请立即联系 Teledyne Isco。 

 

2.2  5800 采样仪          下面是采样仪基本应用的一般步骤： 

安装概述  

1. 放置采样仪（2.3节） 

2. 安装采样瓶组件（2.4） 

3. 接上吸水管（2.5） 

4. 装上过滤器（2.6） 

5. 组装吸水管和过滤器（2.7） 

6. 连接外部仪器（2.8） 

7. 连接电源（2.9） 

8. 采样仪的设置和编程（2.10） 

9. 锁定采样仪（2.11） 

 

2.3  放置采样仪           选择放置采样仪的位置，有几点需要注意。首先要考虑的就应该是人身

安全。 

 

 

安装和使用该产品，可能会让你处于危险的环境，造成严重或致命
的伤害。所以在进入工地之前，请采取任何必要的防范措施。并根
据所有适用的安全规定和地方条例，安装和使用该产品。 

 警 告 

 警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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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按照手册里的说明使用该仪器的话，手册中所提供的保护 
措施的效果也将削弱 

 

 

 

该仪器不可以用于在国家电气规范（National Electrical Code）
里注明的“危险场所”使用。 

 

 

 

由于采样仪较重，当抬起采样仪时，需要两个人按照表格 1-1 所示
的支撑点将仪器抬起。如果可能的话，可以用手推车从左边或右边
来移动采样仪。为避免制冷系统受到损坏，请不要将采样仪倾斜超
过 45°。 

 

 

 危险区域- 如果必须进入检修孔，狭窄的空间或者其他危险场所

来安装吸水管和过滤器时，请遵守标准的安全预防措施。参见附

录 B的安全注意事项。 

 

 安装- 采样仪安装的地方，应该是表面能够安全支撑采样仪，有

足够的液体容器，且有操作人员的。 

 

 交流电源- 如果你需要取下电源的话，主电线是可断开的装置。

因此电器电源插座应该要放置在可接触到的范围内。 

 

 环境- 该采样仪是可户外使用的。参照表 1-2对工作环境的要求。

如有可能，请尽量避免采样仪受到化学污染和阳光的直接照射。 

 

 防水- 尽管控制面板可以抗损害（防护等级为 IP67;NEMA 4x,6）,

但制冷系统和采样瓶隔间并不防水。液体进入制冷系统以后可能

会对采样仪造成永久性地损害；进入采样瓶隔间，就可能会污染

采集到的样本。如果进入制冷系统的电子隔间就有可能导致短路

和电击的危险。 

 

 液体样本采集点- 采样仪的泵与采集点之间的距离应尽可能短。

距离越短，越能提高吸水的效率和延长泵管的寿命。同时，泵的

进水口应该定位在液体表面以上。这样地心引力将有利于吸水管

的清洁和排污，从而也可以降低样品交叉污染的可能性。参见表

1-2中吸水管的最大长度和吸水水头最高的高度。 

 

 安全- 采样仪的使用地点应提供一定程度的安全防范措施，以防

止仪器设置被改动或仪器受损。 

 

 易接近- 采样仪安装的位置，必须是工作人员可以轻松调换采样

瓶和完成日常维修工作的地方。 

采样仪需要 2600 平方厘米（925 in
2
）的地面空间。且采样仪的左

右两边，前面和上面，都必须保证有多余的空间。如图 2-1 所示

 警 告 

 警 告 

 警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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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些空间里都不可以有阻隔。障碍物会让日常维修变得很困难

或者无法进行。 

只要冷藏柜底部的空气可以自由流动，采样仪的背面就可以靠墙

放着。在采样仪的后面和周围保持无阻碍的空气流，则可以保证

制冷系统高效率的工作。 

 

  图 2-1   最小空间需求 

采样仪的尺寸 

保持的可接近距离 

离 

门的插销 

冷藏柜门 

控制面
板的可
接近距
离 

 

泵的
可接
近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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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表面- 采样仪应该放置在一个水平表面上，并通过调整冷藏

柜脚架，防止采样仪倾斜或溢漏。如果采样仪没有放置水平的话，

采样过程中，液体样本就有可能会无法进入样瓶中。 

 

 

 
为保证采样仪水平放置，可在安装好的样瓶机架上或定位基座处放
一个平衡器，然后调整脚架。对于一个采样瓶的配置，也可以将平
衡器放在旁边的水平轨道上。 

 

 

 

不可以将采样仪往两边或后面倾斜。当倾斜超过 45℃时，就有可能
造成机油流入压缩机中，这将对采样仪造成永久性的损坏。 

 

 

2.4  安装样瓶组件         5800采样仪可以容纳 1，2，4和 24支样瓶。每一种样瓶配置都将以成

套组件形式（请见表 2-1）配备，通常是随采样仪一起订购或当你想要

改变样瓶配置时提供。 

 

表格 2-1 样瓶组件 

货号   描述 

68-5800-015   24-瓶配置。包含 24 只 1-L 聚丙烯楔形塑料瓶，且配有瓶盖，扣环，样瓶机架和两个排

水管。 

68-5800-016  24-瓶配置。包含了 24 只 350-ml 的玻璃圆瓶，且配有线性 PTFE 瓶盖，扣环，样瓶机

架和两个排水管。 

68-5800-017 24 只 ProPak 瓶。包含了 25 个固定器，100 个样品袋，扣环，样瓶机架和说明书 

68-5800-005 4-瓶配置。包含了 4 只 10-L 圆形聚丙烯塑料瓶，且配有瓶盖，定位基座和两个排水管。 

68-5800-006 4-瓶配置。包含了 4 只 10-L 圆形玻璃瓶。且配有线性 PTFE 瓶盖，扣环，定位基座和

两个排水管。 

68-5800-019 4-瓶×20L 配置。包含四个 20L PPE 方形采样瓶，带盖，定位基座，分配臂及两个排水

管 

68-5800-007 2-瓶配置。包含 2 只 10-L 圆形聚丙烯塑料瓶，且配有定位基座，瓶盖和两个排水管。 

68-5800-008 2-瓶配置。包含 2 只 10-L 圆形玻璃瓶，且配有线性 PTFE 瓶盖，定位基座和两个排水

管。 

68-5800-009 1-瓶配置。包含 1 只 2.5 加仑（10-L）圆形聚丙烯塑料瓶，定位基座，两个瓶盖和两个

排水管。 

68-5800-010 1-瓶配置。包含 1 只 2.5 加仑（10-L）圆形玻璃瓶，两个线性 PTFE 瓶盖，定位基座和

两个排水管。 

68-5800-018 1只ProPak，用于5800系列和6700系列的冰箱式采样器。包含一个带瓶盖的混合ProPak

瓶，100 个 ProPak 样品袋，两个排水管和一份使用说明 

68-5800-011 1-瓶配置。包含一只 20-L 圆形聚丙烯塑料瓶，两个瓶盖和两个排水管。 

68-5800-012 1-瓶配置。包含一只 20-L 圆形玻璃瓶，两个硅胶塞和两个排水管。 

 

 注 意 

 小 心 



Isco 5800 冷藏式采样仪 

第二部分 安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5 

如果你已经选择了一个多瓶套件，首先请安装排分配臂和排放管（请见

第 2.4.1节），然后参照说明挑选你需要的样瓶配置。 

 24瓶配置- 第 2.4.2节 

 4瓶 10L配置-第 2.4.3节 

 2瓶配置-第 2.4.4节 

 4瓶 20L配置-第 2.4.5节 

如果你选择了单瓶（混合）套件，请参照第 2.4.6部分。 

对于第一次使用采样仪的用户，如果你改变了原先选择的样瓶组件，请

确认你所配置的是新的采样瓶套件的配套软件（见第 3.3.2节）。 

 

2.4.1 安装分配            采样仪会配有分配臂，分配臂安装在冷藏柜内部的安装轴上（图 2-2）。 

臂和排放管           

1. 将排水管从分配臂中穿过； 

2. 排水管的尾部插入分配臂的出口，管子的另一端应该要占到出口

下缘 3mm（1/8"）以内的位置。 

 

 

排放管不可以延伸至分配臂的孔的下方。否则，如果多余的管子碰
到采样瓶，就有可能导致分配臂失效。 

 

3. 将排放管松的一端拉紧，以避免漏水。应尽量按照分配臂的轮廓       

走管。 

4. 将排放管松散的一端推进冷藏柜前面顶部的连接接头上。 

5. 检测排放管： 

 

 

图 2-2 安装分配臂（A）和排放管(B) 

 

 

 

 

一个没有正确安装的排放管会导致分配臂失败，也将造成样本的交
叉污染。为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请按照下面的步骤对排放管进行
检测。 

 

 小 心 

 小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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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用手转动分配臂，确定管子并不阻碍分配臂的活动。如           

果有阻扰，就重新排管。 

b. 在分配臂的活动范围内，排放管一定要沿着连接接头向下到

达分配臂。否则，液体有可能积在排放管内，造成样本的交

叉污染。 

请注意，排放管有自然的弯曲度。 

如果要让管子倾斜，造成一个低点，以免积水，可以拧弯连

接在舱壁的管子尾部，由于管子固有的韧性，可以保持管子

一个向下的姿态。然后在分配臂的其他位置，重复测试管子。 

 

 

你可以向 Teledyne Isco 订购替换的排放管。单独一根管子的订单
编号为 60-9003-279。你也可以订购管卷，然后切为 20英寸（51
厘米）。10英尺长的订单编号为 68-6700-046；50英尺长的订单编
号为 68-6700-047。 

 

2.4.2  24瓶              24瓶配置使用了一个机架来放置和排列容器。利用机架来安装冷藏柜中

的样瓶的步骤为： 

1. 将未加盖的采样瓶放置在机架上（见图 2-3）。 

2. 如果你使用的是 350ml玻璃瓶，压紧扣环，然后将它摆在采样

瓶的中心。松开扣环后，扣环向外扩张的力可以确保采样瓶的

安全。（聚丙烯和 ProPak®不能使用这种扣环。） 

 

 

瓶盖可存放在采样瓶机架中心。 

 

3. 找到机架背面（见图 2-3中箭头所指）。在后面有一个槽口，是

对准冷藏柜后壁的拴。 

4. 拿起机架，将机架背面插入冷藏柜中。 

 

 

 

沿着冷藏柜的侧面，有四根金属杆，两边各两根。前面的两根用于
固定左右两边的机架。后面的两根沿着机架顶部防止机架往前倾翻。 

 

5. 将机架沿着杆滑动。将机架推至左边的锁槽（插入锁槽，见图

2-4），以确保机架安全。 

 

 

 注 意 

 注 意 

 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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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首先将楔形端插入槽口中，这样它就可以朝向冷藏柜的背面。 

 

 

图 2-4 24 瓶机架由左侧插销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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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4瓶 10L            四瓶配置使用了一个定位基座用于收纳和排列采样瓶。安装基座和采样

瓶的步骤为： 

1. 将四个没有瓶盖的采样瓶放入定位基座上已经编号的瓶洞里。 

2. 将定位基座慢慢滑入冷藏柜的底部（见图 2-5）。注意，箭头必

须指向冷藏柜的背面。  

 

 
瓶盖可以存放在采样瓶之间。 

 

2.4.2 2瓶（2.5加仑）     两瓶配置使用一个定位基座来存放和排列样瓶。安装基座和样瓶的步骤

如下： 

1. 将两个没有瓶盖的采样瓶放入定位基座上编号为“1”和“2”

的瓶洞中。 

2. 将定位基座慢慢滑入冷藏柜的底部（见图 2-5）。注意，箭头必

须指向冷藏柜的背面。 

 

 

当采样仪控制器的配置是两个采样瓶时（见第三节），样本只会被送
入编号 1，2的样瓶中。如果你将样瓶放入 3 或 4号的位置，样本将
无法送入样瓶中。 

 

 

 

瓶盖可以存放在样瓶之间。 

 

 

 

 

 

图 2-5 安装定位基座 

 

 小 心 

 小 心 

 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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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4个 20L瓶          

1. 将四个采样瓶放在定位基座上，瓶口在基座孔洞以上。 

2. 将定位基座滑入冷藏柜的底部。箭头必须指向冷藏柜的背面。 

 

 

 

在编程时，此配置的排水管长度，必须作为自定义长度输入，445
毫米。参见章节 3.3.2  

 

 

 

瓶盖可以存放在样瓶之间。 

 

 

图 2-6 四瓶，20L 定位基座：瓶口布局 

 

 

2.4.6 1瓶                如果你的 1瓶配置是一个 10升（2.5加仑）的聚乙烯塑料瓶，玻璃瓶，

或者 ProPak瓶子，请使用一个定位基座来存放和排列样瓶。如果你的 1

瓶配置是配有一个 20 升（5加仑）的玻璃瓶或者聚乙烯塑料瓶，则只要

将样瓶放入冷藏柜的中心即可，就不需要机架或定位基座了。 

 

参见采样瓶尺寸的使用说明。 

 

10升样瓶               安装定位基座和 10L样瓶的步骤为： 

1. 将样瓶放入定位基座上编号为“1”的瓶洞中。 

2. 将定位基座滑入冷藏柜底部（见图 2-5）。注意，箭头必须指向

冷藏柜的背面。 

 

 

 小 心 

 注 意 

 小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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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采样仪的控制器，配置的是一个单独 10 升采样瓶（见第 3节），
采集来的样本只会被送入位置编号为“1”的采样瓶中。如果你将样
瓶放入了其他编号的位置，样本将没法被送入样瓶中。 

 

20升样瓶               安装 20 升采样瓶的步骤如下： 

当你更换采样瓶的时候，应该将分配臂取下，以避免它阻碍换瓶。  

取下分配臂的步骤为： 

1. 拧下保护分配臂的滚花螺母。 

2. 向下拉分配臂，将它从键控轴取下。 

3. 将分配臂存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供以后使用。 然后开始安装采

样瓶： 

4. 将有孔的瓶盖拧在采样瓶上（仅 PE 材质）。 

5. 将样瓶置于冷藏柜中心。 

6. 将排水管放入采样瓶的孔中（仅 PE 材质，见图 2-7）。 

7. 排水管的另一端连接到冷藏柜前面顶部的连接接头。 排水管必

须沿着连接接头向下装入样瓶中，否则，采集到的液体样本有可能

会积在管道中，交叉污染样本。 

请注意，排水管本身有一定的弯曲度。如果需要在容易积水的地方，

弯出一个斜度，就扭曲管子连接连接接头，这样可以利用管子本身

的弯度保持一个向下倾斜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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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排放管穿过瓶盖的 20 升采样瓶示意图 

 

 

2.5  安装吸水管           吸水管是采样点到泵管进水口之间的管子。该采样仪采用了一根 -inch 

ID 的吸水管，长度范围是 3 至 99 英尺。Teledyne Isco 提供了乙烯基或

FEP 线型的吸水管，这种 FEP 内衬抽水管配有聚乙烯护套，以避免管道

扭结和磨损。 

 

                          乙烯基吸水管含有非常低的酚类成分。如果酚类成分会影响到样本分

析，还可以使用 FEP 内衬吸水管。 

 

 

 

5800采样系统仅适用于反压力很小的情况。为了防止泵渗漏，或者

泵管裂缝或脱离耦合器，请确保过滤器保持无阻碍状态，进而确保

吸水管不会扭结或损坏。 

 

                    Teledyne Isco 配有的吸水管标准长度为 3.0m (10ft ) 或者 7.6m（25ft ）。

任何一种长度都可以根据安装需要来剪到所需要的长度。在安装的时

候，管子应该尽可能地走采样点和泵之间的最短距离，最好是能有一个

逐步向上的坡度。多余的吸水管应该切除，不可以盘绕。盘绕的吸水管

将积留不同采样时间采集来的样品，造成交叉污染或者在寒冷的气候

下，被冻结。如果标准长度的管子对你来说太短了，或者如果你要从一

个大管轴上切内径 3/8 英寸的吸水管，你最长可以使用 30m（99 ft）。 

 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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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需要获取准确且重复性好的采样量时，请以正确的单位量削短吸水管： 

 当采样仪使用公制测量单位时，削短管子要以 0.1m 为单位量。

例如可以削短为 4.2m，而不能是 4.26m。 

 当采样仪使用英制测量单位时，削短管子要以 1英尺为单位量。 

记录下切好的长度，以后你将会把该值输入 的配置选

项中（第 3.3.3 节）。 

 

2.5.1 乙烯基吸水管       

 

用管路耦合器（产品编号#69-4703-106）将乙烯基吸水管连接到泵

管上。首先，将螺纹端拧进吸水管，直到平面抵到吸水管，如图 2-8。

如果不这么做，会导致漏气，空气进入采样瓶，影响采样体积的精

确度。然后，推动耦合器的另一端，使其进入泵管，直到另一端的

平面抵到泵管。 

 

 

图 2-8 连接吸水管和泵管 

 

一旦耦合器连接到泵管上，拆卸就变得困难。必要时可以切断管子。 

 
 



Isco 5800 冷藏式采样仪 

第二部分 安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3 

2.5.2 FEP内衬吸水管      直接把泵管连接器插入 FEP 内衬吸水管中，将损坏管内薄薄的内层，因

此一定要参照图 2-9 及下面的安装指示将 FEP 内衬吸水管安装在泵管

上。 

1. 将一个合适夹子慢慢滑入，套在泵管的进口处。 

2. 把大约 20mm 的 FEP 内衬吸水管推入泵管的尾部。 

3. 滑动拧紧夹子。不要将夹子拧得太紧；否则可能会造成泵管破

裂或阻止水流。 

 

 

图 2-9 将 FEP 内衬吸水管（A）与泵管(B)连接 

 

2.6 安装过滤器            参见表格 2-2和图 2-10，为您的应用选择正确的过滤器。 

                          为将过滤器安装在吸水管上，小心地将过滤器的螺纹接头拧进吸水管。

如果要把过滤器安装到 FEP内衬吸水管上，在将螺纹接头拧进管内时，

需加热吸水管的尾部。加热 FEP内衬吸水管可以使其更加柔韧，以免造

成损坏。 

 

                        表格 2-2 过滤器 

 

货号 

   

过滤器 

 

应用 

直径 

A 

直径 

B 

长度 

C 

最大非锚固深度 

乙烯基 FEP内衬 

60-9004-367 加重过滤器

-不锈钢终

端，聚丙烯

内核 

日常应用 10 mm 

0.40 in 

32 mm 

1.25 in 

267 mm 

10.5 in 

6.7 m 

22 ft 

4.5 m 

15 ft 

69-2903-138 低流速过滤

器-不锈钢 

低流速应用 10 mm 

0.40 in 

14 mm 

0.562 

in 

178 mm 

7.0 in 

6.7 m 

22 ft 

4.5 m 

15 ft 

60-3704-066 CPVC过滤

器 

高酸度 

液体，金属 

取样 

10 mm 

0.40 in 

33 mm 

1.3125 

in 

292 mm 

11.5 in 

1.2 m 

4 ft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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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过滤器 

 

2.6.1 过滤器的替代        一些实地调查表明，当要从含大量悬浮固体的高流速的水流中采样时，

不使用过滤器可以得到更具代表性的样本。可以考虑安装一小段薄壁的

铝管在吸水管的尾部；锚定铝管，这样泵管进口处就可以打开上游水流

了。铝管的薄壁不会干扰水流，而且大多数的样本分析都会忽略铝离子。

大多数情况下，预采样管可以冲洗掉泵管入口处的碎屑。 

 

2.6.2 最大非锚定深度      表格 2-2 中所列的最大非锚定深度适用于吸水管的每一种类型。在采样

前或后的冲洗过程中，吸水管充满了空气，这有可能使得吸水管和过滤

器漂浮。如果过滤器的深度超过了表格中所列的深度值，则需将过滤取

安全锚定。 

 

 

当要在高速水流或紊流中采样时，即使没有超过最大深度，将吸水
管和过滤器锚定也是不错的选择。 

 

 

2.7 连接吸水管            给吸水管排定路线，这样可以使它从采样源至采样仪有一个持续的坡度。 

和过滤器             能帮助在采样前和采样后的冲洗过程中，吸水管排放水。如果一根吸水

管在没有排尽管内液体的情况下，暴露在严寒的气候下，管内的液体就

有被冻结的危险。冻结的液体会导致采样失败。通常情况下，如果吸水

管没有盘绕，温暖的采样源可以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一些极端的情

况下，也许还需要更多的保护措施，例如保温吸水管，或者提供热的胶

带。 

 

 注 意 

加重的 

60-9004-367 

 

低流速 

69-2903-138 

 

CPVC 

60-3704-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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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得到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应该将过滤器放置在水流的主流位置，而

不是放在水流的漩涡中或者水流的边缘。将过滤器放置在底部，可能会

使样品含有过量的颗粒物而没有漂浮物质，然而，如果把过滤器放置在

顶部，又可能造成相反的情形。 

 

 

 

此采样器配有一个高效的泵。同所有此类泵一样，它依靠水流来对

工作部件进行冷却。如果程序控制采样器在没有液体的情况下工作

超过五分钟，过多的热量累积就会损坏拨片，辊轮和外壳。请确保

进水口完全浸没。如果吸水管没有完全浸没，则采集的样品就会不

准确。 

 

2.8 连接采样仪            你可以因为各种原因，将采样仪连接到外部设备上（图 2-11）。通常的

与外部设备            原因包括：     

 为非均匀时间间隔或变化体积的采样，从外部流量计接受流量脉冲。 

 一旦采样点环境能够样本采集了，接受一个启动脉冲信号，启动采

样仪运行。 

 每次采样开始时，发送一个 3-秒钟的事件纪录。 

 接受一个线性 4-20 mA流量比的模拟信号，为非均匀时间间隔或变

化体积的采样。 

 当用户指定采样事件开始时，发送警报信号。 

 

2-11 采样仪后面的外部设备连接器 

 

这些连接的类型，可以按照Standard Isco device connections 或者

other device connections分类。在第2.8.1和2.8.2节中，对每一种类型都

分别进行了讨论。 

 

这个后背板的连接器也可以用于收集数据时，连接电脑。欲了解更多有

关此功能的信息，请参阅第 4.3.2 节。 

 

2.8.1 标准 Isco            你可以将采样仪与 Isco 4100系列流量记录仪或 4200系列流量计使用。     

仪器连接            主要可用于： 

 接受流量脉冲得到非均匀时间间隔或变化体积的采样。 

 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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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采样点条件允许采样的时候，接受启动 pin信号，启动采样仪。 

 在每次采样开始时，发送一个持续 3秒钟的事件纪录。 

 给流量测量仪器供电。 

为连接任一上述仪器，请使用可选备件中的 7.6m（25 ft）连接电缆（表

格 2-12）。 

 

 

 

图 2-12 5800系列采样仪与 Isco流量计的连接 

 

2.8.2 其他仪器            你可以通过连接采样仪和外部设备从而得到一个 4-20 mA 的信号，其 

的连接             中包括 Isco 的 2108和  模拟输出模块。同时，你也可以

将采样仪接在非 Isco 的设备上，获取流量比例和激活 pin信号，发送采

样记录和警报信号，或者提供 12VDC的电源。 

所有连接器的类型都使用了可选用的非终端连接电缆，P/N68-5800-020

（见图 2-13）。这根 3m（10 ft）电缆未闭锁电缆在设备终端，可供有

线连接到兼容电路上。对于电线分类鉴定和连接器细节，请参见表格

2-3。  

 

 
图 2-13  5800系列采样的非闭锁连接电缆 

 

 

 

设备损害的危险。只有经验丰富的电子技术员可以使用
68-5800-020电缆连接采样仪和外部设备。 

 

参见表格 2-3，选择合适的电线，连接外部仪器。焊接或利用卷曲的连

接器来搭接导线。修剪未使用过的电线的镀锡头，使用适当的电子绝缘。

为使连接顺利完成，应尽量确保不要受到环境干扰。将电缆穿过导管，

在连接器内装置一个可以提供足够保护作用的防水电子箱。 

 

 

 

Isco快速断开盒（Q.D.）,P/N 60-2004-228,可以为非 Isco设备提
供一个便捷且放水的连接。密封的 IP67(NEMA 4x)盒含有 7个接线
端子，且配有一个安装板。当和 Isco采样仪同时使用时，具有防爆
等级的 Q.D.盒不能适用。 

 小 心 

 注 意 

连接采样仪 连接其他设备 

 

连接采样仪 连接 Isco 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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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快速断开盒 60-2004-228 

 

                        表格 2-3 非闭锁连接电缆  

PIN 
电线颜色  

信号名称 采样仪 

输入/输出 

参数/注释 

1 黑 12VDC电源 输出 +14.5~+12.0VDC，最大 1 安培。可为外部设备

供电 

2 白 接地 N/A 接地 

3 绿 流量脉冲 输入 25 毫秒（最小）脉冲，+5 至+15VDC 

4 蓝 串行数据 c
 输出 瓶号输出到 isco 流量计 

5 橙 事件记录 输出 3 秒，每次采样开始时，发出+12VDC 脉冲 

6 红 启动 Pin 
c
 输入 将该输入接地（短接到 pin2），可以终止采样器

运行。打开该输入（浮动）可采样。 

7 白/黑 12VDC 输出 +14.5~+12.0VDC，最大 1 安培。可为外部设备

供电 

8 红/黑 警报 1 
d
 输出 警报 关=0 VDC, 警报 开= +5 VDC 

9 红/白 警报 2 
d
 输出 警报 关=0 VDC, 警报 开= +5 VDC 

10 橙/黑 警报 3 
d
 输出 警报 关=0 VDC, 警报 开= +5 VDC 

11 绿/黑 警报 4
 d
 输出 警报 关=0 VDC, 警报 开= +5 VDC 

12 绿/白 模 拟

4-20mA(+) 

输入 线性电流信号在 4mA 时，表现出最低流速, 在

20mA 时最大流速。这种输入模式是与 Pin13 搭

配使用。 

13 蓝/白 模 拟

4-20mA(-) 

输入 参见 Pin12。 

14 蓝/黑 接地 N/A 接地。同 Pin2。 

15 白/黑 N/A N/A 不可用 

16 裸线 N/A N/A 不可用 

 

a. 所有电压测量方法都须参考 pin2和 14的接地。 

b. 对于双色线，第一个命名的颜色为主要颜色；第二个命名的颜色则以螺旋条纹式样环绕在它周围。 

c. 这个 pin同时也可以用于串行数据输入来连接 PC。推荐使用电缆 69-4704-042，而不是串行数据

连接。请参见第 4.3.2 节。 

d. 从内部驱动输出的电流，最高仅限于 100mA。在警报 pin和 ground之间输出的电流，可以驱动 5VDC

的低功率警报装置。如需要控制高功率（>100mA）的设备，或者该设备有不同电压的需求，则需

要通过用户提供的继电器来实现了。详情请见第 3.3.8节警报状态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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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连接电源        

 

 

在将采样仪连接到一个交流电源上之前，请熟悉手册的第五页上有
关“Electrical Requirements”的说明。 

 

工厂组装的采样仪，对于 ， 或者

都是适用的。用于鉴别你的采样仪的 AC 电源配置的序

列号标牌，位于冷藏柜的内部。在没有购买冷藏模块的替代品之前，你

不可以转换采样仪的这一部分。 

115VAC 采样仪的主电源线配有一个 NEMA 5-15P 的插头，可用于标准

北美插座。230VAC 采样仪的主电源线配有一个 EU-16P 插头，可用于

标准 CEE-7 欧洲插座。对于其他提供兼容 AC 电源的插座，可以用当地

可购买的适配器来转换主电源线的插头。 

将主电源线插头插入插座。采样仪控制面板将简要地有启动画面。 

                                           

 

2.9.1 备用电源          当AC电源断电时，5800可将采样器控制器切换到 Isco铅酸电池备用电源。 

 

 

此举仅向采样器控制器供电，不向冷藏室供电。 

启用备用电池，将模块 60-5314-696 连接到采样器背后的 16 针接口上，

如图 2-15。 

将 isco 铅酸电池连接到模块的 2 针 amphenol 接口上。模块上带有相同

的 16 针接口，可以连接其他设备。 

 警 告 

 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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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5800 备用电池模块 

 

 

2.10  采样仪设置          要完成采样仪的安装，软件也应该配置和设定好。 

和编程              详细说明参见第三节。 

                          配置采样仪，确认安装好的采样瓶规格，吸水管的长度，等等。编好程

序，确定采样仪将在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采集液体样本。 

 

2.11  锁定采样仪          锁定采样仪是一个可选步骤，它可以避免采样仪操作时受到干扰或采集

的样本被损坏。 

                          为避免采样仪操作受到干扰，采样仪自身有一个

的功能。启动之后，大部分控制面板的功能都需要输入数字密码。如需

启用这一选项，请参见第 3.3.11节。 

                          为避免样本被损坏，请锁好冷藏柜门，控制面板，泵盖上的挂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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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o 5800 

冷藏式采样仪 
 

第三部分  编程 
 

    在这一章节中„ 

 控制面板的说明 

 启动采样仪 

 配置采样仪 

 采样程序概述 

 编程步骤 

 编程范例 

 

3.1 控制面板的说明             

 

 

 
图 3-1  控制面板和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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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3-1 控制按键 

标识 名称   描述 

 

Power 

电源 

将采样仪置于启动或待机状态。 

注意：不管哪种模式，主电源总是与冷藏系统连

接的。 

 

Numbers 

数字键 

输入数字。 

 

Pump Reverse 

泵反转（清洗） 

在主菜单下，按此键，即可使泵反转，并清洗吸

水管。在其它菜单下，按下该键，即表示输入数

字1。 

 

Pump Forward 

泵正转(注入) 

在主菜单下，按此键，即可使泵正转，并填充吸

水管。在其它菜单下，按下该键，即表示输入数

字3。 

 

Previous 

返回 

向左， 

向上。 

 

Next 

下一步 

向右， 

向下。 

 

Stop, Cancel, 

or Exit 

停止，取消或退

出 

可以停止泵或分配器的运行；暂停一个正在运行

的采样程序。在编写程序的界面，退回到上一个

程序级别。 

 

Calibrate 

校准 

在主菜单下按下该键，进入校准模式。 

 

Grab Sample 

手动取样 

在主菜单下或者暂停状态下，按该键，手动取样。 

 

Enter 

回车 

需选定菜单选项或输入数字进入下一界面时，按

下此键。 

 

Run Program 

开始 

按此键，启动采样程序。 

 

 

3.2 启动                 采样仪通电（请见第 2.9 节）后，液晶屏上显示开始画面。 

                            

                         在完成了启动流程之后，按电源键，启动采样仪。控制面板显示主菜单

画面，等待你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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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菜单界面会显示三个菜单选项。可选选项的图标会不停闪烁。利用下

一步和返回键，改变可选选项。按回车，即可选中闪烁的可选选项。 

 

如果你只是刚安装好采样仪，那么首先需要配置采样仪（请见第 3.3节）。

然后，对采样仪的操作编定程序(请见第 3.4节)。除非你已经运行了一

个采样程序，否则 的选项（请见第 4.3 节）将不含有有意义

的数据。 

 

3.3 配置采样仪            在操作 5800系列采样仪之前，应首先对采样仪的软件进行配置。设置               

时间和数据，以及配置控制器正确使用硬件和外部连接。 

 

从主菜单开始选择，利用下一步或返回键，直到 选项闪

烁。然后，按下回车。采样仪将显示初始配置。 

 

你可以通过使用下一步或返回键，浏览 Configure选项内容。如需察看

或改变选项设置，请按回车。 

 

当不再有任何选项需要设置时，采样仪将返回到

。为尽快可以返回到

界面，可直接按停止键。按下停

止键后，任何输入界面都将在没有保存的情况下，退出当前界面。你可

以再次按停止键以退出采样仪配置界面，返回到主菜单。 

 

3.3.1 设定时钟            选择这一选项，是用于将采样仪的内部时钟设置为你的当地时间和日

期。采样仪利用这个内部时钟来开始和停止采样编程，以及在日志中记

录采样事件的时间。 

        

1.按回车。 

 

 

2.按数字键，输入小时时间（使用 24-小时制）。然后按回车确        

认输入，并转移到分钟的设置。重复所有的设置，屏幕会返回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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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样瓶及尺寸            选择这一选项，是为了指定安装采样瓶的配置（请见第 2.4 节）。采样

仪利用这一设置来确定可用的采样瓶选项和控制分配器的操作。 

 

1.选择 选项，按回车进入。 

 

2.按返回或下一步键，使已安装的采样瓶配置高亮，然后按回车  

键选中它。 

3.利用数字键，以毫升为单位输入采样瓶的容量。对于多瓶配置

的采样仪，只需输入一个采样瓶的容量，而不是所有样瓶的总容

量。 

如果你输入的是一个非标准的样瓶容量，采样仪将询问

。回答 ，重新输入一个标准容量值；

或者回答 确认这个非标准的容量值。   

4. （分配臂使用）对于单瓶，10L 配置，选择 Yes。对于单瓶，

20L 配置，选择 No。 

a. （满瓶检测）如果选择了无分配臂存在，选择 Yes 进行满瓶

检测，当采样瓶满时，采样器会终止程序运行。如果选择 No，

则在采样瓶满时依旧运行程序。 

5. （自定义排水管）如果使用的排水管长度不是标准的 17.5 英

寸或者 20 英寸（比如 20L 采样瓶的配置），选择 Yes。 

6. 输入自定义管道长度，按回车确认。 

 

3.3.3 吸水管               选择该选项，输入吸水管的长度（请见第 2.5 节）。采样仪根据这一输入

值和它自动生成的泵表格，来确定泵注满和清洁的周期，以计算出采样

容量。 

设定吸水管的长度： 

1.选择 选项，按回车进入。 

 

2.按数字键，输入吸水管的长度。 

 

3.在返回到 之前，采样仪

生成泵表格。 

 

当需要非常精确的，重复性好的采样容量时，小心仔细地切割吸水管，

并输入正确的测量方法。 

如果使用了英制测量单位，将吸水管切至最接近的足英尺长度。当使用

的是公制测量单位时，将吸水管切至最接近 0.1 米单位的长度。采样仪

将根据你选择的语言种类，显示适当的测量单位（请见第 3.3.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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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吸水管长度 

 

3.3.4 液体探测器           选择该选项可打开或关闭液体探测器，同时也设置吸水管冲洗和样本重

新采集。 

1. 选择 ，按回车进入。 

 

2. 选择 （出厂默认），可提高采样容量的准确性，且可以

启动 Rinse Cycle 和 Sampling Retries。选择 ，将关闭

所有这些功能，并返回到 。 

3. 按一个数字键以指定在采集样本之前，应执行多少次清洗周

期。 

4. 如果采样仪液体探测失败，它可以重新采集一次样本。按下

一个数字键以指定采样仪应执行多少次重试。 

 

对于大多数的采样应用，你都应该使用液体探测。选择 可能会影响

到采样容量的可重复性，也将关闭 Rinse Cycle 和 Sampling Retries

两项功能。 

在采集样本之前，你可以使用 Rinse Cycle保养吸水管和过滤器。同时

Rinse Cycle在每次采样前，都确保吸水管都是湿润的，这样也可能提

高采样容量的可重复性。一个清洗周期可以使液体通过吸水管直到液体

探测器。然后泵反转方向，清洗吸水管。 

注意，Rinse Cycle加入到 Pump Counts（请见第 3.3.9节）将需要更

加频繁地更换泵管。 

 

3.3.5 流量模式            选择这个选项，可以显示出，当按下运行程序键之后，采样仪是否应该 

      采样                采样。Sample At Start 选项只适用于流量比例的程序。 

 

    1. 选择 ，按回车进入。 

    2. 选择 ，当时间一到，就开始第一次采样。选择 ，

则等待流量计数触发第一次采样。 

如果你选择了 ，当你启动程序时，采样仪将立即开始第一次采样（如

果需要 ，请见第 3.5.20节），然后开始为下一

次间隔计算流量脉冲。 

 

3.3.6 启动 Pin            这一选项用于指定当 改变时，采样仪控制器应该采取的步

骤。 可以实现外部设备（请见第 2.8 节）控制正在运行的

泵管 

泵管连接器 吸水管 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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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1. 选择 ，按回车进入。 

   2. 如需无限制的启用/禁用，选择 。选择 ，则只能有

启用一次，然后采样仪将继续保持被启用的状态直到最后一

个程序。 

        3. 当采样仪被启用后，如果你需要一个样本，选择 。否则，

选择 ，采样仪将在设定好的时间间隔期开始第一次采样。 

        4. 选择 ，重新将时间或流量间隔在采样仪被启动的时候，

设置为零。选择 ，采样仪将继续当前计数。 

 

当外部设备连接器的 pin6处于接地状态时，采样仪控制器是被禁用的。

Isco的设备则是利用短接的 pin（Enable）和 2（GND）来实现这一功能。

一台非 Isco的设备，可以通过使用继电器触点关闭，同时短接两 pins，

来关闭采样仪。当 pin 6 和 2都不再被短接时，即 pin6是开放式的或

者允许波动的时候，采样仪就被启动了。 

 

处理厂进水处的参数监控，就是一个可以说明该启动功能的实例。只要

测量参数（比如 pH）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监控仪器就可以禁用采样

仪；当测量参数超过正常范围时，仪器则启动采样仪，然后在由程序设

定好的时间间隔内采集样本。 

 

3.3.7 冷藏                这一选项，是用于为冷藏系统设定目标温度。采样仪将根据需要调节制

冷或制热系统，以维持该目标温度。 

        1. 选择 ，按回车进入。 

        2. 使用数字键设定目标摄氏温度。按回车保存。 

        3. Single Bottle Only  选择 ，即可启动 Quick Cool 模

式；选择 ，则关闭该模式。 

Quick Cool 在开始的 24 小时内降低目标温度。当收集到了

热的液体或者大剂量的样本时，这一功能对于快速降低温度

非常有效。在每小时 250 毫升，22℃下的样品，冷却效果最

佳。 

如果 Quick Cool 选项开启，更小或更凉的样品，可能更容易

被冻结。 

3.3.8输出 Pins            这个选项，可以用于设定四个警报输出。一个警报的输出，是基于以下

事件中的任一种情况，而得以实现的： 

 程序开始 Program Started- 当启动时间到达时，该事件出现。对于采

用 No Delay to Start 的程序来说，一旦按下运行按键，该事件会立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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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报警输出信号持续三秒钟。 

 程序完成 Program Completed- 当采样程序运行完毕之后，出现该事

件。报警输出一直持续，直到显示屏上出现 Program Completed.  

 泵故障 Pump Error- 当采样器检测到泵故障或无液体存在时，会出现

此事件。必须要清除该故障，才能继续采样程序。报警输出一直持续，

直到泵成功运转，或出现液体。 

 分配臂卡住 Distributor Jammed- 当采样器检测到分配臂故障的时

候，会出现此事件。必须要清除该故障，才能继续采样程序。报警输出

一直持续，直到分配臂成功运转。 

 三通阀控制 3-way value control – 只要采样开始，且控制了可选的三

向阀，这个情况就会发生。更多详情，请联系厂家。 

 采集样品 Taking Sample – 只要执行采样过程，就会出现该事件。报

警输出一直持续，直到采样事件结束。 

 泵正转 Pumping Forward – 此事件发生在采样时间中，泵正向转动的

过程中（介于清洗前和清洗后）。 

 泵反转 Pumping Reverse -此事件发生在采样时间中，泵反向转动的过

程中（介于清洗前和清洗后）。也出现在手动反转泵的情况下。 

 供电 Powered up – 当采样器得到供电时出现此事件。 

 瓶满 Bottle Full – 如果使用大于 10500 毫升的瓶子，在程序运行过程

中从采样瓶中溢出液体时，会产生此事件。此报警需要大于 60 毫升的

采样体积，且采样后清洗多于 100 次。直到前五个采样完毕之后此报警

才有可能出现。这样做可以允许采样器判断常规操作条件。警报一直持

续，直到按任意键退出此界面。 

说明：如果不选择 Bottle Full 输出选项，则满瓶的情况不会终止一个运

行中的程序。 

采样前延时 Delay Before Sample – 在分配臂移动之前开始采样的情况

下，出现此事件。当选择了这个输出选项，系统提示您输入延时时长，

可选 1~99 秒。 

 

设置报警输出 pins: 

       1. 选择 ，按回车进入。 

2. 按返回或者下一步键，为显示的输出通道选择事件类型。                               

3. 按回车选中事件类型，然后预先进入下一个输出通道。 

重复操作，直到设置完四个警报输出。 

                         关于报警输出 pins 链接到外部设备的详细说明，请参阅第 2.8 节。 

 

3.3.9 泵管的寿命         这一选项可查看和重设泵的转数，用于在常规的时间间隔期内，且泵管

管壁未出现裂痕和破裂前，提醒更换泵管。如不及时更换脆弱龟裂的管

子，则可能造成： 

                                   采样仪无法抽吸液体 

                                   采样泵堵塞 

                                   不准确的采样容量 

                                   液体探测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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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泵管寿命的提示： 

        1. 选择 ，按回车键进入。 

        2. 采样仪显示出正确的泵的转数。这一显示会在四秒中内自动

开始，或者直接按回车键继续。 

        3. 如果你已经替换了泵管，使用下一步和返回键选择 ，然

后按回车。否则，请选择 。 

        4. 使用数字键输入一个时间间隔。然后按回车。（默认值为

“5。”） 

  

采样仪计算泵的旋转数，是利用一个可以重新设置的计数器计算它正转

和反转的周期得出的。当计数器达到了默认的 1000,000转时，采样仪

就会显示一个报警信  

在更换泵管后（请见第 5.1.2节），将计数器重新设置为零，这样采样

仪就可以为新的管子计算泵的转数。 

               

 

 

       
仅仅是打开泵的外壳，更换泵管，不会重设计数器。 

 

默认转数 1000,000，表示需要检查泵管的一个平均间隔期。因为液体流

质和采样点环境都会影响到泵管的寿命，你也可以改变这个间隔期以更

好的完成你的应用。如果以 1000,000转数的泵管检测期（请见第 5.1.1

节），检查出泵管几乎无磨损，那么这个检测间隔期的值可以随之增大，

以避免无谓的替换。相反，如果 1000,000转数的检测间隔期内，检查

出泵管有严重的磨损，这个间隔期就应该随之减少，以避免泵管故障。

当采集到的液体样本含有较高比例的悬浮的或颗粒的固定物，则表示泵

管很快就要磨损破裂了。一般来说，在正常温度下抽吸相对清洁的液体，

泵管可以持续工作 1000,000 转。 

 

 

        
正常更换泵管的重要性，不可以被夸大说明。关键在于，在出现故
障之前，及时更换泵管，而不是之后。当泵管出现破裂时，研磨的
颗粒和其他碎片就可以进入到泵的外壳中。久而久之，这些研磨碎
片物质就可能降低采样仪收集样本的能力。 
没有正常维护泵管，就可能对采样仪造成永久的损坏。定期地检查
泵管情况，如果管子有变朽或者龟裂的迹象，就必须立即更换泵管。
Teledyne Isco 将对采样仪的合理维护提供数年可靠的服务。 

 

3.3.10 程序选项           这个选项使用于调节 Program Lock 功能的开关，以及改变密码。当安

 注 意 

 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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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功能被启动，用户在配置，编程，校准，运行程序或者手动采样之前，

都需要对采样仪输入数字密码。 

1. 选择 Program Options 选项。 

 

2. 选择要用的程序编号，按回车。 

 

3. 选择 Yes，开启 Program Lock 功能，或者选择 No 关闭此功

能，然后按回车。如果选择是，则显示更改密码（ change 

password）。 

4. 选择 Yes 即可改变密码，或者选择 No，退出，继续使用未改

变的密码。 

5. 如果选择了 Yes，输入数字密码，最多四位，然后按回车。 

6. 再次输入密码，确认。如果密码不吻合，采样仪将发出报警

信息，并允许你再输入一次。 

如果你忘记了密码，请与 Teledyne Isco 的客服部门联系。 

 

 

3.3.11 语言               选择这个选项，可以改变显示的语种和长度测量单位。 

      1. 选择 Language，按回车键进入。 

      2. 按下一步或者返回键滚动浏览可选项。当需要的选项出现时，

按回车选择。如果你选择的不是英文，采样仪将自动以米作为

长度或者距离的单位，然后返回到 select option < -- > screen。 

如果你选择的是英文，采样仪则自动以英尺作为长度或距离的

单位，然后返回到 select option < -- > screen。 

 

3.3.12 系统 IDs            选择这个选项可以查看系统 IDs。这个功能可以记录采样仪的特殊 ID，

以及它的硬件和软件的版本。这些 IDs 均为厂商设置。 

     1. 选择 ，按回车。 

     2. 第一条线是列出 Model Number.第二条线列出的是采样仪特殊

的 ID。按回车继续。 

     3. 屏幕上显示的安装好的硬件和软件的版本号。按回车返回到

。 

 

3.3.13 运行诊断程序       选择这个功能可以进入采样仪诊断模式，以测试采样仪的存储，显示，

键盘，泵，分配器，和各种输入输出。 

                          更多相关信息，请参阅第 5.2 节。 

 

3.3.14 退出配置           这个选项用于退出配置模式，返回到主菜单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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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采样程序概述         采样程序控制了采样的频率，和每次采样应该如何完成。采样发生的情 

况通常是： 

                               启动了一个流量比例的程序，并设置为 Sample at Start（请见第

3.3.5 节）。 

                               一个时间比例的程序到了 First Sample 的时间和日期。 

                               设定好的间隔时间已经到了。 

                               设定好的流量脉冲的数量已经达到 

                               关闭的采样仪被启动了（请见第 3.3.6 节）。 

                          每次采样事件，应该对采样仪做的是： 

1. 重设已编定好的流量或时间间隔。 

2. 将分配臂移至下一个样瓶。（这个步骤对于配有 20 公升混合采

样瓶的采样仪，是不需要的。） 

3. 清洗吸水管（请见第 3.3.4 节）。 

4. 开始抽吸样本时，发送一个持续 3 秒的事件记录信号。采样仪

以程序设定好的采样容量，将样本存放在样瓶中。 

如果设定好的存储采样容量大于一个样瓶的容量时，采样仪需

要调整的是： 

a. 将分配杆移至下一个样瓶。 

b. 将程序设定好的容量的样本存放在样瓶中。 

c. 重复执行步骤 4a 和 4b，直到完成每次采样过程中，程序

设定好的样瓶数量。 

5. 清洗吸水管（请见第 3.3.4 节）。 

                          在一次独立的采样事件中，可以控制上述行为的采样程序指令，一共有

四类： 

                               Pacing 的指令，定义了是什么在控制样本采集的时间间隔和频

率。 

                               Distribution 的指令，定义了在什么地方放置采集好的液体样

本。 

                                单瓶采样仪只能将样本放入混合样瓶中，所以这种情况也就跳过

了这种说明中的这一步。 

                               Volume 的指令，定义了每次时间间隔里，有多少液体样本需

要采集，以及总的采样容量。 

                               Start Time 则是告诉采样仪，什么时间开始运行。 

这几种指令和它们相关的编程界面都在下面做了插图。图 3-3，是时间

比例的采样程序截图；图 3-4，是流量比例的采样程序的截图。每一个

屏幕截图上，都有章节的编号，这样一来，如果你需要参阅对这一步骤

更详细的说明，就可以直接查找了。 



Isco 5800 冷藏式采样仪 

第三部分 编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11 

 

 
图 3-3  时间比例的采样程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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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流量比例的采样程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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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编程步骤            使用下一步或返回键，选择 ，从主菜单界面开始编程。按

车键显示第一个编写程序的界面。参见图 3-3 或者 3-4，以及下列描述

说明。 

 

3.5.1 程序选择           采样器可以存储多达四个独立的程序。当采样器初次启动时，1 号程序会

启用。当进入并完成 1 号程序时，会出现“Program Completed”信息，显示

你已经更改了程序 1 的设置了。 

如果需要不同的程序（例如程序 1），则需要： 

 

1. 进入 Configuration Programming 选项，将箭头选中#2 程序，访问程

序 2 

2. 按回车，加载程序 2。 一旦完成这个步骤，就可以在程序菜单上修

改程序 2 了。 

3. 一旦完成了对程序 2 的编程，则会出现“Program Completed”信息，

提醒您程序 2 已经保存。 

如需重新访问程序 1，或者确认目前加载的是哪个程序，则需进入

Configuration Programming 选项，目前加载的程序号码会闪烁显示。 

 

 

              

此采样器采用高性能的泵。如同所有此类泵一样，它依靠液体冷却部

件。如果采样器程序中经历超过五分钟的无液体存在下的运转，累积

的热量就会破坏拨片，滚筒和外壳。请确保液体进口完全浸没。 

 

3.5.2 Pacing            采样程序有两种比例的方法： 

                         时间比例的采样程序，是使用采样仪的内部时钟，在均匀的时间

间隔下，采集样本。当你把采样仪设定为时间比例时，采样仪将提

示你输入采样间隔的小时和分钟值。 

                         流量比例的采样程序需要从测量流量的设备上获得一个电子信

号。通常来说，这个电子信号是一个脉冲，它可以显示一些用户指

定的间隔容量已经通过了流渠。因为每一个脉冲就代表一个间隔容

量，流量比是与通过流渠的水量成比例的。这就是“等体积，非均

匀时间间隔(CVVT)采样”。当你将程序设定为流量比例时，采样仪

将提示你在采样之前，输入脉冲的数目。 

 

 

              
所有 Isco 的流量计都会提供兼容脉冲。而非 Isco 的流量仪器可能
需要调整为与采样仪协调。 
关于连接采样仪与外部设备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2.8节。 

 

               使用下一步或者返回键，选择时间或者流量选项，然后按回车进入。 

 

 

 注 意 

 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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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每次采样            只以时间比例采样– 使用数字键，以小时分钟的形式输入采样的时间间 

     ___小时，___分钟    隔。当程序运行时，采样仪即会在每次时间间隔后开始采样。 

 

3.5.4 每次采样            只以流量比例采样– 使用数字键输入间隔流量作为脉冲的数量。当程序 

__个脉冲           运行时，采样仪将对流量脉冲计数直到达到这个数量。这时，采样仪开

始采样并重设间隔，再一次开始计数。 

               

测量流量的设备，决定了每一次流量脉冲代表的容量。对于某一些设备，

这个容量是可以由用户自行设置的；而另外一些设备，容量则是一个固

定值。请参阅流量计的说明手册。 

 

                    例如，假设使用 Isco 4250 流量计，每 100 加仑就发送一个流量脉冲。

如果你需要每 10,000 加仑就采样一次，你就输入 100 个流量脉冲。 

                

                    1000 加仑 ÷ 100 加仑/脉冲 = 100 脉冲 

 

如果测流设备通过一根 4-20mA的电流回路来发送流量比的数据，而不

是流量脉冲，采样仪将把这模拟电流转换成流量脉冲代表的容量。 

采样仪将假定电流与从零流量的 4mA到 20mA的最大流量比呈线性关系。

这种厂商校准的转换，在 20mA时，每 12秒钟产生一次脉冲（每分钟产

生 5次流量脉冲）并测量脉冲间隔时间直到在 4mA时无任何脉冲为止。 

请见表格 3-2，不同电流情况下的流量脉冲间隔时间。 

 

                       

                   

 

 

 

 

 

 

 

 

 

 

 

 

 

 

 

 

 

 

 

表格 3-2 不同输入电流下的流量脉冲间隔时间 

输入电流（mA） 脉冲之间的间隔时间（秒） 最大流速的百分比 

4  （无脉冲） 0 

5 192 6.25 

6 96 12.5 

7 64 18.75 

8 48 25 

9 38.4 31.25 

10 32 37.5 

11 27.4 43.75 

12 24 50 

13 21.3 56.25 

14 19.2 62.5 

15 17.4 68.75 

16 16 75 

17 14.8 81.25 

18 13.7 87.5 

19 12.7 93.75 

20 1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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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进入采样仪的编程界面计算流量脉冲的数量，请按照下面的步骤。  

1. 测定出，测流设备在 20mA 时产生最大流速（Qmax）。 

2. 用一个时间因数（Ftime）除以 Qmax，以找到每一个单独流量脉

冲产生的采样容量。你选择的时间因数，就决定了流量比的时

间单位： 

Time Unit                    Ftime Factor            

秒（cfs, m
3
s,etc.）              0.08333 

分（gpm,Vm,etc.）              5 

小时（gpm, m
3
h,etc.）           300 

天（mgd, m
3
d,etc.）             7200 

 

3. 通过第二步得到的结果，再除采样间隔时间（Isamp）。最后得

到的结果，就是你在该界面输入的脉冲数量。 

                 

以上这些步骤，也可以总结为下列的方程式 

Isamp ÷ (Qmax ÷ Ktime ) =  脉冲数量 

                  

 

 

 

该方程式要求 Qmax和 Isamp 使用相同的单位。也就是说，容量和
流量比的单位，都必须使用同样的基本单位（例如，立方英尺和每
秒立方英尺，加仑和每秒加仑，等）。如果他们不一样，就在运算方
程式之前，转换单位。 

   

例一 例如一个流量计被设定为，当渠道流量比的峰值为每分钟 1000公

升时，输出 20mA电流。如果你需要每 10，000公升就采样一次的话，

你就根据下列方程式输入 50 个流量脉冲。 

   10000 升 ÷ (1000 升/分 ÷ 5) = 50 脉冲 

 

例二 例如一个流量计由程序设定为，每秒 20立方英尺的流量比时，输

出 20mA电流。如果你需要每 2400立方英尺就采样一次的话，你就根据

下面的方程式输入 10 个流量脉冲。 

   2400 立方英尺 ÷ (20 立方英寸/秒 ÷ 0.08333) =10 脉冲 

                  

例三 例如一个流量计由程序设定为，流量比达到 8mgd（百万加仑/天）

时，输出 20mA电流，则你需要每 10,000加仑采样一次。由于基本单位

不同，首先你必须将流量比单位转换成加仑/天，或者将采样间隔单位

转换成百万加仑。（下面的例子是将流量比单位转换为加仑/天。）由方

程式算出，你应该输入 9 个流量脉冲。 

   10000 加仑 ÷ (8000000 加仑/天 ÷ 7200) = 9 脉冲 

 

 

 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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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每次采样            多瓶采样  每次采样事件中，采样仪将采来的样本放入一个采样瓶中 

     ___样瓶             或整套的采样瓶中。利用这个界面，在每次采样事件中，输入样瓶数量，

重复采样容量。编号的效果如下： 

 

 

每次采样事件，只用一个 

采样瓶的样本分配顺序 

  

 

每次采样事件中，使用两个 

采样瓶的样本分配顺序。 

 

 

每次采样事件中，使用三个 

采样瓶的样本分配顺序。 

 

 

 

 

3.5.6 按时间或采          Multiple Bottles Only 只适用于多瓶配置 

     样数量换瓶          – 采样仪可以在固定的时间间隔内或者在一定的采样次数之后，替换样

瓶。使用下一步或者返回键选中你的选择。 

 

3.5.7 每__小时，__分钟   Multiple Bottles Only 只适用于多瓶配置  

     更换样瓶            –如果你选择了按时更换(第 3.5.6 节)，使用数字键输入你需要更换单个

样瓶或者整套样瓶的时间间隔。 

 

3.5.8 第一次更换时间     Multiple Bottles Only 只适用于多瓶配置 

– 如果你是按照特定的时间间隔来更换样瓶的话，利用这个界面设定第

一次更换样瓶的时间。所有其它单个样瓶或者整套样瓶的更换，都将与

这个时间关联。利用数字键，以每天 24-小时制的格式输入时间。 

 

3.5.9 每个样瓶采样__次   Multiple Bottles Only 只适用于多瓶配置  

– 采样仪将一次或多次采集样事件中采来的样本存放在一个样瓶中。利

用这个界面输入在样瓶中采样容量的编号。编号效果如下： 

                         

采样过程中，每个样瓶的分配顺序。采

样事件已经编号。 

 

                        

 两次采样过程中，样瓶的分配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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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采样过程中，样瓶的分配顺序。 

 

                    

 

 

这个 Sample per Bottle功能可以与 Bottle per Sample Event（见第

3.5.5节）结合起来，组建更加复杂的分配顺序，例如多瓶混合采样。

请见下例： 

 

每次采样事件中，三个样瓶的分配顺

序和每一个样瓶在三次采样事件中

的分配顺序。采样事件已经编号。 

 

 

3.5.10 继续运行？      Multiple Bottles Only 仅用于多瓶配置– 通过选择 键，在 

界面选择启动采样程序。当分配顺序完成时，连

续采样可以重设样本分配。也就是说，当到达最后一个/一套样瓶时，下

一个/一套样瓶就是下一轮采样中的第一个/一套样瓶。 

 

                      在这个模式里，采样仪假定在程序运行过程中，所有已装满的样瓶都已

被替换，且都准备好开始采样，因此，pacing 间隔决不会被中断。 

 

                      如果你选择了 ，则在采样仪在完成分配顺序之后，就将中止程序并

报告 。样瓶被清空后，重新启动程序，采样仪再

次开始运行。 

 

如果你的采样仪的配置是混合采样，有关连续采样的说明，参见第

3.5.17 节。 

 

3.5.11 输入采样容量       在这个界面里，你可以选择输入一个采样容量（厂商默认是 200ml）  

 使用已定义的采样        或者根据泵的转数，手动定义一个采样容量。 

 

                         如果你选择了 ，屏幕将显示一系列界面，

让你输入采样容量。当运行程序的时候，采样仪将利用这些设置来改变

采样周期，在任何吸水水头高度，都可以按照输入的采样容量运送样本。 

 

利用下一步或者返回键，选择 察看或更

改已输入的采样容量。然后按下回车进入下一个界面（第 3.5.13节）。 

 

如果你选择了 ，采样周期将为泵转数的一

个固定数值。这个选项的好处就在于只要是难以探测到液体的特殊采样

条件，当从加压管中取样时，都可以采集到准确的样本量。利用下一步

或返回选择 ，然后按回车。 

 

 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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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使用定义采样时，请利用校准键确认选择 DEFINE 
SAMPLE。 
请见“Defining the Sample Volume”范例。 
 

 

 
选择 ，将禁用样瓶溢流检测功能。 

 

3.5.12 容量取决于流量？   Time Paced Only 仅用于时间比例采样- 采样仪可以根据从外部流量测

量设备的输入来改变采样容量，或者在每次的时间间隔中使用固定容

量。选择 ，则使用可变的采样容量，有时被称之为均匀时间， 变

化体积 （Constant Time Variable Volume, CTVV）采样。选择 ，则使

用固定的采样容量。 

 

3.5.13 采样容量           这个界面显示的是定义的采样容量。使用数字键输入采样容量。按回车 

       __ml              键接受显示出的数值。 

 

3.5.14 流量脉冲           Time Paced Only 仅用于时间比例采样- 如果你采集的样本量取决于 

模拟输入           流量(第 3.5.12 节)，就需要选择由外部测流设备提供的流速类型。（见第

2.8 节） 

 

3.5.15 每__次脉冲         Time Paced Only 仅用于时间比例采样- 如果你选择了 Flow Pulses 

10 ml             来确定采样容量（第 3.5.13 节），使用数字键输入运送 10 ml 液体所需的

脉冲数。这个数值就确定了每次采样事件中，流量比与样本量的比例。 

                       

例如，假定一个时间比例的采样仪被设定每小时采样一次，那么你需要

输入的是“10 ml for every 5 pulses”。如果采样仪在超过一个小时

的时间内记录了 100次脉冲，那么它将采集到 200ml的样本（100 pulses 

5 pulses 10 ml = 200 ml）。 

 

3.5.16  20 mA 时          Time Paced Only 仅用于时间比例采样- 如果你选择了模拟输出来确定 

采样量为：__ml     采样容量（第 3.5.14 节），请使用数字键输入在最大流量比，20mA 情

况下的采样量。在不超过最大流量比的情况下，采样仪将线性测量采样

量。 

 

3.5.17 __次               Single Bottle Only 只适用于单瓶配置– 使用数字键输入混合采样的次 

   混合采样              数。按回车确认这个数值。 

 

 

 

     

如果输入混合采样次数为零，会导致采样器持续运行。 

 

采样仪通过除以已配置的样瓶尺寸（第 3.3.2节），乘以每一次的采样

量（第 3.5.12）计算出采样次数的最大可能值。 

 注 意 

 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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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8 吸水水头           这个界面只有在液体探测器关闭（第 3.3.4 节）的情况下，才会显示。 利

用数字键选择吸水水头的高度。然后按回车确认该数值。 

 

吸水水头的高度，就是从液体表面到达泵入口的垂直距离。如何测量这

一高度，请见图 3-5。 

 

对于大多数的应用情况，Teledyne Isco 建议打开液体探测器（第 3.3.4

节）。采样仪将自动计算出吸水水头的高度，通常情况下可以得到更加

准确且重复性好的采样容量。 

                     

图 3-5 吸水水头高度  

 

3.5.19 暂停&恢复       暂停及恢复选项可以实现，在采样过程中暂停采样，在随后的时间再恢复

采样。必须在采样编程前启动此功能。通常在持续模式下运行此功能。 

 

要启用采样器的暂停&恢复选项： 

1. 打开采样器 

2. 在主页输入 58009 

3. 出现选项界面。按 1760，回车。屏幕会显示“选项 1760 启动”。 

 

一旦出现主页界面，就可以进行编程了。完成采样体积编程之后，就会出

现暂停&恢复界面。 

初次进入暂停&恢复界面时，不会有任何信息输入，需要用鼠标选择 Yes，

然后点击回车。可以输入多达九组暂停&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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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暂停&恢复选项界面示例 

 

要输入暂停&恢复信息： 

1. 在暂停设置一侧，输入小时数，以 HH 标识，并点击回车。 

2. 接下来输入分钟数（MM），点击回车。 

3. 以箭头选定天数，点击回车。 

4. 在恢复设置一侧，也采用相同的设置步骤。 

 

 

     

暂停&恢复选项不能设置为超过一个星期。另外，如果因为甁满而导

致程序停止，则需要手动重启程序。 

 

一旦你完成了输入所有需要编排的暂停&恢复组，按向下箭头，到达 Clear 

Done 选项。选择 Clear 会清除所有输入，Done 会接受输入。 

在此界面之后，系统会提问，在恢复时是否需要采样。选择 Yes 或 No。

一旦完成，就可以进行一般的编程了。 

如果要取消暂停&恢复选项，回到主页界面，重复步骤 1 到 3.  

 

3.5.20 设定开始时间       在这个界面中，当你按下绿色的开始键时，采样程序将立即运行，或者 

     立即启动           是达到用户设定的开始时间后，开始采样。 

 

设置采样仪立即启动的程序，可利用下一步和返回键选择 No Delay to 

Start 选项，然后按回车。 

 

设置开始的时间和日期，可利用下一步和返回键选择 Set Start Time 选

项，然后按回车（第 3.5.23节）进入下一个界面。 

 

 

   
如果输入“First Sample At”或者“Start Flow Count At”的时间
在当前月份以前，采样仪将把开始时间直接定为下一年的该日期。 

 

 注 意 

 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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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1 自动重新运行      此选项可以在一个星期的特殊日期进行采样，例如周一，周三，周五。在 

Auto Re-Run       程序中所有采样完成之后，程序会停止。在下一个设定的采样日期，会再

次开始采样。 

 

如果程序结束时没有用完所有的采样瓶，则 Auto Re-Run 功能会在下次运

行程序时，继续使用一组中可用的采样瓶。选择这个设置时需要注意，在

下一次程序运行之前，要将采样瓶清空，否则采样瓶会被注入更多液体。

对于采用最长运行时间的 flow pacing 来说，这个选项非常适用。 

 

3.5.22 在___            Time Paced only 仅用于时间比例采样- 使用数字键设置开始的小时，按 

第一次采样         回车确认该数值，然后开始输入分钟。重复这一步骤即可完成分钟，日期

和月份的输入。 

 

3.5.23 在___开始         Flow Paced Only 仅用于流量比例采样 - 使用数字键设置开始的小时， 

计算流量         按回车确认该数值，然后开始输入分钟。重复这一步骤即可完成分钟，日

期和月份的输入。 

 

3.5.24 选择日期          用箭头按键，选择一周中需要的星期，按回车确认，或删除已选项。当完

成选择之后，选 Done，然后按回车，进入下一个界面。 

 

3.5.25 第一个有效日      用数字键设置程序开始日期，按回车接受设定值。 

 

3.5.26 最长运行          仅用于流量比例采样，非连续运行-使用数字键设置最长运行时间。当超 

   小时           过这个时间后，采样仪就将结束采样程序。 

这个功能对于超时采样且总采样量与流量成比例的情况很实用。这方面的

例子，就比如一个流量比例的混合采样代表了一天 24 小时的每日总流

量。如果你的应用没有限制采样的明确时间，则输入 0。 

 

3.6 程序范例              以下程序示例主要说明： 

                             确定采样容量 

                             时间比例采样程序 

                             流量比例采样程序 

                             流量成比例的均匀时间，变化体积的采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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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o 5800 

冷藏式采样仪 
 

第四部分  操作 

 

 

在这一章节中„ 

 启动一个采样程序 

 如何中止或停止一个运行程序 

 显示采样事件 

 浏览日志 

 获取温度记录 

 移动样瓶 

 手动取样 

 校准采样量 

 手动操作泵  

 

这一节描述了如何操作采样仪。这些用法说明都基于用户正确安装（第

2 节），配置和编程（第 3 节）的基础上的。 

 

4.1 启动一个              在启动程序之前： 

采样仪程序                  检查泵管状态。请参见第 5.1.1 节。 

 在机架或者置物架上，放置好空的样瓶。 

   在主菜单的屏幕上，按下绿色的开始键 ，启动程序。 

如果一个采样仪的多瓶配置预先是停止的（请见第 4.2 节），当你按下

开始键时，采样仪将显示一个启动样瓶数量的选项。这个选项，也只有

在停止程序后没有任何程序改动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使用数字键，输入样瓶数量，然后按回车。 

 

4.1.1 启动时间            如果程序设定为 NO DELAY TO START（请见第 3.5.18 节），采 

延后                样仪将立即根据它的配置和程序设置运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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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程序设置了一个启动时间，采样仪将等到特定的时间和日期再开始

运行。在这段等待期，时间比例程序将显示为： 

                         

               

 

或者，流量比例程序将显示： 

                         

       当设定的启动时间和日期与采样仪的时间和日期吻合时，采样程序开始

运行。 

                   如果你按下绿色的开始键，且超过程序设定的运行时间不到 5 分钟，则

采样仪立即启动程序，否则，采样仪将在下次程序开始时间启动程序。 

 

4.1.2 运行状态          由于采样仪的操作是完全自动化的，不需要用户进行干预。如果需要检

查一下程序运行情况，你可以查看采样仪的显示屏，上面总是会显示当

前状态或者程序运行以及冷藏柜的温度。 

 

                   一般来讲，显示屏将对下一个采样事件进行倒计时。这个倒计时的界面

有可能随着其他的一些信息而发生变化： 

 如果采样仪被一部外部设备禁用，屏幕上将显示

PROGRAM DISABLED。 

 如果采样仪正在采样，屏幕上将显示 TAKING SAMPLE 

(NUMBER) 。 

 如果采样仪在程序运行期间遇到了错误的采样环境，屏幕上

将显示 ERRORS HAVE OCCURRED。 

 如果采样仪被设定为按时间更换样瓶（见第 3.5.5 节），屏幕

上显示 NEXT BOTTLE AT: HH:MM:SS DD-MON-YY 。 

 如果有采样仪操作的时间是基于内置时钟，屏幕上将显示当

前的时间和日期。 

 

4.1.3 完成程序            当程序完成时，屏幕上将显示 PROGRAM DONE，并列出采样次数。 

                          如果采样仪在运行程序过程中遇到错误，屏幕上将显示“ERRORS 

HAVE OCCURRED”信息。错误信息请见表格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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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暂停或停止            按下停止键，即可以暂停运行中的程序。采样仪将显示： 

运行程序           

                            

                      屏幕顶端显示一个 5 分钟的倒计时。如果没有按键，当倒计到 0:00 时，

采样仪程序将自动继续。 

在采样仪中止时，你可以： 

浏览日志（请见第 4.3.1 节） 

手动取样（请见第 4.4 节） 

暂停程序 — 按下一步或者返回键选择 HALT 选项。然后按

回车进入。 

重新开始程序 — 按下一步或者返回键选择 RESUME IN 

M:SS 键。然后按回车。或者你可以按停止键退出暂停状态，

重新开始程序。 

在暂停期间，你可以利用数字键，下一步，或者返回键重新将倒计时设

为五分钟。 

 

 

在暂停期间，采样仪如果跳过了采样事件，就会有报告显示在日志 
里  

 

4.3 采样后事宜            采样后的事宜包括： 

浏览日志（请见第 4.3.1 节） 

获取冷藏柜温度纪录 (请见第 4.3.2 节) 

取出采样瓶（请见第 4.3.4 节） 

4.3.1 浏览日志            在程序运行过程中采样仪将采样事件记录下来，并总结在一个日志里。

这个日志将保存在采样仪的内存里直到下一个程序开始。 

 

程序完成后如需浏览日志，请按下停止或者回车键退回到主菜单，然后

按下一步或返回键选择 VIEW LOG 选项，按回车进入。选择希望浏览

的是当前程序还是之前的程序。在程序被暂停时，你也可以浏览日志. 

 

                 浏览日志的同时，你可以： 

按下一步或者回车键退出该界面。 

按返回键继续退后。 

按停止键退出日志。 

 注 意 



Isco 5800 冷藏式采样仪 

第四部分 操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4 

 

                 日志里一般都包含有以下信息： 

1. 日志报告出总的采样事件中，成功采样的次数。 

 

2. 如需浏览每个采样事件的数据，选择 yes。 

 

3. 输入需要浏览几小时内的数据，可选 0 到 999，前提是在这几个小

时中仪表在持续运行。输入 0，则可浏览全部数据。接着前进或后退，

依编号浏览每个采样的数据。 

4. 如果样本没有被采集，日志会报告出遗漏样本的数量和报错信息。

如果是多种原因造成采样失败，这个界面还将因为其他报错信息重复

出现。报错信息的描述，请见表格 4-1。 

5. 日志报告出程序开始的时间和日期。 

 

6. 如果程序完成，日志会报告出程序完成时的时间和日期。 

 

7. 如果程序完成之前被停止，日志会报告出停止时间。 

 

8. 当程序被中止，如果需要查看日志，日志将报告出余下的采样次数。 

 

9. 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如果突然断电，日志会报告出最近一次电源故 

障的时间和故障恢复时间。 

10. 日志会报告出冷藏柜的平均温度和最近一次有记录的最高和最低

温度。 

11. 日志报告出最近一次采样量校准的时间和日期（请见第 4.5 节），

或者最近一次  （请见“Defining the Sample 

Volume”范例）。 

12.日志报告出最近一次修改程序的时间。 

 

13.日志报告出最近一次时钟设置的时间。 

 

14.日志报告出采样仪控制面板唯一的 ID，这个标示符在出厂时已设

定。 

 

15.日志显示出控制面板硬件和软件的版本号。 

 

16.如果采样仪显示的语言不是英语，则会有翻译版本号显示。 

 

17.如果泵管转数超过了额定值，日志将显示一个警告。更多关于泵管

的警告信息，请见第 3.3.10 节和第 5.1.2 节。 



Isco 5800 冷藏式采样仪 

第四部分 安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5 

 

 

 

 

 

 

 

 

 

 

 

 

 

 

 

 

 

 

 

 

 

 

 

 

4.3.2 重新获取            日志里的总结列出了最近运行的程序中的平均温度以及最低和最高温 

     温度日志            度。如果需要更多的温度信息，采样仪可以提供一个更加细节的报告，

包括了每一分钟时间间隔的温度读数。这个报告需要连接在个人电脑上

阅读。 

为将采样仪连接到电脑上，你可以选择使用 3.8m（12.5ft）RS-232串

行通讯电缆，69-4704-042（图 4-1）。这个电缆可连接电脑上的 DB9-pin

串口。如果没有 DB9-pin串口，则需要用户提供一个 USB口的串口适配

器。 

                   为采集到详细的温度数据： 

1. 利用电缆，将电脑连接到采样仪的外部设备连接器上。 

2. 配置你的通讯软件（例如，HyperTerminal）： 

      波特率不超过 38,400 

      数据位 8 位 

      无奇偶 

      一位停止位 

      无流量控制 

      自动探测或者 VT100 终端模拟 

表格 4-1 5800错误信息 

信息 描述 

NO LIQUID DETECTED 采样仪无法探测到液体。 

NO MORE LIQUID 
在采样仪探测到液体后，正在取样的时候，液体探测

器停止探测了。 

NOT ENOUGH FLOW 
当正在采集与流量成比例的样本量（CTVV）时，没有

测量到足够的流量来产生最小样本量。 

POWER FAILED！ 电源在样本采集事件过程中受到干扰。 

USER STOPPED PUMP 在采样事件进行过程中，按下Stop键。 

PROGRAM PAUSED 在采样事件进行过程中，程序被暂停。 

DISTRIBUTOR FAILURE 

分配器运行异常。当分配臂没有固定在采样器上，分

配臂停止器缺失或损坏，或者分配驱动器机械故障

时，会出现此故障报告。 

PUMP FAILURE 
泵无法正确运行。当有一些障碍物阻止了泵的转子旋

转或者当泵带打开，采样仪就会报错。 

PROGRAM HALTED 程序中断。 

PROBABLE OVERFLOW 如果采样仪内采样瓶溢出，采样仪将不再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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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5800 采样仪连接到 RS-232 串行通讯电缆 (图示为 DB9-pin ) 

 

                      

图 4-2 采样温度报告 

3. 利用你的通讯软件，连接采样仪。使用电脑键盘重复输入“？”

（Shift + ？）直到采样仪返回它的字符串。字符串将列出采

样的型号和 ID。 

当采样仪准备接受命令的时候，屏幕上将出现一个“>”提示。 

4. 在电脑上输入“DATA <CR>”字样。 

采样仪以用逗号断开并列的文件格式（CSV）发送详细的温度报告。这

个 CSV 报告可以利用你的通讯软件获取和保存。 

图 4-2 显示了采样报告。第一行包括了识别采样仪的字符串。接下来的

三行，显示了当前时间，运行时间，和第一次采样的时间。其余部分报

出了时间标示和温度读数。如果温度读数后面有一个星号 ，则说明那

个时候有错误情况存在。 

所有的时间都以连续的值报告出来，这样可以很方便地利用电子数据表

程序转换成为日期和时间。小数点左边的数字，是自 1900 年 1 月 1 日

以来的天数。小数点右边的数字，则是可以转换成小时，分钟和秒的部

分时间。 

 

4.3.3 采样报告            输入“SETTINGS <CR>”取回采样仪的程序设置报告。 

每次采样时，采样仪会记录样品号和样瓶号。输入“RESULTS <CR>”，

可以获取采样结果报告。结果报告仅包含最近一次程序运行数据。 

输入“REPORT <CR>”，可获得包含设置和结果的报告。 

输入“PREVIOUS REPORT <CR>”，可获得之前的程序运行报告，包

括设置和结果。 

采样仪端 电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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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取出样瓶            程序完成以后，采样瓶可以被取出，准备送往实验室。解开门的插销，

把门打开，然后将采样瓶从机架或者定位基座上取出。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将分配臂推开。 

如果你使用的是 24-瓶机架，你只要滑动机架就可以轻松地取样瓶。当

将机架滑出时，请查看机架杆（图 4-3）。后面的两个杆沿着机架的顶部

滑动，防止机架向前倾倒。除非你已经安全地握住了机架，否则不要将

机架拉过指针位置。 

取出采样瓶时，应将瓶盖盖好，标签也要根据实验室的实验方案贴好。 

                    

 

 

图 4-3 将 24-样瓶机架滑出 

 

 

4.4 手动取样              手动取样，即是按需要取一份单独的样本，然后装入一个外部容器。 

                        当采样仪在运行程序的过程中，暂停，或是在主菜单屏幕下，你都可以

进行取样。 

                         

取样： 

1. 按下手动取样键（GRAB SAMPLE）。 

2. 采样仪将询问需要收集的容量。 

选择 ，即可收集到由泵转数定义

的 样 本 量 。 如 果 需 要 收 集 不 同 的 样 本 量 ， 则 选 择

，然后通过数字键输入需要收

集的样本量。 

 

 

 
如果你选择了 选项，采样仪将根据

的校准设置来收集样本量。更多有关这方

 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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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信息，请参见 “Defining The Sample Volume”。 

 

3. 采样仪显示 GRAB SAMPLE PRESS (enter) WHEN 

READY，请等待你准备要采集的样本。将连接接头上的泵管

拉低。当一切准备就绪时，抓住泵管在容器的一端，按回车开

始。 

4. 采样仪将完整地完成样本的收集，并将需要的液体保存在容器

内。 

5. 将泵管放回连接接头。 

 

 

 

 
如果采样程序正在运行时，需要手动取样，这一事件不会被计入
采样次数当中。 

 

4.5 校准样本量            采样仪可重复运送 的采样量或者平均采样量的 。要获得准确

的采样量，采样仪可利用吸水管的长度（请见第 3.3.4 节）来生成泵表。

泵表和液体探测器可用于测定吸水管的水头高度和测量液体容量。通过

计算吸水管的水头，已经运送的液体容量不会再受到变化的液体水位的

影响。 

 

 

 
吸水管不正确的数值，有故障的液体探测器和破旧的泵管，都有
可能对样本量的准确度造成不好的影响。 

 

校准采样仪可以提高样本量的准确度。校准样本量，请遵循以下步骤。

这些步骤进行的前提是在采样仪被正确安装（第 2 部分）和吸水管已经

切割好，且它的长度也被输入到采样仪的配置（第 3.3.4 节）。这些步骤

同时也需要量抽筒来测量运送的样本量。 

 

 

                  
Teledyne Isco 可提供 1000 ml 的量抽筒，订单编号为
299-0020-00. 

 

                 校准样本量： 

1. 在主菜单下，按校准按钮。 

 

2. 选择 选项，然后按回车。 

 

3. 将泵管从连接接头上拉下。抓住泵管在量抽筒中的末端。一切准备

就绪时，按回车。 

 

4. 当采样仪收集样本时，握住量抽筒。 

 

 注 意 

 注 意 

 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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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测量收集在量抽筒中的样本量，并在 VOLUME DELIVERED 界面

中输入测量结果。 

 

6. 如果预计的样本量与你输入的结果有很大差异，采样仪将提示你确

认输入的测量结果。如果你确认输入的结果正确，请选择 YES，否则，

选择 NO，并重新输入测量值。 

 

7. 将泵管放回连接接头。 

 

对于小体积采样，重复校准过程，确保校准量平均，且不会被常规的随

机变化情况过度影响。 

 

手动制定采样量也是一种可选方法，也许在应对一些复杂的应用情况有

帮助。请见第 3.5.10. 

 

4.6 手动操作泵            采样仪的泵，也可以通过主菜单的显示，进行手动操作。 

                          操作泵： 

1. 按下数字键“1”，准备让泵反转（清洁管道）。  

 

或者按数字键“3”，预备让泵正转（采样）。 

 

                           2. 按回车键，泵开始按照选择的方向进行转动。 

                           3. 按停止键，停止泵，并返回到主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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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维护 

 

 

                          在这个章节里… 

 定期的修护清单 

 采样仪的诊断 

 温度核查 

 

在这个部分里，描述了如何对你的采样仪进行维护和故障排除。如果你

认为你的采样仪需要检修，或如果你对采样仪的操作或维护有任何疑

问，请与授权的 Isco 客服部门或者 Isco 技术服务部门联系： 

     电话：（800）228-4373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402）464-0231（全球） 

                                     传真：（402）465-3001 

                                     电子邮件：IscoService@teledyne.com 

 

5.1 定期维护清单：        在使用之前： 

 检查泵。一个必要的维护项目。 

 检查泵的外壳和滚轴。 

 清洁或更换经常湿的部件（采样瓶，吸水管，过滤器，泵管，和

排放管）。  

 必须清洁采样仪。 

 检查软管 

 

5.1.1 检查泵              使用泵之前请仔细检查。当需要从远距离抽取了大量的样本量，或者当

液体样本中含有大量的悬浮物或研磨颗粒时，泵的检查工作就显得尤为

重要了。泵的维护工作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有，例如： 

 失误的液体探测 

 不准确的样本量 

 采样仪不再抽取任何液体 

 泵堵塞 

检查泵： 

1. 按 On/Off 键，使采样仪的控制器处于待机状态。这样做，是为

了确保采样仪不会有操作控制泵的可能。 

mailto:IscoService@teledy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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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样仪有一个安全联锁装置，这是为了防止当泵带打开时，泵开始
运行。请绝对不要随意乱动泵的外壳和泵带。泵的能量相当强大。
如果当你在维护泵的同时，采样仪启动了泵，这将会对你造成严重
的伤害。在打开泵的外壳前，请将采样仪的控制器置于待机状态。 

 

2. 参考图 5-1。解开保护金属泵带（K）的插销（H）。 

3. 转动泵带，使其远离泵的外壳。 

4. 检查一下部分： 

 a. 泵管 — 查看泵管是否被泵的滚轴造成过度磨损，以及管道

是否有裂痕出现。除非你仔细弯曲或挤压泵管，否则，裂痕

有可能并不明显。如果的确发现有裂痕或者过度磨损，请更

换泵管。（请见第 5.1.2 节） 

 

 

图 5-1    5800 泵 

               A. 泵管                                F. 液体探测器的封口处 

               B. 连接接头                            G. 插销 

               C. 管道连接器                          H. 捏手 

D. 管道调正槽口                        I. 泵外壳 

E. 管道调正环                          J. 泵带  

 

 

 

 

 警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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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泵转动体上的滚轴（A）和竖杆（B） 

  

 b. 泵滚轴 — 查看是否有碎屑垃圾残留在泵的滚轴上或者竖

杆的表面（请见图 5-2）。请在必要时，及时清洗。（请见第

5.1.3 节） 

 c. 外壳 — 查看泵的外壳内是否有碎屑垃圾残留。请在必要

时，及时清洗（请见第 5.1.4 节）。（如果有碎屑垃圾在外壳

内部，通常也说明泵管已经出现问题。） 

5.1.2 更换泵管            符合标准的采样仪泵管，可以从它蓝色的调整环轻松识别。表格 5-1 列

出了泵管更换的序列号。其他非 Isco 厂家销售的泵管或设计用于其它型

号采样仪的泵管都不可以使用。不符合要求的泵管，可能会导致抽水性

能差或者甚至导致部件永久性损坏。同时，请注意排放管和泵管是不相

同的。 

                      请参考图 5-1 和以下步骤，更换泵管。 

1. 断开采样仪电源，避免采样仪尝试启动泵。 

 

 

   采样仪有一个安全联锁装置，这是为了防止当泵带打开时，泵开始
运行。请绝对不要随意乱动泵的外壳和泵带。泵的能量相当强大。
如果当你在维护泵的同时，采样仪启动了泵，这将会对你造成严重
的伤害。在打开泵的外壳前，请将采样仪的控制器置于待机状态。 

 警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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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转动后面黑色的捏手（I），打开液体探测器封口（G）。 

3. 松开泵壳带（K） 

4. 将管子（A）从连接接头（B）上取下，断开泵管连接器和吸水

管。 

5. 将旧的泵管从泵中抽出。 

6. 将新的泵管穿入泵中。请注意，短的一端（入口）应该从顶部

的开口处延伸。 

7. 蓝色的调正环与调正槽口对准排放。 

8. 关闭液体探测器的封口，并确保大捏手已经转紧。 

9. 用插销锁住泵带。 

10. 重新设置泵管计数器。（请参见范例“Resetting the Pump Tube 

Alarm”） 

11. 手动取“干”样（请见第 4.4 节），以测试新的泵管。 

12. 重新连接吸水管。 

 

                          泵管寿命 — 有很多因素都可能缩短泵管的寿命。 

其中包括有： 

 不正确的安装。 

 液体样本中的研磨状悬浮物质。 

 频繁的清洁泵管。 

 很长的清洁周期，例如与很长的吸水管一起使用。 

                              

为了延长泵管的寿命： 

 请始终使用 Isco 的泵管。 

 合理正确安装泵管，并将蓝色的调正环都正确地排放在调正槽

口中。 

 当要将管道绕着泵的滚轴上包装时，请随着管道的自然弯曲度

盘绕。 

 使用尽可能短的吸水管。 

表格 5-1  替换泵管 

编号 数量 

60-9004-157 1 

68-6700-062 5 

68-6700-044 10 

68-6700-04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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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清洗泵的滚轴        碎屑垃圾应该及时从泵的滚轴和竖杆中清除，以保持泵的高效运行和延

长泵管的寿命。使用较硬的尼龙刚毛刷，将泵的滚轴和竖杆上的碎屑清

除。如果刷子无法清除，可使用塑料或木质的工具从滚轴上刮下碎屑垃

圾。 

                          请不要使用金属工具。这可能会损坏塑料滚轴和竖杆。 

 

5.1.4 清洗泵的外壳        使用硬的尼龙刚毛刷，将散落在泵外壳内的碎屑垃圾清除掉。如果需要

的话，也可以用水冲洗。但不要用水猛烈地冲刷，这可能会使水流进密

封口和套管里，损坏里面的元件。 

5.1.5 清洗或替换          对于一般的清洁，你可以使用刷子和肥皂水来冲洗过滤器和采样瓶，然 

     湿件                 后再用清水漂洗。将过滤器放置在清洁的溶液里，然后利用运送系统抽

水，这样可以通过湿部件（如图 5-3）清洁液体通道。接下来，将过滤

器放置在清水中，利用运送系统抽水，以清洗过滤器。如果上述清洁过

程中，发生了严重污染现象，请更换这些部件。 

                          关于一些特定用途的要求，请咨询你的实验室，以建立起清洁或更换协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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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湿件  

                A. 过滤器（316 不锈钢，             E. 连接接头（316 不锈钢） 

聚丙烯，或者 CPVC）             F. 排放管（硅树脂） 

                B. 吸水管（乙烯基）                 G. 采样瓶（玻璃，聚丙烯，  

                C. 泵管连接器（316 不锈钢）            或聚乙烯 ） 

                D. 泵管（硅树脂） 

 

5.1.6 采样仪的             保持采样仪的清洁，防止恶劣环境的破坏，可以延长采样仪的使用寿命。 

清洁指导             必要的时候，使用刷子和温和的肥皂水清洁采样仪的内部和外部，然后

用清水冲洗。使用清洁剂时，请确认它与低密度的聚乙烯和聚苯乙烯是

相容的。并请避免使用高浓度溶剂和强酸性物质。 

 

5.2 采样仪的              专业的维修技术员利用采样仪内安装的常规诊断程序，确认所有的采样 

诊断程序              仪子系统都运作正常或查找故障。许多常规诊断程序同样也可以野外现

场运行。 

            很多情况下，采样仪都需要确认测试是否通过。 

 如果测试通过，采样仪将显示信息表明测试已通过，并发出短

促的哔哔声。 

 如果测试失败，采样仪将显示信息，列出故障的一些细节，这

时仪器会发出抖音，并保持 5 秒钟。 

有为数不多的情况，如果测试通过，维修技术员仍必须检查或采样仪某

一个功能出现故障，也必须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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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显示了测试结果以后，或当测试完成或超时的时候，采样仪会自动回

到 SELECT DIAG 界面。 

 

从主菜单下，开始诊断程序： 

 

1. 选择 CONFIGURE 选项，按回车。 

 

2. 按返回键，直到屏幕上出现 RUN DIAGNOSTICS, 然后按回车。 

 

3. 采样仪显示诊断选项。按回车开始测试，或按下一步或返回键滚动

浏览诊断选项。 

 

                         请参阅以下有关测试的细节信息。 

 

5.2.1 测试’RAM’           TEST ‘RAM’选项，是用于测试采样仪的内存的功能是否被采样仪的

处理器充分利用，并保存程序设置和采样事件的数据。这个测试加载

16 位字节在内存内，回读它即可确认内存运行正常。 

                          运行该程序： 

1. 选择 TEST ‘RAM’选项，按回车进入。 

 

2.  等待采样仪完成测试。 

 

3.  当测试完成时，采样仪将显示测试结果。 

 

                          如果采样仪报告‘RAM’ FAILED，请联系授权的 Isco 服务部门或

Teledyne Isco 代理商。 

 

5.2.2 测试’ROM’           TEST ‘ROM’诊断程序，是测试采样仪保存软件的只读存储器。它计

算出内存中存储的数据的校验和，然后将它与已知数据对比。如果校验

和吻合，ROM 测试通过。 

                          运行这个测试： 

1. 选择 TEST ‘ROM’选项，按回车。 

 

2. 等待采样仪完成测试。 

 

3. 当测试完成时，采样仪显示测试结果。 

 

                          如果采样仪报告出‘ROM’ FAILED，请联系授权的 Isco 服务部门，或

Teledyne Isco 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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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英文版本的采样仪不包含已知数据。对于这些采样仪，测试将报告

NO CHECKSUM。这样的结果，并不说明测试通过或失败，只是

ROM 测试对于这些采样仪无效。 

 

5.2.3 测试显示            TEST DISPLAY 诊断程序是测试采样仪的液晶屏幕。它循环地将一组

像素点显示和关闭，然后在屏幕上显示字母。不会有程序通过或者失败

的信息。技术员必须通过仔细检查屏幕来确定是否有故障。 

                          运行这个测试： 

1. 选择 TEST DISPLAY 选项，按回车进入。 

 

2. 采样仪将字母按照顺序，以大写形式排列在屏幕上。请查看显示内

容。有可能出现的错误显示，包括： 

 像素点无法显示 

 像素点一直显示 

 字体歪曲 

 对比度差 

                          如果任何一种上述情况，或者其它问题的出现，请联系授权的 Isco 服

务部门或者 Teledyne Isco 代理商。 

 

5.2.4 测试键盘区          TEST KEYPAD 诊断程序是测试采样仪的键区。当测试进行时，屏幕

上将显示任何你按下的按键的名字。不会有出现测试通过或者失败的信

息。技术员必须仔细观察屏幕以确定采样仪显示的就是你所按的按键。 

                          运行这个测试： 

 1. 选择 TEST KEYPAD 选项，按回车进入。 

 

 2. 采样仪显示测试指导。 

 

3. 随意在键盘区按按钮。例如，按回车。然后屏幕上显示 ENTER，    

测试尝试运行 20 次，然后返回到菜单 SELECT DIAG。 

                          如果你在键盘区输入字母，但是屏幕上没有显示时，键区就有可能出现

故障了。请与授权的 Isco 服务部门或 Teledyne Isco 代理商联系。 

 

5.2.5 测试泵              TEST PUMP 诊断程序，是测试采样仪的泵的组件。采样仪在每一个

不同的方位操作泵，然后汇报 ON/OFF 的比率。这个比率就是衡量泵

机械和电子性能的指标。 

                          运行这个测试： 

1. 选择 TEST PUMP 选项，按回车进入。采样仪将开始无干扰的

连续测试。按停止键，可取消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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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采样仪显示 ON/OFF 比率。数值在 0.8 至 1.25 间，即可通过。 然    

后将泵反转，继续测试。 

 

 3. 采样仪显示 ON/OFF 比率。数值在 0.8 至 1.25 间，即可通过。 

 

 

                          如果采样仪显示 PUMP FAILURE 或 BAD ON/OFF RATIO 请按

Off 键关闭采样仪。然后参考第 5.1.1 节，检测泵。彻底清洁泵的外壳

和泵管，校验泵滚轴的转动，然后再次执行 诊断程序。

如果在泵的滚轴转动过程中，没有发现障碍，请联系授权 Isco 服务部

门或 Teledyne Isco 代理商。 

 

5.2.6 测试分配臂          TEST DISTRIBUTOR 诊断程序可测试采样仪的分配臂的组件。你指

定好分配臂移向的采样瓶位置，然后你可以校正分配臂的正确位置。 

                          请注意，这个测试不适用于单瓶样瓶配置的采样仪操作。 

                          运行测试： 

1. 选择 TEST DISTRIBUTOR 选项，按回车。 

 

2. 输入采样仪的分配臂转向的样瓶号。按回车，分配臂开始移动。 

 

 

3. 采样仪报告出分配臂的新位置。 

确认分配臂与正确的采样瓶排列。如果分配臂没有与样瓶对齐

排列，分配器会要求校准。请联系授权的 Isco 服务部门或

Teledyne Isco 代理商。 

4. 然后采样仪询问下一个采样瓶的位置。输入样瓶编号，按回车键

进入。或者按停止键退出测试。 

 

                          如果采样仪显示 DISTRIBUTOR JAMMED，DISTRIBUTOR 

ERROR，SLOT CODE ERROR，DISK ERROR，或者 BELT 

TOO LOOSE，请确认分配臂没有被障碍阻挡。清除掉任何的阻碍，

例如采样瓶没有在机架上完全固定，或者排放管没有正确安装，然后再

次从第一步开始运行诊断程序 TEST DISTRIBUTOR。如果你无法

找到影响分配臂移动的障碍，请联系授权的 Isco 服务部门或者

Teledyne Isco 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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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测试                TEST FLOWMETER PORT 诊断程序，是检测采样仪发送事件标 

     流量计接口           志，接收一个启动 pin 信号和流量脉冲的能力。 

 

 

                         
这个诊断程序不适用于野外操作。这个测试需要一个插入外部设备
连接器的测试插头. 

                         

 

                          如果你检查了所有与外部流量计的连接，仍然察觉事件标记或者流量比

例信号有故障，请与授权的 Isco 服务部门或者 Teledyne Isco 代理商。

他们将帮助你获取测试插头或者做出必要的跳线连接器来运行测试。 

                       

运行测试： 

1. 选择 TEST FLOWMETER PORT 选项，按回车进入。 

 

2. 将流量计接口测试插头插入流量计连接器中。 

 

3. 采样仪测试发送和接收事件标志，采样仪启动 pin(禁止)，和流量

脉冲的电路。 

 

                          如果采样仪显示 或者 FAILED: INHIBIT，请检 

                          查测试插头是否正确插入。然后再次从第一步开始运行诊断程序 TEST 

FLOWMETER PORT。如果测试仍然失败，请联系授权的 Isco 服

务部门或者 Teledyne Isco 代理商。 

 

5.2.8 冷藏柜温度          REFRIG TEMPERATURE 诊断程序显示的是冷藏柜里的温度。当

测试开始时，采样仪将显示出温度直到你按下停止或回车键。没有通过

或失败的测试信息。这个测试只是简单地提供连续的温度检测和制热/

制冷状态。 

                        显示冷藏柜的温度： 

 

1. 选择 REFRIG TEMPERATURE 选项，按回车键进入。 

 

 2.  显示屏上显示出温度，直到你按停止键或回车。 

 

 

5.2.9 PCB 温度           TEST PCB TEMPERATURE 诊断程序可显示出主 CPU 印刷电路

板（PCB）的温度。当测试开始时，采样仪将简要地显示出温度。 

                          主 CPU 板有一个加热器，用于防止内部电子元件冷凝。如果采样仪已

经连接在 AC 电源上至少 30 分钟时，PCB 温度应高于周围的温度。 

                          显示 PCB 温度： 

 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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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 PCB TEMPERATURE 选项，按回车键进入。 

 

 2.  简要显示温度。 

 

                        如果你怀疑内部的加热器有故障，请联系授权的 Isco 服务部门或

Teledyne Isco 代理商。 

 

5.2.10 输入电压           INPUT VOLTAGE 诊断程序用于显示主 CPU 板上的直流电压。当测

试开始时，采样仪将简单显示出输入的电源电压。 

                        显示输入电压： 

1. 选择 INPUT VOLTAGE 选项，按回车键进入。 

 

2. 显示屏上简单显示电压。 

 

                        正常的电压值范围是在 12.3 到 12.7VDC。如果电压超过了这个范围，

提供电源的模块有可能已出现故障。请联系授权的 Isco 服务部门或者

Teledyne Isco 代理商，以帮助进一步解决问题。 

 

5.2.11 电池电压           主 CPU 板有一个内置电池，用于在系统断电的情况下，提供后备电源

以供采样仪保存数据。电池的寿命，通常不会超过五年。 

                          BATTERY VOLTAGE 诊断程序，显示出内部电池没有加载的交流电

压。当测试开始时，采样仪将简要地显示出电池的电压。 

                        显示没有加载的电池电压： 

1. 选择 BATTERY VOLTAGE 选项，按回车。 

 

2. 简要地显示出电压。 

 

                          如果电压低于 2.2VDC，就应该更换内部电池。如需帮助，请联系授权

的 Isco  服务部门或 Teledyne Isco 代理商。 

 

                         
如果 AC 电源损坏，内部电池的未加载电压低于 2.2VDC，采样仪
内存可能会丢失数据和设置。建议您获取数据，并记录程序和配置
设置，以防止丢失。 

 

5.2.12 加载电池电压       LOADED BATTERY VOLTS 诊断程序可显示主 CPU 板内部电池

提供的加载的交流电压。加载测试则提供了一个电池性能的指标。 

                          当测试开始时，采样仪每一秒钟的间隔显示 负载的电压。这个测

试将持续 15 秒钟，或者直到你按下回车键中止测试。 

 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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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使用 Loaded Battery Volts 诊断程序，将缩短电池的寿命。 

 

                         显示加载的电池电压： 

1. 选择 LOADED BATTERY VOLTS 选项，按回车进入。 

 

2. 15 秒钟时间内，每一秒钟的时间间隔，显示器上显示出电压。

你可以按回车键中止测试。 

   

                        如果电压低于 2.2VDC，就应该更换内部电池。如需帮助，请联系授权

的 Isco 服务部门或 Teledyne Isco 代理商。 

 

 

                         
如果 AC 电源损坏，内部电池的未加载电压低于 2.2VDC，采样仪
内存可能会丢失数据和设置。建议您获取数据，并记录程序和配置
设置，以防止丢失。 

 

 

5.2.13 模拟输入           ANALOG INPUT 诊断程序，可显示 4-20 mA 电流回路输入采样仪。

当要排除一个流量测量仪器的模拟输入故障时，这个诊断程序很有用。 

                          当你开始测试时，采样仪会显示出电流读数，直到你按停止或回车键。

不会有测试通过或失败的信息。 

                        显示模拟输入电流： 

1. 选择 ANALOG INPUT 选项，按回车键进入。 

 

2. 显示器上显示出电流读数，直到你按停止键或者回车键。 

 

 注 意 

 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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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温度确认              如果有必要去检查确认控制面板上显示的温度读数，那么读取冷藏柜内

部传感器温度将非常重要。 

                          在没有 24-样瓶机架或基座的情况下，将冷藏柜温度计放在冷藏柜后面

右边的角落里。温度计应该放在制冷系统的回风口处，但不要阻挡空气

流动。 

                      为确认 24-样瓶机架的温度，将冷藏柜温度计置于机架上，靠近样瓶 20

和 21 的位置（如图 5-4）。为确认样瓶基座温度，将冷藏柜温度计置于

样瓶三和四之间（如图 5-5）。 

                      冷藏柜温度计，可以在三十分钟后读取，然后对比显示器上已显示的冷

藏柜温度（请见第 5.2.8）。 

 

 
图 5-4 24 瓶机架的温度确认 

 

 

图 5-5 采样瓶基座上的温度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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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替换的部件，都列明在下面的插图里。 

                          参考表格来确认每个部件的编号。 

                          替换部件可以通过联系 Teledyne Isco 客户服务部门购买。 

 

Teledyne Isco, Inc. 

Customer Service Department 

P.O. Box 82531 

Lincoln, NE 68501 USA 

                                   电话：（800）228-4373 

                                        （402）464-0231 

                                   传真：（402）465-3022 

                                   邮件：IscoInfo@teledyne.com 

 

 

        

对此采样仪进行维护前必须经过合理的培训和考核，否则有可能

使维护人员被电气或机械所伤，造成严重或致命的伤害。维护工

作必须由经过训练的合格人员进行。 

 

 

 

在移除模块之前，必须断开电源，防止发生电气或机械伤害事故。

只有训练有素的人员才可以进行模块移除工作。 

 

 

 

 

采样仪带有内置安全锁，防止泵在外壳打开的情况下运行。采样

仪的泵很强力，如果在维护过程中运行起来，很可能造成人员的

严重伤害。在打开泵外壳之前，请先断开电源。 

 

 

 警 告 

 警告 

 警告 

mailto:IscoInfo@teledy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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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5800 冷藏式采样仪 

 

  

见分配器分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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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部件的清单                          表格：2/30 

Teledyne ISCO, INC 版本：D 日期： 

编号 部件号码 描述 

7 210000410 风扇 12 VDC AX FL 

9 231014514 螺钉，# 8-32 X  7/ 8  长型， 截锥头 SST 

20 231515964 螺钉，可调节， 3 / 8 – 16  X  2，SST 

21 231611620 螺钉，带螺纹，# 14 X I 长型，SST 

24 232118000 使塞紧的螺母，1 / 4 -20 X  .44 THICK  SST 

25 232119200 使塞紧的螺母，3 / 8 -16 X  .56 THICK  SST 

26 232914000 使固定的螺母  # 6 – 32，SST  W  NYLON  INSERT  

31 233019041 垫圈，平的， .390 ID X  .63OD X .63 THICK，SST 18-8 

46 604703043 TILT STOP 

47 604703044 RIGHT STOP 

48 604703045 LEFT STOP 

52 604703055 安装风扇的板面 

57 605804012 
5800 带有产生泡沫组件的外壳 

(包括了编号为  20，25 & 31 的选项) 

63 605804029 
可替换的分配器组件 

（细节请见分配器的分解图） 

34 602923007 分配臂螺母 

67 604704033 分配臂组件替换件 

166 604703164 管臂 

167 604703165 管臂轴 

168 604708021 管臂固定件 

169 23135908 SCR SLFTPG #10 × 1/2 

170 605804004 短版分配臂，用于 4×20L 配置 

   

注：1. 关于最新的部件价格和报价，请联系 Isco 服务部门。 

2. 这份清单如果更改，恕不格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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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器 

分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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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部件的清单                          表格：4/30 

Teledyne ISCO, INC 版本：D 日期： 

编号 部件号码 描述 

5 209003023 定时调节带， 一面，120 个刻槽 

11 231116304 螺帽，# 4-40 X 长型，SST 

12 231310108 螺钉，#4 X 1/2 长型，平顶，SST 

14 231310310 螺钉，带螺纹，#8 5/8 长型，平顶，SST 

19 231514901 螺钉，3MM X 6MM，平顶，SST 

29 233010403 垫圈，平的，# 4， .13 ID X  .25 OD X  .02 THICK，SST 

30 233011200 垫圈，平的，# 8， .19 ID X  .38 OD X  .02 THICK，SST 

36 603113029 外框顶部垫圈 

42 604703014 分配器基座 

63 605804029 可替换分配器组件 

68 604704034 可替换分配器的轴组件 

79 604708004 感应器安装面板，索引传感器 

80 604708010 分配器的发动机和滑轮组件 

95 694704026 分配器的传感器配线组件 

102 604709002 
分配器发动机安装组件包 

包括了编号为 14，30，& 19 的选项 

103 604709001 
分配器的传感器组件包 

包括了编号为 11，12，29，79，&95 的选项 

   

   

   

   

   

   

注：1. 关于最新的部件价格和报价，请联系 Isco 服务部门。 

2. 这份清单如果更改，恕不格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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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控制面板

的分解图 

详见 B 

详见 B 



Isco 5800 冷藏式采样仪 

附录 A 替换部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7 

 

 

替换部件的清单                          表格：6/30 

Teledyne ISCO, INC 版本：D 日期： 

编号 部件号码 描述 

21 231611620 螺钉，带螺纹，# 14 X I 长型，SST 

49 604703046 插销锁紧螺帽 

127 604703107 夹子，翻转板，带有锁扣 

105 604709003 
控制面板紧固组件包 

（包括编号为 142 的选项） 

106 604709004 
插销锁紧组件包 

（包括编号为 21 & 49 的选项） 

125 605804020 
可替换的翻转板组件 

（包括编号为 129，130，131，&132 的选项） 

129 232119000 紧塞螺帽， 5 / 16 – 18，1 / 2 HEX X 3 / 16 厚型，SST 

130 233213200 垫圈，可锁定，# 5 / 16 有齿轮，SST 

131 604703104 取间隔的装置，铰链 

132 604703105 钉子，平头 

65 605804031 可替换的控制面板组件 

142 231518522 螺钉，桁架头，8 – 32 X  1.25  长型 SST 

143 605804152 控制面板替换件，中国 

   

   

   

   

   

   

注：1. 关于最新的部件价格和报价，请联系 Isco 服务部门。 

2. 这份清单如果更改，恕不格外通知。 

 

 

 

 

 

 

 

 

605802010 



Isco 5800 冷藏式采样仪 

附录 A 替换部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8 

 

 

 

 

控制面板的

分解图 

控制面板组件，带标签和

CBA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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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部件的清单                          表格：8/30 

Teledyne ISCO, INC 版本：D 日期： 

编号 部件号码 描述 

13 231310208 螺钉，带螺纹，# 6  X  1 / 2 长型， TORX，SST 

35 603113028 外框底部垫圈 

65 605804031 
可替换的控制器面板组件，非中国版 

（包括项目 13，35） 

143 605804152 
可替换的控制器面板组件，中国版 

（包括项目 13，35） 

   

   

   

   

   

   

   

   

   

   

   

   

   

   

   

注：1. 关于最新的部件价格和报价，请联系 Isco 服务部门。 

2. 这份清单如果更改，恕不格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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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部件的清单                         表格：10/30 

Teledyne ISCO, INC 版本：D 日期： 

编号 部件号码 描述 

126 202405321 O 型圈，硅树脂，1.162 ID，.210 横截面 

9 231014514 螺钉，# 8 – 32 X  7 / 8 长型，平顶，SST 

21 231611620 螺钉，带螺纹，# 14 X  I  长型，SST 

   

157 605804128 可替换的泵组件 

87 694703035 泵管垫圈 

89 694704004 CBA 泵的接口 

93 694704064 隔壁管组件 

97 231610908 螺钉，带螺纹，# 1 / 4  X  1 / 2  长型，SST 

133 609004157 泵管快速断开 

   

   

   

   

   

   

   

   

   

   

   

注：1. 关于最新的部件价格和报价，请联系 Isco 服务部门。 

2. 这份清单如果更改，恕不格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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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的分解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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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部件的清单                         表格：12/30 

Teledyne ISCO, INC 版本：D 日期： 

编号 部件号码 描述 

10 231014712 螺钉，机械，# 10 – 30  X  3 / 4，SST 

14 231310310 螺钉，带螺纹，# 8  X  5 / 8 长型，SST 

27 232916101 螺帽，可锁死 10 – 32，内嵌尼龙，SST 

37 603703278 泵外壳的轴承 

41     604703011 探测器的上盖 

44 604703026 探测器上盖的铰链拴 

45 604703027 泵带的铰链拴 

61 604704024 泵桨组件 

66 604704032 可替换泵带的组件 

70 604704036 
带有警示标签的可替换泵封壳的组件  

（包括了编号为 37 的选项） 

71 604704037 可替换荧光玻璃 hold down kit 

155 604704141 带有 PIEZO 的泵基座，无泵桨组件 

   

108 604704055 
可替换翼形螺钉 

(包括编号为 124 的选项) 

124 202500007 O 型圈  .145 ID  X  .070  横截面 

   

   

   

   

   

   

 

注：1. 关于最新的部件价格和报价，请联系 Isco 服务部门。 

2. 这份清单如果更改，恕不格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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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的分解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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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部件的清单                         表格：14/30 

Teledyne ISCO, INC 版本：D 日期： 

编号 部件号码 描述 

1 109080300 拉锁，LIGHT DUTY，SST 

8 231014405 螺钉，# 6 – 32， X  5 / 16 长型，平头，SST  

14 231310310 螺钉，带螺纹，# 8 X  5 / 8 长型，SST 

15 231311206 螺钉，带螺纹，# 6 – 18 X 3 / 8 长型，SST 

11 231116304 螺钉，带螺帽，# 4 – 40  X  1 / 4 长型，SST 

23 232115000 六角螺帽，# 8 – 32  X  11 / 32  X  1 / 8 厚型，SST 

28 233010403 垫圈，扁平，#4， . 13 ID X  .25 OD X  .02 厚型，SST 

32 233210800 垫圈，可锁死，#6 内带齿轮，SST 

36 603113029 外壳顶部带状垫片 

58 604704014 发动机和传动装置组件 

160 604708018 发动机安装板（包括编号为 107 的选项） 

   

158 604708016 泵轴组件，60T 齿轮 

  AR 

159 604708017 齿轮组件 

   

83 609003112 泵轴光盘 

84 609003556 插入式带隔片套管 

94 694704025 泵传感器配线组件，CE 

107 201311500 轴承，CYL，.188  ID X  .310  OD X 1 / 4 长型 

128 694704027 泵发动机配线组件 

 

注：1. 关于最新的部件价格和报价，请联系 Isco 服务部门。 

2. 这份清单如果更改，恕不格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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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部件的清单                         表格：16/30 

Teledyne ISCO, INC 版本：D 日期：07264 

编号 部件号码 描述 

18 231514706 螺钉，机械，# 10 – 32 X 3 / 8，平头，SST 

21 231611620 螺钉，带螺纹，# 14  X  I  长型，SST 

51 605803117 门的铰链 

54 604703069 门的垫圈 

60 604704021 门插销的组件 

75 605804047 
可替换的门组件 

（包括了编号为 18，21，51，54，60 & 86 的选项） 

86 605804016 5800 型的冷藏柜门 

109 604709005 
门插销的全套元件 

(包括了编号为 21 和 60 的选项) 

   

   

   

   

   

   

   

   

   

   

   

注：1. 关于最新的部件价格和报价，请联系 Isco 服务部门。 

2. 这份清单如果更改，恕不格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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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在安装/移除冷藏室时，电源线必须合理地固定。将电源线

绷紧，不要产生松弛，用扎带扎紧，如图所示。这样做是

为了是电源线不被推进外壳中，被卷进风扇。 

见详图 A 

详细图解Ａ 

115V&230V 

详细图解 B 

仅 230V 

见详图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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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部件的清单                         表格：18/30 

Teledyne ISCO, INC 版本：D 日期： 

编号 部件号码 描述 

13 231310208 螺钉，带螺纹，# 6  X  1 / 2  长型，TORX，SST 

21 231611620 螺钉，带螺纹，#14 × 1’’ 长型，SST 

25 232119000 安全螺母，3/8-16× .56 厚，SST 

35 603113028 外壳底部带状垫圈 

39 604703001 电源外壳 

55 604703074 温度传感器固定器 

74 624700001 可替换电源线，带欧洲用插头 230V （含条目 113&114） 

91 695804054 温度传感器配线组件 

96 694704050 
115V 电源软线 

（可替换的电源软线） 

113 149901100 欧洲适配器插头 

114 262123516 热缩性装管,40mm (1.6’’) 黑色 

134 604704165 可替换电源，115V （含条目 13，35，39） 

135 604704166 
可替换电源，230V 

(含条目 13，35，39，113，114) 

136 120000102 温度传感器周围的铁夹 （91） 

   

   

   

   

   

   

   

   

注：1. 关于最新的部件价格和报价，请联系 Isco 服务部门。 

2. 这份清单如果更改，恕不格外通知。 

 

605802010 



Isco 5800 冷藏式采样仪 

附录 A 替换部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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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部件的清单                         表格：20/30 

Teledyne ISCO, INC 版本：D 日期： 

编号 部件号码 描述 

2 149100105 盖，尺寸 17，不含垫圈 

3 202407318 O 型圈，硅树脂， .975  ID， .210 横截面 

21 231611620 螺钉，带螺纹，# 14  X  I  长型，SST 

26 232914000 螺帽，可锁死，# 6 – 32，内置尼龙，SST 

81 604708011 接口电缆安装板 

92 694704017 接口通讯线缆 

123 694703069 垫圈，接口盖 

   

   

   

   

   

      

   

   

   

   

   

   

   

   

   

   

注：1. 关于最新的部件价格和报价，请联系 Isco 服务部门。 

2. 这份清单如果更改，恕不格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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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在安装/移除冷藏室时，电源线必须合理地固定。将电源线

绷紧，不要产生松弛，用扎带扎紧，如图所示。这样做是

为了是电源线不被推进外壳中，被卷进风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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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部件的清单                         表格：22/30 

Teledyne ISCO, INC 版本：D 日期： 

编号 部件号码 描述 

62 604704028 
可替换冷藏柜组件，115V 

（包括编号为 72 的选项） 

72 604704038 可替换风扇组件  115V 

112 604704056 可替换风扇组件  230V 

111 604704052 
可替换冷藏柜组件 230V 

（包括编号为 112 的选项） 

   

   

   

   

   

   

   

   

   

   

   

   

   

   

   

注：1. 关于最新的部件价格和报价，请联系 Isco 服务部门。 

2. 这份清单如果更改，恕不格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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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部件的清单                         表格：24/30 

Teledyne ISCO, INC 版本：D 日期： 

编号 部件号码 描述 

115 604707002 盖子&继电器盒 115 V 

116   

117 210000206 过载，13.9 AMPS 

118 604707004 盖子&继电器盒 230 V 

119   

120 210000208 过载， 6.8 AMPS 

139 210000207 盖子 

140 210000209 盖子 

26 232914000 螺母，可锁死，# 6 – 32，内嵌尼龙，SST 

141 604703082 盖子&继电器适配器板 

138 231514407 机械螺钉，6 – 32  X 7 / 16，平头，SST 

143 210000210 接线盒 

170 233010800 平垫圈，#6，SST 

   

   

   

   

   

   

注：1. 关于最新的部件价格和报价，请联系 Isco 服务部门。 

2. 这份清单如果更改，恕不格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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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部件的清单                         表格：26/30 

Teledyne ISCO, INC 版本：D 日期： 

编号 部件号码 描述 

21 231611620 螺钉，带螺纹，# 14  X  I  长型，SST 

50 604703047 绝缘板 

53 604703063 绝缘盖 

56 604703081 固定盖子 

   

   

   

   

   

   

   

   

   

   

   

   

   

   

   

   

   

   

   

注：1. 关于最新的部件价格和报价，请联系 Isco 服务部门。 

2. 这份清单如果更改，恕不格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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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外盖的 

分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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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部件的清单                         表格：28/30 

Teledyne ISCO, INC 版本：D 日期： 

编号 部件号码 描述 

21 231611620 螺钉，带螺纹，# 14  X  I  长型，SST 

147 109080002 拉锁，中心有连线，SST 

148 231014514 螺钉，机械，8 – 32  X  7 / 8，平头，SST 

149 232420832 螺帽，可锁死，8 – 32，内嵌尼龙，SST 

150 602723052 冷藏柜的名牌 

151 604703113 泵的盖子 

152 604703114 盖子的铰链 

153 604703125 插销的夹头 

154 604703126 铰链的拴 

156 605804153 

可替换的泵外盖的组件 

（包括了编号为 21，147，148，149，150，151，152，

153，163 和 154 的选项） 

（不含 15 或 162） 

15 231311206 螺钉，带螺纹，# 6-18 × 3/8，平头，SST 

162 604703147 板子，热防护罩 

163 605803116 弹簧锁间隔器 

   

   

   

   

   

   

   

注：1. 关于最新的部件价格和报价，请联系 Isco 服务部门。 

2. 这份清单如果更改，恕不格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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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部件的清单                         表格：30/30 

Teledyne ISCO, INC 版本：D 

编号 部件号码 描述 

161 231611630 螺钉，带螺纹，#14 × 2’’ 长型，平头，SST 

163 604704157 可替换的加热组件，115V 

164 604704156 可替换的电池备用组件 

165 605804155 可替换的加热组件，230V 

   

   

   

   

   

   

   

   

   

   

   

   

   

   

   

   

注：1. 关于最新的部件价格和报价，请联系 Isco 服务部门。 

2. 这份清单如果更改，恕不格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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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采样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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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部件的清单                         表格：2/14 

Teledyne ISCO, INC 版本：D 日期：082107 

编号 部件号码 描述 

8 299048407 盖子，带聚乙烯发泡内衬 

11 602103095 1L 聚丙烯瓶 

16 604704022 瓶架 

21 604704048 
瓶架组件，1L 

（含条目 8，11，16） 

   

   

   

   

   

   

   

   

   

   

   

   

   

   

   

   

注：1. 关于最新的部件价格和报价，请联系 Isco 服务部门。 

2. 这份清单如果更改，恕不格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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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部件的清单                         表格：4/14 

Teledyne ISCO, INC 版本： 日期：082107 

编号 部件号码 描述 

7 299048406 盖子，带特氟龙内衬，48mm，PP 

10 601683132 玻璃瓶，2100 / 2700 

12 602724020 延展组件，玻璃瓶 

16 604704022 瓶架 

22 604704049 
瓶架组件，350ml 

(含条目 7，10，12，16) 

   

   

   

   

   

   

   

   

   

   

   

   

   

   

   

注：1. 关于最新的部件价格和报价，请联系 Isco 服务部门。 

2. 这份清单如果更改，恕不格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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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部件的清单                         表格：6/14 

Teledyne ISCO, INC 版本： 日期：082107 

编号 部件号码 描述 

4 299001303 瓶盖 

5 299001304 采样瓶，2.5 gallon，Nalgene （含条目 4） 

15 604703076 4 瓶适配器 

   

   

   

   

   

   

   

   

   

   

   

   

   

   

   

   

   

注：1. 关于最新的部件价格和报价，请联系 Isco 服务部门。 

2. 这份清单如果更改，恕不格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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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部件的清单                         表格：8/14 

Teledyne ISCO, INC 版本： 日期：082107 

编号 部件号码 描述 

1 291000000 
2-1/2 gallon 玻璃瓶，带盖和包 

（含条目 14，图中包未画出） 

14 603004193 盖子和内衬 

15 604703076 4 瓶适配器 

   

   

   

   

   

   

   

   

   

   

   

   

   

   

   

   

   

注：1. 关于最新的部件价格和报价，请联系 Isco 服务部门。 

2. 这份清单如果更改，恕不格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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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部件的清单                         表格：10/14 

Teledyne ISCO, INC 版本： 日期：082107 

编号 部件号码 描述 

4 299001303 瓶盖 

6 299001306 5.5 gallon Nalgene 瓶（含条目 4） 

9  601623027 瓶盖（条目 4 带有直径 3/4’’的孔） 

   

   

   

   

   

   

   

   

   

   

   

   

   

   

   

   

   

注：1. 关于最新的部件价格和报价，请联系 Isco 服务部门。 

2. 这份清单如果更改，恕不格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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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部件的清单                         表格：12/14 

Teledyne ISCO, INC 版本： 日期：082107 

编号 部件号码 描述 

1 299000702 橡胶塞 

2 291001081 5 gallon 玻璃瓶（不含塞子） 

   

   

   

   

   

   

   

   

   

   

   

   

   

   

   

   

   

   

注：1. 关于最新的部件价格和报价，请联系 Isco 服务部门。 

2. 这份清单如果更改，恕不格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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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部件的清单                         表格：14/14 

Teledyne ISCO, INC 版本： 

编号 部件号码 描述 

1 299001222 瓶盖 

2 602965002 5 gallon PE 瓶 

3 605804003 瓶架 

   

   

   

   

   

   

   

   

   

   

   

   

   

   

   

   

   

注：1. 关于最新的部件价格和报价，请联系 Isco 服务部门。 

2. 这份清单如果更改，恕不格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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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o 5800 

冰箱式采样仪 
 

附录 B   常规安全规程 

 

 

 

     采样仪使用者的安全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下面的安全规程，适用于

靠近检修孔和下水道工作的情况。资深的咨询公司 Black&Veatch 享有它

的使用权，并经过他们许可在此出版。 

     在户外使用采样仪的使用者，必须随时将安全摆在第一位。在地面上工

作时，常识和安全法则都很重要。但是，当进入检修孔内工作室，安全

规程必须严格遵守。否则不仅是对你自己的生命安全，还有其他同伴，

都会造成严重的伤害。 

 

 

        

采样仪不可以在国家电气规范（National Electrical Code）里明确

定义的危险环境下使用。 

 

 

 

在安装任何一款采样仪之前，都必须采取适当的安全防范措施。

下面有关安全规程的讨论，只是提供一些普通的指导。而安装采

样仪的实际操作环境是在不断改变的。一定要考虑到每次安装的

特殊情况。 

 

除了这里讨论到的，其他的安全考虑事项也同样需要。请查看应用指导，

法规，和联邦政府，州，市以及县的相关规章。 

 

B. 1 危险                     进入检修孔工作，有可能引发很多危险。一些最常见的危险情况有： 

 

 不利的空气环境 – 在检修孔内，有可能含有易燃或有毒的气

体，或者缺氧。所以强制性通风是有必要的。 

 已有损坏的台阶 – 检修孔的梯子有可能已经损坏，不足以支撑

一个人的重量。而由于孔内光线很暗，很难检查到这种情况。 

 交通 – 只要检修孔是在开在繁忙的公路上，设路障和警告装置

对于一个已经打开的检修孔都是必要的。 

 坠落物 – 在已经打开的检修孔附件放置的物品，有可能会落入

孔内，对里面的工作人员造成伤害。所有未固定的物品，都应

该远离已经打开的检修孔。 

 警 告 

 小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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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两项说明，适用于手持工具，石头，砂砾或其他物品的情况。 

 锋利的边缘 – 上述那些物品的锋利边缘，在检修孔内或附近都

可能造成割伤或擦伤。 

 搬动伤害 – 如果不使用合适的工具移开检修孔的盖子，背部，

手或者脚部都有可能受伤。 

 

B.2 计划                     预先的计划，应包括安排测试仪器，工具，通风设备，防护衣，交通警

示装置，梯子，安全绳和足够的工作人员。草率的行动，可能会导致严

重的伤害。在检修孔内的时间，应该减到最少。 

 

B.3 有害                     [参见附录最后的危险气体]在工作人员进入检修孔之前，应该先做好对 

气体                     易爆气体，现有的硫化氢，和氧气量的测试。易燃或有毒的蒸气可能比

空气重，所以空气测试一定要深入到井道以下 3/4 的地方。 

 

不论在什么地方，一旦遇到有毒气体，强制通风设备必须用来创造出安

全的环境。在通风设备运行几分钟之后，检修孔内的空气必须在任何人

进入前，进行重新测试。 

  

当遇到易爆炸的情况，用于通风的鼓风机必须摆放在逆风的位置，以免

将出现在入口处的气体引燃。在使用汽油发动机的鼓风机时，鼓风机必

须置于一个固定的位置，以免它产生的废气进入孔内。 

 

如果测试设备失效，检修孔内应被假设是含有不安全的气体的，必须提

供强制通风设备。绝不可以因为没有气味或者先前进入过孔内，就认为

检修孔是安全。 

 

B. 4 进入                     由于检修孔的顶部通常都是与地面同齐，进入孔内的工作人员很有可能 

检修孔                    抓不到可以稳定自己身体的东西。所以当工作人员进入孔内时，手里不

允许拿任何东西，以确保如果他们滑倒，可以用手支撑或抓住可以稳定

身体的东西。一个进入检修孔的好办法，是坐在地 e 面上，面朝检修孔

的台阶或梯子，将脚置于孔内，用手臂撑在入口已支撑住身体。当身体

慢慢向前，向下滑动时，脚可以够到台阶或梯子，背部可以靠在入口的

另一面。如果对孔内的台阶的牢固程度有任何怀疑的话，就应该使用便

携式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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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的安全装备，包括了防护衣和安全帽。如果没有穿好这些安全

装备，是不可以进入检修孔的。只要有人在孔内工作，在检修孔入口处

就应该一直保持有两名人员值班，以便如果孔内的工作人员完成任务或

者受伤时，可以将他拉出检修孔。 

 

在入口处的值班人员，同时还要作为警卫，让过往行人和车辆远离入口。

除非是在紧急情况下，请不要只是拉着手臂将工作人员拉出检修孔，以

免造成严重的伤害。 

 

当需要不止一人进入检修孔时，第一个到达检修孔底部的人，要在第二

个人开始入孔前，离开梯子。因为如果两个人同时在梯子上攀爬时，上

面的人会使得下面的工作人员滑倒，或踩到他的手指。 

 

B.4.1 交通                 除了交通锥标，标记，警示牌和路障意外，车辆或重型设备应该停放在 

保护                 工作区和来往车道之间。闪烁的警示牌可以提醒驾驶员和步行者。当检

修孔是开在来往交通密集的地区，在检修孔旁边站岗的工作人员应该穿

好橙色安全衣。 

 

B.4.2 移开                 检修孔的盖子，应该使用合理设计的吊钩来讲它移开。使用鹤嘴斧头， 

     盖子                 螺丝起子或者小的探查棒，都可能造成伤害。一个合适的工具应该是要

有 3/4-英寸圆头或者六角的支撑架。2 英寸的长度，一端应该在倾向正

确的角度，另一端则应该形成一个 D 字的手柄，且有足够的宽度可以两

手同时使用。即使是使用这样的工具，也一定要小心，避免盖子落下时

砸到脚趾。2-英寸的凸出物应该插入盖子的一个洞里，两手抓住手柄，

然后微微弯曲膝盖，将盖子提起。 

 

B.4.3 其他                进入维修孔后，其他应该实施的防范措施有： 

预防措施                     戴上安全帽 

                    穿上可保护全身或可以随时脱下的外套，当工作完成时，可以很

容易地脱掉。 

                    穿靴子或不会产生火花的安全鞋。 

                    戴上橡胶或防水手套。 

                    拴上有结实绳子的安全带。 

                    不要吸烟。 

                    在清洁双手之前，尽量避免接触自己衣领以上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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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4 紧急                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应该接受应对紧急情况的指导。每个工作组的组长， 

情况               都有责任提供紧急电话号码清单，其中包括最近的医院和救护车服务，

警察分局，消防站和营救或普通的紧急号码。 

 

B.4.5 户外                实用装备如下： 

工作设备                  鼓风机                    手套 

                   供氧设备                  安全帽 

                   工作服                    安全带 

                   急救箱                    检修孔铁链 

                   紧急闪光器                丁子斧 

                   手电筒                    雨衣 

                   镜子                      绳索 

                   气体探测器                安全衣 

                   面罩                      交通锥标 

                   长靴 

     

B.5 下水道里              下面的文章，是取自作者 Dr. Richard D. Pomeroy，于 1980 年 10 月出版 

的致命气体               在 WPCF 的文章“Deeds & Data”。在近 50 年的时间里，Pomeroy 博士

在对于下水道和污水处理厂的氢化硫和其他气味的控制这个领域里的

研究成就，人所共知。他曾亲自到很多正在使用的下水道里进行研究工

作。同时他也承认，在早年他这样做时，对很多严重的危害都几乎没有

意识。 

                           “让人欣慰的是，与以往年相比，在下水道工作人员的安全问题，得

到了更多的关注；这个主题的很多好的安全规程也在各种出版物中

出现。让人们了解并且使用正确的规程是必要的。 

 

                           “安全防范措施应该得到广泛的推广应用，而去仅仅了解下水道内的

空气中有害组成部分却不那么重要了，当然对于这个问题大家应该

要有合理的认识。然而一些出版物中不反映真实情况的声明让人很

困扰。 

 

                           “其中有一个最常见的错误认识就是，总是假设人是死于缺氧。认为

人只要是在充足的低浓度氧气环境下，也可以正常活动。”没人会担

心去 Santa Fe，新墨西哥州，（elev.2,100 meters）。在那里，部分地

方的氧气气压只有 16.2%（正常空气中应该有大约 21%）。“第一次

去那个地区的人，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短促呼吸’的练习。 

 

                           “身体好的人，通常不会担心驾车翻越洛矶山的高海拔路段。在

Loveland Pass，氧气气压是普通气压的 13.2%。在惠特尼山山顶，氧

气气压有 12.2%t。很多徒步旅行者都去那里，然后去往更高的山峰。

在有了充分的适应之后，他们也许还可以登上珠穆朗玛峰，那里的

氧气气压只有 6.7%。 



                                                                                     5800冷藏式采样仪 

                                                                                   附录 B 常规安全规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5 

 

                           “我在下水道内观测时，经历过最低的氧气浓度是 13%。那是在一个

密闭的空间里，接近海平面的海拔，是一个城市管道的逆向排水道。

只有不理智的人才会进入这样的封闭空间内。在没有通风的情况下，

会导致死亡，但却不是因为缺氧。 

 

                           “并不是所有在下水道内死亡的人，都是因为缺氧窒息而死的。人们

通常将死亡归为‘窒息’。而它在字典里的解释，只是说明不利的空

气不足以让生命进行下去，导致了死亡。这个词通常会被误解为就

是缺氧窒息而死，其实这仅仅是窒息的其中一种情况。 

 

                           “几乎在所有下水道内致命的案件中，真正的凶手是硫化氢。要让大

家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很多城市里，他们都会勤于测试爆炸

性气体，这当然相当重要，同时他们也会测试氧气浓度，虽然这一

点通常不是那么重要，而他们却很少会去测量 H2S。发生死亡的地

方，通常都看起来氧气浓度没有减少。每升污水中就含有 2mg 溶解

的硫化物，而在 pH 为 7.0 的密闭湍流环境下，可以在空气中制造出

300PPM 的 H2S。这将被是一个致命的因素。有很多人是因 H2S 致

死，不只是在下水道和工厂里，还有在沼泽地里，温泉里。在某一

渡假区，在他们承认 H2S 并不是一个治疗剂前，至少有五人死于 H2S

中毒。在美国，H2S 和死因导一样，每年都发生着由 H2S 导致的死

亡。 

 

                           “要检测出，H2S 在下水道内的空气中是否存在着，是很容易的。一

个风箱-安瓿类型的实验装置即可满足测试要求，虽然它只能得到一

些粗略的数量。在使用这一类的测试装置时，不要用管子将空气导

入安瓿中，这可能会改变 H2S 的浓度。将安瓿悬挂在空中，利用抽

气管将气体送入真空管或风箱中进行测试。 

 

                           “醋酸铅纸作为定性指标非常有用。虽然它不可以用作估量硫化物的

量，但是只要空气中含有十分之一的致命浓度，它就会立即变黑。 

 

                           “电极或者其他类似的用于测试 H2S 的电子指示系统，市场上均有

销售。但有一些产品使用起来并不可靠，我们并不知道哪一种产品

是完全可靠的，所以在你使用某设备之前，如果你没有利用它高频

间隔地测试空气中 H2S 的浓度，请不要盲目使用它。使用不可靠的

设备比没有设备更可怕。 

                         

                           “记住，当鼻子闻道有 H2S 存在的时候，鼻子的感觉也已经不可靠

了。 

 

                           “其他很多有毒气体，在一些出版物中也提到过。但是不会有人在下

水道内因为这些气体而窒息，除了氯气有可能。汽油和其他碳氢化

合物的蒸气，在到达一定量之后，有时候会让人感觉不适甚至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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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爆炸的危险要严重得多。爆炸性气体浓度测试

和嗅觉，都可以发出危险警告。化工厂的管道内，可能会含有任何

数量的有害气体。如果他们进入公共的下水道时，利用嗅觉和爆炸

性气体浓度测试同样也可以发现他们。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如果一个人，被告知了一长串需要注意的事项，而事实上这些东西

又都是不相干的，这时候如果再想灌输对于真正危险的紧迫感，就

会显得很无力。 

 

                           “要很小心，以避免高浓度的 H2S，易燃的气体，以及危害身体的伤

害。要记住，很多的 H2S 都有可能是由底部搅动污泥释放出来的。

对于一些刺激性的气体，要根据你的感觉来判断，例如氯气（吸入

过量会导致意识不清）。要小心一些奇怪的气味。不要去判定空气中

氧气的含量。这个结果会影响人对真正危险的严重程度的认识。最

重要的是，利用充足的通风，不要进入有潜在危险的建筑中，除非

已经系好安全吊带，有两人在上面站岗，并且可以随时将你拉出。” 

 

 

表格 B-1 有害气体 

气体 分子式 主要成分 精确的
重量或
气体的
浓度 

空气=1 

生理反应＊ 60 分钟
内爆炸
的最大
安全量
（ppm） 

8 小时内
爆炸的
最大安
全 量
（ppm） 

爆炸范围
（空气中
含量%）上
下限度 

浓度最高
的位置 

最常见的来
源 

最简单方
便的安全
测试方法 

氨  NH3 刺激性，有毒。无色，
且有特殊气味。 

0.60 含量达0.05%时，刺激
喉咙和眼睛；达0.17%

时，咳嗽；短暂接触
0.5%-1%致命。 

300 到
500 

85 16 

25 

靠近顶部。
都聚集在
上面的空
间 

下水道，化学
喂养场所 

在低浓度
时可探测
的气体 

苯 C6H6 刺激性，无色，有麻
醉作用。 

2.77 0.16%-0.32%浓度下
接触数小时后，有轻
微症状。2%的浓度可
迅速致命。 

3,000 到
5,000 

25 1.3 

7.1 

底部 工业废水，清
漆，溶剂 

使用易燃
气体指示
器 

二 硫
化 碳 

CS2 纯含量时几乎无味，
无色，有毒，有麻醉
作用， 

2.64 毒性很强，刺激性，
呕吐，抽搐，精神失
常 

— 15 1.3 

44.0 

底部 一种杀虫剂 使用易燃
气体指示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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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B-1 有害气体（续） 

气体 分子式 主要成分 精确的重

量或气体

的浓度 

空气=1 

生理反应＊ 60 分钟

内爆炸的

最大安全

量（ppm） 

8 小时内

爆炸的最

大安全量

（ppm） 

爆炸范围

（空气中

含量%）上

下限度 

浓度最高的

位置 

最常见的来

源 

最简单方

便的安全

测试方法 

二 氧

化 碳 

CO2 致窒息的，无色无嗅。

大量吸入，会觉得有

酸味。不易燃。只有

在缺氧的情况下它才

具危险。 

1.53 在含量超过10%时，

不能坚持超过数秒。

即便是人处于安眠，

且氧含量正常。会直

接作用于呼吸神经。 

40,000到 

60,000 

5,000 — 

— 

底部；当加

热时可能

会在底部

沉积为颗

粒 

产生于燃烧

时，下水道气

体，淤泥。也

产生于碳层。 

探测氧气

减少的指

示器 

一 氧

化 碳 

CO 化学性的窒息，无色

无嗅，无味，易燃，

有毒。 

0.97 与血液中的血色素融

合。20%-0.25%的含

量时，三十分钟内无

意识。0.1%时，4 小

时内致命。0.2%时，

几小时内会头痛。 

400 50 12.5 

74.0 

靠近顶部。

特别是和

照明器同

时存在时。 

人造气体，烟

道气体，燃烧

物，发动机排

气。任何物体

燃烧之后。 

CO 安瓿 

四 氯

化 碳 

CCl4 重，有轻的气味 5.3 侵袭肠内，失去意识，

还可能造成肾损伤，

和呼吸障碍 

1,000到 

1,500 

100 — 

— 

底部 工业废气，溶

剂，清洁处理 

低浓度时

有可探测

的气味 

氯 Cl2 刺激性。黄绿色，在

很低浓度时，有可探

测的让人憋闷的气

味。非易燃。 

2.49 刺激呼吸道，在浓度

为0.1%时，可以迅速

杀死大多数动物。 

4 1 — 

— 

底部 氯缸，饲养链

泄漏 

在低浓度

时有可探

测的气味 

甲 醛 CH2O 无色，刺激性令人窒

息的气味。 

1.07 刺激鼻子 — 10 7.0 

73.0 

靠近底部 有机物的不

完全燃烧。普

通的空气污

染物，杀真菌

剂 

有可探测

的气味 

汽 油 C5H12

到

C9H20 

挥发性溶剂。无色。

浓度为 0.03%时有气

味。易燃。 

3.0到 

4.0 

吸入后有麻醉作用。

浓度为2.4%时，快速

致命。1.1-2.2%时，有

short exposure的危险 

4,000到 

7,000 

1,000 1.3 

6.0 

底部 服务站，修车

厂，储藏柜，

住宅 

1，易燃气

体指示器 

2. 氧气不

足指示器

＊＊。 

氢 H2 轻微窒息。无色，无

嗅，无味。易燃。 

0.07 机械地夺取组织中的

氧气。不能维持生命。 

— — 4.0 

74.0 

顶部 人造气，污泥

消化池气体，

电解水。很少

出自岩层。 

使用易燃

气体指示

器。 

氰 化

氢 
HCN 轻微的苦杏仁气味。

无色气体。 

0.93 暴 露 在

0.002%-0.004% 浓度

下时，会有轻微征兆。

在0.3%浓度下，则会

快速致命。 

— 10 6.0 

40.0 

靠近顶部 杀虫剂和灭

鼠剂 

探测器管

道 

硫 化

氢 
H2S 刺激性且有毒的挥发

性化合物。低浓度时

有臭鸡蛋的气味。浓

度在 0.01%时，暴露

2-15 分钟后会削弱嗅

觉。高浓度时，气味

则不明显。无色。易

燃。 

1.19 随着浓度增加，迅速

削弱嗅觉。0.2%的浓

度下，几分钟内致死。 

200 到

300 

20 4.3 

45.0 

靠近底部。

如果空气

被解热，且

非常湿润

时，有可能

在底部上

面。 

煤气，石油，

下水道气体。

某些情况下，

爆破的烟。污

泥气体。 

1.硫化氢

安瓿 

2.利用醋

酸铅，5%

的重量可

测出 

甲 烷 CH4 窒息性较弱，无色，

无味，无嗅，易燃。 

0.55 夺取组织中的氧气。

不能维持生命。 

只要有

一定比

例的氧

气，就有

可能无

限制浓

度。 

— 5.0 

15.0 

顶部，可增

长至某一

深度。 

天然气，污泥

气体，人造煤

气，污水沟中

发出的臭气，

地层沉积源。

存在于沼泽

或湿地里。 

1.可燃气

体指标 

2.氧气不

足指标 

氮 气 N2 轻微窒息性。无色，

无味，非易燃。空气

的基本组成。（约

79%） 

0.97 生理惰性 — — — 

— 

接近顶部，

也可能出

现在近底

部的地方 

污水沟中发

出的臭气，污

泥气体。 

氧气不足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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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B-1 有害气体（续） 

气体 分子式 主要成分 精确的
重量或
气体的
浓度 

空气=1 

生理反应＊ 60 分钟
内爆炸
的最大
安全量
（ppm） 

8 小时内
爆炸的
最大安
全 量
（ppm） 

爆炸范围
（空气中
含量%）上
下限度 

浓度最高
的位置 

最常见的来
源 

最简单方
便的安全
测试方法 

氮 氧

化 物 

NO 

 

N2O 

NO2 

无色 

 

无色，甜味。 

红褐色，刺激性气味，

致命毒药 

1.04 

 

1.53 

1.58 

60 到50ppm，会造成

刺激的感觉和咳嗽。 

窒息 

100ppm，危险 

200ppm，致命。 

50 10 — 

— 

接近底部 工业废水，常

见空气污染。 

NO2 探测

器管 

氧气 O2 无色，无味，无嗅。

可燃烧。 

1.11 普通空气含氧量为

20.8%。人可以接受的

最低氧量是 12%。

14-16%时的最小时间

是8小时。低于10%，

就会威胁生命，低于

5-7%，就有可能致命。 

— 

 

— 

 

— 

— 

 

在不同空

间层次间

变化。 

因空气流通

不佳和吸收

不好造成氧

气损耗，或者

化学性损耗。 

氧气不足

指标 

臭 氧 O3 刺激，有毒。强电气

味。强氧化剂，无色。

达到1ppm时，强硫化

气味。 

1.66 自然接受的最大水平

是 0.04ppm。0.05ppm

会刺激眼睛和鼻子。1

到 10ppm 会造成头

痛，恶心，昏迷。症

状类似于辐射损伤。 

0.08 0.04 — 

— 

接近底部。 利用臭氧消

毒的地方。 

0.015ppm

时可探测

出气味。 

下 水

道 气

体 

—
＊＊＊

 
通常是轻微窒息性。

实际上可能无臭无

味。 

不定 不能维持生命。 无数据。 

根据成分变化。 

5.3 

19.3 

接近建筑

物顶部 

从消化污泥 见成份组

成 

二 氧

化 硫 
SO2 无色，无刺激气味。

令人窒息，腐蚀性，

有毒，非易燃。 

2.26 眼睛发炎。400 到

500ppm，立即致命。 

50到100 10 — 

— 

在底部。与

水混合形

成亚硫酸。 

工业废水，燃

烧，常见空气

污染 

低 浓 度

时，可测

试 出 气

味。 

甲苯 C5H12

到 

C9H20 

无色，苯的味道。 3.14 200-500ppm 时，引起

头痛，恶心，损坏味

觉，疲乏。 

200 100 1.27 

7.0 

底部 溶剂 可燃气体

的指标 

松脂 C10H16 无色，有特别气味。 4.84 刺激眼睛和肾。头痛，

头晕，恶心。 

— 100  底部 油漆类溶剂 1.低浓度

时可探测

出气味。 

2. 可燃气

体 的 指

标。 

二 甲

苯 
C8H10 无色，易燃。 3.66 高浓度时可麻醉。毒

性小于苯。 

— 100 1.1 

7.0 

底部 溶剂 可燃气体

的指标 

＊          百分比显示，空气中气体的代表量。 

＊＊        浓度超过0.3%。 

＊＊＊     大量的甲烷和二氧化碳与少量的氢，氮，硫化氢，和氧气混合。有时候会有一氧化碳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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