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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PPM htV 甲醛分析仪是一种简易的三参数监测室内空气质量的手持仪表，用于快速

测量空气中的甲醛含量，也可以测温度和湿度。 

PPM htV 甲醛分析仪能够以 ppm 和 mg/m
3 两种单位显示读数。 

该仪器内设数据分析功能，设计了湿度补偿，避免了读数上的干扰。 

请在使用前仔细阅读手册，熟悉仪器。此手册提供了正确使用甲醛分析仪所需要的

所有信息。 

 

1.1  PPM htV 甲醛分析仪的验收 

PPM htV 甲醛分析仪在出厂时已经过了仔细的包装，包含了操作必须的所有零件。

收货后请仔细检查下表所列配置以保证全部收妥并且状态良好。 

 htV 甲醛分析仪（带电池） 

 甲醛校验标准管 

 温度计 

 酚醛过滤管（10 只） 

 圆珠笔 

 校验证书 

 操作手册 

如有任何缺失，请与您的销售商联系。仔细检查以上所有项目，如有损坏， 

请立即与您的货运商和销售商联系。 

 

1.2  一般描述 

与其它甲醛测量装置如比色管等方法不同的是，htV 无需任何不方便的辅助设备即

可对许多样品进行测定。由于结构紧凑及采用电池的供电，该仪器是真正意义上的便携

式检测仪，且使用简捷，能对空气中甲醛含量进行迅速的、半定量的测量，可以以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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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mg/cm
3 两种单位显示。htV 以非连续方式采样来测量空气中的甲醛浓度，主要用作

职业卫生的检测设备。 

 

要点：使用仪器时了解以下几点非常重要 

 htV 可进行温度补偿，最精确的测量范围在 10~30℃。 

 htV 所测结果是现场瞬时读数，单一数值不代表长期暴露在空气中的甲醛水平。

短暂间隔的一系列测量数据优于不定时的检测结果。 

 避免在检测环境中吸烟，香烟燃烧时含醛类。 

 要确保液滴或灰尘不被吸进仪器中，这会带来对传感器的长久损坏。 

 htV 设计合理，结构牢固，可确保日常检测使用。但是，万一仪器经受强烈振

荡，则应该使用随机提供的甲醛校验标准管对该仪器的操作和校验进行检查。 

 

1.3  仪器特点 

   进气口：待测气体通过一个铜进气口进入传感器。 

   显示屏：LCD 显示了分辨率为 0.01ppm 的样品中甲醛浓度，也显示某一正在

进行的操作的文本信息。 

   操作建：共有四个操作键，有些键具有多种功能，操作键开关安置在膜下，按

压相应键位，进行操作。 

   显示：                   传感器在恢复中 

                       

传感器处于待机状态，准备测量 

                          

                            正在采样 

 

                            吸取校准气 

 

                            设定校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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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更换电池 

 

                            仪器需要校验 

电池室：仪器后面有一带盖子的电池室，旋松两个螺丝打开盖子即见。当屏幕出

现          时，表示需要更换电池，参看 5.1 部分电池的更换。 

串行接口：此端口可用于 htV 与外接设备 PPM AMS-2 或 SP-1 的连接，以便进行

自动连续的检测。详见第 8 部分。 

 

2、 技术信息 

2.1  操作原理：电化学甲醛传感器 

htV 使用高效的电化学传感器技术来测定空气中的甲醛浓度。甲醛传感器由两根惰

性金属电极及适当的电解液组成。当空气通过内部采样系统被吸入传感器时，会产生一

个和样气中甲醛的浓度成正比的电压值。甲醛在其中一根电极上催化活化发生电氧化反

应而产生电压，这个信号通过精密放大器放大并显示在屏幕上。校准后，甲醛浓度以

ppm 为单位显示出来。 

所有电子系统都采用现代先进的集成线路，采用最先进的贴片技术进行装配，以

确保 htV 的可靠耐用。 

 

2.2  干扰因素 

 酚醛类及间苯二酚 

空气中存在酚醛类物质会对 htV 产生干扰读数。当需要检测曾有过酚醛树脂的环境

中的甲醛浓度时，必须将配备的酚醛过滤管装在仪器的采样口处。过滤管可以把酚

醛类气体从样品中除去，即使酚醛浓度超过 1000ppm，也不会影响甲醛的读数。 

 酚醛过滤管寿命 

每支过滤管最多可使用五次，使用过的过滤管不能和新的过滤管一起保存。新的过滤

器可通过经销商从 PPM 公司购买。 

 醇类和醛类 

像其他便携式甲醛检测仪一样，该仪器并不仅仅对甲醛产生唯一响应，其他的一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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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物质，如：甲醇、乙醇、乙醛等也会产生交叉干扰。 

用户可索取常见干扰物清单。 

 传感器背景读数 

  由于传感器的高灵敏度，即便在一个被公认没有甲醛或其他干扰物的空气中亦可能产

生一个背景读数。 

 极端的高低湿度区域的测量 

  由于传感器非常敏感，很可能在湿度极点区域（通常在超出 40-60%RH 的范围内）测

量时会出现背景读数。htV 现在的设计由于有了湿度读数和内置的数据分析功能，所

以可以对极点区域的湿度测量进行一定的补偿。 

 

3、 htV 的使用 

3.1  采样 

 开机：按一下           按键开启电源，该仪器将显示           随后显

示            ，表示仪器已准备好，可以开始测量。 

 采样：将仪器放入待测空气环境中，按一下            键，光屏显示为 

，此时将听到内置泵短暂采集样气的声音。 

 显示读数：显示屏将在以下两个屏幕之间闪烁 10 秒：               。    测量

时显示屏将显示闪烁的、递增的数值，60 秒后固定在一个不闪的数上，这个值会一

直保持到关机。它指示了甲醛以 ppm 表示的数值。如果有高浓度的干扰气出现（见

2.2 部分），仪器将在大约 10 秒钟后给出读数以避免干扰气的影响。 

 替换设置：以上所提到的两个时间段（10 秒和 60 秒），可以根据供应商或客户的需

求进行改变，否则的话就由生产商做了默认设置。更多信息，请联系当地的分销商。 

 其他读数： 

按住▼键，仪器将显示到达所显示的浓度的时间。 

按住▲键，仪器将显示以 mg/m
3 表示的读数，屏幕显示“Alt” 

 关机：按一下           键，即关机。如果测试完后忘掉关机，仪器将在 5 分钟

后自动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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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传感器恢复阶段 

传感器清洗：在进行下一次测试之前，将仪器关机几分钟，以便传感器自动清除

残留的甲醛。通常情况下，读数越高，清除残气所需时间越长。如果传感器尚未完成清

洗即开机，屏幕将闪烁            ，且采样泵无法工作。只有在传感器清洗完后，开

机显示           不间断地持续 3 秒钟，此时才表示仪器已准备完毕，可开始抽取下

一份样气。 

 

4、 校验检查及调试 

在进行校验检查或调整之前，务请仔细阅读本手册内容，强烈建议用户熟悉本仪器，

严格按照要求进行校验调整。 

 

4.1  常规信息 

定期检查校准：传感器的灵敏度随着时间推移会有所变化，所以需要定期标定，

以确保仪器功能发挥正常。 

一个便捷的检查方法就是让仪器吸入一种已知浓度的甲醛气样，并观察所显示读

数是否和已知浓度相符。随机附带的校验标准管和温度计，是校准检查和调试必不可少

的组件。 

 

4.2  htV 校验标准管 

htV 校验标准管包含了吸附在玻璃管中固体基质上的甲醛，从其顶空部分可抽取需

要的标准甲醛试样。每支标准管都经过精心制造以保证精度。 

 温度的影响：标准管中形成的甲醛气浓度会随温度而变，所以本机附有温度计和温

度/浓度对照表。为避免人的体温影响，用户只能握持两端黄色盖帽，以确保标准管

内温度恒定。 

 温度平衡：使用标准管前，推荐在 15～29℃范围内至少稳定 1 小时。 

 标准管失效期：每个标准管使用有效期为 6 个月（见标在管上的有效期）或取满 100

次为准。新标准管可通过分销商从 PPM 公司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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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校验检查程序 

 温度平衡：开始标定检查前，应先将仪器，温度表和标准管一起放置在温度稳定的

地方至少 1 小时，使温度平衡。 

 传感器检查：实施标定检查前，先将残留在传感器中的甲醛清除。详见 3.2 部分。 

 校验检查过程 

（1）把标准管和温度计放在工作台上。尽量避免接触标准管，只握持两端黄色帽盖边，

以防标准管升温，去除两端塞子。 

（2）按一下            键开机，等待显示出         

（3）把仪器的进气接口插入标准管采样端（见 17 页的图 1.2）。采样时，标准管和仪器

之间需插紧以确保采样接口周围的密封。 

（4） 按一下           键，等到内部采样泵停止工作时，移走标准管，将塞子塞好。 

（5） 仪器在           和            两个屏幕之间闪烁大约 10 秒钟。 

（6） 屏幕将显示一个闪烁的、递增的测量值。60 秒后，屏幕固定在一个不闪的数值

上，一直保持到关机，此数值即为甲醛的 ppm 浓度值。详情请见 3.1 部分。 

（7） 参照标准管的温度/浓度对照表，如果读数在对照表上数值的 10％以内，就无需

进行重标定。反之，需要重新标定，请按照 4.4 部分的步骤进行。 

若要开始下一次空气分析或校验调整，应保持大约 5 分钟的关机状态，用于传感

器的恢复。详见 3.2 部分。 

 

4.4  校验调整程序 

请在校验检查和校验调整之前仔细阅读此部分。强烈建议客户先熟悉仪器，严格

遵照手册操作。 

在正常的使用情况下，仪器只需作定期的微小调整，执行 4.3 部分中的校验检查

即可判断出是否需要做全面的重新标定。 

• 温度平衡：标定前，将仪器和标准管同放在温度已经恒定的房间中至少一小时，

以达到温度平衡。 

• 校验调整步骤： 

（1）将仪器、标准管和温度表置于工作台上，为防标准管升温，只能手持两端黄色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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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处。 

（2）按一下            键开机。 

（3）等待显示出： 

（4）除下标定标准管两端的黄色塞子。 

（5）将仪器进气口插入标准管的采样端（如黑色箭头所示）。为保证吸气口与标准管之

间的严密接触，请用力推入标准管。 

（6）同时按下随即松开 Cal[▼]和[▲]键。 

（7）可以听到泵在吸取样气，屏幕显示“CAL”。 

（8）待泵停止，移走标准管，塞好两端塞子。 

（9）屏幕将显示一个递增的、闪烁的数值持续 60 秒，然后显示“SEt”和一个读数值。 

（10）读出温度计读数，然后从标定管上的对照表中找出对应的浓度读数。 

例如：温度：21℃ 

浓度：2.70ppm 

（11）使用 Cal [▼]和[▲]键，按标准管指示的浓度调整显示的读数。 

（12）按一下           键，储存该标定值。此时先显示“CAL”，接着是“End”，然

后将自动关机，仪器标定完成。 

 

5、 其他特性 

5.1  温度和湿度传感器 

（1）按住           键，同时再按            键一次。松开           键。 

（2）仪器将简略显示：“HEAt” 

（3）然后仪器将显示温度读数，后跟“℃” 

（4）再显示相对湿度（以 %rH 表示），后跟“%rH” 

（5）仪器将在这四个屏幕之间循环，直到手动关机或 30 秒后自动关机。 

 

所用传感器的精度在操作范围内，湿度在±2.0%RH 之内，温度在±0.4℃之内。为了

保证仪器精度，传感器应该每年更换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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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数据读取 

读取数据： 

（1） 按住           键，再按一下           键。松开           键。 

（2） 仪器将会显示“HEAt”，然后会在“22.0”（读数值）和“℃”两个屏幕之间闪烁。 

（3） 当仪器进入此状态时，同时按住 Cal[▼]和[▲]键，然后松开，屏幕将会显示“dAtA”。 

（4） 之后，屏幕会在以下两个屏幕之间闪烁：“run0”和“0.56” (读数值) 

第一个屏幕是指显示的是先前哪一个样品的读数，最近的排在第一个，从

“run0”(最近的)到“run9”(最先的)。用 Cal[▼]和[▲]键查看所需要的测量值。按住            

键以阅读一个测量值，仪器以 mg/m
3 显示其读数，如下所示：“ALT0”和“0.56” 完

成后按           键来关机。htV 可存储最近的 10 次测量。 

 

清除存储： 

阅读数据时同时按住 Cal[▼]和[▲]键，直到以下屏幕全部出现：“CLr3”、“CLr2”、“CLr1”、

“CLr0”、“[ ] ”，此时存储就被全部清除了。 

 

6、 维护保养 

除了电池以外，htV 没有任何需客户自己更换或修改的组件，也就是说，除了更换

电池，不要试着去打开仪器。任何拆弄仪器的痕迹都将使售后保修失效。如果您的仪器

需要维修等服务，请将其退回厂家或授权的 htV 服务中心。 

仪器的清洗处理：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将仪器浸入液体。液体进入仪器将损坏传感器

和电路。如果仪器的外壳需要清洁处理，只能用湿布擦洗，不可用研磨剂或者含有洗涤

剂的溶液。 

储存：仪器不使用时，请将其装进配备的仪器箱，置于洁净干燥的环境中，且要避

免极端的高低温度。 

 

6.1  仪器电池 

电池不足指示：如果屏幕闪烁显示“bAt”，表示电池不足，需更换。 

电池的更换：仪器需要一节 9V 的 6F22 碱性电池。更换时，拧松两个螺丝，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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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后部底端的电池间盖子，将一节新电池按正确的极性夹在电池卡上。 

 

7、 故障 

屏幕闪烁显示            ，仪器不进样品。出现这个问题有三个主要原因： 

（1） 仪器在没有标准气的情况下被意外校准。 

（2） 标准管过期了。 

（3） 仪器被损坏，需要修理。 

为了确定哪种原因适合于你的情况，请按下列步骤操作： 

（1） 仪器先关机约 5 分钟。 

（2） 开机时按住 Cal[▼] 键。 

（3） 等到“tESt”出现在屏幕上，然后松开所有按键。 

（4） 屏幕上将出现一个四位数的值（#.# # #），留出几秒钟以使仪器稳定。 

（5） 记下初始值和 1 分钟内的变化值。如果初始值或变化值超过了“0.300”，很可能

是传感器失效，请与 PPM 公司或你的服务中心联系。如果数值不超过此值，则

在“tESt”模式下继续进行： 

（1） 将仪器进气接口插入一支有效的标准管中取样。 

（2） 当泵开始运转时，显示从“0.00”开始，随着样品的吸入，读数升到最大。 

（3） 按住 Cal [▼]时，屏幕将显示一个时间值（t # . #），记下来。 

（4） 按住 Cal [▲]时，屏幕显示峰值，再记下来。 

（5） 关机，在进行下一次测试前让仪器稳定 5 分钟。 

如果峰值小于 5.000 或时间值小于 5 秒，那么很可能你的采样系统或传感器出了问

题。更多信息请联系 PPM 公司或你的服务中心。 

 

（1） 确定机器是关闭的。 

（2） 开机时按住 Cal [▲] 键。 

（3） 屏幕将显示“GAIn”，松开所有的键。 

（4） 一个 4 位的数值和一个 3 位的指数将会交替出现在屏幕上。 

（# # # # /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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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两个数都记下，几秒钟后仪器将自动关机。 

如果指数在“E015”和“E013”之间，那么很可能你用了一个过期的标准管。检查标准

管上的有效期，再读一下 4.4 仪器校准部分。在你准备好了以后，如下所述重启仪器，

重新校验仪器。 

 

如果指数小于“E013”，那你可能在没有校准气的情况下意外地校验了仪器。执行如

下所述的重置步骤。 

重置仪器： 

在进行这个步骤前手中必须有一支在有效期内的标准管。一旦执行重置，当前的校

验将被清除且没有办法重做。 

（1） 确定仪器是关闭的。 

（2） 开机时同时按住 Cal [▼]和[▲]键。 

（3） 屏幕将显示“rSEt”，松开所有键。 

（4） 此时仪器将显示              ，后跟            

（5） 关机。现在你需要按照 4.4 部分的描述校准仪器。 

如果重置后依旧有问题，请与 PPM 公司联系安排维修。 

 

8、 配件 

安装方式：htV 有多种安装方式，包括便于读数的手持式和为了长期测量而安装在

墙上的方式。 

AMS-2 系统：当仪器与 AMS-2 系统连接时，htV 可用于连续测量。其内置的打印

机直接以图表形式打出结果。AMS-2 可以编程操作，在测量数值符合设定的情况下启

动仪器的报警，比如说峰值、STEL、TWA 读数。也可以在计算机上用下载软件包获取

储存在 AMS-2 里的数据，然后用 MS Excel 等的软件来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 

SPC-1 单点控制器：SPC-1 用于 htV 直接与电脑相联，允许通过电脑来进行可编程

的连续监测。所有 htV 获取的数据都储存在与之相连的电脑里，在 AMS-2 的帮助下能

够进行所需要的数据分析和处理。 

关于此两种配件和其它更多配件的信息，请与当地的分销商或 PPM 公司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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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质量保证 

htV 从售出的一年里，在正确正常使用、维护的前提下，元器件和加工方面可保证

无任何故障。PPM 的保修义务仅限于维修或更换（由 PPM 视具体情况而定），且是在

正常使用情况下的损坏。万一出现这方面问题，请将仪器退回 PPM 公司，运费预付。 

有外观损伤、使用不当、不符规定的维护或违反要求操作而造成的损坏，不属于本

公司的保修范围。以前的所有保修规定均以此规定为准。对任何偶然事故以及其随后带

来的损坏 PPM 概不负责。 

   PPM 公司保留对此文件以及对仪器的设计、结构、外形和规格更改的权利而不必做

预先通知。 

   没有 PPM 公司的书面许可，此文件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