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1.8 

Gasmet Technologies (Asia) Ltd 地址： 

香港九龍灣宏照道 11號

寶隆中心 811室 

電話：+852 3568 7586 

傳真：+852 3568 4600 

 

電郵：sales@gasmet.fi 

網址：www.gasmet.com.hk 

 

 

 

  DX4040 FTIR 氣體分析儀 
 

 

 

 

 

 

 

 

 

 

 

 

 

 

 

 

 

 

           

便攜式  FTIR 氣體分析儀 

Gasmet DX4040 分析儀由傅立葉轉換紅外

線 (FTIR) 光譜儀，銠金塗層樣氣室，內置

樣氣泵，以及訊息處理器等部件緊密裝配

而成。 

一次充電，電池可操作 2.5 小時，亦可使

用交流電源。在探頭內有過濾器過濾微粒，

無需樣本處理。輕巧的分析儀可隨意配置

耐用的聚四氟乙烯塗層背包。 

Gasmet DX4040 針對現場測量而設計，在

環境空氣下測量低濃度的各種化合物 (兼顧

有機和無機)。一般應用於工業衛生和緊急

應變處境。分析儀模組與個人數位助理 

(PDA) 是以無線通訊 (配藍芽通訊協定)。 

 

在標準的設置，可同時監測 25 種感興趣的

氣體的濃度。 

還有，配備隨選的 Calcmet 4040  專業版

軟件，可連接到手提電腦作進一步的分析 

(例如以光譜庫辨認不知名化合物)。 

無需定期替換消耗零件。再者，由於採用

FTIR 技術，標定保存得非常穩定。因此，

不需要做量程標定。還有，當計算結果時，

互相干擾 (即由其他氣體產生的干擾) 在分

析計算程序中自動補償。 

總而言之，Gasmet DX4040 為環境空氣中

的多項成份氣體分析提供具成本效益而又

易用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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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參數 

測量原理:  傅立葉轉換紅外 (FTIR ) 

性能: 同時分析最多 25 種氣體化合物 (個

人數位助理)，可隨選 Calcmet 軟

件分析最多 50 種氣體化合物 

反應時間，T90:  一般 < 120 秒，視乎氣流和測量時

間 

操作溫度:  環境溫度 

短期 0 – 40 °C  

長期 5 – 30 °C  

無冷凝 

儲存溫度: 10 – 35 °C，無冷凝 

運送溫度: 在 12 小時內 -20 – 45 °C，無冷凝 

供電: 交流 115 / 230 伏特 

電池操作時間:  藍芽開啟時，約 2.5 小時操作時間 

(取決於環境溫度)。 

光譜儀 

分辨率: 8 cm-1 

掃描頻率: 每秒 10 次 

檢測器:  珀爾帖製冷碲鎘汞 (MCT) 

光源: 碳化矽 (SiC)，1550 K 

分束器:  硒化鋅 (ZnSe) 

窗口物料:  硒化鋅 (ZnSe) 

波數範圍:  900 - 4 200 cm-1  

樣氣室 

結構:  多重反射，固定光程長度 9.8 米  

物料: 100 % 銠塗層鋁 

反射鏡: 固定，金塗層保護 

容量: 0.4 升 

溫度: 環境溫度 

測量參數 

零點標定: 24 小時 

零點漂移:  每個零點標定時距，少於測量範圍

的 2% 

敏感度漂移:  不適用 

線性誤差: 少於測量範圍的 2%     

溫度漂移: 每 10K 溫度改變，少於測量範圍的
2% 

壓力影響: 1% 的樣本壓力改變會有 1% 的測量

值的改變。大氣壓力之改變會被測

量及補償 

電線接駁: 

數據接口:  藍芽通訊協定及 RS-232 

分析儀透過藍芽連接到個人數位助

理 (RS-232 隨選)。個人數位助理提

供分析結果。  

隨選：樣本光譜傳送到手提電腦作

進一步分析 

氣體出入口條件 

氣體溫度:  環境溫度 (0 – 50 oC)，無冷凝 

氣體過濾:  樣本探頭內有微粒過濾器 

樣氣壓力:  大氣壓力 

取樣泵: 流速 ~1.5 升/分鐘，只供環境空氣 

電子設置 

類比 / 數位轉換器: 動態範圍 95 dB  

訊息處理器: 32-位元浮點訊息處理器 

分析軟件 (個人數位助理 PDA) 

操作系統: 視窗流動 6.1 專業版 

分析軟件: Calcmet Lite 

 

選項 

軟件: Calcmet 軟件配備 DX40XX 專業鑰

匙。需要手提電腦 + 視窗 7 (32-元

位) 。請參考 Calcmet 技術數據表

以獲取更多資料。 

  

額外資料 

外殼: 161 x 390 x 406 毫米 (高 x 寬 x 深

)，聚胺酯 

重量: 13.8 千克 (裝上電池) 

 12.4 千克 (沒有電池) 

CE 標籤: 根據電磁干擾指引 89/336/EC 

 

 

 

 

 

 

 

 

 

 

 

 

Gasmet Technologies (Asia) Ltd 不會爲此處出現的技術上或編輯上的錯誤或遺漏負責任。在這文件中的資料是“照現在的樣子”提供，不會保證任何類型的改動而沒有通知。如果你

找到任何錯漏而向我們提出，我們會非常感激。本中文譯本僅供參考之 用，倘若中、英文本之文義有異，應以英文原文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