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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感谢您购买本公司生产的二氧化碳记录仪。

本手册仅提供二氧化碳记录仪的相关测量
功能之使用资讯以及使用方面的注意事项。

要发挥本产品的最佳使用效能，使用前请
详细阅读本手册，并请妥善保管本手册，

以便不时之需。

在正式使用之前，请先进行一些简单的测
量测试，以确定测量功能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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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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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色LED状态指示灯

FPC真彩显示屏

MENU键，菜单键

ON/O F F + E N T E R ,
开机/关机+确认键

RETURN/LIGHT 
返回键/灯光键

USB充电/数据传输端口

温湿度传感器采集窗口

查看图形趋势键

历史记录查询键

▲ 上调键

▼ 下调键

使用须知

传感器排气孔

序列号

二：操作说明
2.1开机 、关机

2.1.1 轻按面板“ON/OFF”两秒，出现如图所示：
     “系统正在初始化，请稍等---”
2.1.2 当在正常测试状态下，轻按面板“ON/OFF”
       两秒，二氧化碳记录仪关闭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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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轻按面板“MENU”一次，出现图所示：

       选择您需要设置的项目，按下“ENTER”

       键进入设置项目，通过▲或▼键切换所
       需设置项目（具体每项目设置见后面详
       解）。

2.2 菜单设置 2.2.2 当选择项目设置完成后，需要退出 所选设
       置界面，轻按面板“RETURN/LIGHT"一次，
       退出菜单项目，再次轻按面板 “RETURN/
       LIGHT"一次，记录仪回到数据采集实时显
       示页面，仪器进入已设置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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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在菜单设置中，通过▲或▼键选择语言，
       按下 “ENTER”键进入中文/英文设置。
       通过▲或▼键选择您需要的语言；

2.3 语言设置 2 .4 时间设置
2.4.1 在菜单设置中，通过▲或▼键选择日期/时
       间，按下 “ENTER”键进入时-分-年-月-日
       设置，按“ENTER”键切换设置项，当其
       中一项在闪烁时，通过▲或▼键调整您需
       要的日期时间；
2.4.2 设置完成之后，轻按面板“RETURN/LIGHT”
       一次退出日期时间设置，再次轻按面板
      “RETURN/LIGHT”一次，记录仪回到数据
       采集实时显示页面，并自动保存设置的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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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报警设定

2.5.1 在菜单设置中，通过▲或▼键选择到
      “报警设定”项，按下“ENTER”键进入
       报警设定。
2.5.2 按"ENTER"键选择设置"报警值”或"报警
       开/关"。
2.5.3 当选择"报警值"选项时，通过▲或▼键
       调整“报警值”大小。
2.5.4 当选择“报警开/关”时，通过▲或▼键
       调整报警开或关。
2.5.5 设置完成之后，轻按面板“RETURN/
       LIGHT”一次，退出报警设定”项设置，
       再次轻按面板“RETURN/LIGHT”一次，
       记录仪回到数据采集实时显示页面，并
       自动保存设置的数据。   

2.6 记录模式设定

2.6.1．在菜单设置中，通过▲或▼键选择到
       “记录模式设定”项，按下“ENTER”键
        进入“定时记录模式”或“连续记录模
        式”设定，通过▲或▼键调整需要的记
        录模式设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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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选择“定时记录模式”后，按下"ENTER"
       键进入“记录时间设定”按"ENTER"键
       切换调整需要的“记录开始”“记录结
       束”时间设置。当其中一项在闪烁时，
       通过▲或▼键调整需要的时/分时间；设
       置完成之后，轻按面板"RETURN/LIGHT"
       一次，退出“记录时间设定”项，再次
       轻按面板"RETURN/LIGHT"一次记录仪将
       自动保存设置的数据。

2.6.3 记录间隔设置在菜单设置中，通过▲或▼
       键选择到“记录间隔设置”项，按下
      “ENTER”键进入“记录间隔设置”设定页
       面，按“ENTER”键切选择时、分、秒。
       ▲或▼键调整所需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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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存储容量信息

2.7.1 在菜单设置中，通过▲或▼键到“存储
       容量信息”项，按下“ENTER”键进入
       存储容量指示光标；
2.7.2 查看完成之后，轻按面板“RETURN/
       LIGHT”键一次，退出“存储容量信息”
       项，再次轻按面板“RETURN/LIGHT”一
       次，记录仪回到数据采集实时显示页面； 

 
2 .8 屏幕亮度设置
2.8.1 在菜单设置中，通过▲或▼键选择到“屏
       幕亮度设置”项，按下“ENTER”键进入
       背光亮度设置，通过▲键增加屏幕亮度或
       ▼键降低屏幕亮度。
2.8.2 设置完成之后，轻按面板“RETURN/LIGHT”
       键一次，退出“屏幕亮度设置”项，再次
       轻按面板“RETURN/LIGHT”一次，记录仪
       回到数据采集实时显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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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使用帮助
2.9.1 在菜单设置中，通过▲或▼键选择到
      “使用帮助”项，按下“ENTER”键进入
       查看。
2.9.2 查阅完成之后，轻按面板“RETURN/
       LIGHT”键一次，退出“使用帮助”项，
       再次轻按面板“RETURN/LIGHT”一次，
       记录仪回到数据采集实时显示页面；

 
2.10 实时图形查看分析
2.10.1 在记录仪进入数据显示状态下，轻触
        按键进入实时图像趋势界面(如图所示)。
2.10.2 按下面板触发“ENTER”键，可以开启测
        试或者暂停测试状态。
2.10.3 查看或分析完成之后，轻按面“RETURN/
        LIGHT”键一次，退出“实时图形查看分
        析”项，并回到数据显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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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数据历史记录
2.11.1 在记录仪进入测试状态下，轻触    按
        键进入历史记录查看（如图所示）。
2.11.2 通过▲或▼键选择到您需要查看的历
        史记录条目,并按下"ENTER"键确认查阅。
2.11.3 查阅完成之后，轻按面板"RETURN/
        LIGHT"键一次，退出“数据历史记录”

        项, 再次轻按"RETURN/LIGHT"键,记录

        仪回到数据采集实时显示页面,仪器进
        入已设置状态。并回到数据显示界面。
2.11.4 记录数据清除同时长按    和▲键，当
        听到“滴”声响后。数据删除成功。

2.12  显示器灯光开关
2.12.1 在记录仪进入正常测试状态下，显示器
        进入实时数据采集显示页面，轻按
       “RETURN/LIGHT"键一次，显示器进入关
        闭状态，轻按任意键显示器恢复显示状态。
2.12.2 按“RETURN/LIGHT”关闭显示器灯光状
        态下，记录仪仍处于工作状态。

2.13 华氏度与摄氏度切换
在测试页面中，按▲键显示摄氏度，按▼键显示
华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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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及指示灯图表2

项目 优良(绿）
轻度污染
 （黄）

重度污染
 （红）

执行标准

     CO 2

(二氧化碳）

     CO 2

二氧化碳%）(

≤1000ppm
＞1001ppm
≤2500ppm

＞2501ppm

≤0.1000%
＞0.1001%
≤0.2500% ＞0.2501%

GB18883
-2002参照
健康统计学
原理

四：关于使用

4.1使用须知：
4.1.1 二氧化碳记录仪采用自然吸气方式采集介
       质,建议记录仪摆放高度应在80cm～120cm，
       且仪器四周空气流通较好无干扰气源的环
       境中使用，记录仪最佳使用环境温度为
       20℃±5℃，相对湿度45%～70%。
4.1.2 二氧化碳记录仪采用交流110V-220V转直
       流5V，18650（带保护板），记录仪充电
       器与外接交流电连接处有强电信号输入，
       请注意安全！未成年人请在成人陪同下使
       用记录仪！待机移动使用时请在断开交流
       电源状态下进行！
4.1.3 记录仪绿、黄、红三色指示灯对应表示二
       氧化碳介质状态优良、轻度污染、重度污
       染；
4.1.4 记录仪在重度污染环境中使用时其数据离
       散性会加大，准确度会受到影响，此时测
       试数据仅供参考，应及时将记录仪移至空
       气洁净的环境中重新进行自动校准。

三：技术指标
 图表1

项目     测量范围 分辨率     精度

     CO 2

（二氧化碳）0～20000ppm 1 ppm

 0～10000ppm
(±50ppm±3%读数)
 10000～20000ppm
(±200ppm±10%读数)

     CO 2

（二氧化碳%）
0～2.000% 0.001%

0～1.000%
(±0.005%±3%读数)

1.000%～2.000%
(±0.02%±10%读数)

温度℃/℉
-20℃～125℃
-4℉～257℉

0.1℃
0.1℉

±1.0℃
±2.0℉

湿度%RH 0～100%RH 1 %RH ±5%

露点温度
℃/℉

-20℃～60℃
-4℉～140℉

0.1℃
0.1℉

±1.0℃
±2.0℉

湿球温度
 ℃/℉

-5℃～60℃
23℉～140℉

0.1℃
0.1℉

±1.0℃
±2.0℉

数据记录量 80000组（一个页面为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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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页面显示说明

5.2.1 二氧化碳记录仪ppm浓度指示范围：墨绿
       /0～450ppm、翠绿/451～700ppm，浅绿
       /701～1000ppm，浅黄/1001～1500ppm，
       橘黄/1501～2500ppm，红色/2501ppm以
       上，二氧化碳记录仪%浓度指示范围墨绿
       /0～0.0450%、翠绿/0.0451%～0.0700%、
       浅绿/0.0701%～0.1000%、浅黄/
       0.1001%～0.1500%、橘黄/
       0.1501%～0.2500%、红色/0.2501%以上 

 

六：产品规格

显示方式： FPC真彩显示屏
采样速率：出厂设置：一条/m
供电模式： USB DC 5V
使用环境： 温度范围：0～50℃

湿度范围：0～90%RH

气压条件：标准大气压
外形尺寸：146*80*68mm

七：附件

7.1  USB充电器5V/1A一只
7.2  USB四芯数据线长1米一根
7.3  使用说明书一本
7.4  产品合格证/保修卡一份
7.5  18650充电电池 1500mA/h DC 3.7V（带保
      护板）



-22--21-

1. 在苹果"APP Store"输入“环境空气检测”，
下载安装苹果APP。(如图1)

2. 在百度手机助手或华为应用市场输入“环境空
气检测”下载安装安卓APP。(如图2)

图1 图2

八：二氧化碳记录仪WIFI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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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账号登录可以使用手机号验证码和邮箱验证
码两种方式登录。

4. 点击屏幕的右上角"+",再点击"添加设备"，进
入添加设备配网模式。(如图4)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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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选择相应的设备。如果是二氧化碳记录仪，
则点击“二氧化碳记录仪”图标。(如图5)

6. 长按(2秒)测试仪的”RETURN”键，当听到
“滴”一声，测试仪进入配网模式。

同时测试仪左上角出现配网图标（见左下图红
线标记图标）。(如图6)

图6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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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点击屏幕下方“设备已通电”。点击下一步。
(如图7)

8. 输入无线路由器的WIFI账号和密码。点击下一
步。(如图8)

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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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点击"更换WI-FI"(适用于苹果手机)。
(如图9)

10. 选择“XPG-GAgent_xxxx”无线网络(适用于
苹果手机)。(如图10)

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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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输入WIFI密码"123456789".点击加入(适用
于苹果手机)按返回键。(如图11)

12. 此时设备正在配网并注册到云端（如图12）。

图11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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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如果要修改设备的名称,请点击"默认"。
(如图13)

14. 此时弹出"设备名称"编辑对话框,输入名称后
点"确定"。(如图14)

图13 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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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设备添加成功，设备的左上角显示WIFI图标
（见左下图红线图标），APP会返回桌面。
(如图15)

16. 点击设备图标的“>”图形（见右下图红线图
标），进入数值显示画面。（如图16) 

图15 图16



-37- -38-

17. 点击上方各个介质，可以在屏幕中央放大
显示该介质。(如图17)

18. 数值页面只显示PM2.5的曲线图,如果想查看更
多的曲线图,请点击"查看更多的曲线"。(如图18)

图17 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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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如要重命名或删除设备。如图点击右上角
进行重命名或删除设备。(如图19)

20. 输入想要修改的设备名称,点击"确认"完成修
改。(如图20)

图19 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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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点击"删除"后删除该设备。(如图21)  22.一台测试仪只能绑定一个账号。如果需要
更换账号，需要重新绑定。再重新绑定之前，
长按（1-2秒）测试仪“ ▼ ”键解除原先的绑
定。当听到“嘀”的一声，解除绑定成功。然
后按照5-14步重新绑定。
23.测试仪WIFI只支持2.4GHz的频率。如果配网
失败，请检查手机的WIFI是否处于2.4GHz的频率。
已绊定测试仪的手机通过设置，提供分享二维码，
分享到其它账号。

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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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My Home”页面点击“我的”，跳到
“我的”页面。(如图22)

24.在“我的”页面，点击“家庭管理”，跳到
“家庭管理”页面。

图22 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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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在“家庭管理”页面点击“My Home”，
进入“家庭设置”页面。（如图24）

26. 在“家庭设置”页面点击“添加成员”，进
入“添加成员”页面(如图25)，此页面出现分享
二维码。

*其它手机扫描已绊定测试仪手机提供的二维码，
得到分享。

图24

图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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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在其它手机APP的“My Home页面”右上角
点击“+”，点击“扫描二维码”扫描已绊定测
试议手机提供的二维码。(如图26)

28. 分享成功后，其它手机自动跳转到“My Home”
页面。此时，其它手机的APP的“My Home”上出
现了与已绊定手机页面一样的测试仪。(如图27)

备注：环境空气测检仪WIFI配网说明书例图以
ECO-12W/G示例，WIFI版其它各机型配网操作步
骤同上。

图26 图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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