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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一气体检测仪

原装进口原产地英国

LEL、O�、CO、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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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种气体同时检测(LEL/O�/CO/H�S)
� 可自由开关的内置式电动采样泵

� 高精度工业级柱状传感器
4 独有的单键处理防止误操作

5 防护等级高达IP67
6 智能故障报警，每�0秒自动巡检

7 随时记录任意点的检测数据
8 声、光、振报警

9 国际认证，原装进口    
10 结构坚固，易于维护

PS200系列产品介绍：

● 可同时检测可燃气体、O2、CO和H2S，并可按客户需要对一种或任意组合多种气体检测。
● 检测结果同时显示在屏幕上。
● 标准的USB接口可用于充电和数据传输，电子版用户手册方便客户存放。
● 采用标准的数据记录模式，内部记忆功能可存储180次测试记录。
● 主要应用于石油、石化、燃气、市政、矿山、电信、造船、冶金等多个领域。

自动泵浦检验站：
1 简单的操作界面

2 检测、校验、充电 功能
3 检验结果自动存储

4 可连接个人电脑，更能接入局域网多人同时监测
5 结构坚固



4

技术参数
 尺寸  1�1×59×��mm

 重量  ��0g(80z) 含泵
 �15g(7.60z)不含泵

 适用温度  -�0℃-+50℃(-4℃F-1��°F)
 湿度  0-95% R.H非凝结性
 声报  LED灯闪烁>90分贝
 显示  绿/红灯 显示
 数据标准  环境标准

 电池
 锂电池
 连续使用14个小时
 充电时间4个小时

 外壳  橡胶外壳
 下落测试  �m
 防护等级  IP67

 反应时间

 LEL=10秒
 O�=10秒     
 CO=�5秒
 H�S=�5秒

 证书

IEC Ex ia d llC T4 Gb
ATEX Ex ll � G Ex ia d llC T4
      MED(00�8/YY)-Module B & E
      UL91� Class 1 Div 1 GroupsA,B,C,D*
      CSA Class 1 Groups A,B,C,D*
       0518        

 保修  1年

 订货号      配件
 64�60
 64�47
 64190
 6417�
 661�6

 充电器/固定夹
 USB通用电源插头
 CD-ROM使用说明
 快速操作规程
 �米内置泵接管

推荐配件
 64�54
 64084
 648�5C
 64066
 64067
 64176
 641�8
 64�55

 强疏水滤膜过滤器
 样品进口过滤器
 LEL传感器
 氧气传感器
 有毒一氧化碳/硫化氢传感器
 一氧化碳传感器
 硫化氢传感器
 泵机组

其他配件
 64�0�

 661��
 66478

 6611�
 66485
 66545

 橡胶套(可供选择黑、灰、黄、红、橙、蓝色、
 绿 色)
 PS�00手控吸引器
 PS�00手控吸引器(�米真空泵聚乙烯管材)
 在线疏水过滤器组装
 In-Line Hydrophobic Filter Assy
 PS�00 Ball Float

 64�48
 充电配件
 充电适配器界面（1�V/�4VUSB）

 6419�
 文件材料
《配置及现场校准手册》（光盘）

传感器外口
 (外加螺丝)

气体过滤器

快速连接装置

入口过滤器

O2传感器

混合有毒 
(CO/H2S)传感器

泵(可选)

发声器

固定夹子

线路板

LEL 
传感器

高强度
聚碳酸酯外壳

PS�00泵浦自动校验站操作简单，可自动保留检测和校验结果，检测时间最长仅需要90秒。检测台再独立使用
时，也可通过操作下载检测时段的数据。站台永久保留检测的历史记录，并按列排序。用户可以将其以电子表
格的形式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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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补充个人气体探测仪的产品线，GMI推出了精小、坚固且极易使用的自动泵浦校验站，自动泵浦校验站可以提供泵浦
测试与校验的多重选择。通过配有专业软件的USB存储器可以完成数据的传输，并可以轻松的与个人PC、以太网连接建立
个性化的数据版本。

拥有自动校验站的PS�00，通过特配软件可以随时检索测试
数据，用户也可随时制作并打印个人的校验证书。

校验规格（泵浦测试与校验）允许自动保存在个人电脑上，
用户可随时查看保存的数据并打印校验证书，历史文件也可
随时翻阅货进行编辑。

与连入个人电脑一样，校验站允许多机组联网，通过一台主
机控制和接收数据。
数据记录是PS�00一起的标准附件，内部存储器每分钟允许
多达180次泵浦测试，和课程记录，8次校验记录。记录模式
为�4小时，通过USB电缆可简单地提取数据，并通过软件进
行升级。

自动校验站技术参数
 尺寸  �00 x 140 x 1�5mm (7.9” x 5.5” x 5.�”）
 重量  1.�kg (4�oz)
 使用方式  独立使用/连接电脑/以太网

 指示标志  电源（绿色）检测（黄色）通过（绿色）失败
（红色）

 测试时间  泵浦检测 60秒
 校验检测90秒

 数据存储  > 6000条
 电源供应  1�V dc, �A

 操作温度  -10oC to 40oC
 (14oF to 104oF)

 气    口  �（空气，混合气体&出气口）

传感器参数
 气体  量程  精度  传感器类型
 LEL  0-100% LEL  1% LEL  催化燃烧
 O�  0-�5%  0.1%  电化学
 CO  0-1000ppm  1ppm  电化学
 H�S  0-100ppm  1ppm  电化学

标定平台

PS�00系列标准备件包括：电源线/电源转换插头，充电器，数据线，演示CD，快速操作说明，�m充气管，内
置泵仪器配置快速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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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是GMI新推出的一款单一气体检测仪。
它结实耐用、体积小巧、操作简易，可以检测的气体有氧气、一氧化碳和硫化氢。

产品优势:IP67防护等级；三年寿命(CO)；可维护；表面光洁易清理；特殊安全
夹持设计；震动、声光同时报警。

单一气体检测仪

H2S O2 CO

特点：
●  O�，CO，以及H�S气体单一检测
●  一个按键就可以操作自如
●  可以根据用户设置时间
●  H�S、CO传感器可以使用�年
●   标准数据记录模式
●  可以自定义报警水平以及进入自定义模式，锁定模式及其他模式
●  简易泵自检及校准
●  通过数据接口可以同电脑连接并传输数据以及校准
●  声音、震动。观点报警。极限暴露，短期暴露等模式报警
●  自带扣锁以及可选帽锁
●  �4-�6个月的有毒气体的任意使用（可选）

T.ex 这种牢固的、非常轻便且准确的监测仪可以很容易被夹在呼吸区附近的衣领

或背心上，给您最大限度的保护和安全。声音、发光和振动报警提醒用户气体存在

和警报被锁，直到用户确定报警器工作。每个仪器提供一个监测仪、校准适配器、

详细的用户手册、储存盒。

T.ex 单一气体检测仪提供

4种不同竞争性的检测套装

组合了可任意使用性、数据记录

性以及自定义模式于一身的T.ex单一

气体检测仪，无需更多其它设置就可以

满足工矿企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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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燃气公司、钢厂、电厂、水净化和污水处理厂、炼油厂、制药厂、石油化工
厂、建筑、市政工程与电信施工现场、矿山开采、陆地和海上石油平台、垃圾填埋
场和处理厂、船舶舱底、飞行器仓、储藏室、谷仓及隧道现场救助，使用者可使用
单键方便的操作本设备。 

T.ex气体检测仪主要适用于如下领域

GMI泵工作站提供一种快速的视觉指示，T.ex的所有系统都
在一个特定的模式下工作。只要把仪器放到支架上，按照面
板上的指示操作，测试仅需不到一分钟。数据随后以单个单
元被存储，在自定义时段可以检索和打印证书。

这种泵工作站不需要与监测仪一起使用，钢瓶气体的直接的 
              泵测试还可以用于现场验证。

6�00� O�传感器

6�404 CO传感器

6�40� H�S传感器

6�101 硬帽夹

66485 防水过滤器（泵吸）

6�1�1 泵测试工作站

6�1�� 校准工作站

6�1�0 数据记录软件，通讯电缆，使用手册

石化 离岸

化学 叉车操作员

洁净室 造纸业

城市和直辖市 天然气和石油

消防部门 锅炉房的监控

尺寸 85（H）×55（W）×�9（D）mm

重量 86g

温度 -�0℃至50℃

湿度 0 - 98% 相对湿度（非冷凝）

报警器 �60度光杆报警；振动报警；95分本声音报警

  用户可编程，包括：TWA,STEL

显示器 带背光的高清晰显示屏（LCD）

电池 �.6V锂电池
外壳 高强度的ABS
认证 ATEXULIEC Ex
 MED    （00�8/YY）-模块B&E-O�

防爆电器认证委员会 Ga Ex ia IIC T4 

输出 红外光学通过报警窗口到红外接收器

数据记录 每一分钟，自定义事件记录时间

校准 泵测试和完全校准可以很容易的实现。完全校准，
 通过前面的按钮和特别指示；
 对于有毒模型，提供校准适配器。

气体种类 O�，CO，H�S

质保 1年

气体      量程 分辨率 传感器类型 时间

O� 0-�5% 0.1%      电化 �年

CO 0-500PPM 1PPM      电化 �年

H�S 0-100PPM 1PPM      电化 �年

T.EX 应用

T.EX 技术参数

T.EX 传感器参数

泵测试/校准工作站

采购须知、配件

仪器完全的校准可以在少
于�分钟内手动完成，同时
数据被存储。

数据的提取是通过数据记
录软件和红外接口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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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壳结实耐用，采用独特的橡胶化材料，能抵抗较强震动和撞击接触，已
通过EN50054物理撞击试验验证。 

�、仪器主机的防护等级达到IP65，传感部件、采样口和充电插口保护等级达
到IP54，适于室外使用。

�、可同时检测多种气体也可以选择检测单一气体，可检测的气体有：可
燃气、O�、H�S、CO、SO�、CL�、NH�、NO、NO�、CO�、PH�、VOC。 

4、单键操作，数字显示，具有背光照明的高清晰显示屏，适宜在光线差的环
境下使用。 

5、采用传感器潜嵌技术，可同时嵌入4个传感器。 

6、内置电动泵和扩散采样相结合的独特设计，特别适用于进入密闭空间前后
使用。 

7、自动数据记录（可选），可定期记录气体值、校准信息和其它有用数据； 
通过GMI软件和通讯适配器的辅助，可把数据记录下载到个人电脑中。 

8、碱性电池或充电电池。 

9、整机具有优异的抗振性和防静电能力。 

10、能对所有检测范围内的气体进行�60度可见高亮度报警和超高音报警，声
   报警音达95分贝，且 具有自检和失效报警功能。

11、符合国际标准。

VISA主要特点：

城市燃气公司、钢厂、电厂、水净化和污水处理厂、炼油厂、制药厂、石油化工厂、建筑、市政工程与电信施
工现场、矿山开采、陆地和海上石油平台、垃圾填埋场和处理厂、船舶舱底、飞行器仓、储藏室、谷仓及隧道
现场救助，使用者可使用单键方便的操作本设备。

VISA主要适用于如下领域密闭空间的检测： 

操作简单  便于携带  内置吸气泵  反应迅速  准确度高

多种气体检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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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参数

气体 范围 分辨率 传感器类型 响应时间

O� 0-�5% 0.1% 电化 10秒

CO 0-1000PPM 1PPM 电化 �5秒

H�S 0-100PPM 1PPM 电化 �5秒

双重毒气
CO/H�S

0-1000PPM(CO)
0-100PPM(H�S)

1PPM 电化 �5秒&�5秒

LEL 0-100% LEL 1% LEL Cat-bead 15秒

SO� 0-�0PPM 1PPM 电化 10秒
SO� 0-100PPM 1PPM 电化 10秒

CL� 0-10PPM 0.1PPM 电化 �0秒

NH� 0-100PPM 1PPM 电化 60秒

NO 0-�00PPM 1PPM 电化 �0秒

NO� 0-�0PPM 1PPM 电化 185秒
CO� 0-5% V 0.05% V 非分光红外 �5秒
PH� 0-100PPM 1PPM PID 5秒

VOC 高敏感度 0.1PPM PID 5秒

技术参数
尺寸 140×85×45mm/ 5.5" x �.�" x 1.7" 
重量 0．4公斤/14盎司
湿度 0～98%(非冷凝）

报警器 �60°可见高亮度报警，超高音报警，报警音达95分贝
四个气体警报器，用户可编程
TWA/STEL 视觉和声音报警器
低流量的视觉和声音
低电池警报
每种有毒气体多达四个报警器，用户可编程
�个O�的报警器，两个LEL的警报器

显示器 LCD背光显示

数据记录
（可选）

定时：每分钟一记录的�4小时定时记录
会议：至少180个记录
校准：至少8个校准记录

电池类型 标准镍氢充电电池-带泵至少1�小时
碱性电池包(包括�节LR6(AA)电池）-带泵至少1�小时

外壳 高抗震性的橡胶化塑料外壳
防护等级 IP65（防尘、防水）

认证标准 UL 91� Class I, Div 1 Groups A,B,C,D
MED (00�8/YY) - Module B & E

0518
ATEX II � G EEx iad IIC T� / T4

防爆电气认
证委员会

EEx iad IIC T�/T4

保质期 1年

推荐的配件

66485 防水过滤器-外部内联

66�10 碱性电池（�节AA电池）

661�6 � m样本线（带接头）

6614� � m橡胶管，带接头（只有PID VISA）

660�8 颈部安全带

66017 探头组件

66�08 数据记录包

6608� 传感器防水过滤器

66084 传感器进气过滤器

66108 空白传感器插头

66�06 车载充电器 1�V/�4V

66190 泵组件套件-包括泵，管线和配件

VISA可以被设定，通过催化传感器、光离

子化和红外传感器，可以检测多达五种气

体。“即插即用”的选项允许客户“插入”一个

新的不同气体规格的传感器。

VISA在嘈杂的环境中尤其有用，因为它具

有非常大的（95分贝）穿透性和独特的声音

报警与高能见度大面积的视觉警报。泵吸、

扩散或两者一起，允许在密闭空间工作时对

样本进行预先检查和扩散，从而使电池寿命

最大化。一个结实的、模制的、橡胶的外壳

保证了Hi-Viz 和 Hi-Impact的电阻，V!SA可

以在最严苛的工业环境中使用。

VISA 多种气体检测仪

由客户自由选择气体组合，

这种结实且准确的气体检测仪在密闭空间应用里能提供无可比拟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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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I Leak Surveyor便携型气体检测仪综合了高质量，高强度，先进的GMI技术的优
点。其快速的反应能力和超高灵敏度的半导体传感器能够快速检测到气体的泄漏分
布情况。

●  积分半导体传感器（测量范围0-10，000ppm），快速检测气
体泄漏。

●  易燃气体渗漏检测的浓度值，爆炸下限，气体体积范围，用于
普通的安全监测。

●  在气体渗漏的浓度范围内有声光“Geiger”报警指示。

●  疏水滤膜过滤器保护检测流体是否流动的积分泵压力传感器。

●  遇到高硬度的聚丙烯，封闭到防护等级IP54，方便户外使用。

●  简单的操作按钮方便各种功能使用。

●  可以选择可充电电池或者碱性电池。

●  兼容所有GMI配件产品。

●  国际标准认证。

灵敏气体探测器

Leak Surveyor（LS51�）型气体检测仪综合了准确、灵巧的可燃气
体检测仪的优点和有限空间监测器（含报警功能）所具有的安全、可
靠性。

漏气爆炸检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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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技术规格

测量范围： 浓度0-10000 ppm（半导体传感器）
爆炸下限0-100% （接触反应式传感器）
气体体积0-100%（热导传感器）

显示方式： 逆光液晶显示屏

分辨率： 浓度  0-499 ppm（分辨1ppm）
          500-10000ppm (分辨10ppm)
爆炸下限0-10% （分辨0.1%）
          0%-100%（分辨1%）
气体体积 0-100% （分辨1%）

报警： 超清晰的闪烁LED显示。超过80分贝的发
生音量，通常85分贝。

试样系统： 有着半导体压力传感器的积分泵用来检测
流体是否流动，试样路径受疏水滤膜过滤
器保护。

重量： 1.7kg

规格大小： 180 x 95 x 105mm

保护等级： 塑料聚丙烯防护等级IP54

电源供应器： 4“D”尺寸的碱性电池或者可充电蓄电池组

电池连续使用
时间：

碱性电池�1小时，充电电池18小时

传感器寿命： 5年

使用环境： 温度范围：-�0°C to +50°C (-4°F to +1��°F)
适度范围: 0 to 95% 相对适度 无冷凝

订购信息和配件

4451�L Leaksurveyor（碱性的）
甲烷校验

4451�LR Leaksurveyor （可充电）
甲烷校验

注意：两种仪器都提供安全带，4mm的
驱动器，1.5m的清晰样品线，手册，操
作指南。

4�141 配件：
标准附件品标有“标准”字样

4�151 天然气行业调查品 标有“GS”字样

1�5�5 地毯探针

1�561 探针手柄（GS）

1�56� 探针手柄适配器（GS）

1�56� 波纹管探针（GS）

1�655 天鹅颈探针 c/w 保护罩（GS）

4�184 滤尘器装备 c/w  过滤器（GS）

4�18� 滤水器装备 c/w  过滤器和1�561配合使用
（GS）

探针

barholing探针

1�481 STD 探针手柄c/w过滤器（STD）
1�480 小塑料探针  固体尖头（STD）
1��9� 大塑料探针  固体尖头 

泄漏测试探针

1�481 STD 探针手柄  c/w  过滤器（STD）
1�4�7 小塑料探针  固体尖头（STD）

4�4000 灵巧试样探针

标准充电器

1�184 c/w 电源供给  英国插头（STD）

1��17 c/w 电源供给  欧洲插头（STD）
1���� c/w 电源供给  美国插头（STD）
1�888 c/w 电源供给  澳大利亚插头（STD）

整机具有优异的抗振性、抗摔性和防静电能力；LCD显示器采用特种钢化玻璃罩板，可在各种极端恶
劣条件下使用；具有背光照明的高清晰显示屏，适宜在光线差的环境下使用；数字和模拟双显示功能；
PPM-LEL-VOL自动切换量程能精确地测量可燃气体的泄漏浓度值；能对所有检测范围内的气体进行声
光报警且具有自检和失效报警功能；内置两档转速采样泵（高速和低速）；外壳坚固耐用。

认证标准： ATEX  II �G EEx iad IIB T�； UL 91� Class 
I, Groups C an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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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系列气体检测仪是一款设计人性化，操作简单的手持式气体检测仪，它外壳
坚固、质量可靠、采用新技术并具备了准确、灵巧的可燃气体检测仪的优点和
封闭式空间监测器（含报警功能）所具有的安全、可靠性。

●  检测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可燃气全量程PPM-LEL-VOL
●  可测0-150mBar压力
●  PPM量程具有盖式报警功能
●  手动/自动数据记录功能
●  高分贝声报和高亮度光报功能
●  按键操作简单，大屏幕LCD清晰显示读数
●  电源采用碱性电池或充电电池
●  内置背景灯
●  防护等级IP54
●  外壳坚固耐用

GT系列检测仪
具有如下特点：

可燃气有毒气体泄露检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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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 40系列为技术人员和工人提供仅用一台仪器，可应用于气

体分布和传输管道中的泄漏测试和密闭空间进入需要的所有

测量。当气体含量增加时，明亮的LED报警灯会发光，声音报

警会被激活在被编程的预设水平下。在欧洲和美洲，完全可编

程的GT是一种行业标准；公司可以利用这一种仪器满足所有

的监测需要。GT系列提供一个完全校准和测试能力的可选扩

展。

0-10000ppm  可燃气（半导体传感器）

0-100%LEL  可燃气

0-100%VOL  可燃气

0-�5% 氧气

0-�000ppm  一氧化碳

0-100ppm  硫化氢

0-60"（150mBar） 压力

尺寸 �90×95×4�mm

重量 0.78kg（带探针和电池）

温度 -�0℃至40℃

湿度 0-98% 非冷凝

报警器 仪器两侧高能见度的LED报警
 85分贝声音报警
 所有报警器用户可通过密码保护菜单编程

电池 碱性电池或者充电电池

电池寿命 碱性电池或充电电池，至少八小时

外壳 抗震度高的聚碳酸酯树脂混合物

防护等级 IP54

认证 UL 91� Class I, Div 1, Groups C, D

防爆电气认证委员会 Ex iad IIB T�

保质期 1年

气体 范围 增额 传感器类型

O� 0-�5% 0.1% 电化

CO 0-�000ppm 1ppm 电化

H�S 0-100ppm 1ppm 电化

双重毒气(CO/H�S) 0-�000ppm/0-100ppm 1ppm 电化

CH4 0-10000ppm 1ppm MOS

CH4 0-100%LEL 1% PELLISTOR

CH4 0-100%VOL 1% 热导传感器
所有的仪器包括用户手册，操作指示，校准证书和配置报告。

67401   GT 40   PPM/%LEL/%V   可燃气/CO
67411   GT 41   PPM/%LEL/%V   可燃气/O�

674�1   GT 4�   PPM/%LEL/%V   可燃气/CO/O�

674�1   GT 4�   PPM/%LEL/%V   可燃气/CO/H�S/O�

67441   GT 44   PPM/%LEL/%V   可燃气

（提供手提箱、杆孔探针、探针过滤器、手腕带、�英尺采样线、详细的 
 用户手册、校准证书）

6710�Q     混合气体使用的扩展
67109Q     单一气体使用的扩展
67160  配置和现场校准手册（CD）
66�06  1�V/�4V 车载充电器
67101   充电站（包括电源）
67�59   4盒防水探针过滤器
67185  �4"烟气测试的不锈钢探针
6716�  �0盒粉尘过滤器

GT多功能气体检测仪会满足你气体检测的所有需要。

GT系列技术参数        

GT系列传感器参数

GT系列测量范围

采购须知、建议的备件和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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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psurveyor

●  易于使用；低维修， 地中海认证。

●  运用红外辐射技术的惰化和冲洗操作。

●  在轮船上，能够记录�00个独特的用户标识的位置区域。

●  能够记录每个地区的天然气定位。

●  能够从�0米画图例的内置泵吸式。

●  可选择的双模式操作：密封空间检测（CSM）或可燃气体指标
仪（CGI）。

●  坚固轻便的防碳浸渍聚丙烯外壳，密封性为IP54，适用于恶劣
的海洋应用环境。

●  可用于昏暗灯光下，自动逆光的LCD；运行状态信息的气体指
读显示。

●  专门用于支持这种航海仪器的创新系列的配件。

GMI 检测仪器用于安全检测和惰化海上结构物。

Ship Surveyor船用系列气体检测仪综合了准确、灵巧的气体检测仪的优点和有限空间监测
器所具有的安全、可靠性，广泛应用于船舶行业：如油轮、液化天然气体船（LNG）、液
化石油气船（LPG）、液体化学品船、渡轮、货船等。仪器操作性、维护性更简便，可靠
性高，工作性能更好。

特点：

船用气体巡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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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测量范围及分辨率 0 -100% 可燃气体(红外线)
0 -100% 气体容积(红外线)
0 -�5% 氧气(氧气红外线)

0 -100ppm 硫化氢
0 - �0% 二氧化碳，红外线

0 -100ppm 一氧化碳

LEL
Vol  Gas
O� 

H�S
CO�

CO

0 - 100%
0 - 100%
0 - �1%
�1-�5%
0 - 100ppm
0 - 5%
5 - �0%
0 - 1000 ppm

1%
1%
0.1%
1%
1ppm
0.1%
0.5%
1ppm

显示屏 自动逆光的LCD

警报器 可见度高的闪光显示板。
声响器超过 BodB(A), 典型的 85dB(A)@ 1�in.

采样系统 配备流量下降传感器的内置泵吸式；
采样路径被硫水过滤器和自动泵关闭保护。

物理性能 重量：1.�5kg
尺寸：180mm*95mm*100mm

保护等级 注塑聚丙烯外壳，IP54

电源供应 两节碱性电池或是两节可替换的电池

电池寿命 �节碱性电池,寿命为�0小时；
�节可替换的电池，寿命为8小时。

环境 温度范围：-�0℃至 +50℃（-4℉至+1��℉）
湿度：0 至100% ，相对湿度，不凝结

认证 ATEX II � G Exd la IIB T� Gb

订购信息 仪器 c/w (硬)箱子和配件

配件 (硬)手提箱
皮革野外用箱子
颈部/肩部安全带
腰部安全带
探针 c/w 1m(�9英寸）
取样管线和快速连接
输水过滤器
过滤棉-10盒
样本线适配器
清晰样本线-每米(�9英寸)
球状浮子
样本线适配器 c/w 腰部安全带
快速链接锚组件 和导电管 ×10m(��英尺)

                                            ×�5m(80英尺）
                                            ×�5m(114英尺)

�5cm(14英寸)的开口端探测器
�5cm(14英寸)的不锈钢开口端探测器
50cm(�0英寸)的不锈钢开口端探测器
充电选项工具箱(包括充电器，通用电源，�个充电电池)
�个充电电池
数据下载包
气体输送装置配件 c/w(6mm)
气体输送装置配件 c/w(英寸)

所有的仪器都装置在一个(硬)箱子里：c/w ；颈部/肩部安全带；4mm的串口启动器；探针c/w快速连接和
1m(�9英寸)的导电管；15cm(6英寸)的开口端探测器；箱(10)过滤棉×�；用户手册；快速操作说明；校准证
书；配置报告。

shipsurveyor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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