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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选购 Ion Science 仪器。 

 

在线注册仪器，获取专业质保 

FALCO 1.1 VOC 监测仪的标准质保期为一年 

要获取质保，必须在购买日起一个月内为仪器进行在线注册（条款及细则适用） 

 

请访问 www.ionscience.com/instrument-reg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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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警告！ 

危险警告，表示有受伤或死亡的风险。

 

警告！ 触电危险

危险警告，表示有因触电而受伤或死亡的风险。 

 

小心

有损坏设备的风险。

 

禁止行为

表示不允许的行为。

 

信息 

重要信息或使用提示。

回收和处置

 

 

回收 

回收所有包装。 

 

WEEE 规定 

确保适当处置所有废弃电子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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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D Certification FTZ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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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声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e manufacturer, Elok-Opava, hereby declares and confirms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duct 
conform to the technical requirements stipulated by the technical standards. Furthermore, the 
manufacturer declares the product to be safe whilst adhering to the correct conditions for its installation, 
maintenance and use.  

EU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According to Descsions No 768/2008/ES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VOC Analyser Type Falco 1.1, Falco 1.2 
 

The manufacturer stated below declares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duct meet the required 
technical standards, directives and specifications and that it conforms to the respective European Union 

harmonisation standards. Furthure more the manufacturer declares the product to be safe whilst 
adhering to the conditions for its correct installation, maintenance and use. This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is issued under the sole responsibility of the manufacturer. 
 
Manufacturer: 
 Ion Science Ltd, The Way, Fowlmere, UK, SG8 7UJ 
Notification of quality assurance: 
 FTZU 02 ATEX Q 025 
Product description: 

The FALCO unit is a fixed monitor for the continual monitoring and measuring of VOC s in the 
atmosphere. 

Authorised person:       Notified person 
 FTZU, AO 210, OSTRAVA-RADVANICE, IN - 00577880   1026 
Certificate number: 

FTZU 15 AREX 0113X 
Type of protection: 
       II 2G Ex d ib IIC T4 Gb 
Conformity assessment procedure: 
 The product’s conformity was assessed with respect to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 ATEX Directive 2014/34/EU, EMC Directive 2014/30/EU 
- It was compared with the submitted documentation 
- Issued on fundimentals of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of the producer 
- It was tested to according standards 

List of standards: 
EN 55022:2010, EN 60079-0:2012, EN 60079-1:2007, EN 60079-11:2012, EN 61000-4-11:2004, EN 
61000-4-3:2006, EN 61000-4-4:2012, EN 61000-4-5:2014 

  List of technical regulations: 
 02607,NKO 
 
Date and Place of issue: Authorised representative: 
12. 09. 2016 Mark Stockdale       Ion Science Ltd, The Way  

     Fowlmere, SG8 7U 
 
Created by: Andrew Scott Created on: 12 Sept 2016 Doc. No / Rev.: AS 01 12-09-2016 
Approvel by: Graham Davies  Approved on: 12 Sept 2016 State: Released 
Ion Science Ltd   www.ionscie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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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手册的有效性 
本用户手册提供手册首页所示固件版本的所有信息和相关步骤。 

如您的固件版本与此不同，请获取正确的用户手册。 

正确使用的责任 
Ion Science Ltd 对因不正确调整功能而导致的任何伤害或损害人身或财产事故概不负责。用户有责

任对由 FALCO 提供的读数和警报状况作出适当的应对措施。 

用户应根据本手册正确使用设备，并且须符合当地安全标准。 

本手册中所描述的气体检测设备可能会出现性能不当问题，须定期进行检查和维护。Ion Science 建

议： 

• 负责操作设备的人员采取定期检查和校准，确保设备在标定范围内运作； 

• 保留相关的校准检查数据记录。 

警告 
1. 在安装或操作 FALCO 前，请先仔细阅读并完全理解本手册。 

2. 为安全起见，FALCO 只供合资格的人员操作和使用。 

3. 更换部件可能会引起不安全的使用情况，并导致质保失效。 

4. 表面贴装的保险丝只能由 Ion Science 服务中心进行更换。 

质量保证 
FALCO 的制造过程符合 ISO9001:2008 标准，确保设备：  

• 经过可重复的设计和组装，并采用可溯源的组件制成； 

• 在出厂前将其校准至符合上述标准。 

报废处置 
请按照所有当地和国家的安全和环保要求弃置 FALCO 及其组件，这些要求包括欧洲 WEEE（废弃

电气及电子设备）指令。此外，Ion Science Ltd 也有提供回收服务，请与我们联系以获取更多信息。 

法律公告 
我们致力于确保本手册中的信息准确性，Ion Science Ltd 对任何错误或遗漏，或根据本文信息进行使

用而产生的任何后果概不负责。所有信息已提供如「现状」，并且不附带任何代表、条款、细则或

任何类型的担保（包括明示与默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Ion Science Ltd 对任何个人或实体因使

用本手册而导致的任何损失或损害概不负责。我们保留随时删除、修订或更改手册内容的权利，而

无需另行通知。 

质保 
要享用 2 年质保期，用户必须在购买后一个月内于线上注册（条款及细则适用），然后将收到一封

确认电邮，通知用户质保期已成功激活。 

如要获取完整详情及质保声明副本，请访问： 
http://www.ionscience.com/customer-support/instrument-reg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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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Ion Science 建议用户每 12 个月更换一次 MiniPID 传感器灯。 

请直接与 Ion Science 或当地经销商联系，了解所在地区的各种服务选择。 

联系信息 
英国总部 
Ion Science Ltd  
The Way  
Fowlmere 
Cambridge 
SG8 7UJ 
UNITED KINGDOM 
电话：+44 (0)1763 207206 
传真：+44 (0) 1763 208814 
电邮：info@ionscience.com 
网页：www.ionscience.com 

美国办公室 
Ion Science LLC 
4153 Bluebonnet Drive 
Stafford 
TX 77477 
USA 
 
电话：+1 (877) 864 7710 
电邮：info@ionscienceusa.com 
网页：www.ionscienceusa.com 

德国办公室 
Ion Science Messtechnik GMBH 
Laubach 30 
Metmann-Neandertal 
40822 
GERMANY 
 

电话：+49 2104 14480 
传真：+49 2104 144825 
电邮：info@ism-d.de 
网页：www.ism-d.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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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CO 简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LCO 是用于长时间监测和测量大气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 的固定检测仪。VOC 具有相当危险

性，对人类有中毒的风险，并且存在爆炸风险。可使用光电离检测仪 (PID) 检测 VOC。 

FALCO 的状态显示屏采用多色 LED 设计，即使在直射阳光下，用户都可从 20 米远处看得到，确保

操作人员可最快得悉危险警告状况。 

FALCO 共设有五个磁性按钮，并提供 LED 确认指示、高对比度 OLED 屏幕和图形界面，确保用户可

快速方便地进行安装和维修。 

磁性按钮采用磁性致动器操作，提供上、下、左、右和输入五个不同选项。 

采用清晰有机发光二极管 (OLED) 的显示屏和颜色指示灯，以及发光二极管 (LED) 背光表面。 

另有经过电隔离的 4-20ma 电流环路、Modbus（串行通信协议）和两个可配置的开关触点。 

为了在爆炸区域提供最佳保护，FALCO 的主机电子部件安装在防爆外壳里面，而且采用本质安全的 
PID 传感器头。 

FALCO 共有两个模块：  

• 主机 （防爆外壳） 
• PID 传感器头 （本质安全） 

本质安全的 PID 传感器头安装于主机外部，允许用户在危险环境中进行维护和校准，无需隔离电源。 

技术规格 
名称 VOC Analyser Falco 1.1 

尺寸 高 205 mm, 宽 180 mm, 深 125 mm 

重量 2.9 kg 

标称电压 8V - 40Vdc (Powered from Safety Extra-Low (SELV)) 

最大电流 

0.56A at 12V / 6.6W 
0.28A at 24V / 6.7W 
0.2A at 40V / 8W 

典型功率 2W （取决于 LED 强度） 

供应电缆 0.5 - 2.5mm2 

触点最大负载 
60Vdc / 2A 
50Vac / 2A 

内部电压 4-20mA 19V ± 1V /1 70mA 

保险丝 Fuse T 1A (blow value 35A) 

保护 II 2G Ex d ib IIC T4 Gb 

操作温度 -40°C 至 + 50°C 

操作湿度 0 – 100 RH% (condensing) 

储存温度 -40°C to 至 60 °C 

防护等级 
主机：IP65 

传感器头：IP65 

PID 传感器 

MiniPID 
II 1G Ex ia IIC T4 (-40 °C ≤ Ta ≤ +60 °C) 
Baseefa07ATEX0060U 



FALCO 仪器用户手册  Ion Science Ltd. 
 

 

无与伦比的测量技术 Page 9 of 39 ionscience.com 
 

测量范围 0 - 10ppm, 0 - 50ppm, 0 - 1,000ppm, 0 - 3,000ppm 

T90 < 30 秒 （持续监测模式） 

准确度 +/- 5 % at calibration point 

测量间隔 1 秒至 10 分钟 

显示屏 OLED 64x128 pixels 

WEEE 合规性 符合欧洲废弃电气及电子设备 (WEEE) 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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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包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由 Ion Science Ltd 发运的所有设备均采用放有减震填充物的包装，保护产品免受任何物理损坏。 
 
小心取出包装内的设备，并与包装列表进行比对。如发现内容和包装清单上所列不同，请与 Ion 
Science Ltd. 联系。如用户未有在收货后十天内报告差异情况，Ion Science 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在进行安装前，确保每件 FALCO（新货或从服务中心取回）均具有相关的校准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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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详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输出及通讯 
 

FALCO 共有六种通讯输出： 

• 面板上的 LCD 和 LED 
• 4-20mA 电流环路  
• RS485 Modbus 
• 两个可编程的继电器 

 

此实时信息将显示在 LCD 屏幕上，并采用 4 20mA 和 RS485 频道进行传输。 

用户可设置两个警报在两个指定气体浓度下启动。警报将在 LED 屏幕上显示讯息，给继电器通电，

并且在 4 20mA 频道上发送信号。 

用户可根据站点规定为警报和继电器执行单独编程，也可选择通过警报给任何一个继电器通电。 

两个继电器都可设为用于开关 60VDC / 2A 或 50VAC / 2A 最大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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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485 Modbus 用户界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LCO Modbus 用户界面采用 Modbus RTU 

• 9600 波特、8 个数据位、无奇偶校验、1 个停止位 

 

寄存器 

地址 
名称 类型 范围 

102 
104 
106 
108 
109 
182 
1003 
1005 
1012 
1060 
1061 

Real VOC Sensor 1 
Real VOC Sensor 2 
AD VOC Sensor 1 
AD VOC Sensor 2 
Voltage VOC Sensor 1 
Voltage VOC Sensor 2 
Real Temperature VOC 
AD Temperature VOC 
LED Brightness 
Hardware Version 
Measurement Unit 
Sensor Range 
Cal 100 
Cal3000 

Float 
Long 
Float 
Signed integer 
Integer 
Integer 
Integer 
Char 
Integer 
Integer 
Integer 

±1.175494E-38 to ±3.402823E+38 
0 to 4294967295 
±1.175494E-38 to ±3.402823E+38 
-32768 to +32767 
0 to 4095 
0 to 100 
1 to 255 (Default value 1) 
‘p’ or ‘g’ (Default value ‘p’) 
10, 50, 1000, 3000 (Default value 3000) 
0 to 65535 (Default value 500) 
0 to 65535 (Default value 3000) 

 

寄存器 

地址 
名称 类型 范围 

100 
183 
184 
185 
1004 
1010 
1013 
1014 
1017 
1018 
1019 
1021 
1030 
1035 
1040 
1041 
1042 
1043 
1044 

Number of Samples 1 
Number of samples 2 
Display Brightness 
LED Brightness PWM 
LED Colour 
Modbus Address 
Response Factor 1 
Response Factor 2 
Alarm 1 Level 
Alarm 2 Level 
Sampling Rate 
Stabilize 
Strike Timeout 
Warm Up 
Power Loop 
Loop Constant 1 
Loop Constant 2 
Contact 1 
Contact 2 
Alarm Style 
Alarm LED Intensity 
Green LED Intensity 

Long 
Integer 
Integer 
Integer 
Integer 
Float 
Integer 
Integer 
Integer 
Integer 
Integer 
Integer 
Char 
Float 
Char 
Char 
Char 
Integer 
Integer 

0 to 4294967295 
0-100 
0 to 139 
0 to 2 
1 to 247 (Default value 100) 
±1.175494E-38 to ±3.402823E+38 
0 to 65535(Default value 50)  
0 to 65535(Default value 100)  
0 to 65535(Default value 0)  
0 to 255 (Default value 5) 
0 to 255 (Default value 15) 
0 to 65535 (Default value 1800) 
‘0’ or ‘1’ (Default value ‘0’) 
±1.175494E-38 to ±3.402823E+38 
 ‘B’ or ‘C’ or ‘D’ or ‘E’ (Default value ‘B’) 
‘B’ or ‘C’ or ‘D’ or ‘E’ (Default value ‘C’) 
‘H’ or ‘I’ (Default value ‘H’) 
0 or 50 to 100 (Default value 0) 
0 to 100 (Default valu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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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技术要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安装 FALCO 前，请确保先了解所有关于安装的技术要求，并已仔细阅读技术规格。 

有关位置的要求 
为气体检测仪选择最佳安装位置时涉及许多不同考虑。 

建议 FALCO 安装位置： 

• 最可能检测到气体的位置； 
• 空气流通的地方。空气无法流通可能会导致检测出现延迟； 
• 坚固稳定的支撑物上，方便需要时进行维护； 
• 垂直位置（传感器在下方），有助避免雨水和灰尘进入传感器； 
• 不要安装在阳光直射或热源附近的地方 

（可能会导致 Falco 温度高于其获认证的内部操作温度，即 50°C）； 
• 不要安装在可能出现水浸的地方； 
• 易于维修的位置。 

 

 

重要信息 
• 如检测到的 VOC 比空气轻，请将 FALCO 仪器安装在墙上较高位置。 
• 如检测到的 VOC 比空气重，请将 FALCO 仪器安装在较低位置，但不要安装在地

板上。 

有关电力的要求 
标称电压： 12V 至 40Vdc  

 

有关电缆和固定头的要求

我们建议用户使用屏蔽电缆，例如备有 SWA 或铠装防护装置的多芯电缆，防止出现 EMI。 

生产和制造电缆固定头是安装人员的责任。电缆固定头必须符合安装地点所要求的认证标准。 
请在未使用的电缆固定头端口上安装具有相应认证标准的堵头。 

外部端口用于为 Falco 仪器接地。连接电线必须至少为 4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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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程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重要信息 
在安装 设备前，请先仔细阅读本用户手册所载的技术规格信息。

准备安装 
在安装 前，请先查阅： 

• 仪器用户手册

• 有关位置的要求 (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 
• 有关电力的要求 (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 
• 有关电缆和固定头的要求 (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 
• 尺寸和安装步骤（查看下文） 
• RS485 用户界面要求 (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 

安装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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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外壳模块 

 
 

以完整装配规格安装 FALCO： 

1. 使用两颗 M8 螺钉将整个 FALCO（主机和传感器外壳）牢固安装在稳定的支撑物上。 

2. 安装 FALCO 后拧下前盖，并断开控制模块和色带连接器之间的连接，便可看到端子块。 

3. 安装电缆固定头。将电缆穿过固定头，并按需要连接到端子块。 请在下页参阅电流环路配置。 

4. 密封电缆固定头中的电缆。 

5. 将控制模块重新连接到色带连接器，并放回原位。 

6. 重新拧上前盖。 

7. 连接后打开电源。 

8. 进行安装后测试。请参阅 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 

安装后测试 
 
为继电器和 4 20mA 系统进行测试，检查安装和功能一切正常。 

进行功能测试，验证传感器能针对预先设置的苯气浓度水平（设定点 1 和 2）作出正确回应。 

此项功能测试不会校准传感器。如仪器未能显示瓶子给出的气体浓度，请进行校准以取得正确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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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爆炸性环境中进行安装 

 
在爆炸性环境中进行连接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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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环路配置 

 

 

 

 

 

 

 

 

 

 

 

 

电流分离电流环路 - 主动 - 首选连接 

 

 

 

 

 

 

 

 

 

 

 

电流分离电流环路 - 被动 

 
 
 
 
 
 
 
 
 
 
 
 

 
 
 

电流分离电流环路 - 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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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控制模块 
只有在检测位置不再需要控制模块或模块出现故障时，才有需要移除控制模块。FALCO 外部设有本

质安全的传感器，无需热工作许可证即可快速方便地进行维护。双重认证更允许 FALCO 在危险环

境中进行维修和校准，而不必移除电源。 

如何移除控制模块 
注意 - 在打开外壳前，必须确保区域的气体浓度低于可燃水平 

要移除整个 FALCO 装配： 

1. 关上并隔离连接 FALCO 的电源。 

2. 拧下前盖。 

3. 断开控制模块与色带连接器之间的连接，并将其卸下。 

4. 打开电缆固定头中的电缆。 

5. 从端子块上断开电缆，将其从外壳模块中取出（通过电缆固定头）。 

6. 确保已拆除所有电气连接，或保存在安全、被隔离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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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操作 FALC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用户界面 
FALCO 正面设有：  

• OLED 显示屏 
• 键盘 - 5 个磁性按键 
• 状态指示灯 

键盘 

 
 

为了方便使用选单，键盘共设有五个磁性按键，分别为上、下、左、右和输入。 

上 和 下 
 

移动光标（指示当前所选画面），并按向上和向下按键来调整数值和设置。 

左 和 右   向左和向右移动光标，以转换选单画面。 

  向左键也用于「退出」设置画面（例如退出选单或子选单）。 

输入  用于输入功能（如设置画面）和确认指定设置。  

 

 

重要信息 
当使用输入  键和向左  键退出画面时，必须长按才能进行有关操作  

其他键和向左键（当不用于退出操作时）只需轻按便可。 

状态指示灯 
.  

黄色 仅在首次启动时显示（首次接上电源） 

绿色 表示 FALCO 正常运作。 
也会在进行启动程序期间显示。 

琥珀色 闪起琥珀色灯号代表已触发警报 1  ，即测量到的 VOC 水平高于警报阈值。 
也会在进行启动程序期间显示。  

红色 闪起红色灯号代表已触发警报 2  ，即测量到的 VOC 水平高于警报阈值。 
也会在进行启动程序期间显示。 

 

 

重要信息 
用户可自行配置正常运作期间和触发警报时的 LED 亮度百分比。 

可各有不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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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程序 
接通电源后，状态灯应显示为黄色。 

然后 FALCO 将按以下顺序显示以下画面： 

标志画面 

 

打开电源后，FALCO 会显示 “Ion Science” 标志约 3 秒钟。 
此时状态灯应为绿色。 

信息画面 1 

然后将出现信息画面 约 秒钟，并显示以下内容：

固件版本

地址

响应因子

此时状态灯应变为琥珀色。

信息画面 2   

 

然后将出现信息画面 2 约 3 秒钟以显示测量范围。 
此时状态灯应变为红色。 

准备中   

 

然后便会出现准备中画面，此时屏幕将显示 30 分钟倒数计时。 
现在状态灯应变为绿色。 

 

 

重要信息 
开机后，仪器应该先适应 30 分钟，然后再进入「正常运作模式」。 

按输入  键可以跳过准备操作步骤。  

正常运作模式画面 

 
然后将会持续出现此画面，并显示 PID 读数和单位。状态灯的颜色取决于实际状态。 

 

重要信息 
如果跳过准备操作步骤，屏幕将在余下的「准备」时间里显示沙漏符号。 
显示亮度也将缓慢地出现波动，表示已经跳过准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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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画面 
共有六个选单：i1, i2, i3, i4, i5 和 i6 

软件流程图 
 

 
要查看设置选单，请在正常运作模式画面中按向右  键。如已设置密码，此时将显示锁定画面，否

则将显示 i1 选单。 

锁定画面    

 

如先前已选定密码，此时会显示锁定画面（参见选单 i6）。 
此功能可保护仪器免受未经授权的调整。 
必须输入正确密码才能查看选单（见下文）。 

按输入  键。第一个星号下将显示光标  。按向上  或向下  键。星号将由数字替换。继续按

向上和向下键，直到显示密码的首个数字。 

按向右  键移至下一个星号。重复上述步骤输入下一个数字，直到输入密码全部四位数字为止。 

按输入  键。如果所输入的密码正确，此时将显示 i1 选单。 

否则 LED 状态灯将会变为红色，并继续显示锁定画面，用户可再次尝试输入密码。 
 

 

重要信息 
在锁定画面输入「4321」即可查看选单。如果忘记密码，可输入此数字组合作为密码。 

选单导航和选取不同选项 
使用磁性键盘上的向左 / 向右  键来导航六个不同画面。举个例子，如果正在显示 i2 选单，请

按向左键显示 i1 选单或向右键显示 i3 选单。 

每个选单画面中都有两个或以上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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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启动选单，按输入  键。当前选单中的首个选项旁边将显示光标  。 

要选取选单上的不同选项，使用向上  和向下  键来移动光标到想要的选项。要进入想要的选页，

按输入  键。 

有关所有选单、子选单和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下文。 

 

重要信息 
如未有在选单画面中执行任何操作达 120 秒，显示屏将自动退回至正常运作模式画面。

如已设置密码，则必须再次输入密码才能查看选单。 

 

选单 i1   

 
此选单显示以下选项和其当前设置： 

 零值：把气体校准水平归零。将显示当前设置的水平 (mV)。 

 量程 1：设置量程 1 气体校准水平。将显示当前设置的水平 (mV)。 

 量程 2：设置量程 2 气体校准水平。将显示当前设置的水平 (mV)。 

 维护模式：切换 miniPID 传感器进入和退出维护模式。当选择维护模式时，将会关闭 
miniPID 的电源。当前设置将由符号表示：  代表 miniPID 已关上；  代表 
miniPID 已开启。 

 

选单 i2   

 

 警报水平 1：设置会触发警报 1 的 ppm 水平。将显示当前水平。 

 警报水平 2：设置会触发警报 2 的 ppm 水平。将显示当前水平。 

 测量范围：用于查看仪器的检测范围。  

 响应因子：设置适用于检测气体的响应因子。将显示当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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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单 i3   

 

 闪动持续时间：设置占空比可延长 PID 传感器灯的寿命，用户可选择在两次取读数之

间关上 1-10 分钟。将显示当前的持续时间设置。 

  继电器 1 输出：此仪器共有两个继电器输出，两者皆可被用户自选的环境条件所触

发。用户可使用「继电器 1 输出」选项部分选择会触发继电器 1 的条件。将显示代表

当前所选触发条件的相关符号（详细信息请参阅继电器部分）。 

 继电器 2 输出：同上  

 泵占空比：与本仪器无关。 未有配备泵件。 

 

选单 i4   

 

 检测单位：将检测单位从默认的 ppm 改为 mg/m3。将显示当前所用单位。 

     PID 状态灯模式：切换状态灯在警报期间的发亮模式（可选稳定照明或慢速闪亮）。

当前设置将由符号表示。 

 警报亮度：设置状态灯在警报发出期间的亮度。 

 状态灯亮度：设置状态灯在正常运作期间的亮度。 

 

选单 i5   

 

 4mA 启用 / 停用：把 4mA-20mA 输出设置为活动或非活动，由剔号或交叉表示。 

 20mA 量程：用于设置仪器的 20mA 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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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单 i6   

 

 Modbus 地址 – 用于选择 从站地址。 

/  密码锁定 – 用于开启和关闭密码锁定，也可在此更改密码。 

此选项的符号表示锁定是开启  还是关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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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  

校准选项可从选单 i1 中找到。 

 

重要信息 

0 – 10 和 0 – 50 ppm 的 Falco 需要进行 2 点校准（零值和量程 1）。 
0 – 1000 和 0 – 3000 ppm 的 Falco 需要进行 3 点校准（零值、量程 1 及量程 2）。 
 

为实现最佳性能，建议使用接近设置警报水平的气体浓度。 

在开始进行校准前，请先准备好以下设备供随时使用。 

磁性执行器 （部件号 873202） 

校准适配器  仅使用随 Falco 附上的校准适配器，它能调节输送到传感器的气体压力 
（部件号 873201） 

零值气体或 N2   

量程气体 

零值    

1) 环境自然空气可用于进行归零，只要确保环境中没有浓度超过 Falco 检测下限的目标气体或

干扰气体便可。如无法确认，应使用零值气体或 N2 气缸。如选择使用气缸，请将校准适配

器连接到传感器外壳并将其开启。 

2) 将光标移至零值校准图标 ，然后按输入  键进入零值校准模式。零值校准画面如下所示： 

 

 

 
上面的数值是取自 Falco 的实时 ppm 读数（根据先前校准） 
下面的数值表示此为零值校准画面 
 

 
3) 当清洁传感器外壳时，实时读数将向零值移动。当读数稳定下来后，按输入  键设置零值水

平。状态灯将短暂闪动以确认设置，然后上面的读数将变为 0.0 ppm。 
 

4) 如果适用，请卸下校准适配器（如还要执行量程校准，请继续保留适配器）。 
 

5) 按向左  键退出零值模式。 
 

注意：「设置」符号  旁边的光标将不能移开。用户可执行的唯一操作是按输入  键，将当前 
ppm 读数设为零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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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程 1   

量程 1 模式用于校准 Falco 的 1 号量程。 

1) 将校准适配器连接到传感器外壳。 

2) 将光标移至量程 1 图标 ，然后按输入  键进入量程 1 模式。量程 1 画面如下所示： 

 

 

上面的数值是取自 Falco 的实时 ppm 读数（根据先前校准） 
下面的数值是量程 1 的浓度（本示例为 100.7 ppm）。 

 

3) 如果量程 1 的气体浓度与校准气体浓度不同，则必须更改。要更改量程 1 浓度，请将光标 
 移至下面的数值并按输入  键，此时将显示具有该值的新画面。 

更改此数值以符合校准气瓶上所指定的水平。此时第一个数位下将显示光标 。按向上  
或向下  键进行修改。 

按向右  键移至下一个数位。重复上述步骤，并按需要进行修改。 

按输入  键退回至上一个画面（如上）。然后将光标移至「设置」符号 ，并将气体套用

至 PID 传感器。当实时读数稳定下来后，按输入  键。此时状态灯将短暂闪动，以确认设

置已修改。 

4) 拆下校准适配器（如不再执行量程 2 校准）。 

5) 按向左  键退出量程 1 模式。 
6) 如果传感器在 3 分钟后仍无法清除至低于 10% 的水平，请检查传感器外壳与 miniPID 传感

器是否已完全密封。 
 

量程 2   

量程 2 模式用于校准 Falco 的 2 号量程。 

1) 将校准适配器连接到传感器外壳。 

2) 将光标移至量程 2 图标   ，然后按输入   键进入量程 2 模式。量程 2 画面如下所示： 

 

 

上面的数值是取自 Falco 的实时 ppm 读数（根据先前校准） 
下面的数值是量程 2 的浓度（本示例为 10005 ppm）。 

 

3) 如果量程 2 的气体浓度与校准气体浓度不同，则必须更改。要更改量程 2 浓度，请将光标 
  移至下面的数值并按输入   键，此时将显示具有该值的新画面。 

更改此数值以符合校准气瓶上所指定的水平。此时第一个数位下将显示光标  。按向上  
或向下   键进行修改。 

按向右   键移至下一个数位。重复上述步骤，并按需要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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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输入   键退回至上一个画面（如上）。然后将光标移至「设置」符号  ，并将气体套

用至 PID 传感器。当实时读数稳定下来后，按输入   键。此时状态灯将短暂闪动，以确认

设置已修改。 

4) 拆下校准适配器。 

5) 按向左  按钮退出量程 2 模式。 
6) 如果传感器在 3 分钟后仍无法清除至低于 10% 的水平，请检查传感器外壳与 miniPID 传感

器是否已完全密封。 
 

响应因子 (RF)    

用户可从选单 i2 调整响应因子。 
 

PID 的校准通常采用异丁烯进行，但不是所有 VOC 都有相同响应。用户可将所取得的读数乘以 
VOC 的响应因子来计算响应差异。如果应用响应因子，在 Falco 上显示的气体浓度将代表 VOC 的
浓度。 

举个例子：如果 RF 是 00.50，用户检测到的浓度为 100ppm（根据异丁烯校准）： 

100 ppm x 00.50 = 50 ppm （此为所显示的数值） 

响应因子的默认设置为 1。 

要设置响应因子，请将光标移至响应因子图标 ，然后按输入  键。 

此时第一个数位下将显示光标 ，按向上  或向下  键进行修改。 

Modbus 将输出计算后所得的数值，而 4-20 mA 输出将不会这样做。 

用户可在 0.100 至 10.00 这个范围内调整因子（增量为 0.01 ）。 

检测单位   

用户可在选单 i2 选择检测单位。 

将光标  移至所需单位。按输入  键保存更改并返回至 i4 选单。状态灯将短暂闪动以确认设置。 

如不想保存更改，可按退出  键返回 i4 选单。 
 
 

 

 

要设置响应因子，请移动光标来更改数值。 

如果所输入的因子高于 10.00，当按输入  键时，因子将自动恢

复到默认值（01.00ppm），并维持在原有画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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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检测单位从默认值的 ppm 更改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默认单位为 “ppm”，用户也可选择以每立方米毫克（mg/m3）显示读数。要以 mg/m3 显示读数，需

要提供大气压力和温度值。本仪器采用以下固定值。 

 大气压力： 1000 mBar 

 温度：  20 °C 
 

PID 占空比   

用户可在选单 i3 设置 PID 占空比。 

 

 

用户可在「连续」至 10 分钟此范围内自行设置 PID 占空比，增

量为 1 分钟。 

默认设置为 00 分钟，代表 PID 不会关闭。用户可以 1 分钟为增量调整设置： 

00 分钟 = PID 永久亮起。输出每秒更新 1 次。 

01 分钟 = PID 会在两次测量之间关上。输出每分钟更新 1 次。 

02 分钟 = PID 会在两次测量之间关上。输出每分钟更新 2 次。 

03 分钟 = PID 会在两次测量之间关上。输出每分钟更新 3 次。 

…如此类推直至 10 分钟。 

泵占空比   

 

此部分不适用于 Falco 1.1 ，本仪器不设泵件。 

与本仪器无关。FALCO.1.1 未有配备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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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 

用户可在选单 i2 中设置警报级别。 

Falco 共设有两个警报水平：1 级和 2 级。当达到 1 级警报时，状态区会变为琥珀色；当达到 2 级
警报，状态区将变为红色。 
 

警报 1    

 

用户可在此设置将触发警报 1（琥珀色）的 ppm 水平。 
进入此模式后画面将显示当前级别。 

请按照下面步骤设置级别。警报级别的第一个数位下将显示光标 ，按向上  或向下  键修改。 

按向右  键移至下一个数位。重复上述步骤，并按需要进行修改。重复直到已输入所需数值为止。 

按输入  键保存更改并返回 i2 选单。此时状态灯将短暂闪动以确认设置。 

请注意，本仪器不允许警报 1的水平高于警报 2 。 

如不想保存修改，请按退出  键返回至 i2 选单。 

警报 2    

 

用户可在此设置将触发警报 2（红色）的 ppm 水平。 
进入此模式后画面将显示当前级别。 

请根据上方警报 1 中所述的方式为警报 2 设置等级水平。 

请注意，本仪器不允许警报 2的水平低于警报 1 。 

警报 1 将被警报 2 取代，即如果所检测到的有机化合物水平超过警报 2 水平，将直接触发警报 2 而
非警报 1（即使该水平同时高于警报 1 阈值）。 

警报亮度   

用户可在选单 i4 设置警报亮度。 

 

 

用户可在此设置状态灯在警报发出期间的亮度。 
（从 0 至 100%，或自动模式） 

请按需要修改亮度百分比。 

用户也可将警报亮度设为自动模式。自动模式将测量仪器周围的环境亮度，并自动调整 LED 亮度。

本仪器的 LED 在高光环境（如明亮的阳光）将变得更亮，并在夜间自动调暗。 

进入此画面后，状态灯将变为红色，并将根据亮度百分比的变化而更改亮度。 

如所输入的亮度高于 100%，当按输入  键时，因子将自动恢复到默认值（100%），并维持在原

有画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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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闪动方式   

用户可在 i3 选单设置 PID 占空比。 

 

 

用户可在此切换 LED 显示方式（稳定照明或慢速闪动） 

要更改设置，请按向上  或向下  键进行修改。符号将根据不同情况而改变： 

 稳定照明 

 慢速闪动 

按输入  键保存修改，并返回至 i3 选单。  

如不想保存设置，请按退出  键返回至 i3 选单。 

 

继电器 

用户可在选单 i3 设置继电器选项。 

继电器 1 选项   

 

在四项环境条件中选择哪一项会触发继电器 1 输出。 
每项条件都由不同符号表示，如下所示。 

共有以下四项条件供选择： 

 超越 级警报时启动。

超越 级警报时启动。

当出现故障时启动。

更新输出后启动 秒钟。 
 

要更改设置，请按向上  或向下  键浏览 4 项设置。所显示的符号将根据不同设置而改变。 

按输入  键保存设置并返回至 i3 选单。  

如不想保存设置，请按退出   键返回至 i3 选单。 

继电器 2 选项   

 

在四项环境条件中选择哪一项会触发继电器 2 输出。 

详细说明请参阅继电器 1 的设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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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0 mA 

用户可在选单 i5 设置 4 – 20 mA 选项。  

4 – 20 mA 启用 / 停用   

 

用于打开和关闭 4mA 至 20mA 的输出。 

要更改设置，请按向上  或向下  键来开启（打勾符号）或关闭（十字符号）。 

按输入  键保存设置并返回至 i5 选单。 

如不想保存设置，请按退出  键返回至 i5 选单。  

4 - 20mA 范围   

 

4mA-20mA 输出范围的下限（映像到 4mA）为 0ppm。 
此选项用于设置相对的上限值（映射到 20mA）。 

请按需要修改数值。 

Modbus 地址   

用户可在选单 i5 设置 Modbus 地址。 
 

 

用于选择 Modbus 从站地址。 

请按需要修改地址编号（由 1 至 247）。本仪器的默认地址为 100。 

用户必须为网络上的每个 Modbus 从站设备分配独一无二的从站地址。 
 

状态灯亮度   

用户可在选单 i4 设置状态灯的亮度 

 

 

设置状态灯在正常运作时的亮度 
（从 0 到 100%，或自动模式）。 

请按需要修改亮度百分比。 

用户也可将状态灯的亮度设为自动模式。自动模式将测量仪器周围的环境亮度，并自动调整 LED 亮
度。本仪器的 LED 在高光环境（如明亮的阳光）将变得更亮，并在夜间自动调暗。 

进入此画面后，状态灯将变为绿色（如尚未为绿色），并将根据亮度百分比的变化而更改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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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输入的亮度高于 100%，当按输入  键时，因子将自动恢复到默认值（100%），并将维持

在原有画面上。 
 

维护模式    

用户可在选单 i1 设置维护模式。 

 

用于开启和关闭 MiniPID 传感器的维护模式。 

供给 MiniPID 传感器的电源对用户来说不会构成危险（例如在危险环境中构成触电或引起爆炸）。

然而，我们建议进行维修时应先切断电源，避免出现短路引致损坏。 

本仪器设有断开本地电源设置的维护模式，用户可在此开启或关闭此功能。 

画面中的灯号表示传感器维护模式是否开启。 

如果传感器处于正常运作模式，将显示 。 

如果传感器处于维护模式，将显示  。 
 

要修改设置，请按向上  或向下  键。所显示的符号将根据不同设置而改变。用户可再次按向上 
 或向下  键来还原设置。 

按输入  键保存设置并返回至 i1 选单。  

如不想保存设置，请按退出  键返回至 i1 选单。 
 

如想了解如何更改这些设置，请参见下文。 

 

 

重要信息 
用户可使用警报水平来触发继电器 1 或继电器 2（参见继电器部分）。 

密码锁定   

 

用于开启和关闭密码锁定，也可在此修改密码。 

画面中将显示当前密码。默认密码为 0000，输入后将关上锁定。 

请按需要修改密码。使用先前在「警报 1」部分所述的方式更改数字。 

输入除 0000 以外的任何数字，便能自动开启锁定，而该数字也会成为新密码。 

如想关上锁定，只需把密码改回 0000 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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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清洁 MiniPID 
FALCO 的设计旨在确保维护过程快捷方便： 

 在为 FALCO 进行维护前，先把设备转至维护模式。 

 拧下传感器盖 (10) 以便处理位于传感器外壳 (2) 中的 MiniPID (4)。 

 不要转动仍处于传感器外壳 (2) 内的 MiniPID (4)，只需轻力小心取出便可。 

 

小心 
当 MiniPID (4) 仍在传感器外壳 (2) 内时，不要转动它。 

 使用电极叠层移除工具移除电极叠层。将 MiniPID (4) 上下倒转拿着，然后便可取出电极叠

层 (12) 和 PID 灯 (11)。 

 

小心 
确保电极叠层 (12) 和 PID 灯 (11) 落在柔软的表面上（如面纸上），避免部件在脱落时

损坏，也避免手指直接接触到 PID 灯窗。 

 使用 PID 灯清洁套件 (A-31063) 来清洁 PID 灯 (11)。清洁 PID 灯 (11) 的步骤如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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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氧化铝抛光剂瓶。使用干净的棉签蘸取少量抛光

剂； 

• 使用棉签为 PID 灯窗进行抛光。清洁灯窗时，轻轻用

力画圈擦拭。切勿用手指触摸灯窗； 

• 继续抛光，直到可以听到带抛光剂的棉签在灯窗表面

移动时发出「吱吱声」（通常只需 15 秒）； 

• 用罐装吹尘器短暂吹风，去除残留粉末； 
 

 

重要信息 
也许肉眼未能看到污染物，但 PID 灯窗出现污染情况将大大降低 MiniPID (4) 的检测能

力。用户应根据 PID 灯 (11) 的运作周期和环境定期为灯件进行清洁。 

空气湿度和污染物都可能会影响维修频密程度。 

 用户应定期检查电极叠层 (12) 是否有受污染迹象。如有，则必须更换电极叠层 (12)。 

重新组装 

 将干净的 PID 灯 (11) 放回 MiniPID (4) 内，避免手指与灯窗接触。 

 重新安装电极叠层 (12)，确保电子引脚针孔和电极触点朝下。 

 重新装上电极叠层。

 在将 MiniPID (4) 插回至传感器外壳 (2) 前，确保 MiniPID (4) 的电子引脚针是指向 12 点钟

的位置。MiniPID (4) 应该能容易插进连接器中，如果感到有显着阻力，请取出部件并检查是

否已对准，然后再重新插入。 

 完成后必须为 进行校准。

 

小心 
如未有正确对准，并强行把 MiniPID (4) 插进传感器外壳 (2) 中，可能会导致无法恢复

的严重损坏。 

 

 

重要信息 
在完成维修后，必须重新为 FALCO 进行校准。 

PID 灯具清洁套件 (A-31063) 的使用 
清洁剂容器中包含氧化铝细粉末（CAS 编号：1344-28-1）。 

此清洁剂含有 10 mg/m3 的 TVL (TWA)。用户可向 Ion Science Ltd 索取完整的材料安全数据表 
(MSDS)。关键事项如下所列： 

危害鉴定： 

可能会刺激呼吸道和眼睛。 

处理： 

• 不要吸入蒸气 / 粉尘； 
• 避免接触皮肤、眼睛和衣服； 
• 穿戴合适的防护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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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照工业卫生惯例操作： 
使用后以及就餐、饮水、吸烟或涂抹化妆品前，使用肥皂和清水彻底洗脸洗手； 

• 使用清洁剂后记得妥善盖好盖子。 

存储： 

保持容器密闭，防止吸水和受到污染。 

更换 PTFE 过滤盘 
1. 拆下来的传感器盖 (10) 包含 O 型支架 (6)、PTFE 过滤盘 (8) 和防护罩 (9)。要从传感器盖 

(10) 取下 PTFE 过滤盘 (8)，请小心按下防护罩 (9) 中间部分，直到  O 型支架 (6) 和 PTFE 
过滤盘 (8) 与传感器盖 (10) 分离。 

2. 小心检查 O 型支架 (6) 上的两个 O 型圈 (5) 和 (7) 是否有损坏，如有需要可更换。更换新的 
PTFE 过滤盘后记得把旧的丢弃 (8)。 

3. 将其推回至防护罩 (9) 的原位，重新放置新的 PTFE 过滤盘 (8)，然后再放上组装好的 O 型
支架 (6)，直到稳妥固定在防护罩 (9) 上。 

4. 检查传感器外壳 (2) 上的 O 型外圈 (3)，如有需要请更换。 

5. 现在可以把已组装好的传感器盖 (10) 稳固拧到传感器外壳 (2) 上。 

6. 完成后必须重新校准 FAL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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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诊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警报和故障指示 

 超越 1 级警报水平时启动。 

 超越 2 级警报水平时启动。 

 当出现故障时启动。 

故障情况 
 
FALCO 配备多种故障诊断功能，确保能准确检测和传达仪器故障情况。下表包含可能出现的不同故

障情况和相关原因，用户可尝试采取相对应的纠正措施。 

如果故障持续出现或不断重复，请与服务中心联系。 
 

显示的故障画面 故障描述 纠正措施 

 

如果用户退出了 30 分钟的初始准

备阶段，仪器会显示此画面约 7 
秒钟，直到灯泡亮起为止。 

等待灯泡亮起和仪器显示读数。 
如果灯泡没有亮起，请更换灯泡。 

 

当前气体浓度已超出仪器可量范

围。本仪器可显示的最大读数为 
19999 (3000ppm) 或 1999.9 
(1000ppm) 或 199.99 (50ppm) 或 
19.999 (10ppm)。 

等待气体浓度恢复至较低水平， 
此时仪器将重新显示读数。 

 

指示灯在测量期间没有亮起，或

未有安装 PID 。 更换指示灯或安装 PID 

 

模数转换器停止运作。 联系服务中心 

 

传感器探测到外部光线。Falco 无
法识别灯是否亮起。 拧紧传感器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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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编号 部件 部件号 描述 

10 

 

873206 传感器盖 

9 
 

873207 防护罩 

3 
 

   873209 
O 型外圈（尺寸较大，安装于

O 型支架外围） 

5  873208 
O 型圈（尺寸较小，安装于 O 
型支架上） 

8 
 

873210 PTFE 过滤盘 

6 
 

873211 O 型支架 

4 

 

MP6SM6F
WXU2 或 
MP6SM6F

OXU2 

MiniPID 

11 

 

875292 MiniPID 灯泡 10.6eV 

12 
 

见下文 电极叠层 

 

 

 磁性执行器 

 
移除工具 MiniPID 叠层 – 用于移除 MiniPID 
传感器上的叠层 / 颗粒 846216 电极叠层（颗粒）移除工具 



FALCO 仪器用户手册  Ion Science Ltd. 
 

 

无与伦比的测量技术 Page 38 of 39 ionscience.com 
 

编号 部件 部件号 描述 

12 50 和 3000 ppm 电极叠层 A-846629 橘色电极叠层（连密封件） 

12 10 和 1000 ppm 电极叠层 A-846627 白色电极叠层（连密封件） 

 
PID 灯具清洁套件 – 包含氧化铝粉末和 40 枚

棉签 A-31063 灯具清洁套件 

 校准适配器 873201 校准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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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修订记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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