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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操作和启动

3.1 检查正压容器内的压力

3.1.1 保护系统状态显示的确认方法
当电气室的压力处于正常状态时，“POWER”LED灯(绿色)亮，“ALARM”LED灯(红色)灭。
请参阅图3.1。
正压容器分为“电气室”、“恒温箱”和“升温箱”三种类型。各部分压力的检查方法如下所
示。

<电气室>

 警告

在拆卸保护系统的端盖之前，请使用气体检测器来确认环境大气中爆炸性气体的浓度低于允许
限值。

可通过图3.1所示LED来确认保护系统的状态。

各LED的含义标注在状态显示画面上。

POWER： 保护系统通电时亮。

PRESSURE： 指定内压施加于电气室时亮。该LED在正常状态下为亮。如果内压下
降，LED则熄灭。

PURGING： 吹扫电气室时亮。吹扫后LED熄灭。

 当电源供电且“PRESSURE”LED灯亮时，该LED灯点亮，吹扫开始。

 电气室吹扫21±3分钟后，该LED灯熄灭，恢复对电气室供电。

 吹扫后，该LED在正常状态下熄灭。

 如果吹扫未完成，吹扫状态将重置，并重新开始吹扫。 
OVERRIDE： 超驰功能激活时亮。

<恒温箱>、<升温箱>
内压下降时，操作面板上将显示下述报警。

顶部恒温箱： 内压低报警　No. 112 “OVEN1 PRESS DOWN”

中部恒温箱或升温箱：

  内压低报警　No. 113 “OVEN2 PRESS DOWN”

底部恒温箱： 内压低报警　No. 114 “OVEN3 PRESS DOWN”

对于无操作面板的GC8000，报警将显示在“ASET”计算机软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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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ALARMPOWER

SWITCH
OVERRIDE POWER

PRESSURE
PURGING

OVERRIDE

分析为RUN时的LED灯(绿色) 

ALARM的LED灯(红色) 

POWER的LED灯(绿色)

电气室(正压容器)

电气室的门

操作显示屏

电气室(正压容器)

电气室的保护盖

恒温箱的门

电源LED灯(黄色)

压力LED灯(绿色)

吹扫LED灯(红色)

超驰LED灯(黄色)

状态显示

保护盖

灯传感器
超驰开关 标签

保护系统(防爆 / 隔爆容器)

FM-Y、CSA-Y

TIIS、
FM-X、CSA-X、
ATEX、IECEx、NEPSI

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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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GC-HMI (触摸屏)

■ 画面构成

该显示屏由三个显示区域构成：

(A) 标题栏： 显示GC-HMI的各项信息。

(B) 导航栏： 进行内容区域的画面切换操作，显示内容类型。

(C) 内容区域： 显示GC8000的操作和状态。

(A) 标题栏

(C) 内容区域

(B) 导航栏

图3.2　画面构成

(A) 标题栏

显示GC-HMI上的各项信息。标题栏会显示在几乎所有画面上。

(8)

(1)

(6)

(2) (3) (4) (5) (7) (9)
图3.3　标题栏显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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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标题栏显示的内容

序号 内容 说明

(1) 日期/时间 显示GC8000的当前日期和时间(年、月、日、小时、分钟)。
连接EtherLCD时，该项目隐藏。

(2) 所连分析仪类型 显示当前所连GC8000的类型。

    当前连接到有正在运行的GC-HMI的GC8000上。
(注释：未连接分析仪时，也显示该图标。)

   当前连接到任何其他GC8000上。

(3) 总报警 显示总报警。

   无报警

   1级报警(闪烁)

   2级报警(闪烁)
(4) GC8000的位号名称 显示当前所连GC8000的位号名称。位号名称最长16个ASCII字符。

连接GC8000时，将显示其位号名称和分析仪编号。
无连接时，该项目将隐藏。

(5) 有效的GCM编号 显示有效的GCM编号(GCM1～GCM6)。
无连接时，该项目将隐藏。

(6) 分析仪状态 显示分析仪的当前运行状态。无连接时，该项目将隐藏。

   Manual (手动)

   Process (过程)
(7) 运行模式 显示当前运行模式。无连接时，该项目将隐藏。

   Run (运行)
   Pause (暂停)
   Stop (停止)

(8) DB变更 提示GC-HMI的初始数据库与GC8000上的设定不同。(显示闪烁。)

重新加载4.1.3节中所述的初始数据库时，该图标消失。

(9) 用户级别 显示用户级别(A、B、C或C+)。
连接EtherLCD时，该项目隐藏。

(B) 导航栏

导航栏可进行不同画面之间的切换。

(2) (4) (6) (5) (7) (3) (1) (8)
图3.4　导航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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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导航栏

序号 说明 参考信息

(1) 显示设定画面。 4.1　设定画面

(2) 显示分析仪一览画面。
仅当连接GC8000时，显示该项目。

4.2　分析仪一览画面

(3) 显示分析仪构成画面。
仅当连接GC8000时，显示该项目。

4.3　分析仪构成画面

(4) 显示分析仪运行画面。
仅当连接GC8000时，显示该项目。

4.4　分析仪运行画面

(5) 显示谱图画面。
仅当连接GC8000时，显示该项目。

4.5　谱图画面

(6) 显示分析结果画面。
仅当连接GC8000时，显示该项目。

4.6　分析结果画面

(7) 显示报警画面。
仅当连接GC8000时，显示该项目。

4.7　报警画面

(8) 显示帮助画面。
显示当前所选画面上的图标说明：(1)～(7)其中之一。

4.8　帮助画面

3.1.3 各部分温度的确认方法
(1) 点击导航栏上的图标(4)(请参阅图3.4)，显示分析仪运行画面。

(2) 选择要检查恒温箱(或升温箱)的SYS标签。

恒温箱 ( 升温箱 )
信息显示区域

标签页

图3.5　SYS标签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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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以确认温度信息。请参阅图3.6。

温控器信息

检测器信息

温度信息

压力值显示

压力信息
( 仅使用 EPC 时显示 )

图3.6　柱箱信息显示区域示例

(4) 点击  时，显示恒温箱(或升温箱)、LSV和FPD的设定温度(SV)、当前温度(PV)和加热
器ON/OFF状态(State/Remark)。

图 3.7 

3.1.4 检测器运行状态的检查方法
(1) 选择需检查检测器的SYS标签。

(2) 可以确认检测器信息。请参阅图3.6。

(3) 点击  时，将显示以下信息。

Input Signal： 检测器的模拟信号每40毫秒采集一次，转化为数字值，然后依据给定的
采集速率计算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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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tered Signal： 输入信号，已使用设为检测器信号参数的滤波器常数设定进行过滤。

Standard Deviation：过去20次输入信号的标准偏差。

Voltage： TCD的桥电压(仅用于TCD)。
Current： TCD的桥电流(仅用于TCD)。
Flame Level： 火焰检测电平的设定值(FID、FID-MC、FPD)。
Therm. Signal： 热电偶信号(FID、FID-MC、FPD)。
Flame Status： 火焰检测状态(燃烧中/燃烧中止)(FID、FID-MC、FPD)。
Voltage of MC： 甲烷转换器的电压(仅用于FID-MC)。

图3.8 

3.1.5 各种气体压力和流量的测量/设定方法
GC8000使用载气、FID/FPD燃烧气体和FID/FPD燃烧空气等气体。

只有为各气体设定指定值时才能进行正常分析。

以下述方式测量流量并根据“运行资料”来设定各值。

各气体的压力可通过流量控制单元上的压力表进行确认。

各气体的流量可通过流量计进行确认，通过压力减压阀或限流器进行调节。 

使用EPC(电压力控制器)时
(1) 选择需检查EPC的SYS标签。

(2) 可以确认压力信息。请参阅图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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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  时，将显示Carrier n-n-1～n-4和Utility n-1～n-4的设定压力(SV)、当前压力(PV)
和EPC的ON/OFF状态(State/Remark)。

图3.9

 注释

恒温箱(或升温箱)的温度完全稳定后，测量各气体的压力和流量。如果温度偏低，压力可能升
高。温度稳定所需时间取决于恒温箱(或升温箱)的设定温度：低于146°C时温度稳定需要2～4个
小时；146°C或以上时需要4～8个小时。使用FID或FPD检测器时，恒温箱(或升温箱)的温度稳
定后(请参阅图3.8)，“Detector Status”(检测器状态)画面上的“Therm. Signal”(热电偶信号)
变为0 mV。请参阅3.1.4节“检测器运行状态的检查方法”。

使用FID和FPD检测器时，载气、燃烧气体和燃烧空气均从DET排放口一起排出。因此，测量前
请关闭待测气体以外气瓶的主阀门。使用FID和FPD检测器时，仅通入待测气体可能引发自燃点
火。点火时，排放管上产生结露，"Detector Status"(检测器状态)画面上的“Therm. Signal”(热
电偶信号)显示为2～6 mV。请在“Therm. Signal”(热电偶信号)为0 mV时测量气体流量。

第2版：201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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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分析结果的确认方法
点击导航栏上的图标(6)时(请参阅图3.4)，将显示分析结果画面。

按该图标

图3.10　分析结果画面示例

显示画面由以下画面构成：

分析结果画面

浓度分析历史画面

保留时间历史画面

标定系数历史画面

上述画面可通过点击画面左下角的相应按纽显示。

浓度分析历史画面

分析结果画面

标定系数历史画面

保留时间历史画面

图3.11　分析结果画面按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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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结果画面

画面构成如下所示。

当前显示分析结果画面 

SYS 切换标签

表滚动按钮
分析结果数据

选择
自动更新
ON/OFF

显示项选择器

数据显示

图3.12　分析结果画面构成

SYS切换标签： 选择属于有效GCM的SYS，并显示SYS标签上的分析结果。

表滚动按钮： 在显示区域进行滚动。

自动更新ON/OFF： 自动更新功能为ON时，测量结束时将画面显示数据自动更新为最
新数据。自动更新功能为OFF时，不进行数据更新。

分析结果数据选择： 可显示之前的数据。出现对话框，用于选择要显示分析结果的开始
时间。请参阅“(A) 选择分析结果数据”。

显示项选择： 选择数据列中显示项的对话框。请参阅“(B) 选择显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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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选择分析结果数据

从以下对话框中选择年/月/日、小时、分钟等想要显示的数据。

图3.13 

(B) 选择显示项

在以下对话框中，勾选希望显示为分析结果数据的项目。

图 3.14 

第2版：201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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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浓度分析历史画面、保留时间历史画面、标定系数历史画面

浓度分析历史画面、保留时间历史画面、标定系数历史画面的画面构成相同。 
这些画面分别显示有效GCM测量的浓度分析数据、保留时间数据和标定系数数据随时间的变化
情况。

各画面最多可包含999个峰数据。分析时间的最大显示数为：浓度分析历史和保留时间历史最多
250个，标定系数历史最多100个。

画面构成如下所示。

此时显示浓度分析历史
历史数据选择器

自动更新 
ON/OFF

图表设定
图表显示

GCM/SYS 切换标签页

表滚动按钮
数据显示

图3.15　历史画面构成

GCM/SYS切换标签： 可选择整个有效GCM或属于有效GCM的SYS，这样历史数据可显
示在SYS标签上。

表滚动按钮： 在显示区域进行滚动。

自动更新ON/OFF： 自动更新为ON时，测量结束时将画面显示数据自动更新为最新数
据。自动更新为OFF时，不进行数据更新。

图表设定： 对数据的图表化显示进行设定。

图表显示： 显示在图表设定功能中设定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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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报警的确认方法
GC8000的报警有3个等级。以下将对这3个等级的报警进行说明。详情请参阅7.1节“报警信息”。

● 1级：

系统或硬件发生故障时的报警。一旦发生该报警，在报警复位前，将保持该报警状态。如果Run
模式下发生1级报警，则完成正在进行的测量后，运行模式变为Stop。

● 2级：

测量条件异常时的报警。一旦发生该报警，在报警复位前，将保持该报警状态。测量继续。

● 成分：

浓度、保留时间等测量结果在指定范围外的报警。一旦发生该报警，在报警复位前，将保持该
报警状态。测量继续。

● 3级：

对1级和2级以外轻微异常或信息的报警。该报警状态不保持。

点击ALARM键时，出现Alarm Status (报警状态)画面(图1.17)。

按该图标

图3.16　报警画面示例

报警画面由以下画面构成：

报警状态画面

报警历史画面

报警详情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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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警状态画面

画面构成如下所示。

GCM 标签页

表滚动按钮

报警详情

报警状态

图3.17 

点击画面左下角的报警状态按钮，切换到报警状态画面。 
该画面将显示GC8000正在发生的所有GCM或各GCM的报警。

点击表滚动按钮，表格的显示区域将滚动。

点击报警详情按钮可显示报警详情画面。请参阅4.7.3节“报警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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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警历史画面

画面构成如下所示。

GCM 标签页

表滚动按钮

报警详情

报警历史 清除报警历史

图3.18 

点击画面左下角的报警历史按钮，切换到报警历史画面。

在要求报警显示之前，该画面将按所有GCM或各GCM显示GC8000发生的报警历史。

点击表滚动按钮，表格的显示区域将滚动。

点击清除报警历史按钮，清除报警历史。用户级别不低于B时，可进行该操作。

点击报警详情按钮可显示报警详情画面。请参阅4.7.3节“报警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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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警详情

报警详情画面显示报警的详细信息。

图3.19 

3.1.8 谱图的确认方法
点击导航栏上的图标(5)时(请参阅图3.4)，将显示谱图画面。

按该图标

图 3.20　谱图画面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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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面说明

画面构成如下所示。

图例显示 放大视图 整个色谱

画笔选择器

截屏

清除截屏

详细设定

图3.21　谱图画面构成

图例显示： 显示画笔颜色、谱图类型和检测器编号。

整个谱图显示区域： 显示整个谱图，包括放大视图中未显示的部分。

画笔选择器： 对需显示的图表进行配置。请参阅4.5.1节“画笔选择器”。

截屏： 记录放大视图的倍率和位置。请参阅4.5.2节“截屏”。

详细设定： 提供谱图画面的详细设定。请参阅4.5.3节“详细设定”。

放大视图： 显示色谱所选部分的放大视图。色谱包括门标记、峰标记、峰编号以及
谱图的温度和压力数据。请参阅4.5.4节“放大视图”。

3.2 启动

3.2.1 供电前的准备和检查
供电前请准备并确认以下项目。 
有关安装状态、接线、配管和运行条件设定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2章“安装、配管和接线”、
交货规格和运行资料。 

(1) 安装状态的检查
请确认本体和外部采样单元符合第2章“安装、配管和接线”的要求。另外，请确认运输过程中
设备完好无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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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附件设备的准备和检查
请检查运行所需的附件设备，如气瓶(载气、燃烧氢气或尾吹气和标准气体)、空气和蒸汽。载
气、燃烧氢气或尾吹气的填充压力≤1 MPa或标准气体的填充压力≤最大值的5%时，请准备新
气瓶。 
请确认所用气体和保护气体(仪表气)等符合交货规格。

(3) 外部配管的检查
• 使空气在管道内部流通(空气吹扫)，确认管道内部无污渍后再连接管道。 
• 请确认管道的材质和口径与安装手册所述内容相同。

• 请确认所有配管与运行资料中所述内容相同。

• 请使用检漏液(如世伟洛克公司生产的Snoop检漏液)来确认配管后接头处无漏液。 
• 用蒸汽加热样品之前，请确认蒸汽配管和热绝缘已正确连接到样品管道上。

 重要

请勿使用可能粘有油渍的管道或接头。由于施工后管道内可能粘有金属粉末等污渍，在将其连
接至GC8000之前，请先用空气等进行充分吹扫。 
本体内可能需充满气体，以保护色谱柱。请服务人员进行启动作业时，请勿从本体内拆除密封
塞。 

(4) 接线状态的检查
请参照交货规格和运行资料来确认电源线、信号线和接地线已正确连接。

 警告

进行TIIS防爆规格的接线作业时，请务必使用随附电缆的密封配件。 
若使用其他配件，将不符合TIIS防爆规格。 

 重要

接线作业期间，请避免电缆接触设备里的部件(如继电器)，以免损坏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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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如果电缆入口处未完全密封，正压容器的内压将不会上升，且不会给电气室供电。 

(5) 安装色谱柱
设备出厂时需拆除设备上的大口径色谱柱和毛细管色谱柱，以防损坏。 
请安装随附的色谱柱。安装色谱柱时，请参照运行资料正确配管。

请使用检漏液(如世伟洛克公司生产的Snoop检漏液)来确保通入载气后载气管线的接头处无泄漏。 

(6) 内部检查
请确认配管无松动、连接器未脱落、本体螺丝无松动。 

(7) 空气供给
开始供给仪表气。 

 重要

请确认供给压力与规格书所述值相同。如果供给压力偏低，正压容器的内压不会上升，则不会
给电气室供电。 

(8) 蒸汽供给
如果蒸汽用于样品处理部分，请开始供给蒸汽。请确认蒸汽压力与规格书所述值相同。

(9) 气体供给
开始供应气体(载气、FID或FPD燃烧氢气等)。
请确认供给压力与规格书所述值相同。在GC8000的恒温箱(或升温箱)的温度稳定之后，请分别
确认GC8000的压力表值及流量与运行资料所记载数值相等。

 注释

根据防爆标准，切断电源时，停止对恒温箱(或升温箱)供给氢气。供给氢气时，供电后需打开分
析仪运行画面上的氢气限制单元。 
根据规格，有时可能需要使用多个氢气限制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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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

由于压力高于1 MPa可能会损坏GC8000，因此，从气瓶供给气体时，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 关闭气瓶的减压阀。 
(2) 确认减压阀的二次压力为零。 
(3) 慢慢打开气瓶主阀。 
(4) 将减压阀的二次压力设为700 kPa。 
(5) 使用氢气时，请将减压阀的二次压力设为500 kPa。防爆标准规定氢气的供给压力为500 

kPa。 

3.2.2 供电
供电时，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 FM-X、CSA-X、ATEX、IECEx、NEPSI、TIIS
<开始供电>
(1) 对保护系统进行供电(隔爆容器)。
(2) 保护气体(仪表气)通入保护气体(仪表气)入口处。

(3) 电气室(既是控制单元，又是柱箱单元)的内压超过392 (Pa)时，开始吹扫电气室。

(4) 吹扫21±3分钟后，对控制单元和柱箱单元的电气室供电。另一方面，此时还不能对柱箱中
的加热器和检测器供电。

(5) 柱箱单元的内压超过392 (Pa)时，开始吹扫柱箱单元。

(6) 在下述吹扫时间之后，对柱箱内的加热器和检测器供电。吹扫时间取决于隔爆认证。

  FM、CSA、TIIS：  9±2.5分钟

  ATEX、IECEx、NEPSI： 11±3分钟

● FM-Y、CSA-Y
<开始供电>
(1) 保护气体(仪表气)通入保护气体(仪表气)入口处。

(2) 确认保护气体(仪表气)的压力表所显示的是否是规定的压力值。

(3) 对控制单元的电气室供电。

(4) 电气室(既是控制单元，又是柱箱单元)的内压超过392 (Pa)时，开始吹扫电气室。

(5) 吹扫21±3分钟后，对控制单元和柱箱单元的电气室供电。另一方面，此时还不能对柱箱中
的加热器和检测器供电。

(6) 柱箱单元的内压超过392 (Pa)时，开始吹扫柱箱单元。

(7) 吹扫9±2.5分钟之后，对柱箱内的加热器和检测器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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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

日常检查时，请确认压力控制部分中电气室的压力表显示指定压力。 

3.2.3 供电后的操作
本节主要介绍测量工艺样品或标准样品之前的准备工作。 

(1) 设定日期和时间
由于GC8000*(TIIS防爆规格)不能保存日期和时间，因此，每次通电后请设定日期和时间。 

● 设定时间

设定步骤如下：

(1) 更改用户级别。 

(2) 点击分析仪运行画面上导航栏里的  。 
(3) 点击General Setting中的EtherLCD。

(4) 设定密码。

(5) 点击Table，选择System Setting。
(6) 输入日期和时间，并点击Set/Ent键。

(7) 点击Close EtherLCD键。

(2) 检查设定值
设定值记录在运行资料中。请确认所有项目与运行资料中所述的值相同。

● 检查设定值

确认设定值的步骤如下所示。

(1) 更改用户级别。 
(2) 点击分析仪运行画面上导航栏里的  (OPR)。 
(3) 打开GCM标签。 

(4) 点击分析仪运行画面上导航栏里的  。 
(5) 点击General Setting中的EtherLCD。

(6) 设定密码。

(7) 点击Table。设定值按照Table menu画面上的项目进行记录。请确认所有项目按照运行资料
所述内容进行设定。

(8) 点击Close EtherLCD键。

 注释

设定值发生变更时，请重新加载初始数据库，以使GC-HMI的设定信息与GC8000的设定信息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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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GC-HMI与GC8000的设定信息一致的步骤

使GC-HMI的设定信息与GC8000的设定信息一致的步骤如下所示：

(1) 更改用户级别。 

(2) 点击分析仪运行画面上导航栏里的  。 
(3) 点击重新载入GC8000的Initial DB，出现“Do you execute the Initial DB reload?”(是否执

行重新载入初始数据库？)的画面，点击Yes。 

(3) 氢气限制单元的ON/OFF操作
为恒温箱供给氢气的步骤如下所示： 

● 打开氢气限制单元

(1) 更改用户级别。 
(2) 点击分析仪运行画面上导航栏里的  (OPR)。 
(3) 打开GCM标签。 
(4) 将运行模式设为Manual。 
(5) 点击GCM标签中的GCM DET Control。 
(6) 点击HL*下方的ON/OFF ，画面上会出现“Turn on”的信息，然后点击Yes。再次点击ON/

OFF关闭氢气限制单元。 

(4) 温度控制的开始/停止操作
通电后，恒温箱、LSV和FPD的温度控制仍为OFF状态。但是，如果系统设定的自动运行设定设
为Yes，通电后温度控制自动变为ON状态。 
温度控制的操作步骤如下所示： 

● 开始温度控制

(1) 更改用户级别。 
(2) 点击分析仪运行画面上导航栏里的  (OPR)。 
(3) 打开GCM标签。 
(4) 将运行模式设为Manual。 
(5) 点击SYS标签中的温度控制器操作。 
(6) 点击想要启动的温度控制器上的ON/OFF，画面上出现“Turn on”的信息，然后点击Yes。

再次点击ON/OFF关闭温度控制。 

(5) 再次拧紧LSV
恒温箱的温度稳定后，使用LSV钩形扳手把LSV再拧紧1/8圈。 

(6) 供给燃烧氢气或尾吹气和燃烧空气
适用于FID、带甲烷转换器的FID或FPD。 
开始供给燃烧氢气或尾吹气和燃烧空气。按照1.5节“气体压力和流量的测量和设定方法”来设
定压力。恒温箱的温度稳定后，最后设定压力和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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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根据防爆标准，切断电源时，停止对恒温箱(或升温箱)供给氢气。 

 重要

由于压力高于1 MPa可能会损坏GC8000，因此，从气瓶供给气体时，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 关闭气瓶的减压阀。 
(2) 确认减压阀的二次压力为零。 
(3) 慢慢打开气瓶主阀。 
(4) 将减压阀的二次压力设为700 kPa。 
(5) 使用氢气时，请将减压阀的二次压力设为500 kPa。防爆标准规定氢气的供给压力为500 

kPa。 

使用仪表气作为燃烧空气时，使设定的供给压力比运行资料中燃烧空气的设定压力至少高100 
kPa。

(7) 确认各种气体的流量
请确认各种气体的流量与运行资料中所述值相同。

3.2.4 检测器的ON/OFF操作
即使通电后，GC8000的检测器仍为OFF状态。但是，如果系统设定的自动运行设定设为Yes (图
5.52)，供电后，TCD和/或FID自动变为ON状态。

各检测器的ON/OFF操作不同。ON/OFF操作方法和各检测器的注意事项如下所示：

仅TCD能关闭。仅当燃烧氢气或燃烧空气的供应切断时，FID和FPD停止燃烧并关闭，产
生DET1-1 FRAME OUT、DET1-2 FRAME OUT、DET2-1 FRAME OUT、DET2-2 FRAME 
OUT、DET3-1 FRAME OUT和DET3-2 FRAME OUT报警。 
使用氢气作为载气时，打开氢气限制单元，然后打开检测器。仅运行模式为Run或Manual状态
时，检测器的输入信号、滤波信号和信号标准偏差才会更新。 

(1) TCD
在载气管线内通入空气的状态下打开TCD时，TCD的热丝(或热敏元件)可能被烧断。打开TCD
前，持续通入载气至少10分钟。温度达到稳定之前，TCD的输出不会稳定(基线会漂移)。打开
TCD后至少12个小时才能进行正常的运行和标定。 
步骤

(1) 确认恒温箱的温度已稳定。 
(2) 检查用户级别SYS标签中柱箱信息显示部分的温度。 
(3) 点击分析仪运行画面上导航栏里的  (OPR)。 
(4) 在GCM标签中将运行模式设为Manual。 
(5) 点击GCM标签中的GCM Det Control。 
(6) 点击TCD下方的ON/OFF。 
(7) 画面上会出现“Turn on”的信息，然后点击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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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ID和带甲烷转换器的FID
恒温箱的温度大体稳定后，打开(点燃)FID。温度的稳定时间取决于设定温度，恒温箱的温度
≤145°C时，需要2～4小时温度才能稳定；恒温箱的温度＞146°C时，需要4～8小时温度才能
稳定。恒温箱的温度稳定后，检测器信号画面上的热电偶信号变为0 mV。供电后，恒温箱的
温度上升，温度稳定前，热电偶信号按0 mV→-3～-2 mV→0 mV的状态变化。在热电偶信号
为-3～-2 mV状态下打开(点燃)FID时，由于热电偶信号不超过火焰检测信号电平，所以，虽
然处于燃烧中，依然判断为“燃烧停止”状态，出现DET1-1 FRAME OUT、DET1-2 FRAME 
OUT、DET2-1 FRAME OUT、DET2-2 FRAME OUT、DET3-1 FRAME OUT和DET3-2 FRAME 
OUT报警。 
FID使用铂金线圈点火。仅仅是通入载气、燃烧氢气、尾吹气和燃烧空气，就可能在铂线圈的催
化作用下引起自燃。自燃可通过排放管线上附着的水滴判断出来。在自燃情况下打开FID时，
谱图上只有基线而没有峰。发生自燃时，将检测器信号设定中的火焰检测电平设为热电偶信号
+0.5 mV，然后再打开FID。FID的打开步骤如下所示：

(1) 确认恒温箱的温度已稳定。 
(2) 点击分析仪运行画面上导航栏里的  (OPR)。
(3) 检查用户级别SYS标签内的柱箱信息显示部分的温度。

(4) 在GCM标签中将运行模式设为Manual。 
(5) 点击GCM标签中的GCM Det Control。 
(6) 确认FID的热电偶信号为0±0.1 mV。 
(7) 点击FID下方的ON/OFF。
(8) 画面上会出现“Turn on”的信息，然后点击Yes。 

 注意

发生自燃时(热电偶信号高于2～3 mV)，将火焰检测电平设为热电偶信号+0.5 mV，然后再打开
FID。

(9) FID在达到“燃烧中”状态之前，会一直显示为OFF状态。点火失败时，产生DET1-
1 FRAME OUT、DET1-2 FRAME OUT、DET2-1 FRAME OUT、DET2-2 FRAME 
OUT、DET3-1 FRAME OUT和DET3-2 FRAME OUT报警。发生这种情况时，请从头开始
重复这一步骤。 

(10) FID达到“燃烧中”状态时，显示从OFF变为ON。 

第2版：2015年10月



   <3. 基本操作和启动说明书> 3-25

IM 11B08A01-61ZH-C

(3) FPD
恒温箱的温度大体稳定后，打开(点燃)FPD。柱箱温度需要2～4个小时才能稳定(恒温箱最高
温度为145°C时)。恒温箱的温度稳定后，检测器信号画面上的热电偶信号(请参阅图3.8)变为
0 mV。供电后，恒温箱的温度上升，温度稳定前，热电偶信号按0 mV→-3～-2 mV→0 mV的
状态变化。在热电偶信号为-3～-2 mV的状态下打开(点燃)FPD时，热电偶信号不超过火焰检测
信号电平，所以，虽然处于燃烧中，依然判断为“燃烧停止”状态，且产生DET1-1 FRAME 
OUT、DET2-1 FRAME OUT和DET3-1 FRAME OUT报警。 
FPD使用铂金线圈来点火。仅仅是通入载气、燃烧氢气和燃烧空气，就可能在铂线圈的催化
作用下引起自燃。自燃可通过排放管线上附着的水滴判断出来。在自燃情况下打开FPD时，
谱图上只有基线而没有峰。发生自燃时，更改检测器信号设定中的火焰检测电平后再打开
FPD。FPD的打开步骤如下所示：

(1) 确认恒温箱的温度已稳定。 
(2) 将燃烧空气的压力设为运行资料中运行条件设定的两倍。

(3) 点击分析仪运行画面上导航栏里的  (OPR)。
(4) 检查用户级别SYS标签内的柱箱信息显示部分的温度。

(5) 在GCM标签中将运行模式设为Manual。 
(6) 点击GCM标签中的GCM Det Control。 
(7) 请确认检测器信号画面上的热电偶信号(请参阅图3.8)变为0±0.1 mV。
(8) 点击FPD下方的ON/OFF。
(9) 画面上会出现“Turn on”的信息，然后点击Yes。

 注意

发生自燃时(热电偶信号高于2～3 mV)，将火焰检测电平设为热电偶信号+0.5 mV。 

(10) FPD在达到“燃烧中”状态之前，会一直显示为OFF状态。点火失败时，发生DET1-1 
FRAME OUT、DET2-1 FRAME OUT和DET3-1 FRAME OUT报警。发生这种情况时，请
从头开始重复这一步骤。 

(11) FPD变为“燃烧中”状态时，显示从OFF变为ON。 
(12) 将火焰检测电平设为运行资料中运行条件设定里的值。

(13) FPD变为“燃烧中”状态一分钟后，将燃烧空气的压力恢复为运行资料中运行条件设定里
的值。

(4) 检查基线

为确认检测器运行正常，请点击分析仪操作画面上导航栏里的  (CHROM)，在谱图画面上显
示基线，并与运行资料中的谱图进行对比。如果基线的信号电平及干扰与运行资料中的谱图有
较大差异，检测器、检测器卡或接线可能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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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测量标准样品(气体或液体)

 注意

安装后请务必测量标准样品，以确认运输、安装作业等过程中未发生设备异常。出厂时的测量
结果随附在运行资料中；请将其与标准样品的测量结果进行对比。 

(1) 连接标准气瓶或标准液体泵
连接标准气瓶或标准液体泵到标准样品管线上。如果有两个或以上标准样品线路的流路，请根
据运行资料中的流路设定和峰值个别设定来连接正确的标准气瓶。将小型标准液体泵连接到标
准样品线路上时，标准液体的容量可能不足。这时，请拆下连接样品处理部分和恒温箱(升温箱)
的管道接头，并连接标准液体泵。 

(2) 置换标准样品线
请按照以下步骤完全置换样品流路后，再测量标准样品。 

● 自动流路阀

(1) 更改用户级别。 
(2) 点击分析仪运行画面上导航栏里的  (OPR)。 
(3) 打开GCM标签。 
(4) 将运行模式设为Manual。 
(5) 点击GCM标签中的“GCM VLV Control”。 
(6) 点击Str VLV下方的ON/OFF。 
(7) 确认所有流路的阀门已关闭。 
(8) 选择待操作的阀门编号，并点击OK。 
(9) 画面上出现 “Turn on the stream valve number *”的信息，然后点击Yes。 
(10) 切换流路阀。 
(11) 控制样品处理部分的节流阀，使标准样品流动并置换标准样品线路。 
(12) 标准样品置换完成后，重新操作流路阀，并将其关闭。 

● 手动流路阀

(1) 确认所有流路的阀门已关闭。 
(2) 手动打开样品处理部分的流路阀。 
(3) 控制样品处理部分的节流阀，使标准样品流动并置换标准样品线路。 
(4) 标准样品置换完成后，重新操作流路阀，并将其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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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测量标准样品
按照下述步骤测量标准样品。运行模式不是Stop时，请在运行模式变为Stop后，按照下述步骤
进行操作。 

(1) 点击分析仪运行画面上导航栏里的  (OPR)。
(2) 检查用户级别SYS标签内的柱箱信息显示部分的温度。

(3) 在GCM标签中将运行模式设为Process。 
(4) 点击“Stream Specification”(流路规格)。 
(5) 点击标准样品的流路规格。 
(6) 选择流路号码(Stream No.(Name))，在重复次数(Repeat Time)中输入任意数字，点击OK。 
(7) 点击Run。运行模式变为Run，开始测量标准样品。 
(8) 点击Stop。完成当前测量后，运行模式变为Stop，标准样品测量结束。

图3.22 流路规格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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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标定
虽然出厂时已基于标准样品进行过标定，但仍建议投用时用标准气体进行标定。开始连续在线
测量后，建议每1～6个月进行一次标定。 

(1) 标定方法类型
有关从谱图获取的峰面积或峰高计算浓度的方法，请参阅“附录E 计算方法”。根据单个峰设
定画面中的处理规格，浓度计算方法不同。

处理规格设为“External Third”(外部标准)时，用标准样品进行标定。外部标准的浓度计算公式
如下所示：

 C = RK (α Si / Sb) (A (αSi / Sb) 2 + B (αSi / Sb) + 1)
  C： 浓度

  α： 标定系数

  Sb： 标准面积或高度

  Si： 已测面积或高度

  R： 测量范围

  K： 系数

  A： 系数

  B： 系数

如果峰面积或峰高与浓度成比例，则使用下述公式： 
 K=1、A=0、B=0
  C = RαSi / Sb
如果用户想自己计算浓度和输入标定值，首先要使用测量标准样品得出的面积(高度)和上述公式
来获得标定系数或标准面积(高度)，然后将该值输入标定峰设定画面(图3.23)进行标定。用户也
可以在单个峰设定画面(图5.79)中输入该值。有关输入方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EtherLCD的
单个峰设定”。

11/03/22
15:15:45 Peak Setup-Specific   (1/5)

Stream #1 Peak #1
 Using/Assigned peak num 1/10
> - Process (Type)  Peak
 - Process (Detail)  External 3rd
 - Name  PK1-1
 - Execution  Excuted
 - Synchronize to  #00  #000
 - Output flag  Provided  (31001)
 - Range number  **
 - Auto gain value  0
 
Menu Copy1 Copy2 Atm Strm# Peak#

F1 F2 F3 F4 F5 F6

图3.23 标定峰设定画面示例

GC8000有两种自动标定方法。这两种方法都能根据峰共通设定(图3.24)中标定系数范围的设定
值，自动更改标准面积或标定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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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22
15:15:45 Peak Setup-General

GCM #1 
> - Conc calc req  Standard
 - Det slope ratio  1.00
 - Calib range  0.500
 - Calib repeat range 2.000
 - Calib coef range 4.000
 - #1 Tickmark setup None
 - #2 Tickmark setup None
 - Peak detect err set Executed
 

 
Menu Gate Valve Atm DO GCM#

F1 F2 F3 F4 F5 F6

图3.24 峰共通设定画面示例

● 标准面积的更改方法

若将标定系数范围设为0，标定结束后，标定峰设定画面(图3.23)中的标定系数变为1，并且标
准面积也变为计算得出的值。使用这种方法时，标定值不随所获得的标准面积值发生变化，因
此，即便标准样品的测量结果异常，自动标定也会正常结束，标定值也会更新。但是，依据标
定范围和标定重复性范围的设定值，通过下述方法来决定是否更新标定结果。。

标定范围设为α，标准样品的测量结果在“标准浓度±测量范围×α”之外时，显示报警信息，
但不更新标定结果。

标定重复性范围设为α，当测量n次标准样品结果的变动系数大于α时，显示报警信息，但不更新
标定结果。变化系数是“标准偏差÷测量量程”得出的参考值。有关公式请参阅“附录E 计算
方法”。

该方法不适用于标定记录管理。对于常规标定，建议使用下述方法更改标定系数。 
仪表出厂时，已按照更改标准面积的方法进行标定。 

● 标定系数的更改方法

将标定系数范围设为不等于0，则标定后不会更改标定峰设定画面(图3.23)中的标准面积，但会
将标定系数改为计算得出的值。 
选用该方法时，根据求得的“标定系数”，按照以下方法来决定是否更新标定结果。同时，使
用标定范围和标定重复性范围两个参数。

若将标定系数范围设为α，当所得标定系数在1-α和1+α之间时，更新标定结果。如果所得标定系数
小于1-α或大于1+α，则显示报警信息，但不更新标定结果。例如，若将标定系数范围设为0.1，所得
标定系数在0.9和1.1之间时，更新标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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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定方法
标准样品流路上的流路阀为自动阀时，可选择自动标定和半自动标定。如果流路阀为手动阀，
则只能选择手动标定。有关标定方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5.1.4节“标定和验证操作”。

(3) 检查参数设定
发出标定命令前，需确认预设的标定流路号码、标定前(标定后)验证流路号码和标定前(标定后)
验证流路次数等设定。请参阅“EtherLCD标定设定画面”。 

(a) 标定/验证设定画面

(1) 显示EtherLCD的Cal/Val Set (Main)画面。

 步骤如下所示：

• 点击分析仪运行画面上导航栏里的  ，显示设定画面。

• 点击General Setting。

• 点击EtherLCD。

• 点击Table键。

• 点击Next键。

• 确认光标(>)位于Cal/Val Setup左侧。

• 点击Set/Ent键。

(2) 标定(验证)方法的项目设定

 请参阅出厂时设定的运行资料。

 标准样品流路上的流路阀为自动阀时，可选择自动标定或半自动标定。 
 流路阀为手动阀时，则只能选择Manual (手动标定)。
 有关标定方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5.1.4节“标定和验证操作”。

(3) 其他项目

 如果在“标定(验证)”(Cal(Val))选择了“自动”(Auto)，则自动执行周期标定。

 对于自动标定，请设定如下项目。

1. “自动开始日期(Auto start date)”：设定标定开始的日期。

2. “自动开始时间(Auto start time)”：设定标定开始的时间(24小时制)。
3. “时间间隔(Time interval)”：设定标定周期。

4.  确保“自动标定状态(Auto Cal status)”处于“执行中(Executing)”状态。

   通过点击F2 (开始)或F3 (停止)，可使“自动标定状态”在“执行中”与“停止中”之
间切换。

 注释

“Auto start date”和“Auto start time”设为过去的时间时，将以自动开始时间为起点，按周期
进行下一最近时刻的自动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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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

选择“Auto cal”时，设定“Cal/Val Set (Main)”画面的各项目，然后将“Auto cal status”设
为“Executing”。根据设定开始自动标定。不反映之后的任何变更。

图3.25 标定(验证)方法设定画面

(b) 标定设定画面
(1) 点击“Cal/Val Set (Main)”画面上的F4键(标定)。(显示图3.26的画面)
(2) 在“Cal stream”中设定待测标定流路。

(3) 在“Cal times”中设定标定流路的测量次数。

(4) 在“Auto cal”中设定是否启动自动标定中已设定的(标定)流路(仅自动标定有效)。
(5) 在“ValStr# before Cal”中设定测量标定流路前的待测验证流路号码。

(6) 在“ValStr# after Cal”中设定测量标定流路后的待测验证流路号码。

(7) 在“Val before Cal times”中设定测量标定流路前，测量验证流路的次数。

(8) 在“Val after Cal times”中设定测量标定流路后，测量验证流路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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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22
15:15:45 Calibration Setup

GCM #1 Cal #1
> - Cal stream  1
 - Cal times  2
 - Auto cal  Unexecuted
 - ValStr# before Cal 0
 - ValStr# after Cal 0
 - Val before Cal times 0
 - Val after Cal times 0

 
 
 
Menu Peak Stop Main GCM# Cal#

F1 F2 F3 F4 F5 F6

图3.26 标定设定画面示例

(4) 标定命令
完成3.2.5节中的参数设定后，才可以执行标定命令。步骤如下所示：

(a) 自动标定
(1) 更改用户级别。

(2) 点击分析仪运行画面上导航栏里的  (OPR)。
(3) 将运行模式设为Process。
(4) 显示EtherLCD画面和Calibration Set画面。

(5) 确认Cal/Val Setup画面的设定值。

 重要

到达“Auto start time”中设定的时间时，如果运行模式为Run，则完成该流路的测量后开始标
定。标定后，运行模式恢复为Run状态并继续测量。

(b) 半自动标定
(1) 参照“连接标准气瓶或标准液体泵”将气瓶或泵连接到标准样品流路上。

(2) 更改用户级别。

(3) 点击分析仪运行画面上导航栏里的  (OPR)。
(4) 打开GCM标签，并将运行模式设为Process。
(5) 选择Cal (Val) method画面(请参阅图3.25)中的Semi-auto，点击OK。
(6) 在Cal (Val) method画面中选择希望标定的号码，点击OK。
(7) 根据设定，测量标定流路和验证流路后，标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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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要想在持续测量期间取消Cal (Val)命令，请点击GCM标签中的Specification Cancel按钮。但
是，开始进行标定流路的测量后，命令无法取消。

如果标定前的测量状态为Stream sequence或Stream (continuous)且运行模式为Run，则测量后
状态回到原始状态，运行模式回到Run，测量重新开始。运行模式为Stop或Pause时，标定后状
态恢复为原始状态，运行模式变为Stop。

(c) 手动标定
(1) 参照“连接标准气瓶或标准液体泵”将气瓶或泵连接到标准样品流路上。

(2) 更改用户级别。

(3) 点击分析仪运行画面上导航栏里的  (OPR)。
(4) 打开GCM标签，并将运行模式设为Process。
(5) 点击Cal (Val)按钮。

(6) 在Cal (Val)画面中选择希望标定的号码，点击OK。
(7) 关闭所有打开的流路阀。

(8) 手动打开样品处理部分的标准样品流路上的流路阀。

(9) 调节样品处理部分的节流阀，使标准样品流动并置换标准样品线路。

 注释

要想在持续测量期间取消Cal (Val)命令，请点击GCM标签中的Specification Cancel按钮。要想
在持续测量后取消标定，请点击Cal (Val) Stop，然后点击Yes。

(10) 完成标准样品的置换后，点击Cal (Val) Start，然后点击Yes。
(11) 根据设定完成标定流路和验证流路的测量后，标定结束，GCM标签中的“Calibration 

(validation) Stop”变为可点击状态，点击后再点击Yes。
(12) 手动关闭样品处理部分的标准样品流路上的流路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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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正常运行(过程样品的持续测量)
完成上述步骤后，进行正常运行。 

3.3.1 设定流路时序
除非另行指定，否则出厂时将按照流路时序1中的递减顺序设定流路。要想更改待测流路的测
量次数、顺序等信息，请更改流路时序的设定。关于更改方法，请参阅5.1.2节“流路时序的操
作”。

3.3.2 设定过程样品的压力和流量
按照下述步骤设定各流路中的样品压力和流量。有关压力和流量的设定值，请参阅运行资料。

● 自动流路阀

(1) 更改用户级别。

(2) 点击分析仪运行画面上导航栏里的  (OPR)。
(3) 打开GCM标签。

(4) 将运行模式设为Manual。
(5) 点击GCM标签中的GCM VLV Control。
(6) 点击Str VLV下方的ON/OFF。
(7) 点击ON，选择待操作的阀编号，然后点击OK。
(8) 画面上出现 “Turn on the stream valve number *”(打开流路阀号码)信息，点击Yes。
(9) 切换流路阀。

(10) 调节样品处理部分的节流阀，设定过程样品的压力和流量。

 重复步骤(7)～(10)，以设定过程样品流路的压力和流量。

(11) 完成过程样品流路的压力和流量设定后，重新运行流路阀，以将其关闭。

● 手动流路阀

(1) 确认运行模式不为Run。
(2) 确认所有流路的阀门已关闭。

(3) 手动打开样品处理部分的流路阀。

(4) 调节样品处理部分的节流阀，以设定过程样品的压力和流量。

 重复步骤(2)～(4)，以设定所有过程样品流路的压力和流量。

(5) 仅打开需测量的流路阀，并确认过程样品的压力和流量。

3.3.3 开始运行
按照下述步骤开始运行。运行模式不是Stop时，将运行模式改为Stop，并采取如下操作步骤：

(1) 更改用户级别。

(2) 点击分析仪运行画面上导航栏里的  (OPR)。
(3) 打开GCM标签，并将运行模式设为Process。
(4) 点击Stream sequence，选择需测量的流路顺序号，点击OK。
(5) 点击运行模式中的Run。运行模式变为Run，开始测量指定流路中的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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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停止运行
按照下述步骤停止运行。

(1) 更改用户级别。

(2) 点击分析仪运行画面上导航栏里的  (OPR)。
(3) 打开GCM标签。

(4) 点击运行模式中的Stop。完成流路测量后，运行模式变为Stop，指定流路的样品测量结
束。要想取消Stop模式，请点击Cancel按钮。

 重要

停止运行后，请按照以下步骤停止供电。否则可能会损坏检测器、色谱柱等。

(1) 检测器为TCD时，请关闭TCD并将其放置至少4个小时，直至冷却。有关操作步骤，请参阅
3.2.4节“检测器的ON/OFF操作”。

 检测器为FID、带甲烷转换器的FID或FPD时，继续供给载气，同时停止供给燃烧氢气或氮
气和燃烧空气(关闭气瓶的主阀)。燃烧停止后，将检测器放置至少4个小时。

(2) 继续供给载气，同时关闭恒温箱、LSV和FPD的加热器。相关步骤请参阅下述“关闭加热
器的步骤”。将恒温箱放置至少1个小时，直至冷却。

(3) 停止供电。

 继续供给载气。

● 关闭加热器的步骤

(1) 更改用户级别。

(2) 点击分析仪运行画面上导航栏里的  (OPR)。
(3) 打开GCM标签。

(4) 将运行模式设为Manual。
(5) 打开SYS标签。

(6) 点击Temperature Controller。
(7) 点击ON/OFF按钮时，画面上出现“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turn off the temperature 

controller?”(您确定要关闭温度控制器吗？)的信息，点击Yes。

3.3.5 检查与上位系统的数据
如果GC8000与上位系统通信或进行信号传输，请确认GC8000的测量值与系统显示相同。 

3.3.6 保存参数
从GC8000设定中读取参数，保存开车时的初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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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长期停止运行时的注意事项
长期停止运行时，请按照3.4节“停止运行”中的步骤停止供电后，再停止供给仪表气。将载气
压力降低至设定压力的约1/10继续供给载气。停止供给载气前，在保持压力的情况下，密封各
气体管线出口，使仪表内部载气保持正压，然后关闭气瓶的主阀。

如果载气为氢气，必须供应电源和保护气体(仪表气)，并打开氢气限制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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