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ummit 场地及安全指南
手册规则

本手册中使用以下规则，以提醒您关注有关的重要信息：

危险

危险表示如果未能避免将会导致死亡或严重人身伤害的危险情况。

警告

警告表示如果未能避免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人身伤害的危险情况。.

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表示如果未能避免可能导致轻度或中度人身伤害的危险情况。

注意

注意遵循此标签的指示以防止损坏系统硬件或丢失数据。

注释注释包含有帮助的补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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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准备

下表列出了可能会在用户文档中出现的其中一 些安全符号及其含义。

符号 描述

这是 个强制操作符号。用千表示应采取某项操作来避免危

害。

这是一 个禁止符号。此符号中的图形用千警告用户不要执

行或应该停止某项操作。

这是一 个常规警告标记。不遵循安全预防措施将会导致人

身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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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描述 符号 描述

交流电 接地端或接地

直流电 保险丝

保护导体接线端 接通电源

机架或底板端子 断开电源

注意事项

避免人身伤害。如果不按照随附文档中指定的方式使用本仪器，可能会削弱仪器

提供的保护功能。

避免人身伤害。仅执行文档中描述的程序。如果出现其它问题，请与我们联系。任

何其它检修工作必须交由受过培训的人员执行。

避免触电危险。请勿取下仪器盖。所有针对仪器的检修必须由受过培训的人员执

行。

当仪器送达时

检查装运箱的外部是否有损坏痕迹。如果出现损坏，请联系我们或当地经销商以咨询处理此情况的指

示。

l 必须在安装前至少24小时将装运箱搬运到安装地点。

l 将仪器搬运到安装地点时，请使它保持直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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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l 在装运箱内，使用塑料袋将仪器密封以保持装置干燥。

l 打开塑料袋之前，请让仪器静止24小时以达到室温。

l 如果在仪器达到室温之前打开塑料袋，湿气将会在光学组件上冷凝并导致永久性损坏。

注释

请务必在光谱仪送达之前，完成所有的系统辅助设施安装。

辅助设施安装必须遵循所有的当地建筑和安全法规

抬起或搬运仪器

为了避免人身伤害，搬运仪器或其它系统组件时，请使用适当的搬运技术。搬运此仪器需要两个人。

请确认抓住仪器两边的把手。

工作区考量

l Summit仪器重量：9.6千克 (21磅)

l 尺寸：宽33.8厘米(13.3英寸)，高24.0厘米(9.6英寸)，深32.3厘米(12.7英寸)

注意

l 请勿将仪器放置在难以触及电缆连接和电源开关的位置。

l 使用足以支撑仪器以及您计划置于工作台上的任何其它物品重量的重型工作台。

o 将仪器置千工作台上时，工作台不得发生明显弯曲或其它变形。

o 平坦稳定的工作台面对保持光学器件与光束路径的同轴度至关重要。

保持同轴度是保证仪器稳定性的必要条件。(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振动。)

电力服务规格

l 输入电流：1.5A (最大)

l 输入电压：100至240 VAC

l 线路频率：50至 60 H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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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线路扰动：电压突降、电涌或其它线路扰动不得超过输入电压的 10% (即使在半周期以内)。

l 噪音：小千 2 V (共模)和小千20 V (常模)

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避免触电危险。使用的每个墙上插座必须配备接地线。接地线必

须是与主配电盒中的地线连接且不带电流的线。

温度和湿度

l 适合在高达海拔 2,000m (6,500 ft)的室内使用。

l 可以在 15 °C至 35 °C的温度范围内正常运行。为获得最佳性能，请将温度保持在 20 °C至22 °C。

l 保持 20％至 80％的湿度，无冷凝

l 避免损坏光学组件

n 不要将系统置千靠近空调管道或大窗口处

n 不要将系统置千靠近热源处，如热板或加热罩。

l 使用清洁、干燥的空气或氮气吹扫仪器。

l 避免快速的温度变化以防止出现冷凝。

储存

l 当仪器储存在运输用的原包装盒内时，仪器可处千温度范围介千 -20 °C到60 °C的环境中，不会发

生损坏。

l 储存的最大湿度为 85％相对湿度，无冷凝

振动

l 此仪器在机械稳定的环境中可更好地执行操作。

l 将仪器远离可能会震动地板的机械。

l 在可能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减少或消除噪声和振动。

l 考虑将仪器置于大理石桌面或柜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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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制造设备、计算机设备或其他来源导致的地板振动或噪声，将不会损害系统，但会影响性能

和光谱质量。

磁场和电场

l 将仪器置千距离磁场至少 5.5m (18 ft)处。

l 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尽量减少或避免仪器与磁场接触。

l 些无线设备也会影响仪器的性能。如果怀疑出现此类干扰，可将所有无线设 备移至距离仪器至少

2.0m (6.5 ft)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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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预防措施

吹扫要求

l 仪器包含的精密光学器件可能会被潮湿环境损坏。

o 建议安装清洁、干燥的空气或氮气源，用于吹扫光谱仪。

o 这在实验室环境的湿度水平高于70%RH时尤其重要。

l 因为不使用干燥剂或不吹扫光谱仪导致的光学损坏不包括在保修范围内。

l 您的实验室环境也可能含有会腐蚀光谱仪组件的溶剂或其它试剂。

o 吹扫光谱仪将可更好地保护组件。

l 氯化溶剂、全氯氯化溶剂或含卤化经的其它溶剂(如Freon®)与近红外光源发生反应可腐蚀光谱仪

组件。

o 只在需要使用时让这些溶剂留在光谱仪附近。

选择吹扫气

警告

警告避免爆炸危险。切勿使用易燃、可燃或有毒气体吹扫此仪器。吹扫气

必须不含油及其它活性物质。来自光源或激光吸收的热量可能会点燃吹

扫气体中的易燃气体或活性物质。仅使用干燥的空气或氮气吹扫您的仪

器。

干燥空气和氮气可同样有效地消除水蒸气和挥发性溶剂，但是，氮气可更有效地移除谱图中的二氧化

碳。吹扫气必须不含湿气、油及其它活性物质。若要移除微粒物质和油，可能需要安装一 个 10－微米

的过滤器。供应用千吹扫的干燥空气或氮气，应该在－70°C (-94° F)或以下的露点进行干燥以获得最

佳性能。

注意

注意请勿使用氢气作为吹扫气。氢气是一 种绝缘体并可阻止系统正确冷却。

安装吹扫气接头

如果计划吹扫仪器，您必须在仪器送达之前安装吹扫管线和开／关阀。输送至压力调节器的源管线压

力必须至少1.4 bar (138 kPa或20 psig)且必须不超过7 bar (700 kPa或100 psig)，最低流速为20 SCF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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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 psig下要求压力调节器。如果连同系统购买吹扫套件，我们的服务代表将安装压力调节器和流量

计。这些组件将可保持实现最佳数据采集的压力和流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用户指南的 “服务 ”章
节。

注释注释请务必在光谱仪送达之前，完成所有的系统辅助设施安装。辅助设施安装必须遵循所有

的当地建筑和安全法规。

吹扫气生成器

如果您的设施没有清洁、干燥的压缩空气或氮气源用千吹扫系统，我们建议使用吹扫气生成器。它可

以清洁和干燥由空气压缩机供应的气体，从而使其可用千吹扫仪器。如果您的设施没有空气压缩机，

则可选用完整的干燥空气生成系统。有关详细信息，请联系您所在地的销售或服务代表。

注意

注意如果使用吹扫气生成器：

l 将它放于尽可能远离仪器的可行位置以减少噪音和震动。

l 吹扫气生成器要求最小压力以正常操作。如果无法提供此压力，可能导致湿气进入系统，造成永

久性损坏。.

l 安装空气干燥设备或执行任何维护工作之前，请阅读制造商的说明书。安装及维护空气干燥设

备是您的责任。如果不执行制造商指定的常规维护工作，可能会使您的仪器保修无效。

l 将新的空气干燥器连接到仪器之前，必须以额定空气流量运行干燥器至少12小时，吹扫其中的

水分和微粒。这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当您连接纯净空气干燥器时，将会出现严重损坏仪器的危

险。

包括腐蚀物和易燃物的危险物质

光谱分析可能涉及使用挥发性或腐蚀性的溶剂或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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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警告避免爆炸或火灾的发生。此仪器或附件不适合在爆炸性环境区域中使用。

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避免人身伤害。请勿将溶剂或可燃样品置于仪器附近。确保工作区适当

通风。

l 处理这些样品时，请使用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

l 溅溢在仪器上的溶剂和腐蚀物可能会损坏仪器的表面或结构。

l 使用挥发性物质时，确保工作区适当通风，减少蒸气进入仪器内部。

消防安全和灼伤危险

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避免人身伤害及火灾或爆炸的发生

l 请勿测试可燃或易爆样品

l 仅使用氮气或干空气来吹扫您的仪器

l 请勿触摸红外线光源罩；它可能很烫

l 请勿将任何物体放在电子元器件的盖上

l 关闭仪器之后，在更换部件之前请等候15分钟

l 切勿阻塞仪器或其电源的任何通风孔

l 使用原配电源

您能够在不取下仪器主盖的情况下，取下仪器内的红外线光源。如果您移去光源，请明白光源罩可能

很烫，而且在关闭仪器15分钟后，它依然很热。为避免灼伤或引起火灾，在光源罩冷却下来之前请勿

将身体或任何易燃物品接触光源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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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蚀性溶剂

警告

警告避免吸入毒物的危险诸如氢氯酸、氢氯酸和光气之类的物质都是高毒性的。

如果需要经常使用含有卤化经的溶剂，请确保工作区域适当通风。

在样品室内使用会产生HCI或HF蒸汽的样品可能会严重损害系统。如果使用卤化溶剂，例如下面列出

的溶剂，极力建议使用干燥、清洁的空气或氮气吹扫仪器。因为不吹扫而造成的仪器损坏不包括在保

修范围内。(如果您对此有疑问，请与我们联系。)以下是常用的卤化溶剂：

l 氯利昂

l 二氯甲烧

l 三氯乙烯

l 氯仿

l 四氯化碳

生物危害或放射性物质和传染性物质

WARNING

警告减少与潜在传染性样品有关的危险：

l 切勿让样品溅溢在任何仪器组件上。

l 如果发生溅溢，请务必立即按照您的实验室操作程序消毒外部表面。

l 操作和 I或处理潜在传染性物质时，请务必遵循贵机构的 “生物安全计划 ”方案。

o 操作潜在传染性物质之前，应根据适用法规和机构要求来培训相关人员。

l 请不要将任何被生物危害或放射性物质、传染性物质，或其它任何可能对员工构成健康或人身伤

害危险的物质和 I或场合所污染的仪器、配件、组件或其它相关材料退还给我们。

o 生物样品，例如，人类和其它动物的组织、体液、传染性物质和血液，均 具有传播传染性疾病

的潜能。

l 如果您对去除污染的要求有疑问，请与我们联系。

激光安全

此仪器是一 个激光产品。激光源是一 个 850 nm二极管，能够发出肉眼不可见的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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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避免人身伤害。切勿凝视激光束或其反射。切勿篡改激光头，即使是更换

损坏的激光头

保护罩

有一 个保护罩盖住此仪器。超过 80％的激光光源在通过仪器光学器件时减损。在样品室内的可接触

激光辐射是非常低的，其持续功率不超过 200 µW。

激光发射

此仪器属千 1级激光产品 (FD A-C D RH和 IEC 60825-1:2014)类型，具有本质安全性。在正常使用和维

护时可接触到少千 200 µW的激光辐射。

制造商的激光信息

某些地区可能会要求您注册此仪器；请联系您公司的安全官员或当地政府办公室进行确认。注册时可

能需要提供以下信息。

特征 规格

激光类型 二极管

波长 850 nm

最大功率 0.39mW

CDRH 分级 1级

清洁

注意事项

避免触电危险。清洁之前务必关闭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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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l 切勿使用强力清洁剂、溶剂、化学物质或研磨剂。

l 请勿让液体流到光学表面上。

l 请勿试图清洗或触摸镜面。

用半湿(而不是全湿的)软布和中性皂液清洁光谱仪的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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