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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4S是一个具有极高可靠性的高效O2 和CO2气体分析仪。凭借

其简单直观的操作和单一或双重O2/CO2 测量功能，BA 4S是适
合广泛的测量应用的理想工具。

作为具有强大监控功能的小型装置，BA 4S得以灵活地应用和具
备完全的移动性。凭其令人惊讶的小尺寸，易于使用的、低维
护且价格优惠的设备BA 4S提供可靠的卓越表现与准确可靠的结
果。

顺磁性O2 和红外线CO2传感器技术

灵活的便携式设备

由电池或电源供电

测量单元的使用寿命长

快速、精确且可靠的O2 和CO2 分析仪

操作方便



BA 4S
描述

在轻工业行业中或在实验室里作业时，您需要一个可靠高效的设备，以简化您的工作。

在某些环境中，具有尽可能高的精度的设备是必不可少的。无论您对环境监测有什么样的要求，您始终需要一款具有超长电池寿
命、低运行成本、便于日常维护和易用的设备。我们相信，您不应该作出任何妥协。

BA 4S凭持久的电池系统提供了长久的运行。

结合其取决于气体的精度，因此BA 4S适用于广泛的监视要求，从医疗氧气检查到CEMS测试。

为您的需要，它随时待命。如果您需要高灵敏度、准确识别、低维护与灵活性以如您所愿地完成工作，BA 4S为您提供一个具备所
有上述性能的小型、易用且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

应用实例：

– 实验室研究

– 空气分离和气体灌装公司

– 医用气体储藏室

– 生理和呼吸研究

– 潜水中心

– 移注

– 发酵

– 燃烧分析

技术规格

一般技术规格

尺寸： 150 mm (6.0") x 300 mm (12.0") x 260 mm (10.5") 宽x高x深

重量： 2.6 kg (5.7 lbs) - 3.9 kg (8.6 lbs) 取决于配置

选件 描述 规格

内置泵： 带计时器的集成的内置泵 700 ml/min

监控性能

传感器： O2 O2 CO2

技术： - - 红外线

变体： Pro (1 dp) Premium (2 dp) 所有变体 (1 dp)

最大和最小输出： 0-100 %
0-1 % (最小)

0-100 %
0-1 % (最小)

25 %

单元结构： 316不锈钢 316不锈钢 316不锈钢

精度（固有误差率）： ±0.1% O2 ±0.05 % O2 ±2 % FSR

零点漂移/周： ±0.2% O2 ±0.2% O2 ±4 % FSR

T90 以秒计： < 15 < 15 < 10

工作温度： -10 至 +50 °C (14 至
122 °F)

-10 至 +50 °C (14 至
122 °F)

+5 至 +45 °C (41 至
113 °F)

请注意:为了达到最佳性能，须遵循1小时的预热时间。

测量样气

样气： 仅使用清洁、干燥、不易燃且无毒的气体。尽管含有>5％ CO2 的样气是有毒的，可在遵循适
当的预防措施下对其加以分析。

气体流量控制： 由指定的输入压力范围, 即1.5 - 6 ltr (0.05 - 0.2 ft3)/min)，AFCD使未泵浦的单元的测量
稳定性得以最大化

样气入口： 5 mm OD连接

样气出口： 5 mm OD连接（样气和桥接）

入口压： 带可选的内置泵 - 7 kPa (1 psig) 至 3.5 kPa (0.5 psig)
带泵 -7 kPa (1 psig) 至 70 kPa (10 ps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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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4S
尺寸

订购提示

产品编号 描述

55905260701 不带泵的BA 4S O2 Pro

55905260702 带内置泵的BA 4S O2 Pro

55905260703 不带泵的BA 4S O2 Premium

55905260704 带内置泵的BA 4S O2 Premium

55905260705 不带泵的BA 4S O2 Pro + CO2

55905260706 带内置泵的BA 4S O2 Pro + CO2

55905260707 不带泵的BA 4S O2 Premium + CO2

55905260708 带内置泵的BA 4S O2 Premium +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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