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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位于无锡（滨湖）国家传

感信息中心，由中组部“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高国强博士于 2011 年创办，是美国高顿科技

公司（Golden Scientific，美国加州）在中国设立的子公司，负责中国区传感器产品的组装、

生产、销售及新产品开发，主要生产电化学类气体传感器，其核心技术和原材料均来自美国。公

司拥有多名国际知名博士、数十项传感技术专利、完整的研发、生产、销售队伍和全套的生产研

发设施。 

目前无锡高顿主要产品有 4系列和 7系列电化学毒气传感器（一氧化碳、硫化氢、氨气、氯

气、甲醛、臭氧、氢气、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氮、氯化氢、氰化氢、磷化氢等)。所有

核心技术和原材料来自美国母公司，在中国组装生产。高顿电化学气体传感器准确、灵敏、稳定

可靠、响应迅速，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

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故目前已成为国际上毒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

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高顿产品可直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气体传感器。 

公司创办人高国强博士（美国籍）有 20 余年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应用的丰富实践经验，是传

感器领域的国际领军人物，1997年起曾先后在世界最著名电化学权威巴特教授（Allen J. Bard，

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电化学研究室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美国航空航天

局担任资深研究员、世界知名传感器公司如 Broadley-James 和 Golden Scientific 里担任研发

主任和技术总监，并获得美国航空航天局颁发的“特别科学成就奖”、 “杰出工程技术研究奖”、

美国 SIGMA Xi 科学研究学会的“研究奖”等奖项。2006 年在美国创立高顿科技公司，研发、生

产和销售光纤溶氧仪和气体传感器，产品被欧美许多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匹兹堡大学医疗中心、美国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等采用。 

2011 年高博士在无锡设立全资子公司生产气体传感器，同时担任南京工业大学特聘教授。除

入选中组部 “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外，高博士还荣获江苏省创新创业高层次领军人才、无

锡市 530A 类领军人才和无锡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殊荣。 

公司的发展战略是坚持高起点、高质量和高水准，为用户提供准确、灵敏、可靠的传感器产

品。公司的使命是发挥高精制造和创新能力，为客户提供品质一流的传感器和上乘的服务，保护

生命和财产免遭毒气、可燃气等的危害，创造安全、健康的工作生活环境。 

公司追求的目标永远是科技、创新、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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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目录 

 

一、电化学毒气传感器（直接替代其它进口品牌 4 系列和 7 系列传感器） 

 4 系一氧化碳传感器  CO-4H （0–100ppm）       0.22 ± 0.04  µA/ppm 

 4 系一氧化碳传感器  CO-4G （0–1000ppm）   0.07 ± 0.015  µA/ppm 

 4 系一氧化碳传感器  CO-4L （0–2000ppm）  0.028 ± 0.010  µA/ppm 

 4 系一氧化碳传感器  CO-4XL （0–5000ppm）  0.012 ± 0.004  µA/ppm 

 7 系一氧化碳传感器  CO-7H （0–100ppm）   0.50 ± 0.10  µA/ppm 

 7 系一氧化碳传感器  CO-7G （0–1000ppm）   0.10 ± 0.02  µA/ppm 

----------------------------------------------------------------------------------- 

 4 系硫化氢传感器   H2S-4G （0–100ppm）  0.70 ± 0.15  µA/ppm 

 4 系硫化氢传感器   H2S-4L （0–1000ppm）  0.09 ± 0.04  µA/ppm 

 4 系硫化氢传感器   H2S-4LL （0–2000ppm）  0.05 ± 0.02  µA/ppm 

  4 系硫化氢传感器   H2S-4XL （0–5000ppm）  0.01 ± 0.002  µA/ppm 

 7 系硫化氢传感器   H2S-7H （0–50ppm）  1.0  ± 0.25  µA/ppm 

 7 系硫化氢传感器   H2S-7G （0–200ppm）  0.37 ± 0.07  µA/ppm 

 7 系硫化氢传感器   H2S-7XL （0–5000ppm）  0.014 ± 0.004  µA/ppm 

----------------------------------------------------------------------------------- 

 4 系氨气传感器   NH3-4H （0–20ppm）  0.35 ± 0.10  µA/ppm 

 4 系氨气传感器   NH3-4G （0–100ppm）  0.10 ± 0.03  µA/ppm 

 4 系氨气传感器   NH3-4GM （0–200ppm）  0.05 ± 0.015  µA/ppm 

  4 系氨气传感器   NH3-4M （0–500ppm）  0.02 ± 0.005  µA/ppm 

 4 系氨气传感器   NH3-4L （0–1000ppm）  0.007 ± 0.002  µA/ppm 

 4 系氨气传感器   NH3-4XL （0–2000ppm）  0.0035 ±0.0015 µA/ppm 

 4 系氨气传感器   NH3-4XXL（0–5000ppm）  0.002 ±0.0008 µA/ppm 

 7 系氨气传感器   NH3-7G （0–50ppm）  0.12 ± 0.04  µA/ppm 

 7 系氨气传感器   NH3-7GM （0–100ppm）  0.08 ± 0.02  µA/ppm 

 7 系氨气传感器   NH3-7M （0–200ppm）  0.05 ± 0.02  µA/ppm 

 7 系氨气传感器   NH3-7L （0–1000ppm）  0.01 ± 0.002  µA/ppm 

----------------------------------------------------------------------------------- 

 4 系氯气传感器   CL2-4H （0–10ppm）  -(0.75 ± 0.15) µA/ppm 

 4 系氯气传感器   CL2-4G （0–50ppm）   -(0.45 ± 0.20) µA/ppm 

 4 系氯气传感器   CL2-4M （0–100ppm）   -(0.25 ± 0.10) µA/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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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系氯气传感器   CL2-4L （0–200ppm）  -(0.18 ± 0.05) µA/ppm 

 4 系氯气传感器   CL2-4XL （0–1000ppm）  -(0.04 ± 0.015)µA/ppm 

 7 系氯气传感器   CL2-7H （0–20ppm）  -(0.75 ± 0.15) µA/ppm 

 7 系氯气传感器   CL2-7G （0–50ppm）  -(0.45 ± 0.20) µA/ppm 

----------------------------------------------------------------------------------- 

 4 系二氧化氮传感器  NO2-4G （0–20ppm）   -(0.60 ± 0.15) µA/ppm 

 4 系二氧化氮传感器  NO2-4M （0–200ppm)  -(0.10 ± 0.02) µA/ppm 

 4 系二氧化氮传感器  NO2-4L （0–2000ppm)  -(0.02 ± 0.01) µA/ppm 

 4 系二氧化氮传感器  NO2-4XL （0–5000ppm)  -(0.01 ± 0.005)µA/ppm 

 7 系二氧化氮传感器  NO2-7H （0–20ppm)   -(0.60 ± 0.15) µA/ppm 

 7 系二氧化氮传感器  NO2-7G （0–100ppm)  -(0.15 ± 0.05) µA/ppm 

----------------------------------------------------------------------------------- 

 4 系二氧化硫传感器  SO2-4G  （0–20ppm）  0.50 ± 0.10  µA/ppm 

 4 系二氧化硫传感器  SO2-4M （0–200ppm）  0.15 ± 0.03  µA/ppm 

 4 系二氧化硫传感器  SO2-4ML （0–500ppm）  0.07 ± 0.015  µA/ppm 

 4 系二氧化硫传感器  SO2-4L （0–2000ppm）  0.020 ± 0.008  µA/ppm 

 4 系二氧化硫传感器  SO2-4XL （0–5000ppm）  0.010 ± 0.004  µA/ppm 

 7 系二氧化硫传感器  SO2-7H  （0–20ppm）  0.35 ± 0.10  µA/ppm 

 7 系二氧化硫传感器  SO2-7G  （0–100ppm）  0.08 ± 0.04  µA/ppm 

----------------------------------------------------------------------------------- 

 4 系一氧化氮传感器  NO-4H （0–50ppm）   1.40 ± 0.40  µA/ppm 

 4 系一氧化氮传感器  NO-4G （0–250ppm）   0.40 ± 0.08  µA/ppm 

 4 系一氧化氮传感器  NO-4L （0–2000ppm)  0.13 ± 0.06  µA/ppm 

 4 系一氧化氮传感器  NO-4XL （0–5000ppm)  0.06 ± 0.03  µA/ppm 

 7 系一氧化氮传感器  NO-7H （0–10ppm)   1.50 ± 0.30 µA/ppm 

 7 系一氧化氮传感器  NO-7G （0–100ppm)  0.15 ± 0.05  µA/ppm 

---------------------------------------------------------------------------------- 

 4 系氢气传感器   H2-4H （0–100ppm）  0.12 ± 0.03  µA/ppm 

 4 系氢气传感器   H2-4G （0–1000ppm）  0.02 ± 0.01  µA/ppm 

 4 系氢气传感器   H2-4XL （0–5000ppm）  0.004 ± 0.002  µA/ppm 

 4 系氢气传感器   H2-4XXL （0–10000ppm）  0.002 ± 0.001  µA/ppm 

 7 系氢气传感器   H2-7G （0–1000ppm）  0.03 ± 0.01  µA/ppm 

---------------------------------------------------------------------------------- 

 4 系氯化氢传感器   HCl-4G  (0–50ppm)   0.30 ± 0.10  µA/ppm 

 4 系氯化氢传感器   HCl-4M  (0–200ppm)   0.10 ± 0.03  µA/ppm 

 4 系氯化氢传感器   HCl-4L  (0–1000ppm)   0.015 ± 0.005  µA/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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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系氰化氢传感器   HCN-4G  (0–50ppm)   0.10 ± 0.020  µA/ppm 

 4 系氰化氢传感器   HCN-4M  (0–200ppm)   0.03 ± 0.005  µA/ppm 

 4 系氰化氢传感器   HCN-4L  (0–1000ppm)   0.008 ± 0.0015 µA/ppm 

 7 系氰化氢传感器   HCN-7M  (0–200ppm)   0.20 ± 0.05  µA/ppm 

---------------------------------------------------------------------------------- 

 4 系臭氧传感器   O3-4H  (0–5ppm)    -(1.0 ± 0.20)  µA/ppm 

 4 系臭氧传感器   O3-4G  (0–20ppm)   -(0.60 ± 0.15) µA/ppm 

 4 系臭氧传感器   O3-4GM  (0–50ppm)   -(0.30 ± 0.08) µA/ppm 

 4 系臭氧传感器   O3-4M  (0–200ppm)   -(0.10 ± 0.02) µA/ppm 

 4 系臭氧传感器   O3-4L  (0–1000ppm)   -(0.02 ± 0.005)µA/ppm 

 7 系臭氧传感器   O3-7H  (0–10ppm)   -(0.75 ± 0.15) µA/ppm 

---------------------------------------------------------------------------------- 

 4 系磷化氢传感器   PH3-4G  (0–20ppm)   1.40 ± 0.60  µA/ppm 

 4 系磷化氢传感器   PH3-4M  (0–200ppm)   0.14 ± 0.06  µA/ppm 

 4 系磷化氢传感器   PH3-4L  (0–1000ppm)   0.07 ± 0.04  µA/ppm 

 7 系磷化氢传感器   PH3-7G  (0–50ppm)   0.60 ± 0.15  µA/ppm 

 7 系磷化氢传感器   PH3-7L  (0–1000ppm)   0.10 ± 0.02  µA/ppm 

---------------------------------------------------------------------------------- 

 4 系甲醛传感器   CH2O-4G  (0–10ppm)   1.2 ± 0.30  µA/ppm 

 4 系甲醛传感器   CH2O-4M  (0–100ppm)   0.40 ± 0.10  µA/ppm 

 4 系甲醛传感器   CH2O-4L  (0–1000ppm)   0.04 ± 0.01  µA/ppm 

---------------------------------------------------------------------------------- 

 4 系二氧化氯传感器  ClO2-4H  (0–1ppm)    -（0.65 ± 0.25）µA/ppm 

 4 系二氧化氯传感器  ClO2-4G  (0–50ppm)   -（0.40 ± 0.18）µA/ppm 

---------------------------------------------------------------------------------- 

 4 系甲硫醇传感器   CH3SH-4G (0–10ppm)   0.70 ± 0.15  µA/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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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感器代号命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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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化学传感器驱动电路 

 高顿传感电化学毒气传感器均为三电极传感器，三个电极分别为: 工作电极（WE）、参比电

极（RE）、对电极(CE)。三电极传感器需要一个称为恒电位仪（Potentiostat）的电路驱动才能

正常工作。和传统的二电极电化学传感器相比，由于引入了第三个电极 - 参比电极，传感器工

作时的线性、稳定性、响应性能都得到极大改善。但是，恒电位仪的正确设计和性能非常重要；

如果恒电位仪工作不正常（例如：运算放大器选型不当、运放质量存在瑕疵、线路虚焊、传感器

接脚和电路板接触不良，等），不仅不会获得优良的性能，反而会引起各种问题如零点漂移、震

荡，甚至损坏传感器（例如：如果参比电极的接脚和电路板接触不良或开路，传感器内部有可能

形成电解电池，发生电解水，产生氢气和氧气，毁坏传感器，使传感器涨裂，漏液）。 

 高顿传感推荐以下的传感器驱动电路（恒电位仪），供客户参考： 

 
 注意：此电路只是原理示意图，真正应用一般要在电压输出端（Vout）后再加一级反相放大

电路才能检测到足够大的信号。 

 以上电路适合所有高顿传感制造的 4系列和 7系列三电极毒气传感器。零偏压传感器属于原

电池型，或称自发电池型、燃料电池型，应用时将电路中跳线开路即可。J177的作用是当电路不

通电时参比电极和工作电极仍然能处于短路状态。 +300mV 偏压的传感器属于定电位电解型或电

解电池型，将跳线短路并去掉 J177 即可（参比电极和工作电极无需短路）。零偏压传感器一般在

插入报警器稳定 2小时后即可进行校正。加偏压的传感器在刚插入报警器后会产生很大的充电电

流和法拉第电流（残余电流），因此一般需等 12-24小时，待电流下降到接近零点并稳定后再作

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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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用 ： 石油气体生产、处理和提炼、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造纸（浆）厂、 

制药、食品饮料、汽车、电镀处理、采矿、军事等行业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CO-4H 高灵敏度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 - 100ppm 一氧化碳气体（CO）。产品技术来自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CO-4H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

应迅速，已成为国际上毒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CO-4H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

漂移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

可直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 CO 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一氧化碳（CO） 

测量范围：      0–100ppm 

最大过载：      2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22 ± 0.04µA/ppm  

分辨率：      0.1ppm 

响应时间：      T90 < 15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直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0.5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内置过滤器：    有，过滤 H2S、SOx和 NOx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CO-4H 说明书 

版本：v1.2     201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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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CO-4H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CO-4H 响应（ppm） 

硫化氢 100 0 乙醇 500 0 

二氧化硫 20 0 氨气 500 0 

氢气 200 110 甲烷 1000 0 

一氧化氮 25 5 乙烯 100 40 

二氧化氮 5 0 环己烷 1000 0 

氯气 10 0 丙酮 10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销售电话：189-2128-2077、 

189-6180-7817、189-6180-7896、189-1592-2975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一氧化碳 
CO-4G（0-1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石油气体生产、处理和提炼、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造纸（浆）厂、 

制药、食品饮料、汽车、电镀处理、采矿、军事等行业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CO-4G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 - 1000ppm 一氧化碳气体（CO）。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

顿科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CO-4G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

已成为国际上毒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CO-4G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很小，

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接替代

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 CO 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一氧化碳（CO） 

测量范围：      0–1000ppm 

最大过载：      20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07 ± 0.015µA/ppm  

分辨率：      1ppm 

响应时间：      T90 < 15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直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2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内置过滤器：    有，过滤 H2S、SOx和 NOx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CO-4G 说明书 

版本：v4.4     2015-11-8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一氧化碳 
CO-4G（0-1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CO-4G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CO-4G 响应（ppm） 

硫化氢 100 0 乙醇 500 0 

二氧化硫 20 0 氨气 500 0 

氢气 200 110 甲烷 1000 0 

一氧化氮 25 5 乙烯 100 40 

二氧化氮 5 0 环己烷 1000 0 

氯气 10 0 丙酮 10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一氧化碳 
CO-4L（0-2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石油气体生产、处理和提炼、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造纸（浆）厂、 

制药、食品饮料、汽车、电镀处理、采矿、军事等行业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CO-4L 大量程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 - 2000ppm 一氧化碳气体（CO）。产品技术来自美

国高顿科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CO-4L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

迅速，已成为国际上毒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CO-4L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

移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

直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 CO 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一氧化碳（CO） 

测量范围：      0–2000ppm 

最大过载：      50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028 ± 0.010µA/ppm  

分辨率：      2ppm 

响应时间：      T90 < 15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直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4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内置过滤器：    有，过滤 H2S、SOx和 NOx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CO-4L 说明书 

版本：v1.1     2015-11-8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一氧化碳 
CO-4L（0-2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CO-4L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CO-4L 响应（ppm） 

硫化氢 100 0 乙醇 500 0 

二氧化硫 20 0 氨气 500 0 

氢气 200 110 甲烷 1000 0 

一氧化氮 25 5 乙烯 100 40 

二氧化氮 5 0 环己烷 1000 0 

氯气 10 0 丙酮 10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一氧化碳 
CO-4XL（0-5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石油气体生产、处理和提炼、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造纸（浆）厂、 

制药、食品饮料、汽车、电镀处理、采矿、军事等行业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CO-4XL 特大量程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 - 5000ppm 一氧化碳气体（CO）。产品技术来

自美国高顿科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CO-4XL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

响应迅速，已成为国际上毒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CO-4XL 在适用温度范围

内漂移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

可直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 CO 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一氧化碳（CO） 

测量范围：      0–5000ppm 

最大过载：      100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012 ± 0.004µA/ppm  

分辨率：      5ppm 

响应时间：      T90 < 15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直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5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内置过滤器：    有，过滤 H2S、SOx和 NOx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CO-4XL 说明书 

版本：v1.1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一氧化碳 
CO-4XL（0-5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CO-4XL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CO-4XL 响应（ppm） 

硫化氢 100 0 乙醇 500 0 

二氧化硫 20 0 氨气 500 0 

氢气 200 110 甲烷 1000 0 

一氧化氮 25 5 乙烯 100 40 

二氧化氮 5 0 环己烷 1000 0 

氯气 10 0 丙酮 10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一氧化碳 
CO-7H（0-1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石油气体生产、处理和提炼、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造纸（浆）厂、 

制药、食品饮料、汽车、电镀处理、采矿、军事等行业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CO-7H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 - 100ppm 一氧化碳气体（CO）。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

科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CO-7H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

已成为国际上毒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CO-7H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很小，

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接替代

其它国际品牌的 7 系列 CO 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一氧化碳（CO） 

测量范围：      0–100ppm 

最大过载：      2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50 ± 0.10µA/ppm  

分辨率：      0.05ppm 

响应时间：      T90 < 2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直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0.5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5% 信号损失/年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内置过滤器：    有，过滤 H2S、SOx和 NOx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CO-7H 说明书 

版本：v1.1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一氧化碳 
CO-7H（0-1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31.8mm（直径）x 20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12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CO-7H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CO-7H 响应（ppm） 

硫化氢 100 0 乙醇 500 0 

二氧化硫 20 0 氨气 500 0 

氢气 200 100 甲烷 1000 0 

一氧化氮 25 5 乙烯 100 45 

二氧化氮 5 0 环己烷 1000 0 

氯气 10 0 丙酮 10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响应温度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一氧化碳 
CO-7G（0-1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石油气体生产、处理和提炼、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造纸（浆）厂、 

制药、食品饮料、汽车、电镀处理、采矿、军事等行业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CO-7G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 - 1000ppm 一氧化碳气体（CO）。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

顿科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CO-7G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

已成为国际上毒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CO-7G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很小，

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接替代

其它国际品牌的 7 系列 CO 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一氧化碳（CO） 

测量范围：      0–1000ppm 

最大过载：      20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10 ± 0.02µA/ppm  

分辨率：      0.5ppm 

响应时间：      T90 < 2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直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2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5% 信号损失/年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内置过滤器：    有，过滤 H2S、SOx和 NOx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CO-7G 说明书 

版本：v4.4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一氧化碳 
CO-7G（0-1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31.8mm（直径）x 20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12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CO-7G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CO-7G 响应（ppm） 

硫化氢 100 0 乙醇 500 0 

二氧化硫 20 0 氨气 500 0 

氢气 200 100 甲烷 1000 0 

一氧化氮 25 5 乙烯 100 45 

二氧化氮 5 0 环己烷 1000 0 

氯气 10 0 丙酮 10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响应温度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硫化氢 
H2S-4G（0-1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石油气体生产、处理和提炼、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造纸（浆）厂、 

制药、食品饮料、沼气、采矿、军事等行业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H2S-4G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 - 100ppm 硫化氢气体（H2S）。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

科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H2S-4G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

已成为国际上毒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H2S-4G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很小，

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接替代

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 H2S 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硫化氢（H2S） 

测量范围：      0–100ppm 

最大过载：      5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70 ± 0.15µA/ppm  

分辨率：      0.1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直线性  

适用温度：     -4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1%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1ppm（ +20℃ 至 +40℃ ）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年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H2S-4G 说明书 

版本：v4.4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硫化氢 
H2S-4G（0-1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H2S-4G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H2S-4G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乙醇 500 0 

氢气 1000 0 甲醇 500 0 

氨气 1000 0 甲烷 1000 0 

一氧化氮 20 0 乙烯 1000 0 

二氧化氮 5 0 环己烷 1000 0 

氯气 10 0 丙酮 10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硫化氢 
H2S-4L（0-1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石油气体生产、处理和提炼、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造纸（浆）厂、 

制药、食品饮料、沼气、采矿、军事等行业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H2S-4L 大量程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 - 1000ppm 硫化氢气体（H2S）。产品技术来自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H2S-4L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

应迅速，已成为国际上毒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H2S-4L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

漂移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

可直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 H2S 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硫化氢（H2S） 

测量范围：      0–1000ppm 

最大过载：      20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09 ± 0.04µA/ppm  

分辨率：      1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直线性  

适用温度：     -4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1%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2ppm（ +20℃ 至 +40℃ ）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H2S-4L 说明书 

版本：v4.4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硫化氢 
H2S-4L（0-1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H2S-4L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H2S-4L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乙醇 500 0 

氢气 1000 0 甲醇 500 0 

氨气 1000 0 甲烷 1000 0 

一氧化氮 20 0 乙烯 1000 0 

二氧化氮 5 0 环己烷 1000 0 

氯气 10 0 丙酮 10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硫化氢 
H2S-4LL（0-2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石油气体生产、处理和提炼、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造纸（浆）厂、 

制药、食品饮料、沼气、采矿、军事等行业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H2S-4LL 大量程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 - 2000ppm 硫化氢气体（H2S）。产品技术来自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H2S-4LL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

响应迅速，已成为国际上毒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H2S-4LL 在适用温度范围

内漂移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

可直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 H2S 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硫化氢（H2S） 

测量范围：      0–2000ppm 

最大过载：      30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05 ± 0.02µA/ppm  

分辨率：      2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直线性  

适用温度：     -4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1%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3ppm（ +20℃ 至 +40℃ ）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H2S-4LL 说明书 

版本：v1.1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硫化氢 
H2S-4LL（0-2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H2S-4LL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H2S-4LL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乙醇 500 0 

氢气 1000 0 甲醇 500 0 

氨气 1000 0 甲烷 1000 0 

一氧化氮 20 0 乙烯 1000 0 

二氧化氮 5 0 环己烷 1000 0 

氯气 10 0 丙酮 10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硫化氢 
H2S-4XL（0-5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石油气体生产、处理和提炼、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造纸（浆）厂、 

制药、食品饮料、沼气、采矿、军事等行业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H2S-4XL 特大量程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 - 5000ppm 硫化氢气体（H2S）。产品技术来

自美国高顿科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H2S-4XL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

响应迅速，已成为国际上毒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H2S-4XL 在适用温度范

围内漂移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

性，可直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 H2S 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硫化氢（H2S） 

测量范围：      0–5000ppm 

最大过载：      100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01 ± 0.002µA/ppm  

分辨率：      2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直线性  

适用温度：     -4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1%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5ppm（ +20℃ 至 +40℃ ）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H2S-4XL 说明书 

版本：v1.1      20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硫化氢 
H2S-4XL（0-5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H2S-4XL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H2S-4XL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乙醇 500 0 

氢气 1000 0 甲醇 500 0 

氨气 1000 0 甲烷 1000 0 

一氧化氮 20 0 乙烯 1000 0 

二氧化氮 5 0 环己烷 1000 0 

氯气 10 0 丙酮 10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硫化氢 
H2S-7H（0-5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石油气体生产、处理和提炼、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造纸（浆）厂、 

制药、食品饮料、沼气、采矿、军事等行业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H2S-7H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 - 50ppm 硫化氢气体（H2S）。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

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H2S-7H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

已成为国际上毒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H2S-7H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很小，

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接替代

其它国际品牌的 7 系列 H2S 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硫化氢（H2S） 

测量范围：      0–50ppm 

最大过载：      2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1.0 ± 0.25µA/ppm  

分辨率：      0.02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直线性  

适用温度：     -4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1%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0.5ppm（ +20℃ 至 +40℃ ）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年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H2S-7H 说明书 

版本：v1.1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硫化氢 
H2S-7H（0-5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31.8mm（直径）x 20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12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H2S-7H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H2S-7H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乙醇 500 0 

氢气 1000 0 甲醇 500 0 

氨气 1000 0 甲烷 1000 0 

一氧化氮 20 0 乙烯 1000 0 

二氧化氮 5 0 环己烷 1000 0 

氯气 10 0 丙酮 10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硫化氢 
H2S-7G（0-2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石油气体生产、处理和提炼、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造纸（浆）厂、 

制药、食品饮料、沼气、采矿、军事等行业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H2S-7G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 - 200ppm 硫化氢气体（H2S）。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

科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H2S-7G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

已成为国际上毒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H2S-7G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很小，

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接替代

其它国际品牌的 7 系列 H2S 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硫化氢（H2S） 

测量范围：      0–200ppm 

最大过载：      10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37 ± 0.07µA/ppm  

分辨率：      0.25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直线性  

适用温度：     -4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1%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1ppm（ +20℃ 至 +40℃ ）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年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H2S-7G 说明书 

版本：v4.4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硫化氢 
H2S-7G（0-2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31.8mm（直径）x 20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12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H2S-7G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H2S-7G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乙醇 500 0 

氢气 1000 0 甲醇 500 0 

氨气 1000 0 甲烷 1000 0 

一氧化氮 20 0 乙烯 1000 0 

二氧化氮 5 0 环己烷 1000 0 

氯气 10 0 丙酮 10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硫化氢 
H2S-7XL（0-5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石油气体生产、处理和提炼、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造纸（浆）厂、 

制药、食品饮料、沼气、采矿、军事等行业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H2S-7XL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 - 5000ppm 硫化氢气体（H2S）。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

顿科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H2S-7XL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

速，已成为国际上毒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H2S-7XL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

移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

直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7 系列 H2S 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硫化氢（H2S） 

测量范围：      0–5000ppm 

最大过载：      100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014 ± 0.004µA/ppm  

分辨率：      2 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典型为 16-2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直线性  

适用温度：     -4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1%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2ppm（ +20℃ 至 +40℃ ）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年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H2S-7XL 说明书 

版本：v1.0      2015-9-21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硫化氢 
H2S-7XL（0-5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31.8mm（直径）x 20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12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H2S-7XL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H2S-7XL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乙醇 500 0 

氢气 1000 0 甲醇 500 0 

氨气 1000 0 甲烷 1000 0 

一氧化氮 20 0 乙烯 1000 0 

二氧化氮 5 0 环己烷 1000 0 

氯气 10 0 丙酮 10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氨气（零偏压） 
NH3-4H（0-2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冷库、农业、畜牧业、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 制药、食品饮料、

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零偏压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零偏压的 NH3-4H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20ppm 氨气（NH3）。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

科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NH3-4H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

已成为国际上氨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NH3-4H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很小，

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接替代

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氨气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氨气（NH3） 

测量范围：      0–20ppm 

最大过载：      50ppm 

寿命：         1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35 ± 0.10µA/ppm  

分辨率：      0.1ppm 

响应时间：      T90 < 6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直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4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0.2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内置过滤器：    有，过滤 H2S、SOx和 NOx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NH3-4H 说明书 

版本：v1.1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氨气（零偏压） 
NH3-4H（0-2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5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6 个月（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H3-4H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H3-4H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二氧化氮 5 0 

硫化氢 10 25 氯气 10 0 

二氧化硫 10 3 氢气 2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氨气（零偏压） 
NH3-4G（0-1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冷库、农业、畜牧业、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 制药、食品饮料、

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零偏压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零偏压的 NH3-4G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100ppm 氨气（NH3）。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

顿科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NH3-4G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

速，已成为国际上氨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NH3-4G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

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

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氨气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氨气（NH3） 

测量范围：      0–100ppm 

最大过载：      2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10 ± 0.03µA/ppm  

分辨率：      0.5ppm 

响应时间：      T90 < 6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直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4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1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内置过滤器：    有，过滤 H2S、SOx和 NOx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NH3-4G 说明书 

版本：v3.1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氨气（零偏压） 
NH3-4G（0-1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5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6 个月（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H3-4G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H3-4G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二氧化氮 5 0 

硫化氢 10 25 氯气 10 0 

二氧化硫 10 3 氢气 2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氨气（零偏压） 
NH3-4GM（0-2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冷库、农业、畜牧业、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 制药、食品饮料、

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零偏压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零偏压的 NH3-4GM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200ppm 氨气（NH3）。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

顿科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NH3-4GM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

迅速，已成为国际上氨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NH3-4GM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

漂移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

可直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氨气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氨气（NH3） 

测量范围：      0–200ppm 

最大过载：      4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05 ± 0.015µA/ppm  

分辨率：      1.0ppm 

响应时间：      T90 < 6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直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4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1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内置过滤器：    有，过滤 H2S、SOx和 NOx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NH3-4GM 说明书 

版本：v1.0     2016-3-8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氨气（零偏压） 
NH3-4GM（0-2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5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6 个月（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H3-4GM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H3-4GM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二氧化氮 5 0 

硫化氢 10 25 氯气 10 0 

二氧化硫 10 3 氢气 2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氨气（零偏压） 
NH3-4M（0-5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冷库、农业、畜牧业、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 制药、食品饮料、

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零偏压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零偏压的 NH3-4M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500ppm 氨气（NH3）。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

顿科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NH3-4M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

速，已成为国际上氨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NH3-4M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

移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

直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氨气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氨气（NH3） 

测量范围：      0–500ppm 

最大过载：      1000ppm 

寿命：         1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02 ± 0.005µA/ppm  

分辨率：      1ppm 

响应时间：      T90 < 6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直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4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2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内置过滤器：    有，过滤 H2S、SOx和 NOx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NH3-4M 说明书 

版本：v1.1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氨气（零偏压） 
NH3-4M（0-5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5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6 个月（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H3-4M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H3-4M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二氧化氮 5 0 

硫化氢 10 25 氯气 10 0 

二氧化硫 10 3 氢气 2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氨气（零偏压） 
NH3-4L（0-1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冷库、农业、畜牧业、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 制药、食品饮料、

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零偏压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零偏压的 NH3-4L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1000ppm 氨气（NH3）。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

顿科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NH3-4L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

速，已成为国际上氨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NH3-4L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

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

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氨气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氨气（NH3） 

测量范围：      0–1000ppm 

最大过载：      2000ppm 

寿命：         1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007 ± 0.002µA/ppm  

分辨率：      2ppm 

响应时间：      T90 < 6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直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4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3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内置过滤器：    有，过滤 H2S、SOx和 NOx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NH3-4L 说明书 

版本：v1.3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氨气（零偏压） 
NH3-4L（0-1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5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6 个月（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H3-4L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H3-4L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二氧化氮 5 0 

硫化氢 10 25 氯气 10 0 

二氧化硫 10 3 氢气 2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氨气（零偏压） 
NH3-4XL（0-2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冷库、农业、畜牧业、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 制药、食品饮料、

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零偏压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零偏压的 NH3-4XL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2000ppm 氨气（NH3）。产品技术来自美国

高顿科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NH3-4XL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

迅速，已成为国际上氨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NH3-4XL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

漂移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

可直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氨气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氨气（NH3） 

测量范围：      0–2000ppm 

最大过载：      4000ppm 

寿命：         1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0035 ± 0.0015µA/ppm  

分辨率：      2ppm 

响应时间：      T90 < 6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直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4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4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内置过滤器：    有，过滤 H2S、SOx和 NOx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NH3-4XL 说明书 

版本：v1.1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氨气（零偏压） 
NH3-4XL（0-2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5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6 个月（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H3-4XL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H3-4XL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二氧化氮 5 0 

硫化氢 10 25 氯气 10 0 

二氧化硫 10 3 氢气 2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氨气（零偏压） 
NH3-4XXL（0-5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冷库、农业、畜牧业、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 制药、食品饮料、

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零偏压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零偏压的 NH3-4XXL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5000ppm 氨气（NH3）。产品技术来自美国

高顿科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NH3-4XXL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

应迅速，已成为国际上氨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NH3-4XXL 在适用温度范围

内漂移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

可直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氨气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氨气（NH3） 

测量范围：      0–5000ppm 

最大过载：      10000ppm 

寿命：         1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002 ± 0.0008µA/ppm  

分辨率：      4ppm 

响应时间：      T90 < 6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直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4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5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内置过滤器：    有，过滤 H2S、SOx和 NOx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NH3-4XXL 说明书 

版本：v1.1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氨气（零偏压） 
NH3-4XXL（0-5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5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6 个月（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H3-4XXL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H3-4XXL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二氧化氮 5 0 

硫化氢 10 25 氯气 10 0 

二氧化硫 10 3 氢气 2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氨气（零偏压） 
NH3-7G（0-5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冷库、农业、畜牧业、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 制药、食品饮料、

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零偏压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零偏压的 NH3-7G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50ppm 氨气（NH3）。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

科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NH3-7G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

已成为国际上氨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 NH3-7G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很

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接

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7 系列氨气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氨气（NH3） 

测量范围：      0–50ppm 

最大过载：      100ppm 

寿命：         1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12 ± 0.04µA/ppm  

分辨率：      0.1ppm 

响应时间：      T90 < 6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直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4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0.5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内置过滤器：    有，过滤 H2S、SOx和 NOx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NH3-7G 说明书 

版本：v1.1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氨气（零偏压） 
NH3-7G（0-5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31.8mm（直径）x 20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12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H3-7G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H3-7G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二氧化氮 5 0 

硫化氢 10 25 氯气 10 0 

二氧化硫 10 3 氢气 2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氨气（零偏压） 
NH3-7GM（0-1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冷库、农业、畜牧业、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 制药、食品饮料、

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零偏压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零偏压的 NH3-7GM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100ppm 氨气（NH3）。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

顿科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NH3-7GM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

迅速，已成为国际上氨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 NH3-7GM 在适用温度范围

内漂移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

可直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7 系列氨气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氨气（NH3） 

测量范围：      0–100ppm 

最大过载：      200ppm 

寿命：         1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08 ± 0.02µA/ppm  

分辨率：      0.2ppm 

响应时间：      T90 < 6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直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4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0.5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内置过滤器：    有，过滤 H2S、SOx和 NOx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NH3-7GM 说明书 

版本：v1.0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氨气（零偏压） 
NH3-7GM（0-1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31.8mm（直径）x 20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12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H3-7GM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H3-7GM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二氧化氮 5 0 

硫化氢 10 25 氯气 10 0 

二氧化硫 10 3 氢气 2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氨气（零偏压） 
NH3-7M（0-2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冷库、农业、畜牧业、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 制药、食品饮料、

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零偏压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零偏压的 NH3-7M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200ppm 氨气（NH3）。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

顿科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NH3-7M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

速，已成为国际上氨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 NH3-7M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

移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

直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7 系列氨气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氨气（NH3） 

测量范围：      0–200ppm 

最大过载：      500ppm 

寿命：         1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05 ± 0.02µA/ppm  

分辨率：      0.5ppm 

响应时间：      T90 < 6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直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4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1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内置过滤器：    有，过滤 H2S、SOx和 NOx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NH3-7M 说明书 

版本：v1.1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氨气（零偏压） 
NH3-7M（0-2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31.8mm（直径）x 20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12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H3-7M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H3-7M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二氧化氮 5 0 

硫化氢 10 25 氯气 10 0 

二氧化硫 10 3 氢气 2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氨气（零偏压） 
NH3-7L（0-1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冷库、农业、畜牧业、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 制药、食品饮料、

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零偏压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零偏压的 NH3-7L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1000ppm 氨气（NH3）。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

顿科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NH3-7L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

速，已成为国际上氨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 NH3-7L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

移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

直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7 系列氨气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氨气（NH3） 

测量范围：      0–1000ppm 

最大过载：      2000ppm 

寿命：         1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01 ± 0.002µA/ppm  

分辨率：      1ppm 

响应时间：      T90 < 6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直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4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2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内置过滤器：    有，过滤 H2S、SOx和 NOx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NH3-7L 说明书 

版本：v1.1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氨气（零偏压） 
NH3-7L（0-1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31.8mm（直径）x 20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12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H3-7L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H3-7L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二氧化氮 5 0 

硫化氢 10 25 氯气 10 0 

二氧化硫 10 3 氢气 2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氯气 
Cl2-4H（0-1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Cl2-4H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10ppm 氯气（Cl2）。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Cl2-4H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已成为国

际上氯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 Cl2-4H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很小，对湿度

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接替代其它国

际品牌的 4 系列氯气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氯气（Cl2） 

测量范围：      0–10ppm 

最大过载：      3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75 ± 0.15µA/ppm（负电流） 

分辨率：      0.05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0.2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Cl2-4H 说明书 

版本：v1.1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氯气 
Cl2-4H（0-1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Cl2-4H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Cl2-4H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一氧化氮 35 0 

硫化氢 15 -2 二氧化氮 10 12 

二氧化硫 10 0 氨气 1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氯气 
Cl2-4G（0-5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Cl2-4G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50ppm 氯气（Cl2）。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Cl2-4G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已成为国

际上氯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 Cl2-4G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很小，对湿度

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接替代其它国

际品牌的 4 系列氯气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氯气（Cl2） 

测量范围：      0–50ppm 

最大过载：      1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45 ± 0.2µA/ppm（负电流） 

分辨率：      0.1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0.5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Cl2-4G 说明书 

版本：v1.4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氯气 
Cl2-4G（0-5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Cl2-4G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Cl2-4G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一氧化氮 35 0 

硫化氢 15 -2 二氧化氮 10 12 

二氧化硫 10 0 氨气 1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氯气 
Cl2-4M（0-1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Cl2-4M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100ppm 氯气（Cl2）。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Cl2-4M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已成为国

际上氯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 Cl2-4M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很小，对湿

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接替代其它

国际品牌的 4 系列氯气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氯气（Cl2） 

测量范围：      0–100ppm 

最大过载：      2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25 ± 0.10µA/ppm（负电流） 

分辨率：      0.2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0.5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Cl2-4M 说明书 

版本：v1.0     2016-3-8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氯气 
Cl2-4M（0-1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Cl2-4M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Cl2-4M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一氧化氮 35 0 

硫化氢 15 -2 二氧化氮 10 12 

二氧化硫 10 0 氨气 1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氯气 
Cl2-4L（0-2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Cl2-4L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200ppm 氯气（Cl2）。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Cl2-4L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已成为国

际上氯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 Cl2-4L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很小，对湿度

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接替代其它国

际品牌的 4 系列氯气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氯气（Cl2） 

测量范围：      0–2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18 ± 0.05µA/ppm（负电流） 

分辨率：      0.2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1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Cl2-4L 说明书 

版本：v1.3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氯气 
Cl2-4L（0-2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Cl2-4L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Cl2-4L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一氧化氮 35 0 

硫化氢 15 -2 二氧化氮 10 12 

二氧化硫 10 0 氨气 1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氯气 
Cl2-4XL（0-1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Cl2-4XL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1000ppm 氯气（Cl2）。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技公

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Cl2-4XL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已成

为国际上氯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 Cl2-4XL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很小，

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接替代

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氯气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氯气（Cl2） 

测量范围：      0–10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04 ± 0.015µA/ppm（负电流） 

分辨率：      1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2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Cl2-4XL 说明书 

版本：v1.1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氯气 
Cl2-4XL（0-1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Cl2-4XL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Cl2-4XL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一氧化氮 35 0 

硫化氢 15 -2 二氧化氮 10 12 

二氧化硫 10 0 氨气 1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氯气 
Cl2-7H（0-2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Cl2-7H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20ppm 氯气（Cl2）。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Cl2-7H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已成为国

际上氯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Cl2-7H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很小，对湿度

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接替代其它国

际品牌的 7 系列氯气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氯气（Cl2） 

测量范围：      0–20ppm 

最大过载：      5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75 ± 0.15µA/ppm（负电流）  

分辨率：      0.05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0.2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Cl2-7H 说明书 

版本：v1.1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氯气 
Cl2-7H（0-2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31.8mm（直径）x 20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12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Cl2-7H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Cl2-7H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一氧化氮 35 0 

硫化氢 15 -2 二氧化氮 10 12 

二氧化硫 10 0 氨气 1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氯气 
Cl2-7G（0-5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Cl2-7G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50ppm 氯气（Cl2）。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Cl2-7G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已成为国

际上氯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Cl2-7G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很小，对湿度

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接替代其它国

际品牌的 7 系列氯气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氯气（Cl2） 

测量范围：      0–50ppm 

最大过载：      1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45 ± 0.20µA/ppm（负电流）  

分辨率：      0.1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0.5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Cl2-7G 说明书 

版本：v1.1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氯气 
Cl2-7G（0-5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31.8mm（直径）x 20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12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Cl2-7G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Cl2-7G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一氧化氮 35 0 

硫化氢 15 -2 二氧化氮 10 12 

二氧化硫 10 0 氨气 1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二氧化氮 
NO2-4G（0-2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NO2-4G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20ppm 二氧化氮（NO2）。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技

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NO2-4G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已

成为国际上二氧化氮气体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NO2-4G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

移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

直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二氧化氮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二氧化氮（NO2） 

测量范围：      0–20ppm 

最大过载：      5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60 ± 0.15µA/ppm（负电流）  

分辨率：      0.05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0.2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NO2-4G 说明书 

版本：v2.5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二氧化氮 
NO2-4G（0-2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O2-4G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O2-4G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一氧化氮 35 0 

硫化氢 15 -2 氯气 1 0 

二氧化硫 5 -2 氨气 1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二氧化氮 
NO2-4M（0-2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NO2-4M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200ppm 二氧化氮（NO2）。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

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NO2-4M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

已成为国际上二氧化氮气体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NO2-4M 在适用温度范围

内漂移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

可直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二氧化氮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二氧化氮（NO2） 

测量范围：      0–200ppm 

最大过载：      3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10 ± 0.02µA/ppm（负电流）  

分辨率：      0.2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1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NO2-4M 说明书 

版本：v1.2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二氧化氮 
NO2-4M（0-2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O2-4M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O2-4M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一氧化氮 35 0 

硫化氢 15 -2 氯气 1 0 

二氧化硫 5 -2 氨气 1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二氧化氮 
NO2-4L（0-2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NO2-4L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2000ppm 二氧化氮（NO2）。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

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NO2-4L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

已成为国际上二氧化氮气体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NO2-4L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

漂移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

可直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二氧化氮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二氧化氮（NO2） 

测量范围：      0–20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02 ± 0.01µA/ppm（负电流）  

分辨率：      1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3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NO2-4L 说明书 

版本：v1.3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二氧化氮 
NO2-4L（0-2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O2-4L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O2-4L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一氧化氮 35 0 

硫化氢 15 0 氯气 1 0 

二氧化硫 5 0 氨气 1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二氧化氮 
NO2-4XL（0-5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NO2-4XL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5000ppm 二氧化氮（NO2）。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

科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NO2-4XL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

已成为国际上二氧化氮气体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NO2-4XL 在适用温度范围

内漂移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

可直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二氧化氮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二氧化氮（NO2） 

测量范围：      0–50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01 ± 0.005µA/ppm（负电流）  

分辨率：      2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5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NO2-4XL 说明书 

版本：v1.1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二氧化氮 
NO2-4XL（0-5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O2-4XL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O2-4XL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一氧化氮 35 0 

硫化氢 15 0 氯气 1 0 

二氧化硫 5 0 氨气 1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二氧化氮 
NO2-7H（0-2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NO2-7H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20ppm 二氧化氮（NO2）。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技

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NO2-7H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已

成为国际上二氧化氮气体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NO2-7H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

移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

直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7 系列二氧化氮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二氧化氮（NO2） 

测量范围：      0–20ppm 

最大过载：      1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60 ± 0.15µA/ppm（负电流）  

分辨率：      0.05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0.2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NO2-7H 说明书 

版本：v1.1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二氧化氮 
NO2-7H（0-2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31.8mm（直径）x 20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12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O2-7H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O2-7H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一氧化氮 35 0 

硫化氢 15 -2 氯气 1 0 

二氧化硫 5 -2 氨气 1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二氧化氮 
NO2-7G（0-1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NO2-7G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100ppm 二氧化氮（NO2）。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

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NO2-7G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

已成为国际上二氧化氮气体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NO2-7G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

漂移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

可直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7 系列二氧化氮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二氧化氮（NO2） 

测量范围：      0–100ppm 

最大过载：      2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15 ± 0.05µA/ppm（负电流）  

分辨率：      0.1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0.5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NO2-7G 说明书 

版本：v1.1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二氧化氮 
NO2-7G（0-1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31.8mm（直径）x 20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12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O2-7G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O2-7G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一氧化氮 35 0 

硫化氢 15 -2 氯气 1 0 

二氧化硫 5 -2 氨气 1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二氧化硫 
SO2-4G（0-2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SO2-4G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20ppm 二氧化硫（SO2）。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技

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SO2-4G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已

成为国际上二氧化硫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 SO2-4G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

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

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二氧化硫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二氧化硫（SO2） 

测量范围：      0–20ppm 

最大过载：      15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5 ± 0.1µA/ppm  

分辨率：      0.05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0.2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SO2-4G 说明书 

版本：v1.1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二氧化硫 
SO2-4G（0-2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SO2-4G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SO2-4G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二氧化氮 5 -5 

硫化氢 15 0 氨气 100 0 

一氧化氮 35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二氧化硫 
SO2-4M（0-2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SO2-4M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200ppm 二氧化硫（SO2）。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

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SO2-4M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

已成为国际上二氧化硫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 SO2-4M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

移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

直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二氧化硫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二氧化硫（SO2） 

测量范围：      0–200ppm 

最大过载：      5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15 ± 0.03µA/ppm  

分辨率：      0.5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1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SO2-4M 说明书 

版本：v1.1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二氧化硫 
SO2-4M（0-2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SO2-4M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SO2-4M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二氧化氮 5 -5 

硫化氢 15 0 氨气 100 0 

一氧化氮 35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二氧化硫 
SO2-4ML（0-5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SO2-4ML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500ppm 二氧化硫（SO2）。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

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SO2-4ML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

已成为国际上二氧化硫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 SO2-4ML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

移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

直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二氧化硫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二氧化硫（SO2） 

测量范围：      0–500ppm 

最大过载：      10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07 ± 0.015µA/ppm  

分辨率：      1.0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1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SO2-4ML 说明书 

版本：v1.0       2016-3-8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二氧化硫 
SO2-4ML（0-5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SO2-4ML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SO2-4ML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二氧化氮 5 -5 

硫化氢 15 0 氨气 100 0 

一氧化氮 35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二氧化硫 
SO2-4L（0-2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SO2-4L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2000ppm 二氧化硫（SO2）。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

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SO2-4L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已

成为国际上二氧化硫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 SO2-4L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

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

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二氧化硫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二氧化硫（SO2） 

测量范围：      0–2000ppm 

最大过载：      25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02 ± 0.008µA/ppm  

分辨率：      1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3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SO2-4L 说明书 

版本：v1.2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二氧化硫 
SO2-4L（0-2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SO2-4L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SO2-4L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二氧化氮 5 -5 

硫化氢 15 0 氨气 100 0 

一氧化氮 35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二氧化硫 
SO2-4XL（0-5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SO2-4XL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5000ppm 二氧化硫（SO2）。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

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SO2-4XL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

已成为国际上二氧化硫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 SO2-4XL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

移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

直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二氧化硫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二氧化硫（SO2） 

测量范围：      0–5000ppm 

最大过载：      60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01 ± 0.004µA/ppm  

分辨率：      2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5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SO2-4XL 说明书 

版本：v1.1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二氧化硫 
SO2-4XL（0-5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SO2-4XL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SO2-4XL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二氧化氮 5 -5 

硫化氢 15 0 氨气 100 0 

一氧化氮 35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二氧化硫 
SO2-7H（0-2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SO2-7H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20ppm 二氧化硫（SO2）。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技

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SO2-7H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已

成为国际上二氧化硫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 SO2-7H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

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

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7 系列二氧化硫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二氧化硫（SO2） 

测量范围：      0–20ppm 

最大过载：      1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35 ± 0.10µA/ppm  

分辨率：      0.05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0.2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SO2-7H 说明书 

版本：v1.1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二氧化硫 
SO2-7H（0-2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31.8mm（直径）x 20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12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SO2-7H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SO2-7H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二氧化氮 5 -5 

硫化氢 15 0 氨气 100 0 

一氧化氮 35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二氧化硫 
SO2-7G（0-1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SO2-7G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100ppm 二氧化硫（SO2）。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技

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SO2-7G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已

成为国际上二氧化硫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 SO2-7G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

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

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7 系列二氧化硫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二氧化硫（SO2） 

测量范围：      0–100ppm 

最大过载：      2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08 ± 0.04µA/ppm  

分辨率：      0.1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0.5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SO2-7G 说明书 

版本：v1.1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二氧化硫 
SO2-7G（0-1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31.8mm（直径）x 20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12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SO2-7G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SO2-7G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二氧化氮 5 -5 

硫化氢 15 0 氨气 100 0 

一氧化氮 35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一氧化氮 
NO-4H（0-5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石油气体生产、处理和提炼、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造纸（浆）厂、 

制药、食品饮料、沼气、采矿、军事等行业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定电位电解式气敏元件）  

 
简    介：   NO-4H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 - 50ppm 一氧化氮气体（NO）。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

科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NO-4H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

已成为国际上毒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NO-4H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很小，

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接替代

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 NO 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一氧化氮（NO） 

测量范围：      0–50ppm 

最大过载：      1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1.40 ± 0.40µA/ppm  

分辨率：      0.1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直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1%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5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0.2ppm（ +20℃ 至 +40℃ ）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年  

偏压：         +300mV（注：加偏压的传感器在插入仪  

                 表后必需等 12小时稳定后进行标定）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NO-4H 说明书 

版本：v1.1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一氧化氮 
NO-4H（0-5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O-4H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O-4H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乙醇 500 0 

氢气 1000 0 甲醇 500 0 

氨气 1000 0 甲烷 1000 0 

硫化氢 15 1.5 乙烯 1000 0 

二氧化氮 5 0 环己烷 1000 0 

二氧化硫 5 0 丙酮 10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一氧化氮 
NO-4G（0-25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石油气体生产、处理和提炼、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造纸（浆）厂、 

制药、食品饮料、沼气、采矿、军事等行业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定电位电解式气敏元件）  

 
简    介：   NO-4G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 - 250ppm 一氧化氮气体（NO）。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

顿科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NO-4G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

已成为国际上毒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NO-4G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很小，

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接替代

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 NO 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一氧化氮（NO） 

测量范围：      0–250ppm 

最大过载：      10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40 ± 0.08µA/ppm  

分辨率：      0.5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直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1%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5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1ppm（ +20℃ 至 +40℃ ）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年  

偏压：         +300mV（注：加偏压的传感器在插入仪  

                 表后必需等 12小时稳定后进行标定）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NO-4G 说明书 

版本：v2.0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一氧化氮 
NO-4G（0-25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O-4G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O-4G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乙醇 500 0 

氢气 1000 0 甲醇 500 0 

氨气 1000 0 甲烷 1000 0 

硫化氢 15 1.5 乙烯 1000 0 

二氧化氮 5 0 环己烷 1000 0 

二氧化硫 5 0 丙酮 10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一氧化氮 
NO-4L（0-2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石油气体生产、处理和提炼、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造纸（浆）厂、 

制药、食品饮料、沼气、采矿、军事等行业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定电位电解式气敏元件）  

 
简    介：   NO-4L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 - 2000ppm 一氧化氮气体（NO）。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

顿科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NO-4L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

已成为国际上毒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NO-4L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很小，

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接替代

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 NO 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一氧化氮（NO） 

测量范围：      0–2000ppm 

最大过载：      20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13 ± 0.06µA/ppm  

分辨率：      1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直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1%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5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3ppm（ +20℃ 至 +40℃ ）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年  

偏压：         +300mV（注：加偏压的传感器在插入仪  

                 表后必需等 12小时稳定后进行标定）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NO-4L 说明书 

版本：v1.2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一氧化氮 
NO-4L（0-2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O-4L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O-4L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乙醇 500 0 

氢气 1000 0 甲醇 500 0 

氨气 1000 0 甲烷 1000 0 

硫化氢 15 1.5 乙烯 1000 0 

二氧化氮 5 0 环己烷 1000 0 

二氧化硫 5 0 丙酮 10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一氧化氮 
NO-4XL（0-5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石油气体生产、处理和提炼、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造纸（浆）厂、 

制药、食品饮料、沼气、采矿、军事等行业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定电位电解式气敏元件）  

 
简    介：   NO-4XL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 - 5000ppm 一氧化氮气体（NO）。产品技术来自美国

高顿科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NO-4XL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

迅速，已成为国际上毒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NO-4XL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

移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

直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 NO 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一氧化氮（NO） 

测量范围：      0–5000ppm 

最大过载：      60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06 ± 0.03µA/ppm  

分辨率：      2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直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1%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5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5ppm（ +20℃ 至 +40℃ ）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年  

偏压：         +300mV（注：加偏压的传感器在插入仪  

                 表后必需等 12小时稳定后进行标定）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NO-4XL 说明书 

版本：v1.2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一氧化氮 
NO-4XL（0-5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O-4XL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O-4XL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乙醇 500 0 

氢气 1000 0 甲醇 500 0 

氨气 1000 0 甲烷 1000 0 

硫化氢 15 1.5 乙烯 1000 0 

二氧化氮 5 0 环己烷 1000 0 

二氧化硫 5 0 丙酮 10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一氧化氮 
NO-7H（0-1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石油气体生产、处理和提炼、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造纸（浆）厂、 

制药、食品饮料、沼气、采矿、军事等行业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定电位电解式气敏元件）  

 
简    介：   NO-7H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 - 10ppm 一氧化氮气体（NO）。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

科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NO-7H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

已成为国际上毒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NO-7H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很小，

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接替代

其它国际品牌的 7 系列 NO 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一氧化氮（NO） 

测量范围：      0–10ppm 

最大过载：      5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1.50 ± 0.30µA/ppm  

分辨率：      0.05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直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1%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5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0.2ppm（ +20℃ 至 +40℃ ）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年  

偏压：         +300mV（注：加偏压的传感器在插入仪  

                 表后必需等 12小时稳定后进行标定）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NO-7H 说明书 

版本：v1.1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一氧化氮 
NO-7H（0-1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31.8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12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O-7H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O-7H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乙醇 500 0 

氢气 1000 0 甲醇 500 0 

氨气 1000 0 甲烷 1000 0 

硫化氢 15 1.5 乙烯 1000 0 

二氧化氮 5 0 环己烷 1000 0 

二氧化硫 5 0 丙酮 10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一氧化氮 
NO-7G（0-1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石油气体生产、处理和提炼、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造纸（浆）厂、 

制药、食品饮料、沼气、采矿、军事等行业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定电位电解式气敏元件）  

 
简    介：   NO-7G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 - 100ppm 一氧化氮气体（NO）。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

顿科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NO-7G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

已成为国际上毒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NO-7G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很小，

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接替代

其它国际品牌的 7 系列 NO 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一氧化氮（NO） 

测量范围：      0–100ppm 

最大过载：      10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55 ± 0.11µA/ppm  

分辨率：      0.1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直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1%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5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0.5ppm（ +20℃ 至 +40℃ ）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年  

偏压：         +300mV（注：加偏压的传感器在插入仪  

                 表后必需等 12小时稳定后进行标定）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NO-7G 说明书 

版本：v1.2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一氧化氮 
NO-7G（0-1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31.8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12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O-7G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NO-7G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乙醇 500 0 

氢气 1000 0 甲醇 500 0 

氨气 1000 0 甲烷 1000 0 

硫化氢 15 1.5 乙烯 1000 0 

二氧化氮 5 0 环己烷 1000 0 

二氧化硫 5 0 丙酮 10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氢气 
H2-4H（0-1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石油气体生产、处理和提炼、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造纸（浆）厂、 

制药、食品饮料、汽车、电镀处理、采矿、军事等行业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H2-4H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 - 100ppm 氢气（H2）。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H2-4H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已成为国

际上氢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H2-4H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很小，对湿度

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接替代其它国

际品牌的 4 系列 H2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氢气（H2） 

测量范围：      0–100ppm 

最大过载：      2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12 ± 0.03µA/ppm  

分辨率：      0.1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直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0.5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内置过滤器：    有，过滤 H2S、SOx和 NOx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H2-4H 说明书 

版本：v1.1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氢气 
H2-4H（0-1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H2-4H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H2-4H 响应（ppm） 

硫化氢 100 0 乙醇 500 0 

一氧化碳 100 200 氨气 500 0 

二氧化硫 20 0 甲烷 1000 0 

一氧化氮 25 5 乙烯 100 75 

二氧化氮 5 0 环己烷 1000 0 

氯气 10 0 丙酮 10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氢气 
H2-4G（0-1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石油气体生产、处理和提炼、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造纸（浆）厂、 

制药、食品饮料、汽车、电镀处理、采矿、军事等行业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H2-4G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 - 1000ppm 氢气（H2）。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H2-4G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已成为国

际上氢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H2-4G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很小，对湿度

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接替代其它国

际品牌的 4 系列 H2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氢气（H2） 

测量范围：      0–1000ppm 

最大过载：      20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02 ± 0.01µA/ppm  

分辨率：      1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直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2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内置过滤器：    有，过滤 H2S、SOx和 NOx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H2-4G 说明书 

版本：v1.3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氢气 
H2-4G（0-1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H2-4G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H2-4G 响应（ppm） 

硫化氢 100 0 乙醇 500 0 

一氧化碳 100 200 氨气 500 0 

二氧化硫 20 0 甲烷 1000 0 

一氧化氮 25 5 乙烯 100 75 

二氧化氮 5 0 环己烷 1000 0 

氯气 10 0 丙酮 10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氢气 
H2-4XL（0-5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石油气体生产、处理和提炼、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造纸（浆）厂、 

制药、食品饮料、汽车、电镀处理、采矿、军事等行业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H2-4XL 特大量程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 - 5000ppm 氢气（H2）。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

顿科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H2-4XL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

已成为国际上氢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H2-4XL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很小，

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接替代

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 H2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氢气（H2） 

测量范围：      0–5000ppm 

最大过载：      100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004 ± 0.002µA/ppm  

分辨率：      2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直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5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内置过滤器：    有，过滤 H2S、SOx和 NOx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H2-4XL 说明书 

版本：v1.1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氢气 
H2-4XL（0-5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H2-4XL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H2-4XL 响应（ppm） 

硫化氢 100 0 乙醇 500 0 

一氧化碳 100 200 氨气 500 0 

二氧化硫 20 0 甲烷 1000 0 

一氧化氮 25 5 乙烯 100 75 

二氧化氮 5 0 环己烷 1000 0 

氯气 10 0 丙酮 10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氢气 
H2-4XXL（0-10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石油气体生产、处理和提炼、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造纸（浆）厂、 

制药、食品饮料、汽车、电镀处理、采矿、军事等行业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H2-4XXL 超大量程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 - 10000ppm 氢气（H2）。产品技术来自美国

高顿科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H2-4XXL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

迅速，已成为国际上氢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H2-4XXL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

漂移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

可直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 H2 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氢气（H2） 

测量范围：      0–10000ppm 

最大过载：      200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002 ± 0.001µA/ppm  

分辨率：      3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直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5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内置过滤器：    有，过滤 H2S、SOx和 NOx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H2-4XXL 说明书 

版本：v1.0       2016-3-8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氢气 
H2-4XXL（0-10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H2-4XXL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H2-4XXL 响应（ppm） 

硫化氢 100 0 乙醇 500 0 

一氧化碳 100 200 氨气 500 0 

二氧化硫 20 0 甲烷 1000 0 

一氧化氮 25 5 乙烯 100 75 

二氧化氮 5 0 环己烷 1000 0 

氯气 10 0 丙酮 10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氢气 
H2-7G（0-1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石油气体生产、处理和提炼、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造纸（浆）厂、 

制药、食品饮料、汽车、电镀处理、采矿、军事等行业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H2-7G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 - 1000ppm 氢气（H2）。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H2-7G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已成为国

际上氢气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H2-7G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很小，对湿度

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接替代其它国

际品牌的 7 系列 H2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氢气（H2） 

测量范围：      0–1000ppm 

最大过载：      20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03 ± 0.01µA/ppm  

分辨率：      1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直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2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内置过滤器：    有，过滤 H2S、SOx和 NOx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H2-7G 说明书 

版本：v1.2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氢气 
H2-7G（0-1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31.8mm（直径）x 20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12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H2-7G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H2-7G 响应（ppm） 

硫化氢 100 0 乙醇 500 0 

一氧化碳 100 200 氨气 500 0 

二氧化硫 20 0 甲烷 1000 0 

一氧化氮 25 5 乙烯 100 75 

二氧化氮 5 0 环己烷 1000 0 

氯气 10 0 丙酮 10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氯化氢 
HCl-4G（0-5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Type（电化学定电位电解式气敏元件） 

 
简    介：   HCl-4G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50ppm 氯化氢气体（HCl）。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

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HCl-4G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已

成为国际上氯化氢气体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HCl-4G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

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

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 HCl 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氯化氢（HCl） 

测量范围：      0–50ppm 

最大过载：      1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30 ± 0.10µA/ppm 

分辨率：      0.1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0.5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300 mV（注：加偏压的传感器在插入 

                 仪表后必需等 12小时稳定后进行标定）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HCl-4G 说明书 

版本：v1.3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氯化氢 
HCl-4G（0-5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6 个月（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HCl-4G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HCl-4G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一氧化氮 20 45 

氢气 1000 0 氮气 100% 0 

二氧化硫 5 10 硫化氢 15 6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氯化氢 
HCl-4M（0-2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Type（电化学定电位电解式气敏元件） 

 
简    介：   HCl-4M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200ppm 氯化氢气体（HCl）。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

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HCl-4M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

已成为国际上氯化氢气体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HCl-4M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

移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

直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 HCl 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氯化氢（HCl） 

测量范围：      0–200ppm 

最大过载：      4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10 ± 0.03µA/ppm 

分辨率：      0.2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1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300 mV（注：加偏压的传感器在插入 

                 仪表后必需等 12小时稳定后进行标定）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HCl-4M 说明书 

版本：v1.1       2015-12-5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氯化氢 
HCl-4M（0-2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6 个月（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HCl-4M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HCl-4M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一氧化氮 20 45 

氢气 1000 0 氮气 100% 0 

二氧化硫 5 10 硫化氢 15 6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氯化氢 
HCl-4L（0-1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Type（电化学定电位电解式气敏元件） 

 
简    介：   HCl-4L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1000ppm 氯化氢气体（HCl）。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

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HCl-4L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已

成为国际上氯化氢气体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HCl-4L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

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

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 HCl 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氯化氢（HCl） 

测量范围：      0–1000ppm 

最大过载：      20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015 ± 0.005µA/ppm 

分辨率：      1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2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300 mV（注：加偏压的传感器在插入 

                 仪表后必需等 12小时稳定后进行标定）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HCl-4L 说明书 

版本：v1.1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氯化氢 
HCl-4L（0-1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6 个月（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HCl-4L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HCl-4L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一氧化氮 20 45 

氢气 1000 0 氮气 100% 0 

二氧化硫 5 10 硫化氢 15 6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氰化氢 
HCN-4G（0-5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HCN-4G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50ppm 氰化氢气体（HCN）。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

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HCN-4G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

已成为国际上氰化氢气体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HCN-4G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

移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

直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 HCN 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氰化氢（HCN） 

测量范围：      0–50ppm 

最大过载：      1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10 ± 0.020µA/ppm 

分辨率：      0.1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0.5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HCN-4G 说明书 

版本：v1.2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氰化氢 
HCN-4G（0-5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6 个月（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HCN-4G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HCN-4G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一氧化氮 20 0 

二氧化硫 5 1.5 氮气 100% 0 

二氧化氮 5 -3 硫化氢 15 3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氰化氢 
HCN-4M（0-2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HCN-4M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200ppm 氰化氢气体（HCN）。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

科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HCN-4M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

已成为国际上氰化氢气体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HCN-4M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

漂移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

可直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 HCN 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氰化氢（HCN） 

测量范围：      0–200ppm 

最大过载：      4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03 ± 0.005µA/ppm 

分辨率：      0.2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1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HCN-4M 说明书 

版本：v1.1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氰化氢 
HCN-4M（0-2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6 个月（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HCN-4M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HCN-4M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一氧化氮 20 0 

二氧化硫 5 1.5 氮气 100% 0 

二氧化氮 5 -3 硫化氢 15 3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氰化氢 
HCN-4L（0-1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HCN-4L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1000ppm 氰化氢气体（HCN）。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

科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HCN-4L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

已成为国际上氰化氢气体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HCN-4L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

移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

直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 HCN 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氰化氢（HCN） 

测量范围：      0–1000ppm 

最大过载：      20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008 ± 0.0015µA/ppm 

分辨率：      1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2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HCN-4L 说明书 

版本：v1.1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氰化氢 
HCN-4L（0-1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6 个月（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HCN-4L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HCN-4L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一氧化氮 20 0 

二氧化硫 5 1.5 氮气 100% 0 

二氧化氮 5 -3 硫化氢 15 3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氰化氢 
HCN-7M（0-2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HCN-7M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200ppm 氰化氢（HCN）。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技

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HCN-7M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已

成为国际上氰化氢气体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HCN-7M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

移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

直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7 系列氰化氢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氰化氢（HCN） 

测量范围：      0–200ppm 

最大过载：      4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20 ± 0.05µA/ppm  

分辨率：      0.2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1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HCN-7M 说明书 

版本：v1.2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氰化氢 
HCN-7M（0-2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31.8mm（直径）x 20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12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HCN-7M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HCN-7M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一氧化氮 20 0 

二氧化硫 5 1.5 氨气 50 0 

二氧化氮 5 -3 硫化氢 15 3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臭氧 
O3-4H（0-5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O3-4H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5ppm 臭氧气体（O3）。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O3-4H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已成为国

际上臭氧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O3-4H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很小，对湿度

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接替代其它国

际品牌的 4 系列 O3 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臭氧（O3） 

测量范围：      0–5ppm 

最大过载：      2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1.0 ± 0.2µA/ppm（负电流） 

分辨率：      0.01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0.1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0mV）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O3-4H 说明书 

版本：v1.2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臭氧 
O3-4H（0-5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6 个月（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O3-4H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O3-4H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一氧化氮 20 0 

二氧化硫 5 -1.5 氯气 1 0.6 

二氧化氮 5 3 硫化氢 15 -1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臭氧 
O3-4G（0-2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O3-4G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20ppm 臭氧气体（O3）。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技公

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O3-4G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已成为

国际上臭氧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O3-4G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很小，对湿

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接替代其它

国际品牌的 4 系列 O3 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臭氧（O3） 

测量范围：      0–20ppm 

最大过载：      5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60 ± 0.15µA/ppm（负电流） 

分辨率：      0.05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0.2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0mV）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O3-4G 说明书 

版本：v1.4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臭氧 
O3-4G（0-2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6 个月（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O3-4G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O3-4G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一氧化氮 20 0 

二氧化硫 5 -1.5 氯气 1 0.6 

二氧化氮 5 3 硫化氢 15 -1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臭氧 
O3-4GM（0-5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O3-4GM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50ppm 臭氧气体（O3）。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技

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O3-4GM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已

成为国际上臭氧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O3-4GM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很小，

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接替代

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 O3 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臭氧（O3） 

测量范围：      0–50ppm 

最大过载：      1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30 ± 0.08µA/ppm（负电流） 

分辨率：      0.1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0.5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0mV）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O3-4GM 说明书 

版本：v1.1      2015-11-8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臭氧 
O3-4GM（0-5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6 个月（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O3-4GM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O3-4GM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一氧化氮 20 0 

二氧化硫 5 -1.5 氯气 1 0.6 

二氧化氮 5 3 硫化氢 15 -1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臭氧 
O3-4M（0-2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O3-4M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200ppm 臭氧气体（O3）。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技

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O3-4M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已成

为国际上臭氧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O3-4M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很小，对

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接替代其

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 O3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臭氧（O3） 

测量范围：      0–200ppm 

最大过载：      3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10 ± 0.02µA/ppm（负电流） 

分辨率：      0.2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1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0mV）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O3-4M 说明书 

版本：v1.3      2015-11-8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臭氧 
O3-4M（0-2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6 个月（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O3-4M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O3-4M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一氧化氮 20 0 

二氧化硫 5 -1.5 氯气 1 0.6 

二氧化氮 5 3 硫化氢 15 -1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臭氧 
O3-4L（0-1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O3-4L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1000ppm 臭氧气体（O3）。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技

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O3-4L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已成

为国际上臭氧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O3-4L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很小，对

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接替代其

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 O3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臭氧（O3） 

测量范围：      0–1000ppm 

最大过载：      20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02 ± 0.005µA/ppm（负电流） 

分辨率：      1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2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0mV）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O3-4L 说明书 

版本：v1.2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臭氧 
O3-4L（0-1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6 个月（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O3-4L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O3-4L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一氧化氮 20 0 

二氧化硫 5 -1.5 氯气 1 0.6 

二氧化氮 5 3 硫化氢 15 -1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臭氧 
O3-7H（0-1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O3-7H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10ppm 臭氧（O3）。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O3-7H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已成为国

际上臭氧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 O3-7H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很小，对湿度

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接替代其它国

际品牌的 7 系列臭氧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臭氧（O3） 

测量范围：      0–10ppm 

最大过载：      2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75 ± 0.15µA/ppm （负电流） 

分辨率：      0.05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0.2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O3-7H 说明书 

版本：v1.1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臭氧 
O3-7H（0-1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15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31.8mm（直径）x 20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12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O3-7H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O3-7H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一氧化氮 20 0 

二氧化硫 15 -1.5 氨气 1 0.6 

二氧化氮 5 3 硫化氢 15 -1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磷化氢 
PH3-4G（0-2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PH3-4G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20ppm 磷化氢气体（PH3）。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

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PH3-4G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

已成为国际上磷化氢气体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PH3-4G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

移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

直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 PH3 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磷化氢（PH3） 

测量范围：      0–20ppm 

最大过载：      1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1.4 ± 0.6µA/ppm 

分辨率：      0.05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0.2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PH3-4G 说明书 

版本：v1.1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磷化氢 
PH3-4G（0-2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6 个月（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PH3-4G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PH3-4G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一氧化氮 20 0 

二氧化硫 5 1.5 氨气 50 0 

二氧化氮 5 -3 硫化氢 15 11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磷化氢 
PH3-4M（0-2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PH3-4M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200ppm 磷化氢气体（PH3）。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

科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PH3-4M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

已成为国际上磷化氢气体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PH3-4M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

漂移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

可直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 PH3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磷化氢（PH3） 

测量范围：      0–200ppm 

最大过载：      4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14 ± 0.06µA/ppm 

分辨率：      0.2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1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PH3-4M 说明书 

版本：v1.1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磷化氢 
PH3-4M（0-2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6 个月（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PH3-4M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PH3-4M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一氧化氮 20 0 

二氧化硫 5 1.5 氨气 50 0 

二氧化氮 5 -3 硫化氢 15 11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磷化氢 
PH3-4L（0-1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PH3-4L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1000ppm 磷化氢气体（PH3）。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

科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PH3-4L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

已成为国际上磷化氢气体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PH3-4L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

移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

直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 PH3 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磷化氢（PH3） 

测量范围：      0–1000ppm 

最大过载：      20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07 ± 0.04µA/ppm 

分辨率：      1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2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PH3-4L 说明书 

版本：v1.1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磷化氢 
PH3-4L（0-1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6 个月（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PH3-4L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PH3-4L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一氧化氮 20 0 

二氧化硫 5 4 氨气 50 0 

二氧化氮 5 -2 硫化氢 15 5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磷化氢 
PH3-7G（0-5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PH3-7G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50ppm 磷化氢（PH3）。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技公

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PH3-7G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已成

为国际上磷化氢气体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PH3-7G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很

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接

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7 系列磷化氢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磷化氢（PH3） 

测量范围：      0–50ppm 

最大过载：      1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60 ± 0.15µA/ppm  

分辨率：      0.1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0.5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PH3-7G 说明书 

版本：v1.1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磷化氢 
PH3-7G（0-5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31.8mm（直径）x 20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12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PH3-7G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PH3-7G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一氧化氮 20 0 

二氧化硫 5 1.5 氨气 50 0 

二氧化氮 5 -3 硫化氢 15 11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磷化氢 
PH3-7L（0-1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PH3-7L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1000ppm 磷化氢（PH3）。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技

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PH3-7L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已成

为国际上磷化氢气体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PH3-7L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很

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接

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7 系列磷化氢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磷化氢（PH3） 

测量范围：      0–1000ppm 

最大过载：      20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10 ± 0.02µA/ppm  

分辨率：      1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2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PH3-7L 说明书 

版本：v1.2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磷化氢 
PH3-7L（0-1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31.8mm（直径）x 20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12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PH3-7L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PH3-7L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一氧化氮 20 0 

二氧化硫 5 1.5 氨气 50 0 

二氧化氮 5 -3 硫化氢 15 11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甲醛 
CH2O-4G（0-1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石油气体生产、处理和提炼、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造纸（浆）厂、 

制药、食品饮料、汽车、电镀处理、采矿、军事等行业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CH2O-4G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 - 10ppm 甲醛（CH2O）。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技

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CH2O-4G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已

成为国际上甲醛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CH2O-4G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很小，

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接替代

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甲醛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甲醛（CH2O） 

测量范围：      0–10ppm 

最大过载：      3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1.2 ± 0.3µA/ppm  

分辨率：      0.05ppm 

响应时间：      T90 < 45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直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0.2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内置过滤器：    无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CH2O-4G 说明书 

版本：v1.1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甲醛 
CH2O-4G（0-1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干扰气体 交叉响应灵敏度（%） 

氢气 5 

一氧化碳 20 

其它还原性气体如乙醇也有一定干扰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甲醛 
CH2O-4M（0-1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石油气体生产、处理和提炼、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造纸（浆）厂、 

制药、食品饮料、汽车、电镀处理、采矿、军事等行业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CH2O-4M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 - 100ppm 甲醛（CH2O）。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技

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CH2O-4M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已

成为国际上甲醛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CH2O-4M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很小，

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接替代

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甲醛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甲醛（CH2O） 

测量范围：      0–100ppm 

最大过载：      2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4 ± 0.1µA/ppm  

分辨率：      0.5ppm 

响应时间：      T90 < 45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直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0.5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内置过滤器：    无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CH2O-4M 说明书 

版本：v1.0       2016-3-8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甲醛 
CH2O-4M（0-1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干扰气体 交叉响应灵敏度（%） 

氢气 5 

一氧化碳 20 

其它还原性气体如乙醇也有一定干扰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甲醛 
CH2O-4L（0-1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石油气体生产、处理和提炼、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造纸（浆）厂、 

制药、食品饮料、汽车、电镀处理、采矿、军事等行业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CH2O-4L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 - 1000ppm 甲醛（CH2O）。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

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CH2O-4L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

已成为国际上甲醛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CH2O-4L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移很

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直接

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甲醛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甲醛（CH2O） 

测量范围：      0–1000ppm 

最大过载：      20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04 ± 0.01µA/ppm  

分辨率：      1ppm 

响应时间：      T90 < 45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直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4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2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内置过滤器：    无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CH2O-4L 说明书 

版本：v1.1       2015-12-2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甲醛 
CH2O-4L（0-100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干扰气体 交叉响应灵敏度（%） 

氢气 5 

一氧化碳 20 

其它还原性气体如乙醇也有一定干扰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二氧化氯 
ClO2-4H（0-1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ClO2-4H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1ppm 二氧化氯气体（ClO2）。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

科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ClO2-4H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

已成为国际上二氧化氯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 ClO2-4H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

移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

直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二氧化氯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二氧化氯（ClO2） 

测量范围：      0–1ppm 

最大过载：      1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65 ± 0.25µA/ppm（负电流） 

分辨率：      0.02ppm 

响应时间：      T90 < 45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02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0.01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ClO2-4H 说明书 

版本：v1.0      2016-2-26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二氧化氯 
ClO2-4H（0-1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ClO2-4H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ClO2-4H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一氧化氮 35 0 

硫化氢 15 -2 二氧化氮 10 12 

二氧化硫 10 0 氨气 1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二氧化氯 
ClO2-4G（0-5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ClO2-4G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50ppm 二氧化氯气体（ClO2）。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

顿科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ClO2-4G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

速，已成为国际上二氧化氯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 ClO2-4G 在适用温度范围

内漂移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

可直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二氧化氯传感器。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二氧化氯（ClO2） 

测量范围：      0–50ppm 

最大过载：      10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40 ± 0.18µA/ppm（负电流） 

分辨率：      0.05ppm 

响应时间：      T90 < 45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02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0.05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文件：       ClO2-4G 说明书 

版本：v1.0      2016-2-26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二氧化氯 
ClO2-4G（0-5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ClO2-4G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ClO2-4G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一氧化氮 35 0 

硫化氢 15 -2 二氧化氮 10 12 

二氧化硫 10 0 氨气 100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Golden Scientific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www.goldensensor.com 

甲硫醇 
CH3SH-4G（0-10ppm） 

美国高顿科技公司 

Golden Scientific 

应    用 ： 化工厂、炼油厂、化肥生产、公共设施、污水处理、制药、食品饮料、汽车、采矿、军事等行业

的安全检测、环保监测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 

 

 

 

  

 

 

 

性能参数  

测量气体：  甲硫醇（CH3SH） 

测量范围：      0–10ppm 

最大过载：      50ppm 

寿命：         2 年（空气中）  

灵敏度：      0.70 ± 0.15µA/ppm  

分辨率：      0.05ppm 

响应时间：      T90 < 30 秒 

重现性：      1%输出信号  

输出线性度：    线性  

适用温度：     -20℃ 至 +50℃  

适用压力：      大气压 ± 10%  

适用湿度：      15 to 90% RH（相对湿度）、非凝结  

压力系数：     < 0.02%信号/mBar  

基线范围：     < ±0.1µA  

最大零点漂移：  相当于 0.1ppm（-20℃ 至 +40℃）  

长期飘移：      < 2% 信号损失/月  

偏压：         不需要  

负载电阻：     10Ω 

保质期：   1 年（从发货日起） 

工作原理： Electrochemistry Fuel Cell Type（电化学式燃料电池型气敏元件） 

 
简    介：   CH3SH-4G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准确检测 0-10ppm 甲硫醇（CH3SH）。产品技术来自美国高顿科

技公司（Golden Scientific），在中国组装生产，使用进口原材料。CH3SH-4G 准确、灵敏、稳定可靠、响应迅速，

已成为国际上甲硫醇检测的主流传感器，优于光学和半导体等气体检测方法。 CH3SH-4G 在适用温度范围内漂

移很小，对湿度和气压变化不敏感，响应时间短，呈稳定的平台形响应，具有优越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可

直接替代其它国际品牌的 4 系列甲硫醇传感器。 

注意事项   

传感器引脚必须通过 pcb 板上的插座连接，不允

许直接将线焊接到引脚上，否则保质期将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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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参数  

外形尺寸：       20.4mm（直径）x 20.95mm（高）（详见前图）；    重量：     4.8 克  

方向敏感性：  无；   货架寿命：   一年（在高顿传感包装瓶中）  储存温度：     0-20℃  

气体类型 浓度（ppm） CH3SH-4G 响应（ppm） 气体类型 浓度（ppm） CH3SH-4G 响应（ppm） 

一氧化碳 100 0 二氧化氮 5 -4 

硫化氢 15 ＜30 氨气 100 0 

一氧化氮 35 0 
   

 

 无锡高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Wuxi Golden Technologies, Ltd 

网 址： www.goldensensor.com；www.goldensensor.cn.alibaba.com  

电 话： 0510-85629653、189-2111-7577、189-2128-2077 

地 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国家传感信息中心 B1-502 

邮 编： 214131 

响应温度特性 

基线温度特性 

特性曲线  

 
抗干扰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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