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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声明

小心

小心声明表示存在危险。它表示
在执行某个操作步骤或操作方
法时必须加以注意；如果操作
不当或没有遵守相应的规程，则
可能会导致产品损坏或重要数
据丢失。只有完全理解并符合指
定的条件时，才可以忽略小心事
项的要求继续进行操作。

警告

“ 警告 ” 声明表示存在危险。它
表示在执行某个操作步骤或操
作方法时必须加以注意；如果
操作不当或没有遵守相应的规
程，则可能会导致人身伤亡。只
有完全理解并符合指定的条件
时，才可以忽略警告声明的要
求继续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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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包括 “ 重要安全警告 ”，此部分列出适用于所有用户的重要安全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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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前言

本文档介绍适用于 Agilent Technologies 5975T LTM GC/MSD 的现场安装说明。

5975T LTM GC/MSD 系统包括：
• 5975T LTM GC/MSD 基本主机
• 可选的离子规和控制器
• 可选的 7693 系列自动液体进样器
• 可选的标准便携式 PC MSD 化学工作站包 

有关其他信息，请参阅您的 MSD 化学工作站文档
• 可用的前级真空泵

• IDP3 干泵
• MVP-055-3 干泵
• 湿旋片式真空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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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显示 5975T LTM GC/MSD 系统的正面。

图 1 5975T LTM GC/MSD 系统

本地控制面板

MSD 门

LTM 门

电源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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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重要安全警告

在使用 GC/MSD 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重要的安全声明。

GC/MSD 的多个内部部件均带有危险电压
如果 GC/MSD 与电源相连，即使电源开关已经关闭，下列部件上仍会存在潜在的  
危险电压：
• GC/MSD 电源线和交流电源之间的连接线
• 交流电源本身
• 从交流电源到电源开关的连接线

打开电源开关后，以下部件上也可能存在潜在的危险电压：
• 仪器内的所有电子线路板。
• 与这些线路板相连的内部线缆。
• 与任何加热器 （柱箱、检测器、进样口或阀箱）相连的线缆。

静电释放可能会损坏 GC/MSD 的电子设备
静电释放可能会损坏 GC/MSD 中的印制电路板。除非绝对必要，否则请勿触摸任  
何电路板。如果必须拿取这些电路板，则请配戴接地腕带，并采取其他防静电预
防措施。无论何时取下 MSD 右侧的外壳时，都应配戴接地腕带。

警告 所有这些部件都带有屏蔽外壳。当这些屏蔽外壳安装到位时，很难意外接触到
这些危险电压。除非明确指出，否则切勿在检测器、进样口或柱箱工作时卸下
外壳。

警告 如果电源线的绝缘外皮出现磨损或老化，则必须更换电源线。请联系您的
Agilent 维修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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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部件都带有危险的高温
GC/MSD 许多部件的工作温度都很高，足以严重烫伤操作人员。这些部件包括但 
不限于：
• 进样口
• 保护柱外壳及其内部元件
• 连接保护柱与进样口、 LTM 色谱柱和 MSD 的保护柱螺母
• 质量分析仪
• 前级泵

在开始对仪器的部件进行维护前，请尽可能待其冷却。如果必须对高温部件进行
维护，请使用扳手并配戴手套。

标准前级泵下的油盘可能会是一个火灾隐患。
油盘中的油布、纸巾和类似的吸收物可能会点燃，损坏前级泵以及 GC/MSD 其他  
部件。

警告 进样口周围的绝缘材料由耐火陶瓷纤维组成。为避免吸入纤维微粒，建议采取
以下安全措施：保持工作区域通风；穿着长袖服装、配戴手套、护目镜和一次
性防尘雾口罩；将隔热材料放入密封的塑料袋中；处理隔热材料后使用中性
肥皂和冷水洗手。

警告 前级 （粗真空）泵下面的、上面的或附近的易燃物 （或易燃／非易燃的灯芯
材料）构成一个火灾隐患。保持油盘清洁，但是不能将纸巾之类的吸收材料留
在里面。

警告 泵废气中包含载气和微量溶剂、分析物和前级泵油。提供的集油器仅阻挡泵
油。它不 收集或过滤有毒的化学物质。如果您使用有毒溶剂或有毒或易燃载 
气，或分析有毒化学物质，请不要安装集油器。安装一条软管，将泵废气排出
到通风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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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氢气安全

 

氢气是一种常用的 GC 载气。氢气有潜在的爆炸危险，并具有其他的危险特性。
• 氢气在很大的浓度范围内都是易燃的。在大气压力下，氢气的体积浓度在 4% 

到 74.2% 之间时是易燃的。
• 氢气的燃烧速度是所有气体中 高的。
• 氢气的点火能非常低。
• 氢气在脱离高压作用迅速膨胀时可以自燃。
• 亮光下不可见的非明火会引燃氢气。

警告 使用氢气 (H2) 作为载气存在潜在的危险。

警告 使用 H2 作为载气或燃料气时，应了解氢气可能流入保护柱外壳，并具有爆炸  
的危险。因此，应确保在所有连接均设置好之后再打开供气阀门，还应确保向
仪器输送氢气时，进样口、 MSD 和色谱柱接头始终与一根色谱柱相连，或始 
终配有封盖。
氢气是易燃气体。如果泄漏的氢气被限制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可能会有燃烧
或爆炸的危险。任何情况下用到氢气时，都应在操作仪器前检查所有连接、管
线和阀门是否有泄漏现象。维护仪器前务必始终关闭氢气的供气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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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GC/MSD 的特殊危险
使用氢气存在多种危险。有些危险是一般性的，而另外一些则是操作 GC 或 GC/MSD   
时所特有的。这些危险包括但不限于：
• 泄露的氢气燃烧。
• 脱离高压汽缸的氢气迅速膨胀时燃烧。
• 保护柱外壳中积聚了氢气并由此燃烧。
• MSD 中积聚了氢气并由此燃烧。

MSD 中积聚了氢气

所有用户都应知道造成氢气积聚的各种途径 （见表 1） ，并应知道在确信或怀疑 
有氢气积聚时采取何种预防措施。请注意，这些途径适用于所有 质谱仪 （包括 
MSD）。

警告 MSD 不能检测进样口和／或检测器气流管道是否漏气。鉴于此原因，色谱柱 
接头务必与色谱柱相连，或安装有盖子或塞子，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表 1  氢气积聚途径 

途径 结果

关闭质谱仪 可以是有意关闭质谱仪。也可能因内部或外部
故障造成意外关闭质谱仪。如果出现外部故
障，质谱仪关闭时并不会切断载气流。因此，
质谱仪中会逐渐积聚氢气。但是，如果出现外
部电源故障， EPC 将关闭，并切断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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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注意事项
操作使用氢气载气的 GC/MSD 系统时应注意以下预防措施。

设备预防措施
确保用手指拧紧前部侧板上的指旋螺钉。请勿过度拧紧指旋螺钉，否则会引起
漏气。

质谱仪的手动关闭阀关闭 有些质谱仪配有手动的前级泵断流阀。在这些
仪器中，操作人员可以关闭断流阀。关闭断流
阀并不会切断载气流。因此，质谱仪中会逐渐
积聚氢气。

表 1  氢气积聚途径 （续）

途径 结果

警告 一旦质谱仪中积聚了氢气，排除时必须格外小心。错误启动充满氢气的质谱仪
可能会引起爆炸。

警告 电源出现故障后，质谱仪可以自行启动并开始执行抽真空操作。但这并不保证
会排除系统中的所有氢气，也不保证不再有爆炸的危险。

警告 如果未按上述说明确保所用 MSD 的安全，则发生爆炸造成人身伤害的可能性  
会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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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实验室预防措施
• 避免载气管线漏气。使用泄漏检查设备定期检查是否有氢气泄漏现象。
• 尽量清除实验室中的所有点火源 （明火、可产生火花的设备及静电等）。
• 切勿让高压汽缸中的氢气直接排入大气中 （会有自燃的危险）。
• 使用氢气发生器，而不要使用瓶装氢气。

操作预防措施
• 每次关闭仪器时都要关闭氢气源。
• 每次为 MSD 放空时都要关闭氢气源 （没有载气流速时，请勿加热毛细管色谱  

柱）。
• 每次关闭 MSD 中的关闭阀时都要关闭氢气源 （没有载气流速时，请勿加热  

毛细管色谱柱）。
• 如果电源发生故障，请立即关闭氢气源。
• 如果在 GC/MSD 系统无人值守的情况下，电源出现故障，则即使系统自己重  

新启动了，仍要执行以下操作：
1 只要注意到这种情况，就应立即关闭氢气源。
2 关闭仪器并让其冷却 1 个小时。
3 清除室内所有潜在点火源。
4 打开 MSD 真空腔使其暴露在外。
5 至少等待 10 分钟以散去所有氢气。
6 正常启动仪器。

使用氢气时，请参照您当地的环境健康与安全 (EHS) 标准对系统进行检查，判断  
是否有漏气现象，以避免出现燃烧或爆炸的危险。更换储气罐或对供气管线进行
维护后务必检查是否存在漏气现象。务必确保排气管道与通风橱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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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安全与规范认证

5975T LTM GC/MSD 符合下列安全标准：
• 加拿大标准协会 (CSA)：CAN/CSA-C222 No. 61010-1

• 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61010–1

• 欧洲标准 (EN)：61010–1

5975T LTM GC/MSD 符合以下电磁兼容 (EMC) 和射频干扰 (RFI) 规范：
• CISPR 11/EN 55011：1 组，A 类
• IEC/EN 61326

• AUS/NZ 

此 ISM 设备符合加拿大 ICES-001 标准。Cet appareil ISM est conforme a la norme           
NMB—001 du Canada.

5975T LTM GC/MSD 是根据 ISO 9001 认可的质量体系设计和生产的。

信息
Agilent Technologies 5975T LTM GC/MSD 符合以下 IEC （国际电工委员会）分      
类：设备类 I，实验室设备，安装类别 II，污染程度 2。

该设备经过符合国际公认的安全标准的设计与检测，并设计为固定或移动实验室
使用。使用本仪器时，如果不遵守制造商提供的操作规范，可能会削弱仪器的防
护功能。一旦 MSD 的安全保护装置受损，请切断设备的所有电源，并保护设备避  
免意外操作。

请联系合格的服务人员进行维修。更换部件或未经授权对仪器进行改装可能会带
来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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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无论是操作仪器，还是维护或修理仪器，都必须遵守手册或仪器上的警告信息。
如果不采取这些预防措施，将会违反设计的安全标准和仪器的正确使用方法。
Agilent Technologies 对客户由于不遵守这些规范所造成的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随附的说明。

表示高温表面。

表示危险电压。

表示接地终端。

表示存在潜在爆炸危险。

表示存在放射性危险。

表示存在静电释放危险。

表明您绝不能将该电产品／电子产品扔进家用的普通垃 
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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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电磁兼容性
该设备符合 CISPR 11 的要求。
• 该设备不会产生有害干扰。
• 该设备接受任何接收到的干扰，包括可能引起非预期操作的干扰。

如果该设备确实干扰了收音机或电视机的正常接收，可通过打开或关闭该设备进
行判定并建议用户采取以下的一种或多种措施来排除干扰。
1 调整无线电或天线的位置。
2 移动该设备，使其远离收音机或电视机。
3 将该设备插入其他电源插座中，以使该设备与收音机或电视机处于不同的

电路中。
4 确保所有外围设备均已通过认证。
5 确保使用型号正确的缆线连接设备和外围装置。
6 如果遇到问题，请向设备经销商、Agilent Technologies 或有经验的技术人员  

咨询以寻求帮助。
7 如果未经 Agilent Technologies 明确许可而擅自变动或改装该设备，用户可   

能会失去操作该设备的权利。

噪音发射声明

声压
根据 EN 27779:1991 规范，声压 Lp < 70 dB。

Schalldruckpegel

Schalldruckpegel LP < 70 dB am nach EN 27779: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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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职责

Agilent 安装不包括下列任务。客户应负责执行这些任务，除非客户和 Agilent  
Technologies 客户服务部门先前已进行了安排。
• 准备所有现场设施，包括提供适合所购买的设备的适当空间、工作台和电源。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5975T LTM GC/MSD 现场准备指南》。
• 购买操作原料，包括：高纯度载气、进样针、移液管、样品瓶和溶剂。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见 《5975T LTM GC/MSD 现场准备指南》。
• 针对未专门列在此文档中的程序进行培训。
• 对客户提供的样品、设备和／或方法开发进行测试。
• 本手册中未说明的所有任务。

此外，客户需要：
• 找其他人帮助将 5975T LTM GC/MSD 抬到工作台上。
• 在仪器安装过程中，安排仪器的一个主要用户 （如果可能）以及所有其他用

户接受 Agilent Technologies 服务代表的现场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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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开始之前

确认已满足 《5975T LTM GC/MSD 现场准备指南》中指定的所有条件：
• 适合系统的足够可用空间
• 合适的支撑工作台
• 足够的可用电源，且电压和频率正确。
• 合适的环境控制系统
• 准备了充足的安全排气通风条件
• 可用的计算机设备、打印机纸张
• 使用方便的电话
• 仪器操作所需的可用原料，包括溶剂和氦载气

找其他人帮助将 5975T LTM GC/MSD 抬到工作台上。

注意 只能使用氦载气执行安装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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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要求

用户负责提供用于 5975T LTM GC/MSD 系统中的所有组件的合适的电源和电源    
插座。电源注意事项包括：
• 主要组件的电压范围
• 电源配置
• 电源要求
• 电源插头和电源线

主要组件的电压范围
5975T LTM GC/MSD 使用内嵌的全范围电源模块，可以工作在两种宽范围的单相   
交流 (AC) 电源 中的任意一种，而不需要重新配置：
• 120-127 VAC 50/60 Hz （通常用于北美）
• 200-240 VAC 50/60 Hz （通常用于欧洲和日本）

前级泵从 5975T LTM GC/MSD 获得电源。然而，根据操作泵时的电压范围，应该    
提供不同的前级泵。根据订单所在国家／地区的标准电压提供泵。例如，如果订
单来自德国的 Agilent Technologies 销售处，则所提供的前级泵将配置为在德国   
的电源标准电压和频率范围内工作。

注意 5975T LTM GC/MSD 不支持 100 VAC 输入电源。对于只有 100 VAC 电源的国家／地区，         
必须使用升压变压器提供合适的电压。

小心 如果订购仪器的位置与安装仪器的位置的电源特征不同，则必须在订单中加
以说明。如果该位置的电源与用户所在国家／地区的标准电源不同，也需要进
行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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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电源配置
5975T LTM GC/MSD 的电源必须是单相的。不能使用零线进行安全接地。除非发   
生接地故障或静电放电而产生电流之外，接地线应为零电流。整个系统应使用独
立的无噪声电气接地。该系统的地线应与建筑物其他部分的地线分开，单独连接
回设施的主地线。表 2 列出了电源配置。

警告 连接不带接地保护触点 （地线）的电源会对操作员造成电击危险，并且可能
会损坏仪器。

警告 中断 5975T LTM GC/MSD 内部或外部的保护导体或断开接地保护端子 （地线）    
连接会对操作员造成电击危险，并且可能会损坏仪器。

表 2  电源配置 

配置 测量 标称电压

单相， 
120-127 VAC

火线对零线 120 或 127 VAC *

* 因不同国家和／或地区而异

火线对地线 120 或 127 VAC *

地线对零线 < 0.5 V rms

单相， 
200-240 VAC

火线对零线 200、 220 或 240 VAC *

火线对地线 200、 220 或 240 VAC *

地线对零线 < 0.5 V 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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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要求
表 3 列出了 5975T LTM GC/MSD 和相关设备的电源要求。建议使用额外的电源      
容量以便将来进行扩展。

分子涡轮泵和前级泵由 5975T LTM GC/MSD 供电。数据系统和选配的真空规需    
要使用额外的插座和浪涌保护器。5975T LTM GC/MSD 和数据系统必须分别有单   
独的断路器。所有设备必须共享共用接地线。

电源必须符合表 3 中列出的规格。使用线路监视器检查电源稳定性。如果线路电  
源不稳定，则可能需要安装线路调节器。

仪器可在表 3 中指定的任一电压范围内工作。所提供的前级泵和分子涡轮泵的工  
作电压适合仪器订单所在的国家／地区。

电源插头和电源线
5975T LTM GC/MSD 附带有 20 安电源线以及适合订单所在国家／地区的电源插     
头。例如，如果订单来自德国的 Agilent Technologies 销售处，则所提供的电源   
插头与德国的标准电压和电源插座配置兼容。

数据系统组件的电源线插头也适合订单所在的国家／地区。

5975T LTM GC/MSD 和数据系统组件以及附件的电源线长度约为 2.3 米（7.5 英尺）。

表 3  电源要求 

线路电压 大连续功耗 电源电路额定电流 所需的电源插座

120-127 VAC，50/60 Hz 1450 VA （400 VA， 
仅适用于前级泵）

15 A 1

200-240 VAC，50/60 Hz 1100 VA 15 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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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电气注意事项
其他电气注意事项包括：
• 由 NMR、无线电发射器和微波链路产生的电磁干扰 (EMI) 可能会干扰系统性   

能。
• 遵守湿度和温度要求可防止系统产生静电。尽量避免使用不导电的产品，如

地毯和乙烯基地砖。
• 安装紧急断电按钮，以断开室内除顶灯以外的通风系统和所有电气设备的电

源。
• 单独提供方便检修的电源插座，以便用于建筑物维护和其他装置。方便插座

必须位于与 5975T 系统隔离的电路上。方便插座必须使用普通建筑物配电地  
线，不是 5975T LTM GC/MSD 系统地线。

• 在某些地理区域，建议安装防雷装置以保护人员和设备安全。

小心 如果订购仪器的位置与安装仪器的位置的电源特征不同，则必须在订单中加
以说明。如果该位置的电源与用户所在国家／地区的标准电源不同，也需要进
行特别说明。

警告 安装仪器之前，确保 5975T LTM GC/MSD 附带的电源线适合您所在的国家／地    
区和现场工作条件。

警告 不要使用延长电源线。它们的设计并非专用于所提供的电源线，可能会有
危险。

注意 应将电源线布置在容易接触到的位置，以便在维修时断开电源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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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和环境要求

空调注意事项包括温度、湿度、飘尘和废气排放。上述部分都将在后面的章节中
进行详细讨论。

温度、湿度和海拔高度
5975T 的工作条件规定如下：
• 操作要求有恒温 

（变化率 <2 °C/h）
• 操作和存放要求在非冷凝、非腐蚀性大气中进行
• 表 4 列出了温度和湿度限值
• 操作 大海拔高度：4600 米

环境控制系统必须维持这些温度和湿度范围。

5975T LTM GC/MSD 额定功率为 1200 瓦 (4000 BTU/h)。数据系统对冷却负载也       
有很大影响，虽然确切的负载取决于其配置。对系统冷却能力的确定也要考虑其
他热源的影响，如其他设备产生的热量，相邻房间产生的热量，以及实验室工作
人员产生的热量。

飘尘
Agilent Technologies 建议 大尘埃颗粒密度为 55 μg/m3。如果您怀疑您的现场    
超过了此限制，请与您当地的 Agilent Technologies 客户服务部门联系。经过专   
业培训并配有专业设备的客户服务工程师可测试尘埃颗粒密度。他们可提出减少
飘尘的建议。

表 4  温度和湿度限值 

温度 湿度 （相对）

操作 15 °C 至 35 °C （59 °F 至 95 °F） 40% 至 80%

存放 –20 °C 至 70 °C （-4 °F 至 158 °F） 0% 至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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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排放
系统中的废气有两个来源：前级泵和进样口分流口及隔垫吹扫放空口。前级泵排
出由高级真空泵从真空腔中抽出的废气。除了进样口载气外，前级泵排出的废气
还包含微量溶剂和样品。

如果任何危险物质可能进入系统，包括样品、溶剂和载气，则不能将前级泵废气
排到实验室。必须将其排出到建筑物之外，或真空排放到通风厨。

如果不能使用负压排放口，从前级泵到常压排放口的管道长度不能超过 460 厘米  
（15 英尺） 。不能将废气连接到正压排放口。预期的 大废气流量为 1250 mL/min   
（He 或 H2）。

废气排放必须遵守所有当地环境安全法规。

通风 （废气）厨
某些维护过程需要使用辅助工作空间和通风厨。

警告 用户安全要求从系统排出的废气应排放到建筑物外面，而不是由环境控制系
统进行循环。健康危害包括溶剂、样品、衍生剂、泵液蒸汽和雾化生物样品的
化学物质毒性。

警告 泵废气中包含载气和微量溶剂、分析物和前级泵油。提供的集油器仅阻挡泵
油。它不 收集或过滤有毒的化学物质。如果您使用有毒溶剂或有毒或易燃载 
气，或分析有毒化学物质，请不要安装集油器。安装一条软管，将泵废气排出
到通风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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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档

下列文档包含的其他信息：
• 5975T LTM GC/MSD 硬件手册，位于 Agilent Utility DVD 上，其中包括：

• 5975T LTM GC/MSD 操作手册
• 5975T LTM GC/MSD 故障排除和维护
• 5975T LTM GC/MSD 氢气安全
• 7693A 自动液体进样器安装、操作和维护

• 5975T LTM GC/MSD 现场准备指南
• Agilent MSD 化学工作站软件手册和联机帮助
• 仪器的灵敏度指标， Agilent 刊号 5988-9991EN

• 有关更新的信息，请访问 Agilent Technologies 网站：
http://www.agilent.com/c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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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

概述

下面列出的是 Agilent Technologies 代表执行的硬件安装步骤。本章将详细介绍   
这些步骤：
• 打开从工厂运来的材料包装并进行检查
• 设置 5975T LTM GC/MSD 进行初始使用
• 安装计算机和外设
• 配置仪器
• 首次从工厂运来后评估性能
• 方便客户熟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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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 Agilent 出厂运输材料包装并进行检查

在 Agilent Technologies 的代表到达现场以确认每个容器内的物品之前，不能打开   
从 Agilent 工厂运来的运输容器。在打开每个运输容器包装时，Agilent Technologies   
代表必须检查其中的物品，否则丢失物品的担保索赔将失效。

Agilent 代表和您组织的代表必须同时在场才能执行以下任务：
1 打开仪器及其组件的包装。
2 清点装箱单中的每个物品，并确认序列号。
3 在安装文档中记录序列号。
4 保留运输容器和材料，直到检查了箱内物品是否完整并确认了仪器性能。

如果有差异，请与配送中心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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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仪器连接到实验室工作台

将 5975T LTM GC/MSD 固定到移动车辆上时需要执行此过程。实验室工作台螺    
栓孔下方的区域必须便于固定紧固件。必须取下这些紧固件以拆卸仪器，以便执
行特定维护过程。

所需材料
• GC 运输工具包
• 6 个垫圈 (2190-0421)

• 6 个螺栓 (0570-0106)

• 金属带工具包 (G3880-80018)

• 5975T LTM GC/MSD 硬件手册
• 扳手，1/4 英寸 × 5/16 英寸呆扳手
• 5975 系列 MSD 工具包

步骤

1 在实验室工作台上钻 6 个孔，以固定仪器，如图 2 所示。
2 打开 5975T LTM GC/MSD 主机包装，将其放在实验室工作台上。将仪器底座    

的轨道上的孔与实验室工作台上的孔对齐。
3 将金属带放在仪器轨道上并对齐孔。
4 使用螺栓将 5975T LTM GC/MSD 底座上的金属带和轨道固定到实验室工作    

台。

         

警告 为了避免造成人身伤害，应叫人协助抬起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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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螺栓样式

注意 如果将真空泵放在仪器旁边，应至少留 50 厘米的空间。  
如果将真空泵放在工作台下的地板上，应至少留 20 厘米的空间以便打开门。

小 
间隔  
20 厘米

21.1 厘米

小间 
隔 20 厘米 

59.1 厘米

21.2 厘米

在 工 作 台 上
6 个位置处钻 
0.7 厘米的孔

小间 
隔 100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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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

将氦气管线连接到 GC

1 如果需要，可将带有开／关阀的双级压力调节阀安装到氦载气供气瓶。
2 使用提供的支架和螺钉将通用整合式捕集阱和指示氧捕集阱安装到仪器附近

方便的位置上。

3 从指示氧捕集阱的出口处取下运输保护盖。从运输工具包中切下一段 1/8 英  
寸铜管线，将其连接到仪器顶部的 EPC 进样口连接处。在吹扫管线之前，不  
要将管线连接到 EPC 进样口。

4 从通用整合式捕集阱的出口处和指示氧捕集阱的入口处取下运输保护盖。从
运输工具包中切下一段 1/8 英寸铜管线，连接这两个连接处。

图 3 连接氦气

主供给开／关阀

氦载气供给

双级调节阀

开／关阀

铜载气管线指示氧捕集阱

通用整合式捕集阱

支架

EPC 载气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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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运输工具包中剩余的 1/8 英寸铜管线，将其连接到载气供给管线开／关  
阀（图 3）。此供给管线的另一端将在吹扫供给管线后连接到通用整合式捕集 
阱的入口。将多余的管线绕起来，以便在现场实验室中进行长连接。

6 以低压打开载气流量，压力为 35 至 55 kPa （5 至 8 psi）。
7 管线吹扫放空约 5 至 10 分钟。
8 取下通用整合式捕集阱入口处的运输保护盖，立即将管线的此端连接到捕集

阱，同时保持氦气气流。

9 对流量系统吹扫 20 分钟。在等待时可继续执行下一步。
10 如果分析有毒化学物质或使用氢气作为载气，应将废气管线从分流出口和吹

扫放空出口连接端连接到建筑物外安全的位置。
11 将氦气供给管线连接到 EPC 进样口，并将调节阀的氦气供给压力设置为 70   

和 100 psig 之间的值。
12 检查压缩气罐和仪器顶部的 EPC 进样口之间的所有连接处是否有泄漏情况，  

如果发现有泄漏，则进行修复。

小心 为防止空气污染，只有在准备立即连接氦气气流时才能取下气体净化器上的
保护盖。空气污染会损坏气体净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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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

准备真空系统和色谱柱

所需材料
• 5975T LTM GC/MSD 故障排除和维护手册
• 斜切割器
• 用于排放泵废气的聚乙烯管线或软管 （内径为 11 毫米）
• 塑胶手套

步骤
1 从运输容器取出前级泵，然后从泵的入口和出口处取下塞子。
2 确认可用的交流电源与前级泵的额定电压一致。
3 将正确的线路电压标识贴纸贴在仪器后面板上。
4 取下固定前级软管的电缆扎带。
5 从前级软管的自由端取下盲板法兰，将软管连接到前级泵的进样口。
6 如果使用无毒和非易燃的载气、溶剂和分析物，则可在泵的出口处安装泵废

气过滤器。否则，请安装软管 （内径为 11 毫米）以便将前级泵的废气排到  
室外或排入通风 （废气）橱内。

7 将前级泵电源线连接到 MSD 侧面的插孔。请参见图 4。
8 如果您要使用氢气作为载气或在此位置中分析有毒化学物质，可将一根 1/4 

英寸软管连接到分流出口过滤器的出口处，将另一根 1/4 英寸软管连接到吹  
扫放空管线。将这些管线放空到建筑物外的某个位置。

小心 在打开 MSD 电源之前，取下泵出口处的红色塞子。如果不取下塞子就进行操  
作，则会损坏泵。

警告 泵废气中包含载气和微量溶剂和分析物。如果使用有毒溶剂或有毒或易燃载
气，或分析有毒化学物质，则将泵废气排放到建筑物外。



安装 2

移动实验室硬件安装 35

9 取下 MSD 的质量分析仪盖板。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5975T LTM GC/MSD    
操作手册》。

10 拧松侧板指旋螺钉。

图 4 仪器侧面的连接

前级泵电源线插孔

5975 T LTM GC/MSD 电源线插孔

用于 LAN-GC 的 RJ-45 接头

用于 LAN-MSD 的 RJ-45 接头

小心 必须将前级泵插入仪器侧面的插孔，才能实现适当的电流过载保护。将泵插入
墙上插座将会使泵的担保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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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使用期间，后侧板指旋螺钉应当松开。只有在运输过程中才会拧紧后侧
板指旋螺钉。只有在将氢气或其他易燃或有毒物质用作载气时，才应拧紧前
侧板指旋螺钉。

11 将放空阀旋钮逆时针旋转 1/2 圈，以平衡质量分析仪中的压力。

从工厂运输时， MSD 未处于真空状态。为了便于运输，它已回填了干净、干 
燥的氮气。

12 将 PFTBA (05971-60571) 添加到 MSD 前面的 EI 校正样品瓶。
13 从 GC/MSD 接口末端取下接口色谱柱螺母和无孔垫圈。
14 将 MSD 保护柱安装到 GC/MSD 接口中，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5975T LTM GC/MSD 操作手册》。
15 在老化 LTM 柱模块时，盖上 MSD 保护柱连接柱模块的一端。使用 CFT 接      

头、 CFT 接口螺母和无孔垫圈盖上 MSD 保护柱。
16 如果提供，使用工具包附带的螺钉和支架将选配的真空规控制器工具包 

(G3880-64010) 安装在质量分析仪盖板上。首先将工具包中的支架放在质量 
分析仪盖板上，使支架上的固定螺钉与顶盖上的螺纹孔对齐，拧紧螺钉。然
后将离子规管控制器放在支架内，使背面的固定螺钉与控制器上的螺纹孔
对齐，用手拧紧螺钉。将真空规传感器 (G3880-80011) 连接到质量分析器腔  
体背面的法兰连接端。使用控制电缆 (G3880-80012) 将传感器连接到真空控  
制器 (G3880-80010)，使用电源线将控制器连接到设备背面。不要使这些电 
缆过于绷紧。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5975T LTM GC/MSD 故障排除和维护手册》。

17 如果有 7693A ALS，则立即安装它。请参见 《Agilent 7693A 自动液体进样    
器安装、操作和维护手册》。
• 将 ALS 停放柱安装在入口处。
• 将 ALS 电缆插入仪器背面的连接口中。

小心 MSD 附带有空的校正样品瓶。不能在没有校正液的情况下调谐 MSD。

警告 必须将真空规控制器正确接地。请参见真空规控制器附带的制造商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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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进样针底座取下运输夹具。将其放在安全位置，以便在运输过程中再次
使用。

• 安装进样针。
• 标准转盘已安装。

18 如果提供，安装 Merlin 微密封件 （可选）。按照 Merlin 微密封件附带的说    
明操作。

小心 不要将带有锥形针头进样针与微密封件结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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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化学工作站 PC

1 打开 PC 和打印机包装。
2 将 PC 组件放在工作台上。
3 安装 PC。

请参见 PC 安装文档。请注意 PC 文档中的电压要求。
4 将网络交换机放在工作台上，插入电源。

请参见交换机安装文档。
5 使用屏蔽 LAN 电缆连接仪器侧面标记为 LAN-MSD 的 RJ-45 LAN 连接器和       

网络交换机上的连接器 #1。请参见图 4。
6 使用屏蔽 LAN 电缆连接仪器侧面标记为 LAN-GC 的 RJ-45 LAN 连接器和网       

络交换机上的连接器 #2。请参见图 4。
7 使用屏蔽 LAN 电缆连接 PC 上的 RJ-45 连接器和网络交换机上的连接器      

#3。
8 安装打印机，并使用 USB 电缆将其连接到 PC。

请参见打印机安装文档。
9 打开打印机和 PC 的电源 （按此顺序）。

LAN 交换机没有电源开关，只要连接到交流电源，它就会 “ 通电 ”。
10 安装软件。请参见软件安装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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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仪器

1 检查以确认已将仪器电源线从建筑物电源断开。
2 确认侧板指旋螺钉已完全松开。（如图 5 所示。）
3 取下电缆，打开质量分析仪以进行色谱柱安装。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5975T LTM GC/MSD 操作手册》。
           

4 关闭放空阀。
5 将电源线连接到合适的交流电插座。
6 按下仪器前面的电源开关，对质量分析仪抽真空。请参见 《5975T LTM 

GC/MSD 操作手册》。

按紧质量分析仪侧板来使它获得良好的密封性。确认前级泵和前端风扇是打
开的，并且前级泵在 1 分钟之内停止发出汩汩的响声。

7 重新安装质量分析仪盖板。
8 如果需要，从本地控制面板设置 MSD 和 GC 的 LAN 地址。
9 运行化学工作站配置编辑器，在仪器上设置 LAN-MSD 和 LAN-GC 连接器的    

LAN 地址。
10 运行 GC/MSD 化学工作站并配置以下设置：

小心 如果在任一侧板指旋螺钉仍拧紧的情况下打开质量分析仪，则会损坏底板而
无法修复。此类型的损坏不在担保范围内。

图 5 松开侧板指旋螺钉

后侧板指旋螺钉 
（已完全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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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氦载气
• HP-5msUI 30m × 0.25mm， 0.25µm 5975T 色谱柱模块
• ALS 进样针容积 （如果已订购）

11 设置启动方法参数。

启动方法
• LTM 色谱柱关闭
• 保护柱加热外壳关闭
• 色谱柱流速 5 mL/min

• 分流流量 200 mL/min

12 将此方法保存为 startu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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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化 LTM 色谱柱模块

此过程的目的是准备新的 LTM 色谱柱模块，以便在 5975T LTM GC/MSD 中使用。

所需材料
• 色谱柱切割器，陶瓷 (5181-8836) 或钻石 (5183-4620)

• 密封垫圈 (SilTite)

• 内径为 0.3 毫米，用于内径 < 0.25 毫米的色谱柱 (5188-5361)

• 内径为 0.4 毫米，用于内径 < 0.32 毫米的色谱柱 (5188-5362)

• 手持透镜 （放大镜）
• 干净的不含棉绒的手套，用于清洁

• 大号 (8650-0030)

• 小号 (8650-0029)

• 内部色谱柱螺母 (G2855-20530)

• 接头 (G3182-60580)

• 护目镜
• 1/4 英寸和 5/16 英寸呆扳手 (8710-0510)

过程

1 如果需要，可卸下现有的 LTM 色谱柱模块组件。这会使仪器处于断电状态。
2 安装需要老化的新 LTM 色谱柱模块。
3 如果需要，将新衬管和隔垫安装在进样口中，然后再打开仪器电源。

警告 不要使用氢气来老化 LTM 色谱柱模块。保护柱外壳中的积聚氢气会引起爆  
炸。如果您打算使用氢气作为载气，请首先使用超纯的（纯度为 99.999% 或更  
高纯度）惰性气体 （如氦气、氮气或氩气）来老化色谱柱。

小心 戴上干净的不含棉绒的手套，以防止污染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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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打开仪器电源。盖住 MSD 传输线的盖子。如果质量分析仪已放空，则抽空仪  
器。

5 将新保护柱连接到进样口。
6 将进样口保护柱连接到 LTM 色谱柱模块进样口接头。
7 在化学工作站中编辑此 LTM 模块的色谱柱配置，如果切换到其它载气，需要  

更改已配置的载气类型。
8 打开进样口，将其模式设置为不分流，将色谱柱流量设置为 30 厘米／秒。
9 检查是否有泄漏情况。

10 在不加热 LTM 色谱柱或保护柱外壳的情况下，请在色谱柱中通载气 5 分钟。
11 关闭 LTM 模块门。
12 将保护柱外壳温度设置为比 LTM 色谱柱 高温度低 10 °C。
13 将 LTM 色谱柱温度设置为以每分钟 5 °C 的速度提升，使其比 高分析温度     

高出 10 °C。
14 一旦 LTM 色谱柱温度超过 80 °C，立即将 5 µL 甲醇注入进样口中。然后每       

隔 5 分钟再重复两次。这样做有助于在将色谱柱安装到 GC/MSD 接口之前去    
掉色谱柱上的污物。

15 保持柱温高于 高分析温度 10 °C，维持 3 小时，并同时保持色谱柱流速为 
每秒钟 30 厘米。

小心 没有载气流时，请勿加热色谱柱。否则将会损坏色谱柱。

小心 切勿超过 高色谱柱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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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冷却外壳，将 MSD 保护柱连接到 LTM 色谱柱模块出口接头。
17 检查是否有泄漏情况。
18 当色谱柱流量为 30 厘米／秒时，等待 5 至 10 分钟，然后再将 LTM 色谱柱        

温度升至一个较低的待机温度。

另请参见
有关安装毛细管色谱柱的详细信息，请参考应用备注为获得高性能 MS 分析，在  
GC 中优化不分流进样 ，刊号 5988-9944EN。

警告 当心！保护柱加热外壳或内部附件的高温可能会导致烫伤。如果两者之一很
热，请戴上防热手套以保护您的手，或待这些部件冷却，然后再开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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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色谱校验
本部分描述的测试用于确认仪器能提供与工厂测试条件下相近的性能。然而，随
着仪器各部分的老化，性能也会发生改变。此处说明的结果代表典型操作条件下
的典型输出，不是仪器指标。这些测试假定下列条件：
• 使用自动液体进样器。如果不可用，可使用合适的手动进样针而不是列出的

进样针。
• 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 10 µL 进样针。但是， 5 µL 进样针适用于此处说明的 1      

µL 进样。
• 使用介绍的隔垫和其他硬件（衬管、“O” 形圈、进样针等等）。如果使用其他

硬件代替，性能会有所不同。

准备色谱校验
由于不同消耗品具有不同的色谱性能，Agilent 强烈建议对所有校验测试使用此处 
列出的部件。Agilent 还建议，如果不知道已安装的消耗部件的质量，则安装新部 
件。例如，安装新衬管和隔垫可确保它们不会对结果造成污染。
1 检查供气捕集阱上的指示信息／日期。更换／重新老化已使用的捕集阱。
2 为进样口安装新消耗部件并准备正确的进样器进样针 （以及针头，如果需

要）。

表 5 建议的校验部件

建议的校验部件 部件号

进样针，10 µL 5181-1267 

进样针，5 µL 5182-0836

“O” 形圈 5188-5365 

BTO 隔垫，11 毫米 5183-4757 

镀金密封件 18740-20885

衬管，通用分流 5183-4711 

分流／不分流衬管 5188-3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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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 EI 系统性能

所需材料
1 pg/µL (0.001 ppm) OFN 样品 (5188-5348)

确认调谐性能
1 确认系统保持至少 60 分钟处于抽真空状态。
2 从化学工作站调用 OFN_SN.M 方法。
3 在仪器控制视图中，选择校验／校验调谐。

软件将执行自动调谐并打印报告。
4 在完成自动调谐后，保存方法，然后选择校验／评估调谐。

软件将评估 后一次自动调谐并打印 “ 系统验证 – 调谐 ” 报告。

确认灵敏度性能
1 准备好以下物品：

• 评估色谱柱， HP-5msUI 30 m × 0.25 mm × 0.25 µm 5975T 色谱柱模块          
(G3900-63001)

• 性能评估 （校验）样品 OFN，1pg/µL (5188-5348)

• 色谱级异辛烷
• 4 mL 溶剂和废液瓶或适用于自动进样器的等效溶剂和废液瓶
• 2 mL 样品瓶或相等体积的样品

2 确认以下内容：
• 已将色谱级氦气连接并配置为载气
• 已在样品转盘中装载空废液瓶
• 带扩散瓶盖的 4 mL 溶剂瓶已充满异辛烷并插入到溶剂 A 进样器位置

3 如果需要，可安装评估色谱柱。（请参见 《5975T LTM GC/MSD 故障排除和   
维护手册》。）
• 在 180 °C 下对评估色谱柱至少烘干 30 分钟。（请参见 《5975T LTM      

GC/MSD 故障排除和维护手册》中的步骤。）
• 确保对色谱柱进行配置。

4 调用 OFN_SN.M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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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编辑此方法使之适合系统配置。
6 将此方法另存为 checkout.M。
7 准备包含 1pg/µL OFN (5188-5348) 的样品瓶，将其装入到 ALS 转盘中。
8 准备数据系统以使用调用的校验方法执行一次运行。
9 启动运行。

如果使用自动进样器进行进样，则使用数据系统或按仪器上的 [ 启动 ] 启动运  
行。

如果进行手动进样，则按本地控制面板上的 [ 预运行 ] 使进样口为不分流进  
样做准备。

当仪器准备就绪时，注入 1 µL 的校验样品并同时按仪器上的 [ 启动 ]。
10 在方法运行完成后，会打印一份评估报告。

确认 rms 信噪比是否符合已发布的规格。



安装 2

移动实验室硬件安装 47

确认高质量系统性能

请参见《5975T LTM GC/MSD 操作手册》。

要检查高质量性能，系统将进行一次高质量校验样品的进样，然后分析结果。

对于高质量系统，按如下所述验证高质量系统性能：
1 调用高质量校验方法 PFHT.M，并处理任何配置冲突。
2 将此方法另存为 HighMass.M。
3 将高质量校验样品装入样品瓶 2。
4 GC 和 MSD 就绪后，启动运行。
5 确认 rms 信噪比是否符合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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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安装检查清单

确认现场准备已完成
 有用于系统的足够空间 — 合适的支撑工作台或空间，以将设备固定在可重新  

使用的运输容器上。

 足够的可用电源，且电压和频率正确。

 环境控制系统应足以保持操作环境正确稳定。

 合适的安全废气排放准备。

 仪器操作所需的可用原料，包括溶剂、载气和打印机纸张。

 使用方便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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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运输材料包装并进行检查
 只有在 Agilent Technologies 代表在场确认每个容器的物品时才能打开运   

输容器。

 清点装箱单中的每个物品，并确认序列号。

 在安装文档中记录序列号。

 保留运输容器和材料，直到检查了箱内物品是否完整并确认了仪器性能。

 如果任何物品丢失或损坏，请通知配送中心。

 运输损坏或不完整包括：

通知的配送中心（日期）：

损坏或缺少的材料：

联系人：

通知的 DM（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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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75T LTM GC/MSD 安装
 放置在合适的工作台上或固定到可重用的运输容器底座

将氦气管线连接到仪器
 气缸支架连接到仪器背面

 载气供给管线已与铜管线连接

 在 35 至 55 kPa （5 至 8 psi）条件下使用氦气对管道吹扫 5 至 10 分钟

 气体净化器已连接且已吹扫

 载气已连接

 检查是否有泄漏情况

准备真空系统
 打开前级泵包装并将其放在靠近仪器的地板上

 确认前级泵线路电压与可用的交流电源匹配 

 在 MSD 贴上了线路电压标识贴纸

 从前级泵取下了塞子

 前级软管已连接到泵

 泵废气排放到通风厨或安装了出口过滤器

 前级泵电源线已插入仪器

 仪器顶盖已取下

 放空阀已打开，以平衡压力

 用于 EI 校正阀的 PFTBA 样品瓶已灌满

 选配的高真空规控制器已安装

MSD 化学工作站 PC 安装
 已打开 PC、监视器和打印机包装

 PC 已安装

 已打开网络交换机包装并已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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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 电缆已从 MSD 连接到交换机端口 #1

 LAN 电缆已从 GC 连接到交换机端口 #2

 LAN 电缆已从 PC 连接到交换机端口 #3

 打印机已安装

 已打开打印机、监视器和 PC 电源 （按此顺序）

 已按照软件安装手册安装了软件

连接 LTM 色谱柱
 仪器电源已关闭

 侧板指旋螺钉已完全松开；质量分析仪已打开

 色谱柱已插入 GC/MSD 接口内

 打开仪器电源 （同时按住侧板）

 前级泵和前端风扇操作已确认

 已确认前级泵在 60 秒内停止发出汩汩的响声

 对仪器抽真空 10 分钟后仪器已关闭

 GC 加热区已关闭

 将 GC 载气流量设置为 1.0mL/min，并启用恒定流量

配置仪器
 ALS 已安装 （可选），已从进样针底座取下运输夹

 Merlin Microseal 已安装 （可选）

 仪器已插入电源并已打开

 仪器已通过自检

 LTM 色谱柱参数已配置

 载气管线压力已设置为约 414 kPa (70 psi)

 LTM 色谱柱流速已设置为 5 mL/min （分流流量为 200 mL/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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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化色谱柱
 LTM 模块已安装

 安装了新的进样口衬管和隔垫 （如果需要）

 盖住 MSD 传输线接口

 进样口保护柱已安装并已连接到 LTM

 进样口已打开并设置为不分流

 色谱柱流量设置为 30 厘米／秒

 对通过色谱柱的载气流量验证了 5 分钟

 保护柱外壳温度已设置为比 LTM 色谱柱 高温度低 10 °C

 LTM 色谱柱温度以每分钟 5 °C 的速度升至比 LTM 高温度高 10 °C

 超过 80 °C 后，5 µL 的甲醇将注入 GC ；每隔 5 分钟再重复两次。

 进样口已设置为比 高温度高 10 °C，气体流量已设置为 3 小时 30 厘米／秒

 外壳已冷却， MSD 保护柱已连接到 LTM 出口

性能验证

EI 系统验证
 抽真空至少 60 分钟

 GC 柱箱已设置为 150 °C，色谱柱流量已设置为 1.0 mL/min

 校验调谐已执行

 调谐验证已执行

 执行“ 灵敏度验证 ” 以验证 EI 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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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仪器工作日志
 MSD 序列号已记录在 S/N 报告中

 S/N 报告和调谐报告已通过电话号码 （美国） 408-553-3188 传真到 GCMS   
LSCA 市场技术支持，或传真到您所在地区的当地技术市场支持提供商

5975T LTM GC/MSD 序列号／产品号：

EI 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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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现场培训检查清单

客户现场培训的目的是演示执行以下任务所需的步骤：
• 使用 Agilent 标准样品或内部数据文件执行基本分析
• 评估采集的数据
• 执行日常维护

许多现场培训是在安装和清点硬件时完成的。因此，在安装和现场培训过程中必
须至少有一个操作员在场。

现场培训的目的是向操作员介绍新仪器、系统和应用软件的操作和维护的基本概
况。它不能代替完整的操作员培训课程。

未包括在现场培训中的主题
• 有关 PC、鼠标、Windows 操作系统、DOS、Excel、Access 或任何其他 Windows    

应用程序的培训
• 高级质谱图处理
• 未知样品的分析
• 客户标准或样品的分析
• MSD 化学工作站与其他 PC 的网络设置
• MSD 化学工作站与建筑物网络的网络设置
• 方法开发
• 命令及其在使用文本编辑器创建宏时的用法
• 系统定制 （包括宏编写）
• 通过方法 (deuser.mac) 或从命令行执行宏
• 特殊宏
• 任何 US EPA 定量功能
• 汽油中的芳烃定量功能
• 智能序列 — 药物分析采集
• 任何药物分析定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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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概述
 MSD

 气相色谱仪

 ALS （如果适用）

 PC 硬件和外设

系统操作
 打开仪器、 PC 和外设

 启动 Windows 操作系统并使用联机帮助

 启动 MSD 化学工作站软件

MSD 化学工作站软件概述
 演示了仪器 (MS Config) 的软件配置

 演示了不同的定量包以及如何在其中切换

 演示了视图和菜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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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D 化学工作站软件自动调谐说明
 介绍了各种自动调谐

 强调了保留调谐记录的重要性

 讨论了离子源污染、污染诊断和控制图的使用

 演示了 EI 自动调谐并解释了调谐报告

 解释了手动调谐

 演示了查看调谐实用工具并解释了其重要性

 讨论了反应气的优化以及气体流量、离子源温度和放射电流的应用相关性

 讨论了保留调谐和维护记录的重要性

 备份数据 （包括调谐文件）的重要性

方法 

 使用 OFN_SN.M 演示了编辑整个方法的过程，解释了 GC 和 MS 扫描参数。

 演示了方法保存

数据采集
 开发了分析方法以运行扫描和 SIM

 介绍了涉及采集数据和编辑整个方法的步骤

 指定了用于存储数据的文件；演示了数据文件命名的方法

 采集参数保存为方法的一部分

 在 OFN 上使用扫描／SIM （amu 范围 50:300/amu 离子 272）进行采集

 演示了快照

数据分析
 解释了屏幕布局 （TIC、质谱图窗口、命令行、标题栏等）

 演示了调用数据文件

 演示了 TIC、质谱图和提取离子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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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和解释了积分

 演示了谱库检索 （检索质谱图）

 解释了独立数据分析和联机数据分析之间的差别

序列
 演示了序列调用

 演示了样品日志表编辑

 演示了序列保存

 演示了运行、暂停以及定位和运行

MSD 化学工作站维护
 讨论了 MSDCHEM 文件的目录结构和维护

 讨论了数据备份选项

 讨论了 Windows 操作系统 DEFRAG 和 SCANDISK 实用工具的使用

EI 源仪器用户维护
 介绍了 GC 进样口、色谱柱安装和维护、流量和部件更换

 使用化学工作站软件执行并介绍了 MSD 放空和抽真空过程

 演示了硬件手册的维护部分

 演示了离子源清洁

 演示了电子倍增器喇叭更换

 演示了真空系统预防性维护；讨论了某些反应气的特殊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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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诊断）
 演示了限定菜单下面的调谐图表

 演示了故障排除的联机帮助

调谐图表
 解释了显示结果

 解释了离子源参数

 解释了质量过滤器参数

其他支持信息
 解释了手册和联机帮助的使用

 解释了担保和担保附加服务

 解释了 Agilent Technologies 支持服务以及如何获得帮助
•     硬件
•     软件
•     帮助工具包
•     其他培训
•     咨询

公司名称：

销售订单号：

客户签名／日期：

工程师签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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