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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TION小心
小心事项表示存在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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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事项表示存在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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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以忽略警告事

项的要求继续进行操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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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机用户文档    8

此文档提供用户信息材料 （供系统之用）方面的
概述，以及有关 7890A GC 键盘和系统安装步骤的   
快速参考。

重要信息

有关安全与规范、操作、维护和故障排除的本地化
版本，请参见仪器附带的 Agilent 实验室监控和诊  
断软件 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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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机用户文档

现在 Agilent 实验室监控和诊断软件 (LMD) 包含了   
所有的 Agilent 仪器文档，这些文档对您而言触手  
可及。

LMD 包含哪些内容？

有关 Agilent 7890A GC、6890N GC、5975 Series MSD    
和 7683B ALS 的联机帮助、视频和书等都可在仪器   
附带的 LMD 软件上找到。包含您所需信息的本地  
化版本，例如：

• 熟悉产品文档

• 安全与规范指南

• 现场准备清单

• 安装信息

• 操作指南

• 维护信息

• 故障排除详细信息

除了提供全套用户信息， LMD 软件还提供自动运 
行今日实验室的方法。能够执行下列操作：

• 实时监控多个分析仪器

• 管理日常维护跟踪

• 执行进样口诊断测试

• 提供仪器检测程序 
• 发送可配置警告
8 快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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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和状态板

7890A GC 的键盘    10
运行键    11
信息键    12
状态键    13
GC 组件键    14
常规数据输入键    16
辅助键    18
方法存储和自动键    20
服务模式键    22
当 GC 由 Agilent 数据系统控制时的键盘

功能    23
关于 GC 状态    24
警告音    26
设定值闪烁    26
关于日志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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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90A GC 的键盘

接下来的几页内容是有关 Agilent 7890A GC 键盘功   
能的概述。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gilent 7890A GC   
高级用户指南和位于 LMD 软件 DVD （仪器附带）   
上的完整套装文档。
10 快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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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键

[Stop] 
（停止）

立即终止运行。如果在 GC 运行过程中按下此  
键，则运行过程中的数据可能会丢失。有关如
何在按下 [Stop]（停止）键后重新启动 GC 的信   
息，请参考 Agilent 7890A GC 高级用户指南。

[Prep Run] 
（预运行）

激活所需进程，使 GC 进入相应方法 （如关闭  
不分流进样的进样口吹扫流量或从载气节省
模式恢复正常流量）所述的启动状态。 

[Start] 
（开始）

手动进样后启动运行。（如果正在使用自动液
体进样器或气体进样阀，则运行将在适当的时
间自动激活。）
快速参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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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键

要查看上下文相关帮助，请按 [Info] （信息）键。 
例如，若在设定值输入时按 [Info] （信息）键，则 
出现的帮助信息将类似于：输入介于 0 和 350 之间   
的某个值。

[Info] 
（信息）

通过此键查看有关当前显示参数的上下文相
关帮助。例如，若 Oven Temp（柱箱温度）在 
显示屏中为有效行（其旁边有 < 符号），按  
[Info]（信息）键将显示柱箱温度的有效范围。
其他情况下，按 [Info] （信息）键将显示要执 
行的定义或操作。 
12 快速参考



状态键

[Status] 
（状态）

对最常查看的参数进行设定值 /实际值切换并
显示“就绪”、“未就绪”和“故障”信息。 
如果未就绪状态灯闪烁，则表明发生故障。按
[Status] （状态）键查看未就绪的参数和所发
生的故障。 
快速参考 13



GC 组件键

这些键用来设置温度、压力、流量、流速及其他的
方法操作参数。

要显示当前设置，请按其中任一键。可以得到三行
以上的信息。如需要，可使用滚动键查看其他行。 

要更改设置，请滚动到所需行，输入变更值，然后
按 [Enter] 键。
14 快速参考



[Oven] （柱箱） 设置柱箱温度，包括恒温和程序升温。

[Front Inlet] 
（前进样口） 
[Back Inlet] 
（后进样口）

控制进样口操作参数。

[Col 1] 
（色谱柱 1） 
[Col 2] 
（色谱柱 2） 
[Aux Col #] 
（辅助柱 #）

控制色谱柱压力、流量或流速。可以设置
压力或流量程序。

[Front Det] 
（前检测器） 
[Back Det] 
（后检测器） 
[Aux Det #] 
（辅助检测器 #）

控制检测器操作参数。

[Analog Out 1] 
（模拟输出 1）  
[Analog Out 2] 
（模拟输出 2）

为模拟输出指定信号。模拟输出位于 GC 
的背部。

[Front Injector] 
（前进样器）  
[Back Injector] 
（后进样器）

编辑进样器控制参数，如进样量以及样品 
和溶剂清洗。

[Valve #] 
（阀 #）

允许配置或控制气体进样阀 (GSV) 和 / 或  
打开或关闭 1 至 8 号切换阀。设置多位阀    
位置。

[Aux Temp #] 
（辅助区温度 #）

控制额外的温度区域，如加热阀箱、质量
选择检测器、原子发射检测器传输线或
“未知”设备。可用于温度程序。

[Aux EPC #] 
（辅助 EPC #）

为进样口、检测器或其他设备提供辅助气
路。可用于压力程序。

[Column Comp] 
（柱补偿）

创建色谱柱补偿谱图。
快速参考 15



常规数据输入键
16 快速参考



[Mode/Type] 
[模式／类型 ]

访问同样组件非数字设置相关联的可能参数
列表。例如，若 GC 配置了分流 / 不分流进样  
口且按下了 [Mode/Type] （模式 / 类型）键， 
则所列选项将为分流、不分流、脉冲分流或脉
冲不分流。

[Clear] 
（清除）

在按 [Enter] 键前删除错误输入的设定值。它还  
可以用来返回多行显示中的第一行、返回前一
页、取消某个序列或方法过程中的一项功能、
取消调用或取消存储序列和方法。 

[Enter] 接受所输入的变更值或选择备用模式。

每按一次将向上或向下滚动一行。显示屏中的
< 表示有效行所在位置。

数字键 输入方法参数设置 （完成输入后按 [Enter] 键  
接受更改。）

[On/Yes]  
[Off/No] 
（[ 开 / 是 ] 
[ 关 /否 ]）

设置参数，如嘟嘟报警声、方法修改嘟嘟声和
按键声，或用来打开或关闭设备，如检测器。

[Front]（前） 
[Back]（后）

识别配置设置。例如，在配置色谱柱时用这些
键来确定色谱柱所连接到的进样口和检测器。

[Delete] 
（删除）

删除方法、序列、运行表条目和时钟表条目。
[Delete] （删除）键还可以用来在不中断其他
检测器参数的情况下终止氮磷检测器 (NPD) 的  
调整补偿值过程。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gilent 7890A GC 高级用户指南。
快速参考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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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键
18 快速参考



[Time] 
（时间）

在第一行显示当前日期和时间。
中间两行显示两次运行之间的时间间隔、运行
过程所用时间和剩余时间以及后运行过程中
的最后一次运行时间和后运行时间。
最后一行始终显示为秒表。当秒表行作为当前
行时，按 [Clear]（清除）键可将秒表清零，再 
按 [Enter] 键将开始或停止秒表计时。 

[Post Run] 
（后运行）

对 GC 进行编程，使其在运行结束后执行某些  
操作，如烘干或反洗色谱柱。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 Agilent 7890A GC 高级用户指南。

[Logs] 
（日志）

在三个日志之间切换：运行日志、维护日志和
系统事件日志。这些日志中的信息可用来支持
良好实验室操作规范 (GLP) 标准。

[Options] 
（选项）

访问仪器参数设置选项，如键盘、显示屏和诊
断。滚动到所需行，按 [Enter] 键访问相关条  
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gilent 7890A GC 高    
级用户指南。

[Config] 
（配置）

设置一些组件，这些组件无法通过 GC 进行自  
动检测，但却是方法运行所必需的，如色谱柱
尺寸、载气和检测器气体类型、尾吹气配置、
样品盘设置和通向进样口和检测器的色谱柱
管路。这些设置是方法的一部分并与方法一起
存储。  

要查看某组件，如进样口或检测器的当前配
置，请按 [Config] （配置）键，然后按所需的 
组件键。 
快速参考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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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存储和自动键

这些键用来调用和存储位于本地 GC 的方法和序  
列。它们不能用来访问由 Agilent ChemStation 所存   
储的方法和序列。
20 快速参考



[Load] （调用） 
[Store] （存储） 
[Method] 
（方法） 
[Seq] （序列）

调用和存储 GC 上的方法和序列。  

要调用方法，请按 [Load] [Method]（[调用 ]  
[ 方法 ]）键并从存储在 GC 上的方法列表中  
选择一个方法。有关这些操作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 Agilent 7890A GC 高级用户指南。

[Run Table] 
（运行表）

对运行过程中需要的特殊事件进行编程。
例如，对阀门进行切换就属于一个特殊事
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gilent 7890A  
GC 高级用户指南。

[Clock Table] 
（时钟表）

对事件进行编程，使其在一天的某个时间
发生，而不是在某次特定的运行中发生。
例如，可以通过它在每天下午 5:00 启动一  
次停止运行。有关此功能的详细信息，请
参阅 Agilent 7890A GC 高级用户指南。

[Seq Control] 
（序列控制）

用来开始、停止、暂停或继续某个序列，或
查看序列状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gilent 7890A GC 高级用户指南。

[Sample Tray] 
（样品盘）

显示是否启用了样品盘和 / 或条形码阅 
读器。

[Prog] 
[User Key 1] 
（用户键 1） 
[User Key 2] 
（用户键 2）

允许您对经常用于特定操作的一连串按键
进行编程。请参阅 Agilent 7890A GC 高级用    
户指南。
快速参考 21

../AdvUser/manual.html
../AdvUser/manual.html
../AdvUser/manual.html
../AdvUser/manual.html
../AdvUser/manual.html
../AdvUser/manual.html
../AdvUser/manual.html
../AdvUser/manual.html
../AdvUser/manual.html
../AdvUser/manual.html
../AdvUser/manual.html


服务模式键

[Service Mode] 
（服务模式）

使用 GC 的维护功能和设置、服务计数器以  
及诊断功能。 
22 快速参考



当 GC 由 Agilent 数据系统控制时的键盘功能

当 GC 由 Agilent 数据系统控制时，该数据系统将定    
义设定值并运行样品。如果配置为将键盘锁定，则
数据系统可以防止设定值被更改。当 GC 由数据系  
统控制时，远程 LED 将点亮。状态板中点亮的 LED   
表示当前运行的进程。

当由数据系统控制时，键盘可用来：

• 通过选择 [Status] （状态）键来查看运行状态

• 通过选择 GC 组件键来查看方法设置

• 通过重复选择 [Time] （时间）键来显示上次和下 
次运行的时间、剩余运行时间和后运行剩余时间 

• 通过选择 [Stop] （停止）键终止运行
快速参考 23



关于 GC 状态

当 GC 准备就绪并可以开始运行时，显示屏将显示  
状态 准备进样。或者，当 GC 组件没有准备好开始   
运行时，状态板上的未就绪 L E D  将点亮。按  
[Status]（状态）键查看用来说明 GC 未就绪原因的  
信息。

状态板

状态板对当前 GC 内部运行情况提供一种基本的外  
部显示。

           
24 快速参考



说明

Not Ready 
（未就绪）

亮起：GC 未为处理样品准备就绪时；闪 
烁：发生故障时。按 [Status] （状态）键 
查看未就绪的参数和所发生的故障。

Run （运行） 亮起：当仪器正在执行色谱图运行时。 

Remote （远程） 亮起：当 GC 与远程设备 （如运行在 PC   
上的 Agilent ChemStation）通信时。亮起  
时，键盘的一些功能 会被禁用，因为它 
们正在由远程设备控制。

Clock Table 
（时钟表）

亮起：当已设置时钟表事件时。有关时钟
表事件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方法
存储和自动键”第 20 页。 

Gas Saver 
（载气节省）

亮起：当前或后载气节省处于启用状态时。 

Run Log 
（运行日志）

亮起：当运行日志有条目时。按 [Logs] 
（日志）查看这些条目。这些信息可以用
于实验室良好操作规范 (GLP) 标准。 

Service Due 
（服务到期时间）

亮起：当服务计数器达到所指定的限定值
时。有关如何设置所需的“服务到期时
间”限定值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LabPatrol 
软件 DVD。 

Pre Run 
（预运行）

亮起：当 GC 处于预运行状态时 （按下  
[Prep Run] （预运行）后）。表示进样口 
已准备好进样。

Oven Ramp 
（柱箱程序）  
 
Rate 
（速率） 
 
Final Temp 
（最终温度）

亮起：表示柱箱温度程序的进度。
• 闪烁：如果柱箱无法遵循柱箱温度
程序。

• 亮起：当 GC 达到方法中指定的温 
度时。

Post Run 
（后运行）

亮起：当仪器正在执行后运行操作时（如
打印报告）。
快速参考 25



警告音

关闭前发出一连串嘟嘟报警声。在故障组件关闭
一小段时间后， GC 会发出一声嘟声，然后显示一 
条简短的带有编号的消息。例如，若前进样口气体
流量不能达到设定值，将发出一连串嘟嘟声。且显
示简短消息前进样口流量关闭。 2 分钟后流量关 
闭。按 [Clear] （清除）键可将嘟嘟声关闭。

如果氢气关闭或发生热关闭，则将发出连续音。

当存在问题时将发出一声嘟嘟声，但该问题不会
阻止 GC 执行运行。 GC 将发出一声嘟嘟声并显示   
一条消息。 GC 能够开始运行而且警告将在运行开 
始后消失。 

故障消息表示存在需要用户干预的硬件问题。根
据错误类型， GC 将不发出嘟嘟声或只发出一声嘟 
嘟声。 

设定值闪烁

如果系统将气体流量、多位阀或柱箱关闭，则关将
在组件参数列表的相应行闪烁。 

如果存在气路关闭或检测器其他部分故障，则检
测器参数列表的检测器开 / 关行将闪烁。

警告
在继续进行 GC 操作之前，请研究并解决氢气关闭的  

原因。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故障排除手册中的氢气

关闭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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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志

可以从键盘访问三个日志：运行日志、维护日志和
系统事件日志。要访问日志，请按 [Logs] （日志） 
键并切换到所需日志。显示屏将显示日志所包含
的条目数量。可滚动浏览日志条目。

运行日志

运行日志将在每次新的运行开始时被清除。在当
前运行过程中，相对计划方法 （包括键盘输入）
的任何偏差都将列入运行日志表。当运行日志包
含条目时，运行日志 LED 将点亮。 

维护日志

维护日志包含了当任何用户定义组件计数器达到
监控限定值时系统所创建的条目。日志条目包含
对计数器的描述、计数器当前值、监控限定值以及
所达到的限定值。此外，同计数器相关的每个用户
任务都被记录在日志中，包括复位、启用或禁用监
控以及更改限定值或单位 （周期或持续时间）。 

系统事件日志

系统事件日志记录了 GC 操作过程中的重要事件。  
如果某些事件在运行过程中有效，它们也会出现
在运行日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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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lent 7890A 气相色谱仪  
快速参考
3
7890A GC 安装

安装 7890A GC 需要 10 个步骤    30

下列内容是有关安装和检查新 GC 的快速参考指南。

有关这些步骤的详细说明，请参考包含在实验室
监控和诊断软件 DVD （系统附带）上的文档。

• 有关安装色谱柱和消耗品的信息，请参见维护
信息

• 有关操作 GC 和自动进样器的信息，请参见操作  
信息

• 有关运行校验样品的信息，请参见高级用户信息

警告 搬运重部件时要格外小心。建议两个人将其抬起。如

果不采用两个人将其抬起的方法而使用其他方法可

能会导致人身伤害。
29Agilent Technologies



安装 7890A GC 需要 10 个步骤

步骤 1

将 GC 放在工作台上并取出检测器盖下的检测器  
端盖。

步骤 2

在后面板上，取下端盖并连通气体。

 1-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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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设置气体源压力并检查是否漏气。

步骤 4

安装校验色谱柱。

气体 推荐 最大

氦气 400 kPa (60 psi) 690 kPa (100 psi)

氢 400 kPa (60 psi) 690 kPa (100 psi)

空气 550 kPa (80 psi) 690 kPa (100 psi)

氮 400 kPa (60 psi) 690 kPa (100 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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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安装进样器和样品盘，并将电缆连接到后面板。

步骤 6

连接电源线和剩余电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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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7

打开 GC。调用正在使用的进样口和检测器的验证 
方法。等到显示屏出现“就绪”。

步骤 8

手动进样： 准备校验样品。将样品注入进样口，然 
后按“开始”。

STATUS - Ready

Oven On

Post
Run

Not
Ready Run

Remote

Run
Log

Clock
Table

Service
Due

Gas
Saver

ACTUAL       SETPOINT

1.0 μ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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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9

进样器自动进样： 准备校验样品瓶。将样品瓶放入 
进样器，然后按“开始”。 
 
 

步骤 10

将结果与检测器的校验色谱图进行比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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