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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打开了 Honeywell Analytics 的气体探测

器，您就激活了多年的持续保护。我们

的气体探测器每分每秒都在监测您无法

看到的潜在有害或爆炸性气体——并在

发现危险时提醒您，以便您采取正确行

动。

在保护您的工作人员和设施方面， 

Honeywell Analytics 率先提出了 免维

护单气体 便携式探测器的概念，

让您可以通过 简单、经济高效、

可靠的方式 来确保安全性以及合

规性。 

有我们的便携式气体探测器长伴

左右，您便无需再担心气体危

害。因为 Honeywell 会全天候保护

您的工作人员和运营。

免维护单气体探测器

BW Clip 系列

目前为止最佳的免维护
探测器——来自气体探测领域 

最值得信赖的专家



自动自检以提高安全性。使用 
BW Clip 系列，就无需执行手
动自检来检查探测器的电池、
传感器和电子器件。而是每天
自动进行自检。如果发现关键
功能出现问题，会关闭探测
器，保护您免受不规范使用的
伤害。

BW Clip 系列的单气体免维护探测器有以下版本可供选择：

 • BW Clip——提供标准剩余寿命显示，无需校准。

 • BW Clip Real Time——包含实时气体水平显示以及校准设备的功能。

两款都有以下不同版本可用：

 • 两年：H2S、CO、O2 和 SO2

 • 三年：H2S 和 CO

免维护长达三年。仅需打
开探测器，它就会连续运
行——无需更换传感器和 
电池，也无需给电池充电。
这意味着强大的可靠性以及
无故障停机时间。 

最简单易用的体验。BW Clip 系
列使用一键式操作，小巧、轻
便、易用，并且足够牢固，可
以应对恶劣环境和极端温度。
如果出现警报，即使是在嘈杂
的条件下，您也能知道，这要
归功于广角闪光，以及声音和
振动提醒。

兼容当前管理平台。为
方便自动功能测试和机
群管理，BW Clip 系列兼
容 MicroDock II 管理平台和 
Fleet Manager II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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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W Clip Real Time 提供大气中
气体浓度水平的实时读数，
即使在非报警条件下，用户
也可以看到实时气体读数和
浓度范围。

现在，有了 BW Clip 系列，您的 
日常伴侣比以往更为可靠。



使用 IntelliDoX 激活 BW Clip 系列安全

指示器。进行功能测试或发生气体事件时，会

闪烁红色。这样，工作人员可以轻易确定不合规

探测器，并互相帮助以提高安全性。

更改报警设置点等——提供

全新定制水平的免维护设备

IntelliDoX 将智能扩展模块与我们的 Fleet Manager II 软件结合，为所有 

BW Clip 探测器提供自动测试和记录。 

只需将探测器放入扩展模块，就会自动测试气体探测器和传感器。

然后使用 USB 或以太网将功能测试、气体暴露事件等传输至您的计

算机，让您可以在计算机上使用软件分析数据、跟踪合规性以及配

置探测器。

免维护单气体探测器

BW Clip 系列

从 BW Clip 系列中获取

更多价值——配备

IntelliDoX 仪器管理系统

在工作人员中推动 

安全性和合规性



灵活的配置，适应 

不断变化的需求。虽然 

BW Clip 系列是免维护设备，但您 

依然可以根据不断变化的安全 

政策或法规进行自定义。想调整 

高低报警设置点？给工作人员发送 

功能测试提醒？设置探测器以便在警报

期间显示气体读数？执行所有这些以及

更多操作来提高安全性和生产率。

业界最快的功能测试。 

在一分钟以内对五台探测器进行

功能测试——或者在三分钟 

以内对 50 台进行功能测试，且不

会浪费校准气体。这意味着 

不会再受到正在排队准备 

进行探测器功能测试的工作 

人员的抱怨。

高效联网和数据传输以便

轻松记录。

工作人员是否以正确的时间间隔

进行功能测试？如果探测器

有气体暴露浓度，您是否能

知道？您能否在常规稽查

期间编写所需的合规性报

告？使用 IntelliDoX 可以轻

易将 35 个最近的气体事

件和每个探测器的功能测试传输到您的

计算机。

系统提供：

安装快速简单——对周转非常 

有利。IntelliDoX 安装简单，只需两

分钟不到的时间即可完成五模块系

统安装，并对第一个探测器进行冲

击测试，且无需任何工具。要将模

块与您网络中的计算机相连，仅需

以太网电缆和 IP 地址。您也可以在没

有网络的情况下进行安装：仅需使用 USB 

驱动器加载您的探测器设置。

Wear yellow. Work safe.

配备 IntelliDoX 的BW Clip 系列是市场

上最灵活的可配置探测器。



独特的设计可获得无与伦比的速度和灵活性

休眠： 

IntelliDoX 系统可扩展至五个扩展模块，帮助

您提高生产率、可靠性和效率。

•  提供全新定制水平的免维护探测器功能测试、配

置和记录

•  在探测器的整个工作寿命内配置报警设置点以及

更改设置

•  安装快速简单——对周转非常有利

•  每个模块都有各自易读的 LCD 屏幕和键盘，方便

独立操作

正因为这样的设计，您可以同时为多个探测器执行不同活

动。想对探测器进行冲击测试？校准探测器？在另一组探测

器上重新配置设置？使其他设备进入休眠？您可以同时执行

这些任务，这样您就可以在更少的时间完成更多的操作。

高性价比
当您使用 H

2
S 或 CO 的两年版，在闲置一周或更长时间

时，您可以将探测器设为休眠，从而延长使用寿命， 

最长可达一年。 

工厂周转期间维持探测器可使用的数量？项目之间有几

个月的空缺？工作人员休假？ 

使每个探测器进入休眠模式，以维持使用寿命。

这样您可以将探测器 24 个月的使用寿命延长到

高达三年，而不是标准的两年。 

为多个探测器同时执行 

不同的活动

要让探测器进入休眠，只需

让其进入休眠模式或放入休

眠外壳中。无需计算机或复

杂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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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  

最大生产率
仪器检测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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