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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产品简介产品简介产品简介产品简介 

便携式SF6气体纯度分析仪主要用于测量SF6空气SF6/N2混合气

体的 SF6 气体纯度。也能用于存在有几种背景气体的应用中(需特别

提出要求)。分析仪上有电池充电指示灯，内置充电器。探测组件可

快速准确地测出 SF6纯度，一般情况下，其寿命可达十年。 

    主要应用于检查 SF6设备(电缆，开关)中的 SF6气体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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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仪器功能特点仪器功能特点仪器功能特点仪器功能特点 

2.1  主要特点主要特点主要特点主要特点 

� 长寿命探测组件 

� 精确高，重复性好 

� 内置稳压阀和电子质量流量计 

� 超大液晶显示 

� 轻巧便携容易使用 

� 充电电池供电，交直流两用 

� 响应快，几乎无预热等候 

� 测量结果不受环境温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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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技术指标技术指标技术指标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 0～100% 

  精    度 典型精度±0.5%（一定量程内），与流量无关； 

响应时间 60%（90%）  10s（15s）； 

工作温度 -30℃～50℃ 

传感器类型 微功耗热导池 

存储容量 80条 

工作电源 交直流两用，电池可连续工作 8 小时 

样气流速 0.5～0.9L/min 

工作压力 0~1MPa 

显示方式 超大液晶  

数据分析软件 支持 

通信接口 USB2.0 

进气接口 快速插拔自封接口 

尺寸 258×24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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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操作简介操作简介操作简介操作简介 

当您打开电源后，仪器会自动进入【测量数据】界面，你可以按

动 键退出校准界面回到【主菜单】中去选择其他功能，也可以直

接测量 

 

（图 1.1） 

按【ESC】健，退出【测量数据】界面，自动进入【主菜单】界

面上共有五个子菜单选择项，并且在屏幕底部显示时间，电量。显示

时间可以提示用户当前的日期和时间，显示电量可以提示用户仪器的

电池电量是否充足，以便用户可以及时对电池充电。在主界面中主要

是五个子菜单功能项（如下图所示），它们依次是【测量数据】，【历

史数据】，【仪表校准】，【时间日期】，【仪器信息】。按 、 键

可以移动光标，来选择各项界面。每一项界面都代表一个具体的菜单

功能，下面就对每一项功能做依次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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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2） 

3.1 测量数据测量数据测量数据测量数据 

      当光标覆盖在【测量数据】界面时，按 键，即进入【测

量数据】界面。该界面可以显示测量气体纯度，以及流量。按

键可以保存当前测量数据 

  

需要存储数据时按 键显示如下界面： 

 

按动 、 键，可以让光标在设备编号数据上移动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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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焦点，按动 、 键可以改变当前值，按动 、 键，可

以对输入法进行切换，一共有三种输入法：（0～9）表示数值输入，（A～

Z）表示大写字母输入，（a～z）表示小写字母输入。你可以按动

键保存数据并返回到【测量数据】界面，你也可以按动 键退出【输

入编号】界面回到【测量数据】界面，以取消本次操作。 

3.2 历史历史历史历史数据数据数据数据 

在主菜单界面，按 、 键将光标移动至【历史数据】界

面时，按 键，即进入【历史数据】界面。按 、 键可以选

择要查看的历史数据。按 、 键可以翻页. 按 可以查看

详细数据，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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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光标停留在要查看的数据后面时，按 可以删除选中的历

史数据如图所示：  

 

3.3 仪器校准仪器校准仪器校准仪器校准 

3.3.1 密码设置密码设置密码设置密码设置：：：：进入仪表校准菜单中，提示输入密码如下图： 

 

出厂前默认密码为“0000”，在此界面下按“左”“右”调整光

标，“F1”“F2”修改数据，“OK”键进入标定界面。如果需要修改密

码，在此界面下同时按“上”“下”键，进入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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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界面下先输入原密码，按“OK”键密码正确后将进入如下

界面： 

 

输入新密码后“OK”将保存新密码，以后进入标定界面后，只

需要输入新的密码。 

由“输入密码” 界面按“OK”键即进入仪器校准菜单如下图： 

 

 

 

 

 

 

 

在【仪表校准】界面下，同时按 、 键,即可对当前标定表

进行备份，如下图所示： 

 

 

 

 

  

 

 

当标定表出现紊

乱时，同时按“上，

下”键，就可以恢

复出厂时的标定

表 

当重新对仪器进行

校准后，同时按

“左，右”键可以

将校准后的标定表

备份，以后需要恢

复标定标表时，系

统将自动恢复此时

的标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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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仪表校准】界面，同时按 、 键,即可恢复为上次备份

的标定表，如下图： 

 

 

 

 

 

 

 

 

 

3.3.2 仪表校准仪表校准仪表校准仪表校准：：：： 

输入相应的密码进入校准界面，注意：此界面的数据为出厂时的

标准数据，一旦数据出错，将对测量结果产生严重影响，如果用

户需要校准仪表时，请与厂家技术人员联系。 

 

 

 

 

 

 

 

   

注：有效标志，表示该行数据有效，无效标志，表示该行数据无

效，不参与计算，即使修改了对计算也没有影响。 

   手动修改标定表 

光标刚开始位于有效或无效上，要将该行置为有效，按“F1”键；

要将该行置为无效，按“F2”键。用“左”、“右”、“上”、“下”键可

“有效”代表该组

数据参与测量结

果的计算 

标准气体的纯

度值 

相对应的电压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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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移动光标，光标所在位置为反显状态。当光标移动到数字上的时候，

按“F1”则光标所在位置的数字加 1，按“F2”，则光标所在位置的

数字减 1，手动修改后即可。修改完后请务必将有效标志改为“有效”。

完成后直接按“ESC”键，系统自动将数据保存后退出。 

标定的时候不一定要按照浓度大小顺序标定，输入数据后，下次

进入标定表，系统会自动将标定表按浓度从大到小来排序。 

自动标定表数据 

先进入要标定模式下的标定表。 

如果你要新标定一组数据，请使用“上”、“下”键将光标移动到

有效标志为“无效”的行，用“F1”键将有效标志改为“有效”，然

后用“左”、“右”键移动光标到该行标准 SF6浓度数据上，配合“F1”、

“F2”键依次修改数字为你所要标定的 SF6 与所标定用的标准气体

相符），最后用“左”、“右”键移动光标到该行“有效”上，按下“OK”

键，即可进入自动标定数据界面，如下图所示： 

 

 

屏幕上显示的是当前标准气体经传感器变换所对应的模拟电压。 

屏幕底部显示标定正在进行，此时按“ESC”键可以退出自动标

定，不保存当前数据。 

当屏幕上三个数据之间的差在系统规定的范围内，则标定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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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底部显示已经标定完成，按“OK”键即可退出并将当前数

据保存。屏幕回到标定表界面： 

要标定下一组数据，可以更换标准气体，然后继续照上面步骤，

即可标定其他组的数据。 

3.3.3 时间日期时间日期时间日期时间日期：：：： 

 

 

 

 

 

 

 

在此界面下可以将系统的时间进行设计，按“左”“右”键

调整光标，选择需要设定的，按“F1”加数字，“F2”减数字，

设定完成后，按“OK”键将自动保存设定的值，按“ESC”键

将放弃设定值。 

3.4 时间日期时间日期时间日期时间日期 

在【主菜单】界面下，按动 、 、 、 键，让光标

条显示在【时间日期】上后，在按动 键就会显示【时间日期】

界面。我们可以看到共有两个项：【日期】和【时间】，我们可以在

此界面下修改系统当前日期和时间，请正确输入日期和时间，因为

在保存测量数据时系统需要正确的时间才可以正确显示历史数据的

日期和时间，否则虽然测量数据正确，但是系统却不能正确显示测

量的日期和时间，这就意味这条历史数据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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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动 、 、 、 键让光标在方块中移动，表示其

中一项得到焦点。按动 、 键可以改变增加和减少当前数值。

按 键设置并返回到主界面，按 键不设置参数并返回到主界

面。 

3.5 仪器信息仪器信息仪器信息仪器信息 

在【主菜单】界面下，按 、 键，让光标条显示在【仪器

信息】上后，再按 键就会显示【仪器信息】界面,包括出厂编号

日期及软件版本号，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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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使用注意事项使用注意事项使用注意事项使用注意事项 

4.1 使用的中常见问题使用的中常见问题使用的中常见问题使用的中常见问题 

  4.1.1 仪器使用的流量应该是多少仪器使用的流量应该是多少仪器使用的流量应该是多少仪器使用的流量应该是多少？？？？ 

      答：仪器实际使用过程的流量推荐值：0.5~0.8L/min。 

   4.1.2 流量的大小对测量结果有无影响流量的大小对测量结果有无影响流量的大小对测量结果有无影响流量的大小对测量结果有无影响？？？？ 

答：仪器采用了扩散式热导池测量，因此，流量在一定范围

内对测量结果无影响。 

   4.1.3 环境温度变化对测量是否有影响环境温度变化对测量是否有影响环境温度变化对测量是否有影响环境温度变化对测量是否有影响？？？？ 

答：仪器首先采用带温度补偿功能恒温型热导池，其次仪器

采用了工业级芯片，因此，温度在推荐的范围内变化时对

测量无影响。 

   4.1.4 对测量结果有影响因素有哪些对测量结果有影响因素有哪些对测量结果有影响因素有哪些对测量结果有影响因素有哪些？？？？ 

答：1、环境噪声影响，本案测量精度较高，如果有较强电

磁噪声，容易对信号产生一定影响，因些，仪器在

使用中最好直接外壳接地。  

    2、仪器的标定。仪器标定非常重要，标定的标气、标

定的方法都会直接影响测量结果。我们推荐使用有

一定资质的标气，其次标定人员需经过技术培训方

可。 

4.2 使用注意事项使用注意事项使用注意事项使用注意事项 

    1）长时间存放后，使用前需通高纯氮气 20分钟。 

    2）避免测量高湿、腐蚀等气体。 

    3）经常查看电量是否充足，电量不足时，应该及时充电，长

期存放必须将电充满。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027-83522820     传真传真传真传真：：：：027-83522821 
网址网址网址网址：：：：www.whhdgc.com.cn   邮箱邮箱邮箱邮箱：：：：whhdgc@163.com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武汉市江汉经济开发区武汉市江汉经济开发区武汉市江汉经济开发区武汉市江汉经济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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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避免剧烈震动，防止损害仪器。 

4.3仪器保养仪器保养仪器保养仪器保养 

4.3.1 仪器标定仪器标定仪器标定仪器标定 

仪器使用前需要标定，标定的准确性直接影响仪器的测量精度。

因此，仪器标定表中的参数是非常重要的，不能轻易地修改或删除。 

当仪器多点误差较大且不等时，需重新标定仪器，否则只需要采

用单点修正(因为仪器在某范围内基本是性线变化。 

4.3.2 校准周期校准周期校准周期校准周期 

测量仪器都需要定期进行校准，正常情况两年校准一次，应根据

具体工况而定。校准方法，混合浓度的标气，直接接入仪器的进气口，

与正常测量相同，当仪器稳定后，如果有偏差且超过误差范围时，可

直接采用单点修正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