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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功能概述功能概述功能概述功能概述 

维萨拉公司使用DRYCAP®湿度传感器用于工业湿度测量已有近 60年的

历史。高品质的 DRYCAP®与智能化电子部件的完美结合，使测量湿度仪表

成功应用于各种极端恶劣的工业环境中。维萨拉公司为全世界提供湿度测量

领域中先进的技术。 

    DRYCAP®传感器在全量程测量精确可靠，并具有卓越的长期稳定性，它

不受灰尘粒子和大多数化学物污染的影响，极适合工业环境的使用。 

    HDWS-142 SF6 微水仪是在低露点且需要控制干点的工业环境的理想选

择。它有化学物质清除选项，这使得 HDWS-142 在高浓度化学物质和清洁剂

的环境中能进行精确稳定的测量，从而保证了每次校验间隔之间的准确测量。

这项功能既能通过控制系统在线执行，也能按预先设定的时间间隔定期执行。 

二二二二、、、、主要特点主要特点主要特点主要特点 

● 零点自动校准、全程曲线跟踪修正 

● 独有的超大储存功能及查询功能 

● 采用专利技术的保护气室，测量速度快 

● 操作简单、携带方便 

● 重复性好、响应速度快 

● 自带温度补偿功能 

● 交直流两用，内置充电锂电池，自动切换，过充过放保护 

● 斜率自动校准 

● 大屏显示 

● 先进的探头保护功能 

● 抗污染、抗干扰 

● 灵敏度高、稳定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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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技术指标技术指标技术指标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露点-80～+20℃或者-60～+60℃（支持 ppmv 等） 

露点精度：±0.5℃（在一定量程内） 

（当露点温度低于 0℃，传感器输出为霜点） 

响应时间  63％[90％] 

          +20→-20℃   Td   5s[45s] 

          -20→-60℃   Td   10s[240s] 

分 辨 率：露点 0.1℃或 0.1ppm 

重 复 性：±0.2℃ 

气体流量：SF6 和其它气体调节在 0.5～0.9L/min，H2调节在 0.1～0.4L/min  

压力测量：0～1.0MPa 

探头保护：不锈钢烧结过滤网 

工作电压：110～220VAC，交直流两用 

储存温度等级：-40～+70℃ 

储存容量：50 条 

输出接口：USB1.1 规范 

操作环境：温    度： -35～+60℃ 

          压    力： 0～20bar 

          样气流速： 无影响 

其它配置：管理软件，含报表打印，湿度常用转换工具包 

          电子质量流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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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 电 池：交直流电两用，自动切换，过充过放保护功能 

体积重量：258×240×88，3.5kg 

四四四四、、、、仪器外观介绍仪器外观介绍仪器外观介绍仪器外观介绍 

1．  前面板介绍 

 

 
 
 
 

（（（（图图图图 4.1：：：：前面板前面板前面板前面板）））） 
 

2．  后面板介绍 

 
 
  
 
 

 
 
 
 
 
                            （（（（图图图图 4.2：：：：后面板后面板后面板后面板）））） 

五五五五、、、、主界面介绍主界面介绍主界面介绍主界面介绍 

当你打开电源后，仪器会自动进入校准界面如下图，此时按“ESC”键将

USB 接口接口接口接口 开开开开  关关关关 充电插口充电插口充电插口充电插口 

保险丝保险丝保险丝保险丝 

液晶屏液晶屏液晶屏液晶屏 选择调节键选择调节键选择调节键选择调节键 

移动键移动键移动键移动键 确认键确认键确认键确认键 

退出键退出键退出键退出键 

指示灯指示灯指示灯指示灯 出气口出气口出气口出气口 进气口进气口进气口进气口 

流量调节阀流量调节阀流量调节阀流量调节阀 

最大最大最大最大 最小最小最小最小 

精密露点仪精密露点仪精密露点仪精密露点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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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主菜单界面，界面上共有四个子菜单选择项，并且在屏幕底部显示时间，

电量以及湿度传感器是否校准完毕标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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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湿度传感器是否校准完毕可以提示用户是否可以开始做

露点测量。在主界面中主要是四个子菜单功能项（如下图所示），它们依次是

【测量数据】（MEASURE），【历史数据】(HISTORY)，【设置日期】（SET 

DATE），【查看帮助】（HELP）。每一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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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校准自校准自校准自校准；；；；开机默认界面开机默认界面开机默认界面开机默认界面）））） 

 
       （（（（图图图图 5.1 测量数据测量数据测量数据测量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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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 16 

 

 
        （（（（图图图图 5.2：：：：历史数据历史数据历史数据历史数据）））） 

 
      （（（（图图图图 5.3：：：：设置日期设置日期设置日期设置日期）））） 

 
（（（（图图图图 5.4：：：：帮助帮助帮助帮助）））） 

六六六六、、、、测量数据介绍测量数据介绍测量数据介绍测量数据介绍 

在【测量数据】功能中，一共有三项功能，它们依次是湿度传感器校准、

测量数据和保存数据。下面将依次介绍这三项功能： 

1．湿度传感器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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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菜单界面下，按动    、   键，让光标条显示在【测量数据】上后，

再按     键就会显示【自动校准】界面（如图 6.1）（如果湿度传感器还未自

动校准完毕）。 

      

2．测量数据 

在【主菜单】界面下，按动    、    键，让光标条显示在【测量数据】 

上后，再按       键就会显示【测量数据】界面（如果湿度传感器自动校

准完毕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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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 6.2）））） 

在【测量数据】界面下，系统将显示测量到的露点值，测量到的 PPMV

值，测量到的环境温度，测量到的进气压力，测量到的气体流量，以及当前

的系统时间（如图 6.2 所示）。在此界面下，你可以按      看曲线界面，按          

键保存数据。 

3．保存数据，如图 6.3 所示： 

 
（（（（图图图图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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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测量数据界面下，按     键保存数据出现如图菜单。按动     、 

   键可以让光标在设备编号数据上移动以确定焦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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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退出【保存数据】界面回到

【测量数据】界面，以取消本次操作。 

在【测量数据】界面下，可连续保存 79 条信息，存满后在第 79 条

可连续更新存储，如果要删除数据进入到【历史数据】菜单。 

七七七七、、、、查看历史数据查看历史数据查看历史数据查看历史数据 

在【主菜单】界面下，按动    、   键，让光标条显示在【历史数据】

上后，再按动     键就会显示【查看历史数据】界面（如图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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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 7.1）））） 

在此界面下，系统将显示以前测量并被保存的数据。其中包括测量日期、

设备编号（DevID）、测量露点（DEW）、测量 PPMV（PPMV）、环境温度

（TEMP）、进气压力（PRESS）、气体流量（FLOW）以及记录的总数和当前

记录编号。按动      、     、    、    键可查看第一条记录、最后一条

记录、前一条记录、后一条记录。按      键依次是删除。按      键退回

到【主菜单】界面。 

在【查看历史数据】界面下，按     键可删除当前历史数据，此时系统

会显示询问框再次向你确认是否删除数据。在【询问】界面下，当按     键

系统就删除当前记录并返回到【查看历史数据】界面，按      键就取消删

除当前记录操作并返回到【查看历史数据】界面。 

 

八八八八、、、、系统设置介绍系统设置介绍系统设置介绍系统设置介绍 

本系统有功能项【设置日期】，用户可设置系统日期和时间。 

在【主菜单】界面下，按动   、   键，让光标条显示在【设置日期】

上后，在按动     键就会显示【设置日期】界面。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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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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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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图图图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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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九九九、、、、查看帮助查看帮助查看帮助查看帮助 

在【主菜单】界面下，按    、   键，让光标条显示在【查看帮助】上

后，再按     键就会显示【查看帮助】界面（如图 9.1）： 

 

                                （（（（图图图图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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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界面下设置了该仪器的出厂日期和编号，同时还定义了版本号，如

有问题可以将这些信息告知我公司以便公司对仪器进行维护。 

十十十十、、、、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1.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本仪器为便携式精密露点测试仪，因此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1）、禁止在危险地区开关仪器电源禁止在危险地区开关仪器电源禁止在危险地区开关仪器电源禁止在危险地区开关仪器电源！！！！ 

（2）、禁止在危险区域内充电禁止在危险区域内充电禁止在危险区域内充电禁止在危险区域内充电！！！！ 

（3）、仪器在运输过程或测试过程中防止碰撞挤压及剧烈震动； 

（4）、在测量过程中，流量调节针形阀应慢慢打开，防止压力突变，以免压

力和流量传感器损坏；测量气体 SF6流量应该调节在 0.5～0.9L/min，H2调节

在 0.1～0.4 L/min，这样既能快速测量，又能节省气体； 

（5）、仪器在使用过程中，当电量指示不足时，应及时充电，充电时只需将

电源线接入 220V 电源，不需打开仪器电源开关，仪器自动充电，充电指示灯

亮，充电完成后充电指示灯熄灭； 

（6）、连接通信电缆时，切勿带电操作，需将仪器和电脑关闭，否则容易损

坏通信接口； 

（7）、仪器一定要充足电存放，长时间不用，要经常查看电量是否充足。 

 

2.  常见问题常见问题常见问题常见问题 

►一般充电需多长时间一般充电需多长时间一般充电需多长时间一般充电需多长时间？？？？什么时候需要充电什么时候需要充电什么时候需要充电什么时候需要充电？？？？何时充电结束何时充电结束何时充电结束何时充电结束？？？？ 

每次充电时间根据实际剩余电量而不同，一般小于 12 小时。当电量指示

不足时应及时充电，不宜将电全部用光，以保证电池使用寿命。充电电路设

有过充保护装置，当电池充足后，充电指示灯会熄灭。 

►仪器使用多长时间需要校验维护仪器使用多长时间需要校验维护仪器使用多长时间需要校验维护仪器使用多长时间需要校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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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建议用户 2 年校验一次，特殊情况一年一次（气路污染较严重时）。 

►仪器怎样测量设备本体中的仪器怎样测量设备本体中的仪器怎样测量设备本体中的仪器怎样测量设备本体中的 SF6 压力值压力值压力值压力值？？？？ 

将仪器软件调整到测量界面，再将流调节阀关闭  最后将仪器与设备本

体连接好，此时仪器液晶上显示的压力值就是设备本体中的 SF6 压力值。 

►仪器与仪器与仪器与仪器与《《《《数据分析管理软件数据分析管理软件数据分析管理软件数据分析管理软件》》》》不能正常通信时不能正常通信时不能正常通信时不能正常通信时，，，，应如何处理应如何处理应如何处理应如何处理？？？？ 

A、 检查通信电缆是否完好； 

B、 检查通信电缆连接是否正确；  

C、 重新选择计算机的通信接口。 

►仪器在测量过程中出现停滞然后数据下降仪器在测量过程中出现停滞然后数据下降仪器在测量过程中出现停滞然后数据下降仪器在测量过程中出现停滞然后数据下降，，，，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这是传感器在执行增益回归功能，就是返回到前面测试过程进行校验，此

时界面数据不动，但 CPU 在处理数据，所以过一会数据又立即下降。 

►传感器怎样保护传感器怎样保护传感器怎样保护传感器怎样保护？？？？ 

本仪器内置传感器有探头保护室保护，当运行时保护室内通过检测器自动

屏闭，使仪器处于测量状态，反之关闭电源时自动保护。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操作步骤操作步骤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测量测量测量测量 SF6SF6SF6SF6    

1． 打开仪器观察仪器电量，如果电量不足请及时充电。 

2． 仔细检查过渡转接头是否齐全，密封圈安装是否安装到位。 

3．如果仪器长时间不用，先通 20 分钟氮气，吹扫仪器管路。（可选） 

4．到达测试现场后，先打开仪器电源开关，连接上出气管道（将管道出口

引至无人处） 

5．选择与设备相配套的转接头，先将进气管道与转接头连接好后再将转接

头与设备本体连接（连接必须迅速，避免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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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将仪器面板上面的针行流量调节阀关闭，将进气管道与仪器进气口连

接好，观察仪器自动校准时间是否结束，等仪器自动校时间结束后，准

缓慢打开流量调节阀并将流量控制在 0.8L/Min。（流量大小对测量结果无

影响，但对测量时间有一定的影响） 

7． 测试 5 分钟后观察数据是否稳定（在一定的范围内波动就代表稳定），

如果数据不稳定可以延长测试时间，待数据稳定后，按照仪器界面提示，

将测量结果保存。 

8． 继续测量不需要关闭仪器，只需将转接头与下一个设备连接好，就可

以继续测量。 

9． 测量结束后，先将转接头与设备分离开，再将管道一一拆除，关闭仪

器。（最好用高纯氮气冲洗仪器管路） 

10． 仪器长时间存放必须充足电。 

 

H2H2H2H2 测量步骤测量步骤测量步骤测量步骤    

严禁在危险区域进行开关机操作！ 

（1） 打开仪器的电源开关（仪器刚开机时需要预热几分钟），将流量调节阀

关闭。 

（2） 选择相对应的管道，将管道先与仪器的进气口相连，另外一端接上被测

气源，  

（3） 待仪器自动校准时间结束后，打开仪器流量调节阀门，调整流量，一般

0.3L/M 为最佳流量。 

（4） 测试 5 分钟后观察数据是否稳定（在一定的范围内波动就代表稳定），

如果数据不稳定可以延长测试时间，待数据稳定后，按照仪器界面提示，

将测量结果保存。 

（5） 继续测量不需要关闭仪器，只需将管路与下一个设备连接好，就可以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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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测量 

（6） 测量结束后将测量数据保存，再将管路拆下。 

（7） 仪器长时间存放必须充足电。 

 

其它气其它气其它气其它气体测量步骤体测量步骤体测量步骤体测量步骤    

严禁在危险区域进行开关机操作！ 

（1） 打开仪器的电源开关（仪器刚开机时需要预热几分钟），将流量调节阀 

关闭。 

（2） 选择相对应的管道，将管道先与仪器的进气口相连，另外一端接上被 

测气源。 

（3） 待仪器自动校准时间结束后，打开被测气源，再缓慢打开仪器流量调 

节阀门，调整流量，将流量调整至 0.8L/min 左右。 

（4） 测试 5 分钟后观察数据是否稳定（在一定的范围内波动就代表稳定）， 

如果数据不稳定可以延长测试时间，待数据稳定后，按照仪器界面提示，将

测量结果保存。 

（5） 继续测量不需要关闭仪器，只需将管路与下一个设备连接好，就可以

继续测量 

（6） 测量结束后将测量数据保存，再将管路拆下。 

（7） 仪器长时间存放必须充足电。 

十十十十二二二二、、、、售后服务售后服务售后服务售后服务 

尊敬的客户，请妥善保管购买凭证需免费维修服务时，须向本公司或经销

商出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