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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重重        要要要要        说说说说        明明明明    

 

所有负责本产品使用或维护的人员都应该仔细阅读本手册。与其

它任何复杂设备一样，本产品只有在按照厂商说明的要求去进行使用

和维护的前提下，才能达到所设计的性能指标。 

另外，如果对本产品没有按照本手册的说明去进行使用和维护我

公司作出的关于产品质量的担保将会无效。为了保护你和其他人员的

安全，请务必要遵照并执行这些要求。我们鼓励客户在使用之前，通

过来电或来信等方式咨询有关使用和维修方面的任何其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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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敬敬敬                告告告告    

 

一、本手册中所说明的每个配件及仪器都应该严格按照说明、并在所

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测试、维护。 

二、本仪器绝对不能测量腐蚀性气体或者含有油的气体。同时严禁在

测量含有危险气体的环境中开关机和充电，否则，会造成爆炸恶

性事故。 

三、在室内小环境测试气体时，必须将出气管道引到户外或者安全区

域，否则气体越聚越多引起爆炸恶性事故。 

四、严禁在危险区域对仪器进行开、关机或者充电操作。 

五、检测仪器是否准确时，只能通已知浓度的标准气体来测试。如仪

器读数出现偏差时，可以对仪器进行修正，修正时必须严格按照

说明来进行操作。如果违反这一规定，将会严重影响仪器的性能。

我们鼓励客户在修正前，通过来电或者来信等方式咨询有关标定

方面的信息。 

六、本仪器是一个密封的整体，绝对不要试图打开仪器，否则不能享

受三包政策。 

七、本仪器出厂前已经进行标定，检测合格。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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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仪器长时间存放时一定要充足电，且三个月需充电一次。 

十、严禁用力按、击打触摸屏，当点击屏幕无反应时，重新启动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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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开箱开箱开箱开箱    

将露点检测仪小心地从运输集装箱内取出。为了防止不经意地遗

漏有用或者有价值的部件，应对包装材料以及所有集装箱内部搜索一

遍。 

警告警告警告警告！！！！仔细检查装置内部包装材料防止配件遗失。 

如果有必要返还设备的话，应保留所有包装箱和包装材料。 

 

二二二二、、、、    初始检查初始检查初始检查初始检查    

� 打开仪器外箱，取出仪器，仔细检查仪器外观。 

� 晃动仪器，仪器内部是否有元器件松动的情况。 

� 如果发现有损坏或缺陷，应尽快通知承运商，向承运商提出恰

当的索赔。 

� 打开仪器电源开关，观察仪器是否能正常显示。 

� 检查完毕后，插上电源线对仪器进行充电后再存放。 

� 如发现异常情况请立即与经销商联系。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章章章章    概概概概                述述述述    

该微机型 SF6 高精度微水测量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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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适合工业环境的使用。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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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得该仪器在高浓度化学物质和清洁剂的环境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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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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功能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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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章章章章    技术指标技术指标技术指标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测量范围测量范围测量范围：露点-80～+20℃或-60～+60℃（具有 ppmv 自动换算等） 

测量精度测量精度测量精度测量精度：：：：≤0.5℃ 

响应时间响应时间响应时间响应时间：63％[90％]     

                             +20→-20℃ Td 5s[45s]  

        -20→-60℃ Td 10s[240s]  

分分分分    辨辨辨辨    率率率率：露点 0.1℃或 0.1ul/l 

重重重重    复复复复    性性性性：±0.5℃ 

气体流量气体流量气体流量气体流量：湿度测量时：0.5～0.9L/min，电子质量流量计，样气流

速无影响 

探头保护探头保护探头保护探头保护：不锈钢烧结过滤网 

工作电压工作电压工作电压工作电压：220VAC±10%  50Hz，交直流两用，过充保护，连续工作

不低于 5 小时 

储存温度等级储存温度等级储存温度等级储存温度等级： -40～+70℃ 

输出接口输出接口输出接口输出接口：USB2.0 规范 

存储容量存储容量存储容量存储容量：：：：30 条    

操作环境操作环境操作环境操作环境：温 度： -25～+60℃ 相对湿度： ≤90%RH 

其它配置其它配置其它配置其它配置：标准版管理软件，含报表打印，湿度常用转换工具包 

尺尺尺尺                寸寸寸寸：285×320×133 

重重重重                量量量量：约 3.8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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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仪器外观介绍仪器外观介绍仪器外观介绍仪器外观介绍 

3.1. 3.1. 3.1. 3.1. 前面板介绍前面板介绍前面板介绍前面板介绍    

 

 

 

 

 

 

 

 

 

 

 

3.2. 3.2. 3.2. 3.2. 后面板介绍后面板介绍后面板介绍后面板介绍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章章章章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打开主机电源后，仪器自动进入测量界面自校准结束后显示测量

数据及曲线，如图 1 所示： 

干燥旋钮 流量调节阀 

液晶屏 

进气口 充电显示灯 

打印机 

 

USB 接口 

 

出气口 

电源开关 充电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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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在【测量】界面下，点击菜单按钮，打开主菜单，如图 2所示： 

 

     图 2  

在主界面下点击所需要的菜单，就可以进入该菜单。以下介绍各

菜单的功能。 

 

4.14.14.14.1、、、、测量界面测量界面测量界面测量界面    

在主界面下直接点击测量数据图标，会出面【测量】界面，仪器

开机后自动进入【测量】界面，如图 3 所示。 

实时显示电

池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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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在【测量】界面下，可以查看 5 分钟的露点的曲线， 

点击界面下方的菜单图标，可以返回到主界面； 

点击界面下方的打印图标，可以打印当前的测量数据； 

点击界面下方的保存图标，可以把当前的数据保存在仪器中，以

便在【历史记录】界面中查看；并出现保存界面，如图 4 所示。 

 

  

 

 

 

 

 

点击此图标，

会将当前测量

记录参数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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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保存界面 

在【保存】界面下，可以输入记录编号。点击输入框，会出现【键

盘界面】更改记录编号，如图 5 所示。 

 

图 5  

4.24.24.24.2、、、、历史记录历史记录历史记录历史记录    

    在主界面下直接点击历史记录图标，会出面【历史记录】界面， 

就可以查看所有已保存的数据，如图 6 所示。 

点击下方左右箭头，可以翻看前后保存的记录； 

点击下方的打印，可以打印当前显示的记录； 

点出下方的删除，可以删除当前显示的记录； 

字母大小写按键 保存数据 

清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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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  

    4.34.34.34.3、、、、系统信息系统信息系统信息系统信息    

在主界面下直接点击系统信息图标，会出面【系统信息】界面，

就可以查看仪器的相关信息，如图 7 所示。 

          
 图 7  

在此界面下显示了该仪器的出厂编号和日期，和软件版本号，如

有问题可以将此信息告知我公司以便公司对仪器进行维护。 

记录编号及

记录的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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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4.44.4、、、、格式化格式化格式化格式化    

在主界面下直接点击格式化图标，会出面【格式化】界面，可以

清除所有保存历史记录数据，如图 8 所示。 

 

图 8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注意事项与问题注意事项与问题注意事项与问题注意事项与问题 

5.15.15.1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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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仪器使用的流量应该是仪器使用的流量应该是仪器使用的流量应该是仪器使用的流量应该是多少多少多少多少？？？？    

   答：推荐流量 0.5～0.9L/min，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提 

高流量。    

2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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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采用进口高进度传感器，因此，流量在一定范围内对测

量结果无影响。 

3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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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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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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25.25.2、、、、仪器保养仪器保养仪器保养仪器保养    

1111、、、、仪器修正仪器修正仪器修正仪器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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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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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情况可两年校准一次，应根

据具体工况而定。仪器每次使用后，最好使用高纯氮气吹扫后，并充

足电存放。 

3333、、、、仪器充电仪器充电仪器充电仪器充电    

仪器的显示屏幕上有电量指示，电量满时为四格。电量显示为空

时，就需要充电。充电时使用 220V 交流电,将随机配的电源线与仪器

连接好后,插头插在插座上，仪器前面的充电指示灯会点亮。仪器本

身自带充电保护系统，当电池电量充满时，充电指示灯会自动灭掉，

同时仪器会自动切断充电电源，以保护电池。充满后可直接将充电电

源线拔掉收起。充电时间约为 2~5 小时。 

5.3 5.3 5.3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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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环境当环境当环境当环境中含有危险气体时中含有危险气体时中含有危险气体时中含有危险气体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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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环境中含有危险气体时当环境中含有危险气体时当环境中含有危险气体时当环境中含有危险气体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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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六六六六章章章章 使用操作步骤使用操作步骤使用操作步骤使用操作步骤 

1. 打开仪器观察仪器电量，如果电量不足请及时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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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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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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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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转接头与被测量设备相连接。 

5. 将仪器面板上面的流量调节阀关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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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干燥旋钮打到 MeasureMeasureMeasureMeasure 状态状态状态状态((((测量状态测量状态测量状态测量状态))))，准缓慢打开流量

调节阀并将流量控制在 0.5~0.9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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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测试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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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读

数，也可保存测量结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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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测量结束后，先将转接头与设备分离开，将干燥旋钮打到 ProtectProtectProtectProtect

状态状态状态状态((((保护状态保护状态保护状态保护状态))))，再将管道一一拆除，关闭仪器。 

9. 仪器长时间存放必须充足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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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七七七七章章章章    常见故障及维护常见故障及维护常见故障及维护常见故障及维护    

 

 

 

 

 

 

 

现现现现                    

象象象象    
原原原原     因因因因 解解解解  决决决决 方方方方  案案案案 

充电时指示灯不充电时指示灯不充电时指示灯不充电时指示灯不

亮亮亮亮或者闪烁或者闪烁或者闪烁或者闪烁    

① 电源线未连接好 ① 检查电源线是否连接好 

② 仪器电量已满 

② 将电源线重新插拔，观察

指示灯是否闪烁，如出现绿

色表示电已充满。 

打开电源开关仪打开电源开关仪打开电源开关仪打开电源开关仪

器不显示器不显示器不显示器不显示    
仪器电量不足 对仪器进行充电 

仪 器在 刚测 量仪 器在 刚测 量仪 器在 刚测 量仪 器在 刚测 量

时时时时，，，，通气几分钟通气几分钟通气几分钟通气几分钟

后后后后，，，，数据数据数据数据仍然没仍然没仍然没仍然没

有有有有变化变化变化变化    

① 由于传感器有5分钟自

动校验过程    

① 耐心等待 5 分钟。    

② 由于仪器内部的分析

管道较长，内部的空气没

有排尽，仪器分析的仍然

是空气中的水份 

② 测试前先将流量调整最

大，待空气排尽后，再将流

量调整合适的范围 

仪器电池使用时仪器电池使用时仪器电池使用时仪器电池使用时

间不长间不长间不长间不长    

可能是电池充电不足 继续充电 

电池长期使用后性能降低 更换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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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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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