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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SF6 综合测试仪功能概述 

 SF6 综合测试仪湿度传感器采用芬兰 VAISALA 公司的湿度传感器、纯度、

SO2、H2S、CO 等传感器采用英国 ALPHA 公司的热导式传感器和电化学传感器；

同时配备了当前最先进的 ARM 开发技术、质量流量传感器及温度传感器等精密传

感器，使得采样数据更真实、更可靠、运算速度更快等优点。仪器采用彩色液晶

显示屏显示，界面友好美观、易于操作。 

该型综合测试仪以性能可靠的进口传感器作为敏感元件，同时又集实时测

量、曲线显示、电源管理、时间系统、文件系统、数据查询、数据打印等众多功

能于一体，融合了国内外先进的传感器技术和信息技术，人性化的操作和完善的

功能，让您体会到她无处不在的优越与完美。 

二、主要特点 

大容量储存功能 

电池电量提示 

重复性好、响应速度快 

触摸式操作仪器 

大屏幕彩色液晶显示 

先进的探头保护功能 

抗污染、抗干扰 

灵敏度高、稳定性好 

体积小巧美观，易于携带 

直观的曲线显示 

微水值自动转换成 20℃标准微水值 

 

三、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露点-60℃ ～ +20℃，（支持 ppmv等） 

露点精度：测试精度优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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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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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0℃   Td   10s[240s] 

分 辨 率：露点 0.1℃或 0.1ppm 

重 复 性：±0.2℃ 

气体分解物测量范围：SO2：0 ～ 200 µl/l 

H2S：0 ～ 100 µl/l 

CO: 0 ～ 1000 µl/l 

灵敏度： SO2：±0.5µl/l  

H2S：±0.5µl/l 

CO:  ±1µl/l 

SF6气体纯度测量范围：0 ～ 100 % 

测量精度：90%～100%范围内误差≤±0.04%； 

气体流量：SF6调节在 0.5～0.9L/min  

探头保护：不锈钢烧结过滤网 

工作电压： 110～220VAC  

储存温度等级：-40～+70℃ 

操作环境： 温    度： -35～+60℃ 

压    力： 0～20bar 

样气流速： 无影响 

电子质量流量计 

体积： 340×200×120 

重量：6.5kg  

 

四．仪器外观介绍 

说明:外观以实物为准 

 

五．系统引导界面介绍 

系统引导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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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机后，仪器会显示本公司的欢迎使用界面。大约 7－8 秒后，系统会自

动进入检测功能、加载运行参数，请耐心等待。当你看到“系统初始化完毕,请

按任意键继续…”字样时，初始化各种参数结束，设备可以进行测量。  

 

 

 

六．测量界面介绍 

测量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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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测量界面”后，软按键有：保存键、菜单键、帮助键。按动相应的按

键可以进入“保存界面”，“菜单界面”，“帮助界面”。同时，你也可以看到露点、

水份含量、压力、流量、环境温度、SO2、H2S、CO、PP20等测量值。 

 

七．保存界面介绍 

保存界面如下图所示： 

 

进入“保存界面”后，软按键有：输入法，确定键，取消键。 

推荐您在正确输入设备编号后，保存数据。按（确定）键将保存数据，并返

回到“测量界面”。按（取消）键将返回到“测量界面”。按（输入法）键，系统

将在“数字键”、“大写字母”、“小写字母”三种输入法中切换。按【向左】或【向

右】键将移动光标位置，按【向上】或【向下】键将增大或减小数字值或字母顺

序。 

 

 

 

 

 

 

 

八．菜单界面介绍 

菜单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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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菜单界面”后，软按键有：（向上）对应于【F1】，（向下）对应于【F2】，

（确定）对应于【F3】，（返回）对应于【F4】。 

在此界面下，你可以看到“历史数据”、“格式化”、“省电控制”、“设置时间”

和“系统帮助”5个菜单项目。按（向上）或（向下）键，将移动菜单条到指定

位置。按动（确定）键，将选择该条菜单项目，同时自动进入相应的功能界面。

按动（返回）键，将返回到“测量界面”或“露点传感器校准”（如果传感器 8

分钟校准还未完成的话）界面下。 

 

九．帮助界面介绍 

帮助界面如下图所示： 

 

进入“帮助界面”后，软按键有：（确定）对应于【F3】，（返回）对应于【F4】。 

在此界面下，你可以看到本仪器的一些使用方法,就按上面的操作规程就可

以完成整个测量过程。如果需要技术支持的话，请直接和本公司的售后服务部联

系，我们将尽快为您排除技术困难与障碍。按（确定）或（返回）键，将返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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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界面”或“露点传感器校准”（如果传感器 6 分钟校准还未完成的话）界

面下。 

 

 

十．历史数据界面介绍 

历史数据界面如下图所示： 

 

进入“历史数据”界面后，软按键有：（前一条）对应于【F1】，（后一条）

对应于【F2】，（删除）对应于【F3】，（返回）对应于【F4】。 

在此界面下，你可以看到第一条历史数据信息。如果没有历史数据的话，系

统将显示无历史数据。按（前一条）或（后一条）键，将显示前一条记录或后一

条记录的历史数据。按（删除）键，将有“删除界面”显示。按（返回）键，将

返回到“菜单界面”。 

删除提示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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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删除提示”界面，软按键有：确定键，取消键。 

在此界面下，按确定键，将删除当前记录，同时返回到“历史数据”界面。

按取消键，将返回到“历史数据”界面。 

 

 

 

 

 

 

 

 

 

十一．格式化界面介绍 

格式化界面如下图所示： 

 

进入“格式化”界面后，软按键有：确定键，取消键。 

在此界面下，按确定键，将格式化存储器。这时，你将丢失所有的历史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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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操作时请慎重选择。按取消键，将返回到“菜单界面”。 

 

十二．省电控制界面介绍 

省电控制界面如下图所示： 

 

进入“省电控制”界面，软按键有：向上键，向下键，确定键，返回键。 

在此界面下，你可以看到两个选择项：显示延时和背光亮度。显示延时即在

规定时间内没有按键操作，系统将自动关闭液晶显示屏，直到按任意键后再自动

开启显示屏幕。显示延时可以设置为 0～30分钟，步长为 5分钟。其中 0分钟为

关闭显示延时功能。背光亮度共有 8 个级别（0－7），其中 0 为最暗，而 7 为最

亮。按动向上键或向下键，可以将设置光标移动到要设置的栏目中。按动【▲】

或【▼】将改变选中栏目中的值。按确定键，将保存设置参数。按返回键，将返

回到“菜单界面”。 

注：省电模式的设置有助于电池的续航能力。 

 

 

 

十三．设置时间界面介绍 

设置时间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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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设置时间”界面，软按键有：向上键，向下键，确定键，返回键。 

在此界面下，你可以设置当前系统时间包括：年份、月份、日期、小时、分

钟以及秒钟。按向上键或向下键，可以移动栏目光标。按【▲】或【▼】键，可

以增加或减小数值。按确定键，将设置系统时间。按返回键，将返回到“菜单界

面”。 

 

十四．注意事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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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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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传感器和流量传感器被损坏；测量气体 SF6流量应该调节在 0.5～0.9L/min，

这样既能快速测量，又能节省气体。 

 

2.  常见问题 

►一般充电需多长时间？什么时候需要充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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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指示灯会由红色变为绿色。 

 

►仪器使用多长时间需要校验维护？ 

一般建议用户 2年校验一次，特殊情况半年一次（气路污染较严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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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在测量过程中出现停滞然后数据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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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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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六氟化硫断路器含水量测量要求(标准) 

测 试 内 容  标 准（u1/1，20℃） 

六氟化硫断路器出厂和大修中（整体装复以前）应分别

测量开断单元和支柱单元水份值。 

≤150 

交接时由支柱下部充气接口测量断路器水份值。 ≤150 

运行中由支柱下部充气接口测量断路器水分值。测试周

期按“预试规程”规定。 

≤200 

运行中，必要时（开断单元漏气、解体过开断单元）六

氟化硫断路器应由联箱内自封接头处单独测量开断气

室含水量。 

≤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