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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 介

1.安全防范

为安全可靠地使用好水份分析仪，请务必遵守以下条款：

a.本仪器适用于样品水分含量的测定，所有不恰当的操作均可能导

致人身伤害和仪器的损坏；

b.请依照说明书规定的要求接入交流电源，仪器使用 3针带接地插

头，严禁断开接地插头；

c.电源线接插应不妨碍人体正常活动，避免人体触碰或绊倒；

d.不要在危险、潮湿和不稳定的环境下操作本仪器；

e.清洗水分仪时应拔掉电源；

f.使用中应确保仪器周围有足够的空间，上方空间至少 1m；

g.仪器必须要有专业人员操作并戴好相应的防护用品，如安全眼

睛、防护服、手套和口罩；

h.请不要任意改动仪器的部件和其他方面，对本仪器的维修由工厂

授权的专业人员进行；

注：水分仪工作以加热方式进行！

i.仪器四周不得放置任何易燃物品；

j.使用过程中样品、加热卤素灯和周围部件会很烫，移动样品时应

格外小心，防治烫伤；

注：特别注意部分样品的危害！

k.对于某些有安全隐患的样品物质，测试前请仔细做好危险分析和

防范工作；

l.以下样品测试需特别小心,所导致的任何损害请自行负责：

起火/爆炸：易燃易爆和含有溶剂的样品加热会产生易燃易爆气

体或蒸汽，因此需在干燥低温度环境下进行，以防起火或爆炸；

有毒/腐蚀：对于有毒或腐蚀性成分的样品要在通风良好环境下

进行，此类物质在加热中会释放出有毒的腐蚀性气体，建议测试

样品尽量少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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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打印机的使用和设置

a.水分仪打印功能的实现须选配备我公司 XY-08P 型专用打印机；

b.水分测试结束，如需打印测试报告可按如下操作：

1.长按“设置”键，当出现“PRINT”松手，进入打印功能设置状态，如

果不松手继续按住“设置”当出现 T时为 RS232 串口输出；

2.当出现“PRINT”松手，出现“L-C（中文）”或“L-E（英文）”选择打

印语言，按“上”或“下”键选择打印语言 ，按“确认”进入下一级

菜单；

3.出现“1—5”选择打印最近 5 次水分测试记录中的任一次，选择结束按

“确认”键打印所选的那次水分测试报告，继续选 1—5，再按“确认”

键打印所选另一次水分测试报告；

4.按”复位”键即可退出设置回到称重状态。

友情提示：

1.请开机预热 30 分钟后进行第一次校准；

2.校准结束后可以进行一次水分实验作为预热（详见 3.4）；

3.每次开关机，请间隔 5 秒钟；

4.如果进行连续实验，请在温度降到 50℃左右再进行下一次实验；

5.盖上加热器上盖时，勿将砝码留在网罩托架上，否则会将卤素灯压碎；

6.离开水分仪，务必切断电源；

7.切勿让水分仪在无人监测状态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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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装配图

请按照如图顺序安装

由上至下安装顺序：1——2——3

1. 不锈钢网罩上盖

2. 不锈钢网罩托架

3. 不锈钢托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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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 装

2.1 标配装箱清单

打开包装取出主机和附件，对照装箱清单核对是否齐全。

标准配置 数量 备注

水份分析仪主机 1台

上网罩 1个

下网罩 1个

电源线 1根

100g 砝码 1只

产品说明书 1本

产品合格证 1份

保修卡 1份

2.2 水份仪放置要求

操作台面应平稳。 环境温度稳定，干燥， 环境通风性要好，对于

无强振、强磁场干扰。 有毒、腐蚀性样品应格外注

意

2.3 配件的安装

放置网罩托架，对准定位

孔

将样品放入托架内 盖上网罩上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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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水平调整、连接电源

仪器后背有一水平泡以及两个水平调节脚，为提高测量精度，在每

次仪器放好后均要重新调节水平位置。可调水平调节脚使水平泡位

于中心位置。

将所配的电源线有孔一端插在仪器背部电源插槽内，另一端接正确

的电源输出插座。（电源应有良好的接地）

为保持最佳测量精度，请通电预热 30 分钟。

三、使 用

3.1 显示屏图符

3.2 图符功能说明

----显示干重百分比 ----显示水份百分比

----显示当前克重 ----显示设置的温度或当前温度

----显示设置的时间或当前加热的时间

----温度校准模式开启指示

----显示设置的加热模式，共有三种模式

----表示标准加热模式

----表示快速加热模式

----表示柔和加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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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称重校准

当水分仪出错或因使用不当照成读数失准时，可以用校准砝码调整准确性。

长按“复位”键不松开，直至显示“cal”，接着闪烁“100.000”，放上校准

砝码，此时出现“= = = = = =”，当再次出现“100.000”时取下砝码，这是

出现“= = = = = =”，等到出现“0.000”时，校准完毕。

3.7 湿度校准

a.将参数设置为：标准加热 和自动停机 模式，加热温度 150℃；

b.取下上网罩，按去皮归零后，放上上网罩此时显示上网罩质量；

c.读数稳定后，盖上加热舱上盖（切勿让网罩与托盘和上盖接触，从而

影响称重）；

d.按启动开始测试后， 同时按“上调+下调”，屏幕右上角出现“T” 字

符，表示测试生效；

e.等试验结束后，按复位返回称重状态。（此时可通过同时按“上调+下

调”查看校准值。

四、技术参数

型 号 XY105MW-R XY100MW-R

规 格 110g/5mg 110g/1mg

读数精度 5mg 1mg

秤盘尺寸 网罩

加热方式 卤素灯

显示方式 LCD

温度设置 40℃～199℃

时间设定 1～99 分钟

ATRO 100%～999%

ATRO 0%～999%

储存历史 15 组

外观尺寸 200x180x380mm

包装尺寸 490x350x360mm

选购件 打印机、铝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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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设置”键进入参数设置状态，按“确认”键直至出现关机模式图标

闪烁 。再按“下调”或“上调”键，选择所需关机模式图标。按“确

认”键，参数设置完成，转入后一个参数（温度）的设置。

3.5.4 加热温度和设置

本水分仪的温度设置范围为 0—199 度。按“设置”键进入参数设置状态，

按“确认”键直至 图标闪烁，按“下调”或“上调”键选择所需

的加热温度，再按“确认”键，温度设置完成，进入下一参数（时间）的

设定。

当加热启动后， 图标即转为显示当前加热温度。

3.5.5 加热时间和设置

仅当使用定时关机模式时需要设置加热时间。时间设置范围为：0—99 分

钟。

按“设置”键进入参数设置状态，按“确认”键直至图标 闪烁，

按“下调”或“上调”键选择所需的时间，再按“确认”键，各项测试参

数均已设置完成，仪器返回到称重状态。

由于称量误差和样品重量的不足会导致测试的结果略有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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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停机模式，共有三种模式

----表示为自动停机模式

----表示为手动停机模式

----表示为定时停机模式

----加热状态时动态显示

3.3 按键面板

名 称 按 键 功 能

开/关 开机/关机，仅通断内部直流电源

启动/停止 开始加热测试/停止加热测试

去 皮 称量去皮、接受当前设置并退出

设 置 进入设置状态

转 换 测定结果值切换

确 认 确认当前设置，转入下一项设置

复 位 恢复到称重状态（短按）、校准天平（长按）

下 调 数值减少（背光关）

上 调 数值增加（背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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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首次模拟测试步骤

a.首次测试，如不进行温度和时间的设置，则水份仪默认为出厂设置状态；

b.将下网罩放在支架上，盖上上网罩。（参见章节 2.3）；

c.按去皮键清除皮重 ，直至显示 0.000g；

d.将样品均匀地放置在网罩托架上（样品重量应大于 1g,一般 1—3g）。此时

显示样品称量值；

e.关上加热罩，按“启动/停止”键开始水份测量。此时，加热管点亮，散

热风扇打开，左上方加热标志在闪动。同时显示屏上滚动显示当前温度、

已加热时间、当前样品的水份含量；

f.测试结束，加热管自动关断，同时蜂鸣器报警。这时显示屏上显示样品的

含水率、加热所需时间、当前温度以及所参数的设置状态；

注意：现在加热单元的温度还很高，切不可用手触及样品及网罩!

g.按“复位”键，仪器返回到称重状态，等待下一次的水份测试。

3.5 测试参数的设置

3.5.1 加热参数存储和调用

a.本仪器可存储 0—F 共计 16 组加热参数，每组能分别设置加热方法、关机

模式、定时时间等测试参数；

b.在称重模式下，按“设置”键进入参数设置状态，此时存储地址编号（数

字显示的最高位）在闪烁。按“下调”或“上调”键选择所需地址编号，

其中 0 为出厂设置，1—F 为用户存储区；

c.当存储地址编号为 0 时，所设置的参数为出厂设置，这时按“确认”键，

即可退出设置返回到称重状态。此时加热模式即为出厂设置状态；

d.当存储地址为 1—F 范围内任一编号时,按“确认”键，参数设置完成并进

入后一个参数（加热、停机、时间模式）的设置，详见后页；

e.当存储地址为 1—F 范围内任一编号时,按“去皮”键,则该地址编号的测

试参数已存储，仪器返回到称重状态。此时如按“启动/停止”键，加热

模式即为该地址的设置状态。当 1—F 编号均设置好相应加热参数后，按

以上方法就可随意调用各种加热参数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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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加热模式和设置（图标 ）

a.标准加热模式：（图标 ）

该模式即为出厂设置，适合于大多数样品。加热温度可以设定，样品被加

热到设置温度，并保持到测试自动结束。

b.快速加热模式：（图标 ）

该模式适合于水分含量较高的样品。可以设定加热温度，加热初期温度会

超过设定值，以后会降到设定温度并保持直至测试自动结束。

c.柔和加热模式：（图标 ）

该模式适合于水分含量较低、表面易形成外壳、易燃烧的样品。从加热开

始上升到设定温度所需的时间长，升温均匀缓慢。升温时间用户可选择。

d.按“设置”键进入参数设置状态，连续按“确认”键直至出现加热模式图

标闪烁 。再按“下调”或“上调”键，选择所需加热模式图标。按

“确认”键，参数设置完成，转入后一个参数（停机模式）的设置。

3.5.3 停机模式和设置：（图标 ）

a.自动停机模式：（图标 ）

样品加热过程中在规定时间内的失重小于 2mg 时测试会自动停止。此模式

在加热 15 秒后生效。测试结束显示屏显示样品含水率、加热时间、当前

温度及已设置的参数图标“启动/停止”。

b.手动停机模式：（图标 ）

样品加热过程是持续的，直至按“启动/停止”键结束测试。此时显示屏

显示样品含水率、加热时间、当前温度及已设置的参数图标。手动停机在

其它模式下无效。

c.定时关机模式：（图标 ）

关机时间由用户设定，样品加热过程是持续的，直至加热时间到设置值结

束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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