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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Fluke Calibration 6332A 和 7342A Isothermal Calibration Bath（本产品）是恒温
液槽，能够保持校准介质高度稳定和温度均匀，从而通过比较校准法来校准温度传
感器。
标准产品特性：
•

工作温度范围：
o

6332A：50°C - 300°C

o

7342A：-40°C - +150°C

•

直径 140 mm 的工作区域

•

深 450 mm 的液槽

•

用户界面 (UI) 具有英语、中文、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德语和俄
语版本

•

液位可调，以用于校准玻璃液体温度计

•

温度稳定性指示器

•

自动启动功能

•

设定点温度和缓变率可设定

•

USB 计算机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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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 Fluke Calibration
要联系 Fluke Calibration，请拨打以下电话号码：
•

美国技术支持：1-877-355-3225

•

美国校准/修理：1-877-355-3225

•

加拿大：1-800-36-FLUKE (1-800-363-5853)

•

欧洲：+31-40-2675-200

•

日本：+81-3-6714-3114

•

新加坡：+65-6799-5566

•

中国：+86-400-810-3435

•

巴西：+55-11-3759-7600

•

世界任何地区：+1-425-446-6110

要查看产品信息或下载最新的手册补遗，请访问 Fluke 公司网站：
www.flukecal.com。
要注册您的产品，请访问 http://flukecal.com/register-product。

安全须知
警告表示可能对用户造成危险的状况和操作。小心表示可能对产品或受测设备造
成损坏的状况和操作。

 警告
为避免发生可能的触电或人身伤害，请遵守这些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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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使用产品前，请先阅读所有安全须知。

•

请仅将产品用于指定用途，否则可能减弱产品提供的防护。

•

仔细阅读所有说明。

•

请勿在爆炸性气体、蒸汽周围或在潮湿环境中使用产品。

•

请仅在室内使用该产品。

•

确保产品周围的空间间隔满足最低要求。

•

请将经过认可的三芯电源线连接至接地电源插座。

Isothermal Calibration Bath
安全须知

•

请仅使用满足所在国家/地区对电压和插头配置要求以及产品额定
值要求的电源线和插口。

•

如果电源线绝缘层损坏或有磨损迹象，请更换电源线。

•

系统通电时切勿触摸本产品的叶轮。否则可能严重划伤手指。对
本产品执行维护之前，请先断开产品的电源线。

•

如果不慎将传热液滴到地面上，请立即清洁。硅油蒸汽，以及其
他传热液的蒸汽可在周围地面上凝结，可能引起滑倒危险。请确
保提供充分通风，以减少此类蒸汽聚集。可采用适当的清洁步
骤、使用合适的地垫和穿上防滑鞋。

•

为防止火灾发生，请确保在运行本产品时安装好金属液槽盖。确
保液槽内有充足的传热液并能够覆盖最低液位标记。

•

避免油液快速扩散和溢出。将液槽温度稳定在低于液体污染物沸
点约 5°C，从而确保水或其他低沸点液体污染物能够安全蒸发。
请注意，在液槽温度较低时，油液可能会吸湿（吸收水分）。

•

确保溢流容器具有足够的容量和额定温度值，从而能够容纳传热
液的扩散。Fluke Calibration 推荐使用容积最少为 3.25 升的溢
流容器。

•

打开搅拌电机盖以重置恒温器之前，确保断开本产品的电源线。

•

确保电源线的接地导线连接到保护接地。保护性地线损坏可能导
致机箱带电，进而造成触电身亡。

•

请勿将产品置于电源线通道受阻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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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循有关使用有毒、易燃、腐蚀性或其他危险液体的当地法规。产
品安装不当、滥用或损坏都可能致使操作员接触这些液体。万一发
生泄漏或破裂，应能够将与危险液体的接触限制在许可范围内。

•

在产品上安装或从产品上移除探针和插筒时，请小心。这些物品
可能很烫。

•

如果产品被改动或已损坏，请勿使用。

•

若产品损坏，请将其禁用。

•

在盖子取下或机壳打开时，请勿操作产品。可能会接触到危险电
压。

•

请由经过认可的技术人员维修产品。
小心

要预防产品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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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在介于 5°C 至 50°C（41°F 至 122°F）之间的室温下使用
本仪器。

•

请勿更改出厂设置的校准常数的值。这些参数对于确保本产品的
安全和正常运行至关重要。

•

请勿在过于潮湿、含油量大、多尘或过脏的环境中操作本仪器。

•

冷却的液槽需要定期清洁冷凝盘管。冷凝器上聚积灰尘和污垢会
导致压缩机过早出现故障。

Isothermal Calibration B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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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本手册和产品使用的符号如表 1 所示。
表 1.符号
符号

说明



警告。危险电压。触电危险。



警告。危险。



警告。表面高温。有灼伤的风险。



请参阅用户文档。





经 CSA Group 认证符合北美安全标准。
符合欧盟指令。
符合澳洲的相关 EMC 标准。



符合韩国的相关 EMC 标准。



本产品符合 WEEE 指令的标识要求。粘贴的标签指示不得将电气/电子产品作为家庭垃圾丢
弃。产品类别：参照 WEEE 指令附录 I 中的设备类型，本产品被划为第 9 类“监控仪器”产
品。请勿将本产品作为未分类的城市废弃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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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
安全技术指标位于印刷版的《6332A/7342A 安全须知》中。完整的技术指标位于
网站上提供的的《6332A/7342A 技术指标》中。

维修信息
如果在保修期内产品需要校准或维修，请联系 Fluke Calibration 授权维修中心。
请参阅联系 Fluke Calibration 部分。在计划进行维修时，请准备好提供产品信
息，例如购买日期和序列号。

安装
后续章节会介绍产品安装方法。

产品开箱
本产品采用带悬空包装的板条箱交付。请勿丢弃板条箱或包装材料。需要两人一起
合作才能从板条箱中安全取出本产品。用提供的背带从板条箱中取出液槽，如图 1
所示。从装运箱中取出产品及其附件，然后从它的保护塑料袋中取出各元件。检查
标准设备中列出的所有物品是否齐全以及是否有可见损坏。

 警告
为避免人身伤害，请勿试图人力搬运本产品。本产品较高较重且没有
把手。可能会致人受伤或损坏液槽。
如果需要运回产品，请使用原装包装箱。要订购新的包装箱或标准设备中列出的任
意物品，请联系 Fluke Calibration。请参阅联系 Fluke Calibration 部分。
产品开箱：
1. 拆下三条绑带和六个螺钉。
2. 将板条箱从产品上抬开，并取出标配的物品。
3. 从四个支架中移动固定带并置于产品的下面 (a、b、c)。
4. 两人一起将产品从货盘上抬开。小心防止产品侧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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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a.

4
c.

b.

图 1.产品开箱

ido026.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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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设备
从装运箱中取出所有物品。检查并确认包含所列出的各项物品：
•

6332A 或 7342A Isothermal Calibration Bath（本产品）

•

电源线（请参阅电源电压）

•

液槽检视盖

•

校准证书

•

6332A/7342A 安全须知（印刷版）

放置
将本产品置于无尘、无污垢和碎屑的平坦表面上。确保本产品周围各侧至少保持
15 cm（6 英寸）的间隙，以确保产品能够合理通风。通风不良会降低产品的性
能。请使用通风柜或其他合适的通风系统清除传热液所产生的各种蒸汽。

8

Isothermal Calibration Bath
产品概述

产品概述
注意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本手册中的所有图片所显示的都是 7342A。
本部分内容将介绍产品的功能、零件和用户界面 (UI)。

正视图
前面板如表 2 所示。
表 2.正视图

1

5

2

4

3

ido001.eps

序号

名称

功能



搅拌电机外壳

搅拌电机和叶片用于让传热液循环流动。



小键盘

接受用户输入以控制液槽的运行。



前部的冷凝器防护板（仅限 7342A）

保护冷凝器，同时清洁检修口。



屏幕

用于显示液槽工作情况的 LCD。



液槽

校准工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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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视图
后面板视图如表 3 所示。
表 3.后视图

1

5

4

2

3

Ido002.eps

序号

10

名称

功能



溢流排放管

将膨胀的传热液排到选配的溢流容器中。



后部气流防护板（仅限 7342A）

气流来自冷凝器风扇。护盖用于保护冷凝器风
扇。



液槽排放管

将液槽中的传热液排净。



电源接入模块

可拆卸式电源线插座。



USB 输入口

B 型 USB 设备的连接插口。

Isothermal Calibration Bath
产品概述

液槽
液槽如表 4 所示。
表 4.液槽

1
2

4

3
ido027.eps

序号

名称

功能



液位控制环

上下调整液面。要调高液位，以任意方向转动控制环，以盖住内筒
上的孔眼。这在校准玻璃液体温度计时可能非常有用。



液槽外筒

内部装有制冷盘管和加热盘管。



最高/最低液位指示器

位于液槽内筒的内壁。用于指示室温下传热液的最高和最低加注液
位。



液槽内筒

温度计探头所要浸入的工作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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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如表 5 所示。
表 5.控制面板

1

2

3

4

5

6

7

ido030.eps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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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屏幕显示液槽温度、设定点温度和程序编号。



MENU 用于打开“主菜单”或前一菜单。



START 用于在“手动”、“程序”和“自动启动”模式下启用加热、冷却和搅拌功能。



导航键用于浏览菜单选项、上调或下调参数值。



SELECT ENTER 用于选择菜单和存储新参数值。



STOP 用于禁用加热、冷却及搅拌功能。



POWER 用于打开或关闭产品电源。

Isothermal Calibration Bath
产品概述

启动和主屏幕
主屏幕如表 6 所示。
表 6.主屏幕

2

1

3

6

4

5

idf031.eps

序号

名称

功能



液槽温度

液槽控制探头所测量的实际传热液温度。



加热器占空比
（0% 至 100%）

各种工作模式（加热、冷却、设定和控制）下的相对加热功率。



控制指示器

振荡图标表示产品温度未稳定下来。平坦线条图标表示产品温度
已稳定在设定点处，并且产品已准备好进行温度测量。



程序模式 (0-10)

程序模式用于创建和运行自动设定点程序。最多可以创建和存储
十个程序。程序 0 是手动操作模式。



搅拌速度
（30% 至 100%）

设置搅拌电机的转速。



设定点温度

指示液槽的当前设定点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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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电压

 警告
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触电、火灾或人身伤害：
•
•
•
•

为防止触电危险，请勿将本产品置于电源线通道受阻的区域。
请仅使用满足所在国家/地区对电压和插头配置要求以及产品额定
值要求的电源线和插口。
确保电源线的接地导线连接到保护接地。保护性地线损坏可能导致
机箱带电，进而造成触电身亡。
如果电源线绝缘层损坏或有磨损迹象，请更换电源线。

本产品所需的电源电压为 60 Hz 的 115 V 交流电 (±10%) 或 50 Hz 的 230 V 交流
电 (±10%)。本产品的电源电压不可切换。本产品随附相应的电源线插头。有关
Fluke Calibration 可以提供的电源线插头类型，请参阅表 7。在电源开关关闭的情
况下，将本产品插入具有相应电压、频率和电流容量的交流电源插座中。有关电源
详细信息，请参阅技术指标。在给产品通电之前，先核对背板标签上的电压和频率
是否正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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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可提供的电源线类型

LC-3

LC-1

LC-6

LC-5

LC-4

LC-7

LC-42

hwr039.eps

Fluke Calibration 选件编号

类型
北美

LC-1

欧洲通用

LC-3

英国

LC-4

瑞士

LC-5

澳大利亚

LC-6

南非

LC-7

巴西

LC-42

打开产品
在打开产品之前，确保液槽已正确加注传热液（请参阅加注液槽）。将电源开关推
到 ON 位置（请参阅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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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用户界面的语言
用户界面具有英语、中文、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德语和俄语版本。
更改用户界面的语言：
1.

按下 MENU 以访问“主菜单”。

2.

按向下箭头以选择仪器设置菜单并按下 SELECT ENTER。

3.

按下 SELECT ENTER 以访问显示参数设置菜单。

4.

按下 SELECT ENTER 以选择语言。

5.

按下向左/向右箭头以选择所需的语言。

6.

按下 SELECT ENTER。

如果选择了不认识的语言，可以将其重置为英语：

16

1.

关闭产品。

2.

按住向下箭头。

3.

开启产品。

4.

继续按住向下箭头 10 秒钟，以完成控制器初始化序列。屏幕会显示已将语
言重置为英语。

Isothermal Calibration Bath
菜单和导航

菜单和导航
“主菜单”
包括三个子菜单：
•

程序设置

•

仪器设置

•

信息屏幕

“程序设置”菜单
图 2 所示为“程序设置”菜单以及每个参数的取值范围。

图 2.程序设置

idf032.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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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设置”和“信息屏幕”
图 3 所示为“仪器设置”和“信息屏幕”菜单以及每个参数的取值范围。

图 3.“仪器设置”和“信息屏幕”

导航和控制钮
本部分将介绍如何访问子菜单以及如何更改参数值。

子菜单访问
访问子菜单：

18

1.

按下 MENU 以访问“主菜单”。

2.

按下向上/向下箭头以选择子菜单。

3.

按下 SELECT ENTER 以访问所选子菜单。

idf033.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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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参数值
更改参数值：
1.

要更改子菜单中的参数值，请用向上/向下箭头导航以选择要更改的值。

2.

按下 SELECT ENTER 以编辑数值。

3.

按下向左/向右箭头以选择一位要更改的数值。

4.

按下向上/向下箭头以更改数值。

5.

按下 SELECT ENTER 以接受更改并存储新值。

6.

要放弃更改并退出编辑模式，请按下 MENU，再按下 SELECT ENTER。然
后数值将恢复其初始设置。

加注液槽
向液槽中加注传热液之前，应确保液槽内无污垢、液体、包装材料等异物。取下液
槽排放塞并确保液槽排放管中无液体。如果存在水等液体，它会导致加热时传热液
出现不可预测的膨胀。在向液槽中加注传热液之前，确保液槽排放管完全干燥。将
液槽排放塞重新装到液槽排放管上并可靠拧紧，然后才可向液槽中加注传热液。如
果您使用选配的传热液溢流套件，确保该套件内也无杂物，并确保正确装好该套件
后再加注液槽。如果未使用选配的传热液溢流套件，则必须在溢流管下面放置一个
容量最少为 3.25 升的耐热容器（未提供该容器）。

 警告
为了防止受伤，请穿戴经认可的橡胶手套、面具和阻燃衣物等个人防
护用品，以防止灼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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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
为了防止本产品损坏，在向液槽加注传热液之前，请确保液槽排放管
干燥且密封。
将传热液小心倒入到工作区域中，或液槽内筒中（请参阅产品特性）。在室温下，
传热液液面应达到液槽内壁上所标记的最低加注液位处（MIN（最低）箭头的箭尖
处）（请参阅图 4，）。待本产品达到设定点温度后，可以根据需要补加传热
液。
如果液槽设定点温度高于环境温度（热胀），那么加注至 MIN（最低）加注标记
线，或者如果液槽设定点温度低于环境温度（冷缩），那么加注至 MAX（最高）
加注标记线。在达到设定点温度后，可以根据需要将液位调整至标称位置。
传热液温度增加时应小心监控传热液液位，以防止溢出过多。如果传热液在顶部面
板上出现溢流，请按下 STOP 以禁用加热器。

1

图 4.最低加注液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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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
本部分包含了各种常见操作的说明。

浸入温度计探头
为获得最佳效果：
•

当本产品在所需温度下工作时，请检查并确认液位介于 MIN（最低）和 MAX
（最高）液位标记线之间。（请参阅液槽总成）。当启用了温度控制时，确保
传热液搅拌均匀。

•

尽可能盖住传热液，以确保良好的温度稳定性和均匀性并减少烟雾。请使用提
供的探头检视盖。

•

将温度计探头浸入传热液中，确保探头端部至少在液面以下 100 mm 处。

注意
有些温度计探头需要浸入更深一些。有关建议的温度计浸入深度，一
定要遵循制造商的指导准则。
•
•

要使用参考探头，请将其放在被测装置 (UUT) 的附近。
使用选配的可调式探头夹具在合适的高度处夹住温度计探头（请参阅选配附

件）。

设置设定点
温度设定点可在“手动模式”或“程序模式”下进行配置。
使用“手动模式”设置单个设定点温度及其缓变率和搅拌速度。“程序”值为 0 表示本
产品处于手动操作模式。
使用“程序模式”可自动控制最多十个温度设定点，包括在每个设定点上的“保持时
间”（待温度如稳定性指示灯所示稳定下来之后，保持时间开始计时）和温度缓变
率。“自动启动”功能可以于指定日期和时间自动启动程序。借助“循环次数”功能，
可让本产品在所设定的温度设定点之间循环规定的次数（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菜
单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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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模式
在手动模式下配置设定点温度：
1.

按下 MENU 以访问“主菜单”。

2.

按下向上/向下箭头以选择“程序设置”。

3.

按下 SELECT ENTER 以访问“程序设置”菜单。

4.

如果“程序”值未设置为 0（手动模式）：
a. 按下 SELECT ENTER 以编辑。
b. 按下向上/向下箭头以将数值更改为 0。
c. 按下 SELECT ENTER 以存储新值。

5.

按下向下箭头以选择设定值。

6.

按下 SELECT ENTER 以编辑。

7.

按下向上/向下箭头以更改数值。

8.

按下 SELECT ENTER 以存储新值。

9.

按下向下箭头以选择“缓变”。

10. 按下 SELECT ENTER 以编辑数值。
11. 按下向上/向下箭头以更改数值。
12. 按下 SELECT ENTER 以存储新值。

注意
更改“缓变”设置是可选的。
13. 按下向下箭头以选择“搅拌速度”。
a. 按下 SELECT ENTER 以编辑数值。
b. 按下向上/向下箭头以更改数值。
c. 按下 SELECT ENTER 以存储新值。

注意
更改“搅拌速度”设置为可选项。
14. 按下 START 以启用加热或冷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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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模式
创建并启动一个“程序”：
1.

执行手动模式中所示的步骤 1 至 3。

2.

按下 SELECT ENTER 以编辑“程序”值。
a. 按下向上/向下箭头键以将数值更改为一个大于 0 的数字。
b. 按下 SELECT ENTER 以存储数值。

注意
如果您无法选择该程序编号，程序可能正在运行中。按下 STOP 以停
止当前程序。
3.

按下向下箭头以选择“温度设定点数量”（或设定点）。
a. 按下 SELECT ENTER 以编辑数值。
b. 按下向上/向下箭头以更改数值。
c. 按下 SELECT ENTER 以存储新值。

4.

按下向下箭头以选择“搅拌速度”。
a. 按下 SELECT ENTER 以编辑数值。
b. 按下向上/向下箭头以更改数值。
c. 按下 SELECT ENTER 以存储新值。

5.

按下向下箭头以选择“自动启动”功能。如果将要使用“自动启动”功能：
a. 按下 SELECT ENTER。
b. 按下向上/向下箭头以将值更改为“是”。
c. 按下 SELECT ENTER 以存储新值。

6.

按下向下箭头以选择“循环”功能。如果将使用“循环”功能：
a. 按下 SELECT ENTER。
b. 按下向上/向下箭头以将值更改为“是”。
c. 按下 SELECT ENTER 以存储新值。

7.

按下向下箭头。如果启用了“自动启动”和“循环”功能，请遵循步骤 8 至 13 进
行操作，否则请跳至步骤 14。

8.

按下 SELECT ENTER 以编辑“启动时间”的小时值。
a. 按下向上/向下箭头以更改数值。
b. 按下 SELECT ENTER 以存储新值。

23

6332A/7342A
操作员手册

9.

按下向右箭头以选择“启动时间”的分钟值。
a. 按下 SELECT ENTER 以编辑数值。
b. 按下向上/向下箭头以更改数值。
c. 按下 SELECT ENTER 以存储新值。

10. 按下向下箭头以选择“自动启动日期”。
a. 按下 SELECT ENTER 以编辑数值。
b. 按下向上箭头以更改数值。

注意
值全部表示从每日的指定时间启动程序。
c. 按下 SELECT ENTER 以存储新值。
11. 按下向下箭头以选择“循环设置”菜单。
a. 按下 SELECT ENTER 以编辑“循环次数”的数字。
b. 按下向上/向下箭头以更改数值。
c. 按下 SELECT ENTER 以存储数值。
12. 按下向下箭头以选择“循环起始步骤”。
a. 按下 SELECT ENTER 以编辑数值。
b. 按下向上/向下箭头以更改数值。
c. 按下 SELECT ENTER 以存储新值。

注意
“循环起始步骤”一定要大于“循环终止步骤”。
13. 按下向下箭头以选择“循环终止步骤”。
a. 按下 SELECT ENTER 以编辑数值。
b. 按下向上/向下箭头以更改数值。
c. 按下 SELECT ENTER 以存储新值。

注意
“循环终止步骤”一定要小于“循环起始步骤”。
14. 按下向下箭头以选择程序的“第一个步骤”（或 SETPT）。
a. 按下 SELECT ENTER 以编辑数值。
b. 按下向上/向下箭头以更改数值。
c. 按下 SELECT ENTER 以存储新值。
15. 按下向下箭头以选择“保持时间”的小时值。
a. 按下 SELECT ENTER 以编辑数值。
b. 按下向上/向下箭头以更改数值。
c. 按下 SELECT ENTER 以存储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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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按下向右箭头以选择“保持时间”的分钟值。
a. 按下 SELECT ENTER 以编辑数值。
b. 按下向上/向下箭头以更改数值。
c. 按下 SELECT ENTER 以存储新值。
17. 按下向下箭头以选择“缓变”。对于“缓变”的每一步：
a. 按下 SELECT ENTER 以编辑数值。
b. 按下向上/向下箭头以更改数值。
c. 按下 SELECT ENTER 以存储新值。
d. 按下向下箭头以设定另一个步骤。
18. 按下向下箭头以选择“程序”的下一个步骤，并且按照步骤 17a 至 17c 进行操
作。
设定所有步骤之后：
1.

按下 MENU 两次以访问“主菜单”。

2.

按下 START 以选择要运行的程序。

3.

按下向上/向下箭头可在需要时更改程序。

4.

按下 SELECT ENTER 以存储数值。如果启用了“自动启动”功能，那么您可以
更改“启动时间”和“启动日期”。按下 START 键以开始程序。

禁用操作
按下 STOP 可随时让本产品停止加热和冷却。这在传热液溢出等紧急情况下非常
有用。由于热动量的原因，产品温度可能会继续变化，但是加热器和/或压缩机的
电源将被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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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膨胀
传热液会热胀冷缩，这会造成本产品中的液位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升高或降低。硅
油的膨胀率高于其他一些传热液。最好使用选配的溢流套件以防止传热液从液槽的
顶部溢出（请参阅选配附件）。如果未购买溢流套件，请在位于本产品背板上的溢
流铜管的下面放置一个容量最少为 3.25 升的不锈钢或其他材质的耐热容器。请参
阅图 5 ()。经常检查传热液，并在液位低于液槽内筒内壁的 MIN（最低）标记时
补加传热液。
如果不使用溢流套件，一定要特别注意传热液的液位，并去除多余的传热液以防止
溢出。在低温下添加传热液时，只可加注到液位指示器上的 MIN（最低）标记
处。
使用特征不熟悉的传热液时，Fluke Calibration 建议逐步提升本产品液槽的温度，
以监测传热液膨胀的速度，并小心接近所需的设定点。此外，还可以安装选配的传
热液溢流套件，以收集膨胀溢出的传热液。
如果传热液从液槽中溢出，请按住前面板上的 STOP 按钮，以停用加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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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 5.产品后面板

ido025.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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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为了避免受伤，切勿用裸手触摸。传热液溢流容器和溢流排放管澷可能温度很
高。

过温加热器切断
本产品可通过如下方法来防止出现过温状况：
•

SETPT 上限值

•

加热器切断开关

“仪器设置”菜单中的 SETPT 上限值是一个全局设置，用于防止操作员将设定点温
度值设置为超出“SETPT 上限值”的数值。这样，可以非常有效地将设定点温度限
制为小于等于给定传热液的最高工作温度。
加热器切断开关是位于搅拌电机外壳下面的一个恒温开关，其传感器安装于加热
元件上。切断值在出厂时已经设置且不得更改。液槽温度超过出厂设置时，切断开
关会禁止加热器工作。当发生这种情况时，会显示错误信息“温度过高已切断”并且
会切断加热器电源，直至切断开关被重置。这可能表明本产品有控制元件发生故障
或加热器故障。

菜单指南
本部分介绍用户界面菜单系统中的每一项。各个菜单项按以下子菜单布置：“程序
设置”、“仪器设置”和“信息屏幕”。

程序设置
程序：[0] 设置（手动模式）
当“程序”的值设定为 0 时，产品在手动模式下工作。可以设定和启用单个设定点
温度，而且无需配置程序。请参阅手动模式。
SETPT
通过向上/向下箭头更改“设定点温度”。按下 SELECT ENTER 以存储新值。按下
START 以启用加热或冷却功能。

缓变 <关、1°C 至 250°C/小时>
“缓变”用于在加热或冷却时控制温度的变化速率，单位为摄氏度/小时。仅当“缓
变”启用时，该设置才有效。实际缓变率可能受产品加热和冷却性能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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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速度 <30% 至 100%>
设定搅拌电机的相对转速，取值范围为最低 30% 至最高 100%。当使用粘度非常
低的传热液时，可能要降低搅拌转速，以减少传热液溅出。

程序：[1 至 10] 设置（程序模式）
当“程序”的值设定为大于 0 时，产品在“程序”模式下工作。在“程序”模式下，可创
建并运行自动设定点程序。

程序 <1 至 10>
“程序”可自动控制液槽的各项功能。最多可以配置和存储十个程序。每个“程序”中
都包含“温度设定点数量”（最多十个）、“搅拌速度”设置、“自动启动”和“循环”。请
参阅程序模式。

温度设定点数量 <1 至 10>
设置将包含于程序之中的设定点温度个数。每个“步骤”都包含“设定点温度”、“保持
时间”（设定点温度的保持时间）和“缓变率”（本产品的加热或冷却速度）。请参阅
设置 Pgm：[X]，步骤：[X/Y]。

自动启动 <是/否>
在“程序”模式下，如果启用了“自动启动”，程序会在操作员设定的指定日期和时间
自动启动。“启动时间”和“启动日期”以液槽控制器的内部时钟为准（请参阅时间和
日期设置）。要使用“自动启动”功能，必须将本产品开启。

启动时间 <hh:mm>
在“程序”模式下且启用了“自动启动”功能时，产品会在指定日期的指定时间自动开
始已存储程序的第一个步骤。

启动日期 <全部、1 至 31>
在“程序”模式下且启用了“自动启动”功能时，产品会于每日（选择了 <全部> 时）
的同一时间，或者于当前月份指定日期（<1 至 31>）的设定“启动时间”，开始已
存储程序的第一步。

循环 <是/否>
当“循环”功能启用时，在完成程序的所有步骤之后，产品会在程序的任意两个选定
温度设定点之间循环指定的次数。对每个温度设定点达到稳定状态后，本产品会将
该设定点温度保持指定的“保持时间”。

循环次数 <1 至 99>
用于指定本产品在两个温度设定点之间循环的次数。

循环起始步骤 <1 至 10>
用于指定“循环”的第一个步骤。“循环起始步骤”在顺序中的位置必须高于第二个步
骤序。例如，如果要在步骤 1 和 3 之间循环，那么“循环起始步骤”将为步骤 3。请
参阅以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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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终止步骤 <1 至 10>
用于指定“循环”的第二个步骤。“循环终止步骤”在顺序中的位置必须低于第一个步
骤。例如，如果要在步骤 1 和 3 之间循环，那么“循环截止步骤”将为步骤 1。请参
阅以下示例。
图 6 对“循环”进行了举例说明。

20
15

1

10

2

5
0
-5
-10

0:00:00
0:17:33
0:35:07
0:52:41
1:10:15
1:27:49
1:45:23
2:02:57
2:20:31
2:38:05
2:55:39
3:13:13
3:30:47
3:48:21
4:05:55
4:23:29
4:41:03
4:58:37
5:16:11
5:33:45
5:51:19
6:08:53
6:26:27

-15

第一个循环

第二个循环
图 6.循环示例

在图中：
1. 程序温度设定点数量 = 3
a. 温度设定点 1 = 10 °C
b. 温度设定点 2 = 0 °C
c. 温度设定点 3 = -10 °C
2. 循环次数 = 2
3. 循环起始步骤 = 3
4. 循环终止步骤 = 1

设置 Pgm：[X]，步骤：[X/Y]
显示待配置的当前“程序”和“步骤”。
SETPT <XXX.XX°C>
用于设置某一特定程序步骤的“设定点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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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时间 <hh:mm>
用于设置本产品要在所设定的设定点上的“保持时间”。

缓变 <关、1°C 至 250°C/小时>
请参阅缓变。

仪器设置
“仪器设置”菜单含有一些操作首选项和仪器设置。请参阅表 8 和表 9。
表 8.“仪器设置”菜单
参数
语言

选项
英语
中文
法语
德语
韩语
葡萄牙语
西班牙语
俄语

对比度
<0 至 10>
背光
时间和日期设置
时间
日期
系统参数设置
（请参阅表 9）

更改密码

<hh:mm:ss>
<dd.mm.yyyy)
SETPT 的上限值
热功率限值
压缩机启动温度上限
串口波特率
液槽校准
输入旧密码
输入新密码

说明

用于选择用户界面的语言。

更改显示屏的对比度。
用于设置显示屏的背光亮
度，可能需要根据环境光线
进行调节。
时间和日期以本产品控制器
的内部时钟为准。
时间格式为 24 小时制。使用
“自动启动”功能时，时间设置
至关重要。
日期格式为“月-日-年”。

设置各种参数

更改 4 位密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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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系统参数
参数

选项

SETPT 的上限值

热功率限值

压缩机启动温度上限：

<20°C 至 60°C>

串口波特率

9600, 19200, 38400,
57600, 115 200, 230 400。
请参阅远程操作。

液槽校准

32

<25% - 100%>

在液槽的温度范围之内提供
有五个标准温度校准值。请
参阅校准。

说明
限制手动和程序模式下的最
高许可 SETPT 温度。此功能
可非常有效地防止设定点温
度超出所用传热液的最高工
作温度。
利用满载加热功率值的相对
值来限制加热器的功率。这
样可以有效地限制系统的整
体功耗。限制加热器功率可
能会影响本产品在最高温度
下的性能。
当硅油低于 100°C 时，其粘
性更大，并且可能会导致循
环不均匀。这可能会导致加
热元件周围的局部传热液出
现过度加热。为了最大程度
降低这种效应，产品会自动
将加热器功率降至 50%，直
至传热液达到 100°C。“热功
率限值”的显示值在此自动控
制加热器功率的过程中不会
变化。待传热液温度达到或
超过 100°C 时，将会恢复使
用所设定的加热器功率。
用于设置压缩机可用于冷却的
最高传热液温度。默认值为
40°C。限制此
温度可以延长
压缩机的使用寿命。
选择 USB 端口的比特率。总
线协议为 8 个数据位、1 个停
止位、无奇偶校验、无流量
控制。
调整本产品的温度准确度。

Isothermal Calibration B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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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系统参数（续）
参数

“PID 参数”设置

更改密码

选项
PID Pb（比例范围）用于对
控制循环的增益进行控制。
PID Ti（积分时间）用于对
控制循环的稳定速率进行控
制。
PID Td（微分时间）用于控
制稳定性补偿（默认情况下
不使用）。

输入旧密码
输入新密码

说明

液槽控制器的控制循环设
置。

调整系统参数、液槽校准参
数和 PID 参数时需要输入密
码。如果操作员不想用密码
保护这些参数，将密码值更
改为“0000”可禁用密码功能。
默认密码为产品型号（例如
6332、7342）

信息屏幕
“信息屏幕”显示了产品工作状况的相关信息。此菜单中不存在您可以更改的参数。
•

运行时间 - 显示产品的总运行时间。

•

保养后运行时间 - 显示产品保养后已运行的时间。

•

序列号 - 显示产品的序列号。

•

固件 - 显示产品的固件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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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操作
计算机可以通过 USB 远程接口控制本产品。

设置
USB 远程接口需要在计算机上安装专门的驱动程序。驱动程序位于随附的产品光
盘上。
通过随附的 USB 连接线将本产品连接到计算机。等待数秒钟，以便本产品被识别
为 USB 设备。USB 接口在计算机上显示为虚拟 COM 端口。

测试
设置远程接口后，测试以下几个常用命令：
1. 运行终端软件，如 PuTTY。
2. 选择与本产品有关的 COM 端口。
3. 选择匹配的波特率。
4. 输入命令 *IDN?。终端窗口中应显示产品信息。
5. 输入命令 SOUR:SPO 50 和 OUTP:STAT 1。本产品开始加热至 50°C。确保
命令和参数之间包含一个空格。
6. 输入命令 SOUR:SENS:DATA?。会显示传热液温度。
7. 输入命令 SYST:ERR?。响应为：0、“无错误”。

命令：通用协议
远程接口采用了标准 IEEE-488.2 和 SCPI（标准命令和可编程接口）中所定义的
语法。
许多命令都有两种形式：命令形式和查询形式。命令形式用于更改设置或执行某些
操作。命令和参数由一个空格隔开。在命令中添加一个问号“?”，可用于查询设置
或数据。数字响应仅包含数字。
所有命令都是按顺序执行的 - 命令直接执行，执行完毕后再执行后续命令。
方括号“[ ]”中显示的参数或关键字属于可选项。以“|”分隔的参数是替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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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参考
下面按字母顺序介绍各个命令。
*CLS
清除状态寄存器和错误队列。
*IDN?
返回产品信息。产品信息包括制造商、型号、序列号和固件版本号。
查询响应示例：
FLUKE,7342A-25,A11111,1.06
*RST
重置操作设置。
•

停止温度控制

•

将设定点设置为 25°C

•

将“缓变启用”设置为“关”

•

将“稳定窗口”设置为 0.1°C

*STB?
返回 IEEE-488.2 状态字节寄存器。
响应为 0 至 255 之间的一个十进制数。二进制位的含义如表 10 所示。
表 10.二进制位说明
位

名称

含义

0

—

未用

1

—

未用

2

ERR

错误消息标志位

3

QSB

可疑状态标志位（未用）

4

MAV

可用消息（未用）

5

ESB

标准事件状态标志位（未用）

6

MSS

主摘要状态位

7

OSB

操作状态标志位（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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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P:DATA?
以百分比的形式返回温度控制功能的加热输出。
返回值为百分比分数。如果液槽正在冷却中，则值为负的。如果关闭控制，该值为 0。
查询响应示例：
26.7
OUTP:LIM <numeric_value>
OUTP:LIM?
设定热功率限值。
<numeric_value> 是限值百分比。
命令示例：
OUTP:LIM 75
OUTP:STAT <boolean>
OUTP:STAT?
打开或关闭温度控制。
<boolean> 是 0（默认关闭）或 1（打开）。
*RST 用于将设置设为关闭。
命令示例：
OUTP:STAT 1
SOUR:COOL:LIM <numeric_value>
SOUR:COOL:LIM?
设置冷却阈值温度（仅限型号 7342A）。
<numeric_value> 为温度值，单位为 °C。
当设定点低于冷却阈值温度时，冷却系统自动开启。
SOUR:LCON:DER <numeric_value>
SOUR:LCON:DER?
设置温控微分回路常数。
控制参数会影响液槽的温度稳定性，并且此类参数仅应由具有资格的人员更改。
SOUR:LCON:INT <numeric_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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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LCON:INT?
设置温控积分回路常数。
控制参数会影响液槽的温度稳定性，并且此类参数仅应由具有资格的人员更改。
SOUR:LCON:PBAN <numeric_value>
SOUR:LCON:PBAN?
设置温控比例范围回路常数。
控制参数会影响液槽的温度稳定性，并且此类参数仅应由具有资格的人员更改。
SOUR:RAMP:RATE <numeric_value>
SOUR:RAMP:RATE?
设置“缓变率”。
<numeric_value> 为缓变率值，单位为 °C/小时。
必须启用缓变功能才能应用“缓变率”。
SOUR:RAMP:ENAB <boolean>
SOUR:RAMP:ENAB?
启用缓变功能。
<boolean> 是 1（打开）或 0（关闭）。
当“缓变启用”为 1 时，将根据“缓变率”设置来降低加热或冷却速率。当“缓变启用”
为 0 时，液槽将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加热或冷却至新的设定点。
*RST 将“缓变启用”设置为“关”。
命令示例：
SOUR:RAMP:ENAB 1
SOUR:SENS:CAL:PAR<index> <numeric_value>
SOUR:SENS:CAL:PAR<index>?
设置控制传感器的校准参数。
<index> 指定校准参数。
<numeric_value> 是校准参数设置值。
校准参数仅能由合格的技术人员作为校准程序的一部分进行更改。
命令示例：
SOUR:SENS:CAL:PAR1 -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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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SENS:DATA?
返回液槽温度。
响应为温度值，单位为 °C。
查询响应示例：
60.02
SOUR:SPO <numeric_value>
SOUR:SPO?
设置温度设定点。
<numeric_value> 为温度值，单位为 °C。其范围取决于型号。
*RST 将设定点设置为 25.0 °C。
命令示例：
SOUR:SPO 59.95
查询响应示例：
59.95
要使设定点生效，必须启用温度控制（请参阅命令 OUTP:STAT）。
SOUR:STAB:COND?
返回就绪状态。
响应为 0（关闭或正在稳定）或 1（稳定且就绪）。
查询响应示例：
1
SOUR:STIR:SPEE <numeric_value>
SOUR:STIR:SPEE?
设置搅拌速度。
<Numeric_value> 是相对搅拌速度百分比。
命令示例：
SOUR:STIR:SPEE 80
SYSTem:DATE <year>,<month>,<day>
SYSTem:DATE?
设置时钟日期。
命令示例：
SYST:DATE 2016,7,8

38

Isothermal Calibration Bath
传热液

SYST:ERR?
返回并清除错误队列中的最新错误。
返回值是由逗号分隔的错误代码和消息。如果错误队列为空，则消息为“无错误”。
查询响应示例：
0,“无错误”
-100,“命令错误”
SYST:TIME <hour>,<minute>,<second>
SYST:TIME?
设置时钟时间。
命令示例：
SYST:TIME 14,32,20
查询响应示例：
14,32,22

传热液
本产品不配备传热液，但是可以通过 Fluke Calibration 或其他来源购得。本产品
可以使用硅油、乙二醇、Dynalene、HFE 液和 Halocarbon 0.8 油液等各种传热
液。液槽不得与盐一起使用。选择符合校准温度范围的合适传热液。请参阅制造商
的安全数据表 (SDS)。
选择传热液时，需要考虑到传热液的易燃性、毒性、温度范围、粘性、热胀冷缩性
和传热液寿命等特征。

易燃性
易燃液体是指燃点低于 37.8°C (100°F) 的任何液体。正确使用和存储易燃材料对
于维持安全的工作环境至关重要。有关传热液易燃性的特定信息，请参阅制造商的
安全数据表 (SDS)。

毒性
毒性是指一次性剂量或长期暴露于有毒物质下所导致的不利健康反应。有关特定传
热液的毒性信息，请参阅制造商的安全数据表 (S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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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范围
温度范围通常是选择传热液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能够适用于本产品整个温度范围
的单种传热液极为少见。
最低可用温度通常是指传热液粘度过高或传热液物质出现冻结时的温度点。传热液
粘度过高或者冻结可能会导致搅拌电机过载。最高可用温度必须充分低于传热液开
始氧化、变质、聚合或燃烧时的温度点。必须特别注意传热液蒸发以及潜在的有害
烟雾。传热液蒸发可能会使加热元件外露。传热液蒸发和冒烟所产生的烟雾可能有
毒，甚至可能会发生爆炸，因此必要时应提供良好的通风。

粘度
本产品在传热液粘度不超过 50 厘拖时性能最好。粘度越低，传热液越容易搅拌，
温度均匀性和稳定性越好。
硅油一般会随着时间变得粘稠。硅油在其温度范围的上限附近工作会迅速变质和变
稠。定期检查传热液，确保其易于搅拌，并在粘度限值范围之内。图 7 是 Fluke
Calibration 可提供的多种硅油的温度范围。

图 7.硅油的 Fluke 温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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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硅油采用 Fluke Calibration 型号予以标识。25°C 时的标称粘度显示于型号下
方。最低温度是指新硅油粘度为 50 厘拖左右时的温度。最高温度是指刚好低于闪
点时的温度。红线表示氧化温度，高于该温度会缩短硅油的使用寿命。在温度范围
最高部分，传热液可能会产生大量烟雾。

热容
总热容会影响产品的加热或冷却速率。硅油具有相对较低的热容，能使本产品改变
温度的速度比水等某些其他液体最多快 2 倍。

传热液寿命
如果工作温度处于温度范围的较高部分，并且高于氧化温度，硅油和其他传热液会
迅速变质。温度范围更高的传热液可以降低更换频率。

维护
清洁本产品
用湿布和温和的洗涤剂清洁产品表面。确保液体不会流入产品。
本产品的外部需保持干燥，以防液体渗入内部或扩散到其他设备。
使用纸巾或其他吸收材料擦去所有表面上的液体。完全清除传热液残留物可能需要
使用异丙醇等溶剂。仅可在通风良好的区域内使用溶剂。有关更多安全预防措施，
请参阅材料安全数据表 (SDS)。请正确处置用过的清洁材料。
使用真空吸尘器清除冷凝器周围的灰尘和碎屑。清洁冷凝器时无需拆下外部面板。
通过前部面板的护指装置用真空吸尘器即可清扫冷凝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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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溅出液
溅在地板上的传热液会成为安全隐患。
小心
为避免发生事故，请遵从以下预防措施和指导：
•

小心地加注和操作本产品，以免滴出和溅出传热液。

•

随时准备好清洁材料。

•

如果发生溅出，应禁止该区域通行，直到清理干净溅出液。

•

使用纸巾或其他吸收材料擦除溅出液。

•

使用通风系统排出传热液或清洁液挥发的气体。

•

请正确处置用过的清洁材料。

•

传热液和溶剂可能需要采取额外的安全预防措施。请参阅材料安
全数据表 (SDS)。

排空传热液
偶尔需要排空液槽以更换传热液或运输本产品。
小心
取下液槽排放管的盖子之后，应等液槽中的传热液全部排空后，才能
将其装回。
排空传热液：
1. 将设定点设为 25°C，并且等待本产品加热或冷却至 5°C 至 60°C 之间。
2. 关闭本产品，并且断开电源线。
3. 准备一个足够大的干净容器，至少可容纳 16 升（3 加仑）传热液。
4. 取下溢流容器，并将容器中的液体倒入容器中。
5. 将容器放在排放管下方，以便传热液流入容器的开口中。注意压力会使传热液
向外流动。使用漏斗时，确保底孔直径为 15 mm 或更大。这样，传热液能够
正常排放出来而不会在漏斗中积聚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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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拧开并取下排放塞，以便使传热液能够流出到容器中。仔细观察并确保容器位
于正确位置，以便能够收集所有传热液。
7. 液槽排空后，插入排放塞并将其牢固拧紧。
8. 使用纸巾或其他干净的吸收材料将液槽中的残留传热液擦净。
9. 立即将所有滴落或溅出的液滴擦拭干净。
10. 以合法、环保的方式处置传热液。

清洁液槽
要清洁液槽外筒中的残留传热液，必须拆下搅拌电机总成和液槽的内筒。拆解时需
要两人一起将搅拌电机和液槽总成抬起。拆解之前，确保液槽已冷却至 40°C 以
下。
要清洁液槽，在开始拆解之前，请先阅读下面的所有说明：
1. 关闭本产品，并且断开电源线。
2. 如图 8 所示，拆下搅拌机总成托架上的两个螺钉。
1

2

图 8.拆下搅拌总成（螺钉）

ido024.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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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两人一起合作，将搅拌电机总成和液槽内筒抬起，小心将搅拌总成电缆穿
过搅拌电机外壳托架下面的电缆检修孔。
4. 将总成放在停靠于本产品旁边的平板车上。不必断开搅拌电机外壳电缆。
5. 用纸巾或其他吸水材料将液槽内筒和外筒中残留的油液擦净。
6. 要重新安装搅拌电机总成和液槽内筒，将总成向下放入到产品中，同时将搅拌
电机电缆穿过电缆检修孔。确保内筒底部的排放管正确落座于外筒的排放孔
内。
7. 使用在前面第 1 步中拆下的两个螺钉将搅拌电机总成固定到产品顶部面板上。

重置加热器切断装置
在尝试重置加热器切断装置之前，先让产品从切断前最后显示的温度冷却最少
10°C。
请按下列步骤操作：
1.

断开电源。

2.

如图 9 所示，拆下搅拌电机外壳上的六个螺钉。

3.

推动位于恒温器刻度盘左侧的金属丝（不要转动刻度盘）。

4.

装回搅拌电机外壳和电源，并开启产品。如果本产品再次被切断，则断开电
源，并请联系 Fluke Calibration 授权维修中心。
2

3

图 9.重置加热器切断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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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本产品电源断路器
本产品带有一个可在发生过电流状况时切断产品电源的断路器。该断路器位于本产
品右前侧的外部面板内侧（朝向本产品）且需要手动重置。重置断路器时无需拆下
外部面板。
7342A 的断路器可能会由于压缩机启动时出现的浪涌电流、电源电压瞬变（尤其
在低电压状况下）或者元器件故障而断开回路。
6332A 的断路器可能会由于电源瞬变或元器件故障而断开回路。
重置断路器：
1.

断开本产品的电源。

2.

将一根不导电的小棒（如木钉）插入到位于外部面板右侧的槽口中，并且向
上推断路器开关。请参阅图 10。

3.

重新接通电源并开启产品。如果断路器再次开路，则将电源断开，并请联系
Fluke Calibration 授权维修中心。

45

6332A/7342A
操作员手册

图 10.重置断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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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
本部分将介绍如何测试和调整本产品，以确保其符合性能技术指标。
校准期间，环境温度应稳定在 18°C 至 28°C 之间。避免有气流存在。确保已用相
应的传热液将液槽加注至 MIN（最低）和 MAX（最高）液位之间。能够适用于本
产品整个温度范围的单种传热液极为少见。通过校准过程，可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
一种传热液校准本本产品。
•

要测试 6332A，请使用 5014 型号（200.10，10 厘拖）的 Fluke 硅油。

•

要测试 7342A，请使用 5010 型号（200.05, 5 厘拖）的 Fluke 硅油。

温度显示校准
本产品已经过测试，以确保温度显示符合“最大显示误差”性能技术指标。如有必
要，请按照说明执行校准调整，以最大程度地减小误差。由于本产品一般与提供温
度可追溯性的外部参考温度计一起使用，因此要按照实验室的策略来确定产品显示
的校准情况。此校准过程无需表 12 中所列出的全部设定点。通常，人们会在有限
的温度范围内使用本产品。实验室的策略会指明进行温度显示校准时，需要用到哪
些设定点。
表 11 列出了 Fluke Calibration 校准温度显示时建议使用的设备。Fluke
Calibration 建议使用系统长期组合不确定度（读取装置准确度 + 探头校准不确定
性 + 探头许可的长期漂移）达到 0.25°C 或更佳的校准设备。
表 11.建议的校准设备
设备

量程

推荐型号

参考温度计探头

已校准：-40°C - +275°C

Fluke Calibration 5615

参考温度计读取装置

已针对 PRT 范围进行校准：0 Ω
至 250 Ω

Fluke Calibration 1586A

表 12 列出了每款机型的校准点。
表 12.校准设定点
6332A 校准设定点

设定点数目

7342A 校准设定点

1

50 °C

-40 °C

2

100 °C

0 °C

3

150 °C

50 °C

4

200 °C

100 °C

5

275 °C

13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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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照这些步骤操作，测试温度准确度：
1.

将参考 PRT 放在液槽中央。将探头端部浸至液面以下最少 150 mm，最多
340 mm。并且使用所提供的液槽检视盖。

2.

对于每个校准点：
a. 将液槽设定点温度设置为校准设定点。
b. 等待稳定性指示器的显示变为稳定。
c. 再等待至少 30 分钟以便完全稳定下来。
d. 在 15 分钟内至少采样 20 次，以此来测量参考 PRT 的平均温度。
e. 确保温度显示误差的绝对值不超过“最大显示误差”技术指标。

如果任何误差的数量级超过技术指标 50%，需要进行调整。要进行调整，请将上
述步骤 e 中观测到的 PRT 平均温度输入到相应的“液槽校准”参数中。本产品的控
制器会对校准参数进行线性化处理，以提供介于校准设定点之间的准确显示结果。
“液槽校准”参数可通过“仪器设置”/
“液槽校准”菜单进行访问（请参阅图 3）。
调整校准参数之后，重复执行温度显示校准步骤，以确保每个校准点的误差不超过
技术指标的 50%。不必在整个温度范围内校准本产品。在可用温度范围内进行有
限的校准即可。

温度均匀性校准
此校准用于检验本产品是否符合“温度均匀性”性能技术指标。此校准过程无需对表
12 中所列出的全部设定点进行逐一检验。通常，人们会在有限的温度范围内使用
本产品。实验室的策略会指明进行温度均匀性校准时，需要用到哪些设定点。温度
均匀性测试可以与温度准确性校准同时进行，且可采用相同的校准条件。
温度均匀性校准需要用到两个符合表 11 所示类型和技术指标的参考 PRT。必须对
两个参考 PRT 进行校准，以确保在执行此校准过程所需的温度点处相互匹配度达
到 0.002°C，否则必须对测量结果进行修正以补偿差异。通过将两个参考 PRT 放
入本产品液槽中高度相同的相邻位置（10 mm 内），并测量基线差异或者通过调
整读取装置中的 PRT 参数以确保 PRT 温度读数匹配，可实现此目的。确保液位
介于 MIN（最低）和 MAX（最高）加注标记线之间。
要验证温度均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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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第一个参考 PRT 插入到液槽中央，并且将探头端部浸入至液面以下最少
100 mm。测试本产品均匀性时，所浸入的深度应能代表常用的操作使用状
况。

2.

将第二个参考 PRT 插入液槽中，二个参考 PRT 最多相距 40 mm，并且浸入
深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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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个校准点：
a. 将设定点设为校准点。
b. 待稳定性指示器显示稳定之后，再等待 30 分钟。
c. 在 15 分钟内至少采样 20 次，以此来测量两个 PRT 的平均温度。
d. 计算温度均匀性误差，即两个 PRT 平均温度的差值。
e. 检查并确认温度均匀性误差的数量级未超过“温度均匀性”技术指标。

温度稳定性校准
此校准过程可确保本产品符合“温度稳定性”性能技术指标。此过程无需对表 12 中
所列出的全部设定点进行逐一检验。通常，人们会在有限的温度范围内使用本产
品。实验室的策略会指明进行温度稳定性校准时，需要用到哪些设定点。温度稳定
性校准可以与温度准确性校准同时进行，且可采用相同的校准条件。确保液位介于
MIN（最低）和 MAX（最高）加注标记线之间。
测试温度稳定性：
1.

将参考 PRT 插入到液槽中央，并且将探头端部浸入至液面以下最少 100 mm。

2.

对于每个校准点：
a. 将设定点设为校准点。
b. 待稳定性指示器显示稳定之后，再等待 30 分钟。
c. 在 15 分钟内使用至少 20 个样品测量参考 PRT 温度的标准偏差。
d. 将标准偏差乘以 2 可得到扩展后 (k=2) 的稳定性结果。
e. 检查并确认稳定性结果未超过“温度稳定性”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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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本产品
有时，可能需要运输本产品。运输本产品：
1. 将设定点设为 25°C，并且等待本产品加热或冷却至 5°C 至 60°C 之间。
2. 关闭本产品。
3. 断开电源线。
4. 拆下选配附件和支架（例如平板车、溢流套件、读取装置搁板、可调式探头夹
具。）
5. 要通过汽车或卡车运输产品，请按排空传热液中所述将传热液排空。
6. 按排空传热液中所述，将液槽中的任何残留传热液清理干净。
7. 确保液槽排放塞已经装好并密封。
8. 擦去本产品上的任何传热液。
9. 将产品小心打包到原运输箱中。
10. 准备在新场所使用产品时，请遵照安装中所提供的说明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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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请使用表 13 作为指南，对本产品进行故障排除。
表 13.故障排除指南
问题

原因和解决方案
•
•

确保电源满足工作要求。请参阅技术指标。
确保电源足以耐受启动时的压缩机浪涌电流。请参阅技术指

标。

产品无法开机。
•

检查设施的断路器。

•

检查产品的断路器。请参阅维护。

不可将设定点温度设置为最高温
度设置。

在“仪器设置”菜单中查看“SETPT 上限值”。
•

确保冷凝器无灰尘和碎屑，并且产品前后方通风良好。请参阅

维护。

7342A 能够冷却，但是达不到 40°C。

本产品的加热速度比加热时间技
术指标慢。

本产品能够加热，但是达不到设
定点温度。

•

检查液槽外筒中的冷却盘管。如果出现结冰现象，则传热液中
可能吸附了水分。如果使用硅油，请将传热液加热至 95°C 并
且保持 30 分钟，以便让水分蒸发掉。如果使用乙醇，请更换
传热液。

•

将本产品置于其在满足稳定性技术指标的前提下所能达到的最
低稳定温度，并在该温度下监测加热器功率。如果加热器功率
随时间降低，产品可能发生制冷剂泄漏。如果加热器功率不
变，则制冷剂可能受到污染。

•

请联系 Fluke Calibration 授权维修中心。

•

在“程序设置”菜单中检查“缓变”设置。

•

在“仪器设置”菜单中检查“热功率限值”设置。

•

本产品可能出现加热器故障。

•

请联系 Fluke Calibration 授权维修中心。

•

确保液位介于最低和最高加注标记线之间。

•

控制探头可能出现故障。

•

本产品可能出现加热器故障。

•

请联系 Fluke Calibration 授权维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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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故障排除指南（续）
问题

产品显示“温度过高已切断”。

显示“恒温器错误”，但是实际液槽
温度低于切断温度。

本产品显示“控制探头错误”。

本产品显示“搅拌电机锁定错误”。

产品显示“EEPROM 存储器错
误”。
本产品显示“FRAM 存储器错误”。

本产品显示“A/D 转换器错误”。

本产品显示“电池电量不足错误”。

本产品显示“电源同步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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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和解决方案
•

液槽温度超过了加热器切断开关的设定值。请参阅维护。

•

控制探头可能出现故障或者液位可能过低。

•

加热器可能出现故障。

•

加热器切断开关可能出现故障。

•

请联系 Fluke Calibration 授权维修中心。

•

加热器切断开关的设定值可能不正确。

•

加热器切断开关可能出现故障。

•

请联系 Fluke Calibration 授权维修中心。

•

表示控制探头可能断路或短路。

•

请联系 Fluke Calibration 授权维修中心。

•

表示搅拌电机已停止转动。

•

断开本产品的电源。

•

检查传热液粘度是否过高或传热液是否出现冻结。

•

请联系 Fluke Calibration 授权维修中心。

•

表示控制器可能出现存储器故障。

•

请联系 Fluke Calibration 授权维修中心。

•

表示控制器可能出现存储器故障。

•

请联系 Fluke Calibration 授权维修中心。

•

表示控制器的模数转换器可能出现故障。

•

请联系 Fluke Calibration 授权维修中心。

•

表示需要更换控制器电池。

•

请联系 Fluke Calibration 授权维修中心。

•

表示存在电源故障。

•

请联系 Fluke Calibration 授权维修中心。

Isothermal Calibration B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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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故障排除指南（续）
问题
本产品显示“错误：设置系统参
数”。

产品无法稳定到技术指标以内。

温度显示误差超出技术指标。

温度显示古怪。

温度显示指示“控制探头错误”。

搅拌电机工作，但是传热液不循
环。

原因和解决方案
•

表示某些或全部系统参数出错。

•

请联系 Fluke Calibration 授权维修中心。

•

确保液位介于最低和最高加注标记线之间。

•

确保参考探头和被测装置 (UUT) 浸入到液面以下最少 100 mm
（4 英寸）。

•

在产品达到设定点温度之后，让其至少再稳定 30 分钟。监测
稳定性指示器。

•

品质差的传热液会对温度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如果传热液粘
度增加，或者传热液颜色随时间明显变深，则请更换传热液。
此外，传热液还可能吸附了水分。如果使用硅油，请将传热液
加热至 95°C 并且保持 30 分钟，以便让水分蒸发掉。如果使
用乙醇，则更换传热液。请参阅传热液。

•

控制探头可能出现故障。

•

请联系 Fluke Calibration 授权维修中心。

•

液槽控制探头可能已漂移并且需要校准和调整。请参阅校准。

•

液槽控制探头可能出现故障。

•

控制器可能出现故障。

•

请联系 Fluke Calibration 授权维修中心。

•

液槽控制探头可能出现故障。

•

产品控制器可能出现故障。

•

请联系 Fluke Calibration 授权维修中心。

•

检查液槽控制探头是否连接完好。

•

液槽控制探头可能出现故障。

•

请联系 Fluke Calibration 授权维修中心。

•

确保传热液粘度不超过 50 厘拖。

•

在“程序设置”菜单中检查“搅拌速度”设置。

•

确保液槽内筒正确入座。

•

叶片可能变松且不转动。

•

请联系 Fluke Calibration 授权维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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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配附件
选配附件需另行购买，并且不作为标准设备随附在产品中。

选配传热液溢流套件
传热液溢流套件 7342-2080 可同时用于这两种产品型号。它包括一个 2 升容器、
一个铰接式防尘盖和一个固定架。

注意
要在使用硅油 5017 的情况下达到 300°C，需要
0.00077*275°C*12 L=2.54 L 容器。要在使用硅油 5014 的情况下达
到 250°C，需要 0.00104*225°C*12 L= 2.81 L 容器。这适用于液槽完
全加满时的情况。如果根据指示加注至 MIN（最低）加注标记线（请
参阅加注液槽），则传热液容积为 9.4 L，并且需要一个 2 L 的溢流容
器。
由于加热时会热膨胀，传热液可能会在液槽顶部溢出。这取决于室温时的初始加注
液位、设定点温度以及传热液的热膨胀系数。该容器用于收集从溢流排放管排出的
膨胀传热液。
通过透明的防尘盖，您可以看见容器中的液位。开启本产品之前，应先将该容器排
空。防尘盖包括一个连接至本产品顶部面板的挂钩，这样防尘盖可在清空容器时保
持在抬起位置。请参阅图 11.

图 11.传热液溢流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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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安装固定支架，请使用随附的四个螺钉和垫片安装溢流容器支架，如图 12 所
示。

图 12.溢流容器支架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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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安装防尘盖，请使用随附的四个螺钉安装容器防尘盖，如图 13 所示。

图 13.溢流容器防尘盖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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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式探头夹具
可调式探头夹具 7342-2050 可同时用于这两种产品型号。它包括用于固定和对准
温度计探头的顶板、中板和底板。这些板上带有直径为 10 mm、8 mm 和 6 mm
且径向分布的孔眼。位于外环的 10 mm 孔眼带有狭缝，以能够查看玻璃液体温度
计。该夹具固定在搅拌电机护盖上，并且可以向上调整和通过手拧螺钉紧固，以允
许探头上的传热液排回到液槽中。上下调整这些板，以适合不同的探头长度和浸入
深度。请参阅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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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可调式探头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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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安装探头夹具支架，请使用随附的四个螺钉安装支架，如图 15 所示。

图 15.探头夹具支架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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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配读取装置搁板固定装置
读取装置搁板固定装置 7342-2090 可同时用于这两种产品型号。搁板尺寸为
600 mm x 400 mm，并且适合各种 Fluke 温度计读取装置。请参阅图 16.

图 16.读取装置搁板固定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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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安装读取装置搁板固定装置，请使用随附的四个螺钉、垫片和盖帽螺母安装固定
支架，如图 17 所示。

图 17.读取装置搁板固定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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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配平板车
平板车 7342-2070 可同时用于这两种产品型号。它包括四个旋转脚轮；其中两个
可以锁定。请参阅图 18.

图 18.平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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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平板车，在将产品放到平板车上之前，先锁定脚轮。要两人一起合作将产品
抬到平板车上。让锁定脚轮朝向产品前方，以便于够到。将产品放到平板车上之
后，从平板车底部安装四个手拧螺钉，以将产品固定到平板车上。请参阅图 19 中
的箭头。在装好手拧螺钉之前，切勿试图移动产品。

图 19.平板车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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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配冷凝器热风管道固定装置
冷凝器热风管道固定装置 7342-2007 仅适用于 7342A。它为柔性风道软管（未包
含）提供了一个安装位置，以便在温度可控的环境中，将冷凝器散出的热气送至实
验室的风道系统中。该固定装置的直径为 300 mm。请参阅图 20。

图 20.冷凝器热风管道固定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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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更换的零件和附件
表 14 列出了用户可更换的每个零部件或者配件的零件号。关于这些物品和附件的
更多信息，请参阅联系 Fluke Calibration 部分。
表 14.用户可更换的零件和附件
说明

部件号

总数量

电源线 (15 A) - 北美

2198736

1

电源线 - 欧洲

769422

1

电源线 - 英国

769455

1

电源线 - 瑞士

769448

1

电源线 - 澳大利亚

658641

1

电源线 - 南非

782771

1

电源线 - 泰国

4362094

1

电源线 - 丹麦

2477031

1

电源线 - 巴西

3841347

1

安全须知

4763921

1

PRT，液槽控制

1

液槽排放塞

1

溢流容器

1

5010 硅油类型 200.05, -40°C 至 +130°C

1

5012 硅油类型 200.10, -30°C 至 +209°C

1

5013 硅油类型 200.20, 10°C 至 230°C

1

5014 硅油类型 200.50, 30°C 至 278°C
5017 硅油类型 710, 80°C 至 300°C

1
联系 Fluke
Calibration

1

6332-2082-A 护盖，校准槽，SST 检视（带孔）

1

6332-2082-B 护盖，校准槽，SST 检视（不带孔）

1

7342-2007 固定装置，冷凝器热风排放装置，6332/7342

1

7342-2050 固定装置，可调式探头夹具，6332/7342

1

7342-2070 平板车，带脚轮，6332/7342

1

7342-2080 套件，传热液膨胀溢流，6332/7342

1

7342-2090 固定装置，读取装置的搁板，6332/7342

1

7342-2027-AL 固定装置，铝平衡块，6332/734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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