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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警告 

为防止可能发生的电击、火灾或人身伤害，请在使

用该产品前通读“安全须知”。 

本产品用于校准铂电阻温度计 (PRT)、光纤传感器和热电

偶， 高温度达 1200 °C。 

如何联系 Fluke 
可拨打以下电话号码联系 Fluke Calibration： 

• 美国技术支持：1-877-355-3225 
• 美国校准/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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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1-425-446-6110 

要查看产品信息并下载 新的手册补充，请访问 Fluke 
Calib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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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触电、火灾或人身伤害： 

• 在使用产品前，请先阅读所有安全须知。 

• 仔细阅读所有说明。 

http://www.flukec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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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务必在产品手册标定的条件下使用产品，否则可

能减弱产品提供的防护。 

• 请勿在爆炸性气体、蒸汽周围或潮湿环境中使用产

品。 

• 该产品仅供室内使用。 

• 使用的电源线和接头必须符合所在国家电源和插头

的规格，并符合产品额定值 

• 如果电源线绝缘层损坏或有磨损迹象，请更换电源

线。 

• 将附带的接地导线的一端连接到后面板上的保护性

接地端子，另一端连接到接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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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用前确保产品接地。 

• 请勿使用延长线或适配插头。 

• 若产品工作异常，请勿使用。 

• 若产品损坏，请勿使用。 

• 若产品损坏，请勿使用。 

• 确保电源线不与产品的高温部分接触。 

• 确保产品周围的空间间隔满足 低要求。 

• 请勿在无人照管的情形下使用产品并输出高温。 

• 在产品上安装或从产品上移除探头和插块时，请小

心。这些物品可能很烫。 

• 请勿将产品置于易燃表面上，并在附近配备灭火

器。 

• 请勿在产品上方放置任何物品。极度高温会导致易

燃材料起火。 

• 请勿在高温时拆卸等温块和后。等温块和后插塞的

温度与显示屏上所示相同。 

• 请勿提拉或移动已装好等温块的产品。否则等温块

和后插塞可能从产品中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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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移动高温探头在炉孔附近工作时，必须佩戴适当

的个人防护装备。 

• 请勿将本产品用于校准工作以外的其他用途。 

• 本产品仅供经认可的专业人员使用。 

• 请勿接触插孔检视口附近的表面。这些表面可能温

度极高。 

• 请勿接触产品内的绝缘绝热材料。这些绝缘绝热材

料会对皮肤、眼睛和上呼吸道系统造成轻微的机械

性刺激。如果绝缘材料接触到皮肤，轻柔冲洗接触

部位。请勿揉抓暴露的皮肤。如果进入眼睛，请用

大量清水冲洗。请勿揉眼睛。如果鼻子或咽喉受到

刺激，请前往无尘区域清除鼻涕。如症状持续，请

咨询医生。 

小心 
要预防产品受损： 

• 请在室温下操作本产品。参见技术指标。 

• 产品前、左和右侧应至少保留 45 厘米的间

距。产品顶部保留 150 厘米的空间。 

• 请勿将产品置于角落，或遮挡产品后部。 

• 切勿使用液体清洁井孔。内部进入液体可能对

产品造成损坏。 

• 请勿将不需要的材料放入探头保护管或插孔

内。内部进入液体可能对产品造成损坏。 

• 在校准产品时，请仅更改工厂预置的校准常

数。这些值对于产品的安全运行非常重要。 

• 打开产品前请阅读并理解操作规范。 

• 请勿在潮湿、油腻、多尘或肮脏的环境下操作

产品。 

• 确保探头手柄的温度没有超出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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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小心使用温度计探头。请勿抛掷、挤压探头

或使其过热。  

• 在控温探头未正确连接并放入炉内前，请勿操

作产品。如果没有控温探头，检定炉无法正常

工作。 

• 确保主控探头和副控探头已连接到正确的连接

器上。 

• 电源出现波动时应关机。仅当电源稳定时才能

开机。 

• 确保炉中所用的所有基准温度传感器的使用参

数符合炉温范围。 

• 炉温高于 80 ° C 时，请勿将产品电源断开。 

• 请勿尝试将等温块推进检定炉中。否则等温块

会因在炉中受热导致热膨胀。它在高温情况下

将超出炉的前端。这属于正常现象。 

• 所以在产品进入检定炉前先拆下等温块和后插

塞。炉子的陶瓷管易碎，因而可能被等温块损

坏。 

• 为了避免在测试过程中因为等温块不同程度的

热膨胀而使探头插入其中，请在探头外径与等

温块孔之间至少留有 0.4 mm 的间隙。 

• 等温块的探头孔中不能进入任何异物。液体等

可渗漏到仪器中，损坏仪器。 

• 在校准环境下尽量将振动减到 小。 

• 无论是否装有等温块，均可使用检定炉。每种

操作模式必须使用独有的校准参数。  

• 操作检定炉之前，先在校准菜单中选择合适的

操作模式（参见检定炉设定菜单）。必要时，

需对新的操作模式进行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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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产品上和本手册中的符号如表 1 所示。 

表 1. 符号 

符号 说明 符号 说明 

 危险。重要信息。请参阅手册。  危险电压。触电危险。 

 小心。表面高温。  保护性接地 

 USB 连接  符合欧盟 (European Union) 指令 

 符合相关的北美安全标准。  符合澳洲的相关 EMC 标准 

 
本产品符合 WEEE 指令 (2002/96/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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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WEEE 指令附录 I 中的设备类型，该产品被归类为第 9 类“监测和控制仪器”产品。请勿将本产品作为
未分类的城市废弃物处理。请访问 Fluke 网站了解回收方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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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以下部分介绍了产品安装的 佳操作方法。 

开箱和检查 
小心地拆开产品包装并检查所有部件。如果发现损坏，应立

即告知托运人并提出索赔。部件包括： 

• 9118A Calibration Furnace   

• S 型热电偶，长款  

• S 型热电偶，短款  

• 保护管，长款 

• 保护管，短款 

• 热电偶支架 

• L 型扳手，六角 3 mm 

• 圆头螺钉，M5X12（每个 2 个） 

• 入门手册   

• 用户手册光盘  

• 接地导线  

• 串行电缆 

• USB 缆线 

• 超级羊毛绝缘体   

• 校准证书 

• 等温块 

• 后插塞  

• 备用后插塞 

后 3 项仅适用于装有等温块的热电偶检定炉。 

更换 
为获得 好的效果，应选择室温变化 小的地点放置产品。

为了安全散热，应确保产品周围至少有 45 厘米的空气流通

空间。 

Fluke Calibration 建议安装本产品后测试轴向温度均 性，

并在必要时进行调整这一温度均 性。本产品的温度均 性

可能受操作环境或中间管内部或端部的装置或材料的影响。

请参见校准一节中的内容。 

干燥期 
在初次使用前、运输后或产品超过 10 天未通电的情况下，

应至少开启产品 2 小时。 

如果产品潮湿或处于潮湿环境中，开启产品前应先除去湿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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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移动产品 
 警告 

为避免人身伤害，抬起产品时应采用适当的技巧。 

抬起产品时，应弯曲膝盖并用双腿的力量抬起。移动产品

前，应将其冷却至室温，然后拆除炉腔内的控制偶、切断偶

和其他所有物体。需要两个人来安全移动产品。一人在产品

前面，另一人在后面。小心地将双手放在产品下并一起抬

起。 

小心 
在产品进入检定炉前先拆下等温块和后堵插塞以防

产品受损。炉子的陶瓷管易碎，可能被等温块损

坏。 

产品组件 
如图 1 所示，产品的两个主要组件是炉体和控制器。图 2 
和 3 中为装有等温块的热电偶检定炉。图 2 所示的等温块

采用氧化铝材质，能为进行测试的传感器提供稳定且准确的

温度环境。具有 4 个直径为 6.7 mm 的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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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bz009.eps 

图 1. 管式检定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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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z121.eps 

图 2. 等温块前视图 
 

hbz133.eps 

图 3. 等温块后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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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板控件 
图 4 显示了产品的前面板控件，表 2 是控件说明列表。 

1 2 3 4 6

789

5

10

 
gxs007.eps 

图 4. 前面板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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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前面板控件 

项目 说明 项目 说明 

 LCD 显示屏  电源开关 

 为产品设置温度设定点。  用于为产品设置一个值并选择菜单。 

 设置产品显示摄氏或华氏温度。  菜单按钮：在显示屏上显示主菜单。 

 在菜单间移动并调整数字。  退出显示屏中显示的菜单并移动到先前的菜单。 

 炉保险丝  功能键（F1 至 F4）用于选择显示屏中显示的位于功能键
上方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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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板连接 
图 5 显示了产品的后面板连接，表 3 是连接器说明列表。 

RS-232

MAIN TCZONE TC

N10140 

FLUKE CORPORATION

 230V 50/60Hz 20A

www.flukecal.com

BEFORE OPENING DISCONNECT MAINS.

EARTH CONNECTION  ESSENTIAL
BEFORE CONNECTING SUPPLY.

Serial no.

1 2 3 4 5 6

 
gxs008.eps 

图 5. 后面板连接 

 



 Calibration Furnace 
 产品组件 

13 

表 3. 后面板连接 

项目 说明 项目 说明 

 电源线  主控热电偶输入连接器 

 保护性接地端子  USB 接口 

 副控热电偶输入连接器  RS-232 接口 
 



9118A 
用户手册 

14 

保护管和支架的安装 （和等温块选件）  
警告 

为防止人员受伤，将本产品断开电源，适用时可使

其冷却至 80 °C，然后再进行维护或安装工作。     

安装两根保护管和一个热电偶 (TC) 支架以及等温块选件 
(9118A-ITB)： 

1. 拆下 5 颗凹头螺钉，取下后护板。请参阅图 6。 

 
hbz124.eps 

图 6. 装有等温块的 9118A 热电偶校准检定炉后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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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长短保护管插入凸缘螺母中，并拧紧到位。  

• 长保护管位于右边。 

• 短保护管位于左边。参见图 7。 

 
hbz125.eps 

图 7. 短保护管和长保护管的插入 

3. 此步骤仅适用于装有等温块选件 (9118A-ITB) 的情况。

小心将后插塞插入到位。参见图 8。 

 
hbz126.eps 

图 8. 后插塞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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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 5 颗凹头螺钉安装固定后护板。参见图 9。 

 
hbz127.eps 

图 9. 安装固定后护板  

5. 在后护板上安装热电偶支架。参见图 10。 

 
hbz128.eps 

图 10. 安装固定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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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此步骤仅适用于装有等温块选件 (9118A-ITB) 的情况。将

等温块从本产品的前面插入到陶瓷管中。请参阅图 6。 

a. 确保前插塞与陶瓷管的侧面接触。 

b. 等温块的位置应如图 11 所示。 

 
hbz130.eps 

图 11. 前插塞插入 

探头安装 
注意 

当把温控探头放入适当的保护管时（参见以下步骤 
2 和 6），应确保探头手柄的端面与热电偶支架的
边缘对齐。否则会使产品校准不当。 

两个热电偶作为温度控制探头使用。这些探头位于炉后部，

并用热电偶支架固定到位。 

 

要安装控制探头： 

1. 将长探头插入检定炉后端的主控热电偶保护管中。  

2. 将热电偶手柄的端面与支架的前边缘对齐。请参见图 
12 和 13。 

3. 拧紧支架螺钉将热电偶固定到位。  

4. 将长探头的电缆连接到后面板上的主控热电偶连接器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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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232

MAIN TC
ZONE TC

N10140 

FLUKE CORPORATION

 230V 50/60Hz 20A

www.flukecal.com

BEFORE OPENING DISCONNECT MAINS.

EARTH CONNECTION  ESSENTIALBEFORE CONNECTING SUPPLY.
Serial no.

 
hbz131.eps 

图 12. 探头的安装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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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z132.eps 

图 13. 探头的安装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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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 
为了避免损坏热电偶，请勿将螺钉拧得过紧。 

为了防止弄脏热电偶，操作热电偶时务必佩戴干净

的手套。 

5. 将短探头插入检定炉后端的副控热电偶保护管中。 

6. 将热电偶手柄的端面与支架的前边缘对齐。请参见图 
13 和 12。 

7. 拧紧支架螺钉将热电偶固定到位。 

8. 将短探头的电缆连接到后面板上的副控热电偶连接器

上。 

等温块 
等温块包括：  

• 前陶瓷插塞 

• 四根陶瓷导向管 

• 陶瓷块 

• 后陶瓷插塞 

部件 1-3 由高温水泥粘固在一起。等温块用于稳定温度波

动，改善炉体和被测传感器之间的热导性。等温块采用氧化

铝材质，能为进行测试的传感器提供稳定且准确的温度环

境。具有 4 个直径为 6.7 mm 的孔。  

安装插块： 

1. 小心地拆下等温块的包装。 

安装等温块前先确保孔中没有灰尘或砂砾等异物。 

2. 从炉体前方小心将等温块插入孔中，直到前插塞碰到

孔。 

3. 将插块转到正确位置，如图 14 所示。 

 
图 14. 插块对准 

4. 从炉体后方将后插塞插入孔中，直到其与管体接触。  

等温块和管体之间的装配通常应留有宽松的余地，以便

应对热膨胀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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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至电源 
 警告 

为了安全操作和维护产品，应在连接至电源前清除

产品中的湿气。Fluke Calibration 建议将产品存放

在低湿度、温度为 50 ° C 的保温箱内至少 4 个小

时。 

为了避免可能的触电或人身伤害，务必正确连接主

电源线，确保本产品接地。 

确保主电源接线正确。电源线的颜色如下： 

• 黑线：火线 

• 白线：零线 

• 绿线：地线 

在后面板的保护接地端子和接地导体之间连接单独的安全地

线。 

附带的接地导线用于连接后面板的保护性接地端子和电源地

线。用 2.5 米长的电源线将产品连接到 230 V 交流电、额

定电流为 20 安培的插座上。 

如何开启本产品 
按下产品前面板上电源开关的“I”侧。在产品进行自检时，

图 15 中所示的屏幕显示在显示屏中。 

9118A
Calibration Furnace

Calibration

 
gxs001.eps 

图 15. 通电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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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完成自检测且未发现错误时，图 16 中所示屏幕将在显示

屏中显示。产品处于待机模式。必须设置一个设定点温度才

能开始升温和控温。请参见“调整炉温”章节，了解如何开

始炉温控制。 

 
hbz002.bmp 

图 16. 主屏幕 

如何关闭本产品 
警告 

为了避免人员受伤，请勿在炉温高于 80 °C 时断开

电源线。 

小心 
为了防止对本产品造成损坏，务必先禁用温度控

制，然后再关闭电源。 

关闭本产品： 

1. 按 。 

2. 按“保存/禁用”下的功能键禁用加热器。 

3. 按下产品前面板上电源开关的“O”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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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 
表 4 描述了显示的内容。 

表 4. 显示内容 

1

2

3

5
4

 
hbz006.eps   

项目 说明 

 炉温 

 设定点温度 

 加热/冷却状态 

 稳定性指示器 
 = 稳定，  = 不稳定） 

 功能键功能 

设定 
设定语言 
可对 LCD 显示屏中的文本进行设置，以不同语言显示。要

设置语言： 

1. 按 。 

2. 按系统菜单下方的功能键。 

3. 按显示菜单下方的功能键。 

4. 按  或  滚动浏览各种语言。 

5. 当显示屏中显示您的语言时，按 。 

要在设定语言和英语之间切换，请同时按下  和 。 

设置显示对比度 
当显示屏中显示主屏幕时，按  以减小显示对比度。按  
以增加显示对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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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警告 

为确保安全操作和维护产品： 

• 如果产品处于下列情况，应在使用前对产品通

电进行 2 小时的干燥期： 

o 运输过程中 

o 潮湿或半潮湿的存放环境中 

o 超过 10 天未通电 

• 连接电源前应清除产品中的湿气。Fluke 
Calibration 建议将产品存放在低湿度、温度为 
50 °C 的保温箱至少 4 个小时。在产品干燥过

程中，请勿假设产品符合所有安全标准。 

• 将从产品上拆下的温度探头放在耐热的支架或

表面上，直到可以安全接触它们。 

• 产品前、左和右侧应至少保留 45 厘米的间

距。产品顶部保留 150 厘米的空间。 

注意 
为了确保本产品符合技术指标，炉管开口端（前后
端）中应填充耐高温陶瓷纤维隔热材料，如 
Superwool Plus Blanket。 
陶瓷纤维绝热层中含有一种粘合剂，当遇到高温时
该物质将挥发从而散发出无害气味。粘合剂完全挥
发掉后，在检定炉的后续使用中也将不再有余味。 

警告 
为了避免人身伤害或刺激皮肤，处理陶瓷纤维材料

时务必戴上乳胶手套（或同类保护用品）。 

前面板控件用于设置产品参数并监测其性能。也可以设置通

讯接口的参数。四个功能键用于在产品菜单中进行导航。可

使用菜单按需要设置产品并更改系统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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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设置产品参数 
有两种方法对产品进行参数设置。可从值列表中设置参数，

或对于数值的情况，使用光标键设置参数。 

值列表 
在本例中，从值列表中选择的值就是预置选择。 

1. 在主屏幕上，按 。 

2. 按显示屏中选择预置下方的功能键。 

如图 17 所示，预置：右侧的编号 1 突出显示。 

 
hbz111.eps 

图 17. 预置值选择 

3. 要更改预置值编号，请按  和  以滚动浏览预置值编

号。 

4. 显示屏中显示正确的预置值编号时，按 。 

这是值列表的选择方法。 

设置编号值 
在本例中，设置的编号就是设置的设定点温度。 

1. 在主屏幕上，按 。 

2. 按 。 

如图 18  所示，设定点温度中 左侧的数字突出显示。 

 
hbz110.eps 

图 18. 设定点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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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  或  以增加或减少突出显示的数位。 

4. 按  将突出显示移动到下一数位。 

5. 对编号中的每个数字再次执行步骤 3 和 4。 

6. 设置完所有数字后，按 。 

功能键菜单 
表 2 中标识了功能键。功能键与前面板  键配合使用。

四个功能键的功能由每个功能键正上方显示的标签信息表

示。 

一组功能键标签组成一个菜单。一组关联的菜单组成一个菜

单树。图 19 显示了产品的菜单树结构。图 20 显示了菜单

树内的每个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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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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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D

 
gxs003.eps 

图 19. 功能键菜单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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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 F2 F3 F4

A

F1 F2 F3 F4

B

F1 F2 F3 F4

  C

F1 F2 F3 F4

 
  D

F1 F2 F3 F4

  E

F1 F2 F3 F4

F

 
hbz004.eps 

图 20. 菜单功能键显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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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TEMP) 设置菜单 
按设定下方的功能键，设置扫描速度和切断参数。 

扫描速度 
扫描速度参数设置产品提高或降低温度至新设定点的速度。

扫描速度可设置在 0.1 °C 至 80.0 °C/分钟之间。 

注意 
大扫描速度是产品自然加热和冷却的速度。该值

小于 大扫描速度参数值。 

切断 
在切断菜单中有两个参数：软切断和硬切断。产品具有一个

可调的切断装置，当温度高于设定值时能够切断加热源的电

源。 

校准时当探头达到高温限值时，使用软切断参数来切断。

Fluke Calibration 建议，在进行测试时请将切断温度设置为

低于被测探头高温限值 5 °C 至 10 °C。  

当切断打开时，产品在显示屏中显示切断，自动关闭加热器

的电源，并将产品设置为冷却。温度降至切断温度以下并且

操作员重启产品之前，产品将处于切断状态。 

要在温度降至切断值以下后重启产品： 

1. 按 。 

2. 按 。如果有必要更改设定点温度，应使用光标按

钮更改该值。 

3. 再次按下 。 

硬切断参数在出厂时设置，用户无法进行设置。在菜单选择

上仅能看到切断值。 

程序 (PROG) 菜单 
按程序下方的功能键，显示上升和运行菜单。 

上升菜单 
通过“上升”功能，用户可以编程设置设定点温度，并设置

产品在每一设定点保持温度的时间。产品自动加热或冷却至

程序设置的设定点，并在特定时间内保持该温度。 

设定点数量参数用于设置上升功能将在程序中使用的不同温

度的数量。您可 多设置八个温度设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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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时间参数用于在设定点变为后续设定点前，设置每个设

定点温度所保持的时间。温度稳定时，保持时间开始。 

设定点环参数用于设置要再次进行设定点序列所需要的次

数。 

方向参数用于设置在再次进行序列前设定点的排序方式。当

设置为→ 时，产品以从 1 至 8 的单方向进行设定点。如果

设置为  ，产品在再次进行序列前，以从 1 至 8 然后再回

到 1 的方向进行设定点。 

运行功能 
使用“运行”功能开始和停止通过“上升”菜单设置的测

试。在“测试状态”参数突出显示时，按  或  更改测试

状态，然后按 。当设置为“运行”时，炉使用“上

升”菜单中设定的值进行控制。当炉进行“上升”参数中的

所有值时，状态变为“关闭”。要停止测试，请将参数设为

“关闭”。 

校准 (CALIB) 菜单 
注意 

校准参数必须正确，产品才能正常运行。 
通过校准菜单，可访问校准点常量和控制器参数。 

校准 (CAL) 点菜单 
按校准点功能键时，产品会提示您输入数字密码。更改校准

点之前，必须知道密码。 

有 12 个校准点：Zone 1 (300)、Skew 1 (300)、Temp 1 
(300)、Zone 2 (700)、Skew 2 (700)、Temp 2 (700)、
Zone 3 (1000)、Skew 3 (1000)、Temp 3 (1000)、Zone 4 
(1200)、Skew 4 (1200) 和 Temp 4 (1200)。 

Temp 参数调整适用设定点温度中点位置的实际温度，但不

更改温度梯度。Zone 参数升高或降低适用设定点温度下检

查管外部区域的温度。温度曲线的曲率得到调整，但并不影

响中点位置的温度或温度曲线斜率。Skew 参数调整适用设

定点温度下中点位置的温度曲线斜率。这会升高检查管一端

的温度，并降低另一端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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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 设置菜单 
PID 设置菜单用于设置控制器参数。 

TEMP PB 参数是主比例带和比例-积分-微分 (PID) 控制器

用于控制的增益。 

TEMP INT 参数可使您设置控制器用于控制的时间。时间单

位为秒。 

TEMP DER 参数可使您设置控制器用于控制的微分时间。

时间单位为秒。 

仪器设定菜单 
操作带或不带等温块的仪器。  

1. 在校准菜单下，按仪器设定功能键。 

2. 输入密码。 

3. 按 。 

4. 按  或  滚动浏览显示状态“是”或“否”。选择

“是”表示产品将安装等温块。选择“否”表示产品不

安装等温块。 

5. 按  保存所选模式。 

小心 
无论是否装有等温块，均可使用检定炉。为了避免

产品受损，每种操作模式都必须设定其独有的校准

参数。使用产品前，先在校准菜单中选择合适的操

作模式。如果要更改模式，需要对新模式进行校

准。 

系统菜单 
系统菜单可使您进入显示菜单设置语言，设置小数点字符的

类型，以及关闭和打开音频按键。通过此菜单还可以使用通

讯设置参数、密码和系统信息。 

显示 (DISP) 菜单 
语言参数用于设置显示屏中使用的语言。 

小数点参数用于将小数点字符设置为点或逗号。 

音频按键参数用于关闭和打开按下按键时的音频反馈。 

通讯 (COMM) 设置菜单 
波特率参数可使您设置 RS-232 通讯端口的波特率。 

回车参数打开和关闭通过 RS-232 通讯端口发送的换行字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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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设定菜单 
密码菜单可使您为指定参数设置用户密码和保护级别。访问

密码菜单需要密码。 

用户密码参数用于设置访问某些菜单所需的系统密码。密码

是四位数字，每个数位是从 1 到 9 的数字。默认密码为

“1234”。 

保护参数用于设置产品中的密码保护级别。如果设置为

“高”，则需要密码来访问“切断”菜单、“上升”菜单，

“校准”菜单和“程序”菜单。设置为“低”时，只有“校

准”和“程序”菜单需要密码保护。 

系统信息 (INFO) 菜单 
系统信息菜单为仅查看菜单。该菜单显示产品型号、序列

号、固件版本和校准日期。 

调整炉温 
有两种炉温调整方法。可以调用预置温度或手动设置一个温

度设定点。术语“设定点”是指炉达到并保持的温度。  

通过预置来设置炉温 
产品储存了八个预置设定点温度。必要时，可设置每个预置

设定点。要将设定点设置为预置温度： 

1. 按 。 

2. 按 选择预置下方的功能键。 

3. 按 或  以在预置值间移动（从 1 至 8）。在图 21 
中，显示屏中显示预置值的温度。 

 
hbz111.eps 

图 21. 预置值选择 

4. 预置值编号突出显示后，按 。 

注意 
如果产品处于待机模式，必须再次按下  以启
动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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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设置炉温 
要手动调整炉温： 

1. 按 。 

2. 按 。 

3. 按  升高温度，或按  以降低设定点温度。  

注意 
短按上、下键时，设定点温度移动一级。按住上、
下键，设定点温度升高或降低，直到按键松开。 

4. 按  保存设定点温度并启动炉。 

注意 
长 5 秒后，炉开始加热或冷却至设定点温度。 

实际温度是炉内测得的温度，比设定点温度滞后。滞后间隔

是升高或降低炉中心温度所需要的时间。 

如何停止炉加热 
要停止炉加热： 

1. 当显示屏中显示主屏幕时，按 。 

2. 按存储/禁用下方的功能键。 

加热或冷却程序停止，产品设为待机模式。 

更改预置温度 
可以设置八个预置温度值。要更改预置温度： 

1. 按 。 

2. 按 选择预置下方的功能键。 

3. 按 或  滚动至要更改的预置值。 

4. 按编辑预置下方的功能键如图 22 所示，显示屏中突出

显示所选的预置温度。 

 
hbz112.eps 

图 22. 更改预置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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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 。 

6. 将突出显示移动到温度的 大数位上。 

7. 按  或  更改数位。 

8. 按  将突出显示移动到下一数位。 

9. 再次进行步骤 7 和 8，直到设置完所有数位。 

10. 按  设置预置值。 

注意 
如果编辑的预置值不是数字 8，则突出显示移动至
随后的预置值。按  可编辑该预置值。如果编
辑的预置值是数字 8，则返回“选择预置”屏幕。 

探头插入 
小心 

为避免探头损坏，确保放入炉内的所有探头都适用

于校准步骤中采用的温度范围。 

注意 
Fluke Calibration 建议使用金属和/或陶瓷纤维表面
或容器来安装高温探头。 

为了确保温度保持 稳定状态及 小化梯度，请将样品探头

完全插入等温块的孔中；如果未安装等温块，则插入炉管中

心位置。设备、探头尺寸以及配置的不同会影响温度稳定性

和梯度。 

注意 
炉内（未搅动的）固体物质会通过探头杆损失热
量。损失会因探头和温度而异。 

切断 
产品具有五个切断功能：软切断、硬切断、机箱温度开关切

断、热电偶和加热器切断以及风扇故障切断。只有软切断才

能通过用户界面设置。 

软切断 
软切断防止产品和温度探头受到损坏。利用软切断来切断炉

的电源以防探头过热。 

软切断切断炉电源时的温度可以通过用户界面设置。参见

“温度设定菜单”章节，了解如何设置软切断温度。在校准

时，将切断温度设置为设备温度限制的 ±1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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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软切断切断炉电源时，显示屏中显示切断。炉温降至切断

温度以下并且再次设置设定点之前，产品将处于此状态。 

硬切断 
如果控制偶探测到炉温高于出厂设置限值，硬切断则禁用加

热器。如果控制热电偶处于开路或断开状态，同样也会切

断。 

硬切断温度在出厂时设置，可以在用户界面查看。用户不能

访问此参数。当硬切断切断炉电源后，温度必须降低几度低

于硬切断温度才能重置。 

机箱温度开关切断 
如果机箱温度过高，机箱温度开关切断会切断电源。当机箱

温度降低几度低于切断温度时，电源才会接通。用户不能访

问此调整值。 

风扇故障切断 
当风扇出现故障时，风扇故障切断会切断电源。风扇修复好

之前，炉将处于关闭状态。 

热电偶或加热器故障切断 
当产品探测到控制探头或加热器出现问题时，热电偶故障切

断会切断电源。这能够在控制探头脱离插座或一个探头导线

开路时保护产品。如果处于加热模式但炉温没有升高，该切

断同样会关闭炉。当此切断切断炉电源时，热电偶或加热器

故障！ 会出现在显示屏上。必须维修或更换探头或加热器

以重置此切断。 

远程操作 
可通过远程接口使用命令从 PC 或计算机进行产品的远程操

作。命令集将允许您设置设定点温度，监测炉温，获得测量

数据，以及控制炉操作。本节包含通过远程接口设置、配置

和操作产品的步骤。 

本产品由标准命令和可编程仪器 (SCPI) 命令进行控制。本

手册的 SCPI 命令章节包含 SCPI 命令集以及产品如何执行

这些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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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通讯接口 
RS-232C 和 USB 接口位于产品的后面板上。请见图 5。为

防止信号导线出现噪声，在产品和 PC 间使用低阻抗屏蔽电

缆。 

图 23 显示将 PC 连接到产品上的电缆连接。图中所示的连

接用于 PC 上的 DB 9 针接头和 DB 25 针接头。  

1 NC
2 RxD
3 TxD
4 ND
5 GND
6 NC
7 RTS
8 CTS
9 NC

1 DCD
2 RxD
3 TxD
4 DTR
5 GND
6 DSR
7 RTS
8 CTS
9 NC

1 NC
2 RxD
3 TxD
4 ND
5 GND
6 NC
7 RTS
8 CTS
9 NC

1 DCD
2 RxD
3 TxD
4 DTR
5 GND
6 DSR
7 RTS
8 CTS
9 NC

 
hbz005.eps 

图 23. RS-232 电缆连接 

要使用 USB 接口进行远程操作，必须在 PC 上安装驱动程

序。驱动程序可在 9118A 光盘上找到。 

要获得 新的 USB 驱动程序，请访问 
ttp://www.ftdichip.com/Drivers/VCP.thm。 

http://www.ftdichip.com/Drivers/VCP.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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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配置数字接口 
要使用 PC 控制产品，必须在产品中设置数字接口的参数。

要设置接口参数： 

1. 按 。 

2. 按系统菜单下方的功能键。 

3. 按通讯设置下方的功能键。 

4. 将 RS-232 参数设置为与 PC 接口参数值相同的值。 

输入结束符 
输入结束符是 PC 发送的字符，可识别字符串的结尾。产品

接收输入结束符时，会在结束符前进行命令。 

适用的结束符有： 

• LF（换行） 

• CR（回车） 

• CR LF（回车/换行） 

在某些情况下，PC 会自动在输出字符串的末端发送结束

符。 

SCPI 命令 
本节提供产品可识别的所有 SCPI 命令及其说明和句法规

则。 

按功能或组分类的命令 
表 5 列出了按校准、主屏幕、程序、设置、系统和温度分

组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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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按功能或组分类的命令 

组 屏幕参数 命令 密码组 读/写 

校准 – 控制器 TEMP PB SOUR:LCON:PBAN 无条件 R/W 

TEMP INT SOUR:LCON:INT 无条件 R/W 

TEMP DER SOUR:LCON:DER 无条件 R/W 

校准 – 热源 TEMP 1 SOUR:SENS:CAL:PAR1 无条件 R/W 

TEMP 2 SOUR:SENS:CAL:PAR2 无条件 R/W 

TEMP 3 SOUR:SENS:CAL:PAR3 无条件 R/W 

TEMP 4 SOUR:SENS:CAL:PAR4 无条件 R/W 

GRAD 1 SOUR:SENS:CAL:ZONE1 无条件 R/W 

GRAD 2 SOUR:SENS:CAL:ZONE2 无条件 R/W 

GRAD 3 SOUR:SENS:CAL:ZONE3 无条件 R/W 

GRAD 4 SOUR:SENS:CAL:ZONE4 无条件 R/W 

SKEW 1 SOUR:SENS:CAL:SKEW1 无条件 R/W 

SKEW 2 SOUR:SENS:CAL:SKEW2 无条件 R/W 

SKEW 3 SOUR:SENS:CAL:SKEW3 无条件 R/W 

SKEW 4 SOUR:SENS:CAL:SKEW4 无条件 R/W 

Calibration Furnace 等温块 SYST:CONF:BLC 无条件 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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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按功能或组分类的命令（续） 

组 屏幕参数 命令 密码组 读/写 

主屏幕 （无） SOUR:SENS:DATA 不适用 R 

SETPT SOUR:SPO 不适用 R/W 

热量 % OUTP1:DATA 不适用 R 

（无） OUTP2:DATA 不适用 R 

ENABLE OUTP1:STAT 不适用 R/W 

程序 – 运行 测试状态 PROG:STAT 不适用 R/W 

程序 – 设置 测试 ID PROG:IDEN 不适用 R/W 

上升 上升/保持设定 PROG:SEQ:CAT 不适用 R 

设定点 n PROG:SEQ:PAR SPOn 有条件 R/W 

保持时间 PROG:SEQ:PAR DWEL 有条件 R/W 

设定点 PROG:SEQ:PAR POIN 有条件 R/W 

无循环 PROG:SEQ:PAR CYCL 有条件 R/W 

方向 PROG:SEQ:PAR DIR 有条件 R/W 

设定点 1 SOUR:LIST:SPO1 不适用 R/W 

设定点 2 SOUR:LIST:SPO2 不适用 R/W 

设定点 3 SOUR:LIST:SPO3 不适用 R/W 

设定点 4 SOUR:LIST:SPO4 不适用 R/W 



9118A 
用户手册 

40 

表 5. 按功能或组分类的命令（续） 

组 屏幕参数 命令 密码组 读/写 

上升（续） 设定点 5 SOUR:LIST:SPO5 不适用 R/W 

设定点 6 SOUR:LIST:SPO6 不适用 R/W 

设定点 7 SOUR:LIST:SPO7 不适用 R/W 

设定点 8 SOUR:LIST:SPO8 不适用 R/W 

设置 – 通讯 波特率 SYST:COMM:SER:BAUD 不适用 R/W 

回车 SYST:COMM:SER:LIN 不适用 R/W 

设置 – 显示 LANGUAGE SYST:LANG 不适用 R/W 

十进制 SYST:DEC:FORM 不适用 R/W 

音频按键 SYST:BEEP:KEYB 不适用 R/W 

设置 – 密码 密码（禁用） SYST:PASS:CDIS 无条件 W 

密码（启用） SYST:PASS:CEN 无条件 W 

状态 （无） SYST:PASS:CEN:STAT 不适用 R 

用户密码 SYST:PASS:NEW 无条件 W 

保护 SYST:PASS:PROT 不适用 R/W 

设置 – 日期/时间 日期 SYST:DATE 无条件 R/W 

系统 – 设置 °C/°F UNIT:TEMP 不适用 R/W 

加热启用 （无） OUTP:STAT 不适用 R/W 

（无） SYST:KLOC 有条件 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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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按功能或组分类的命令（续） 

组 屏幕参数 命令 密码组 读/写 

密码组 （无） SYST:ERR 不适用 R 

（全部） *IDN 不适用 R 

（无） *CLS 不适用 W 

（无） *OPT 不适用 R 

FW VER SYST:CODE:VERS 不适用 R 

温度 – 切断 硬切断 SOUR:PROT:HCUT 不适用 R 

软切断 SOUR:PROT:SCUT:LEV 有条件 R/W 

复位 （无） SOUR:PROT:CLEA 不适用 W 

跳闸状态 （无） SOUR:PROT:TRIP 不适用 R 

温度 – 设置 扫描速度 SOUR:RATE 不适用 R/W 

监测温度 CJC 温度 SOUR:SENS:DATA 不适用 R 

监测 TC SOUR:SENS:DATA 不适用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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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列表（按字母顺序排列）  
本节中，按字母顺序显示命令。每个命令都以长短两种形式显示。每个命令都有说明，一个或多个示例，以及一个参数范围

（如适用）。 

注意 
本节中，方括号 ([ ]) 表示可选的关键字或参数。大括号 ({ }) 包含命令串内的参数。尖括号 (< >) 表示必须用一个值替换
参数。一些命令使用大写和小写字母。在命令中必须全部使用大写字母。可选用小写字母。“|”用作命令中可选参数值
间的分隔符。 

产品所用的所有命令均按照顺序。每个命令完成后再处理后续命令。 

所有产品无法识别的命令都会导致在错误队列中显示错误信息。如果命令拼写错误，有句法错误和/或有无效参数，则可能因错

误而遭到拒绝。 

*CLS 
清除所有状态寄存器。 

例： *CLS 
响应： 无 

*IDN? 
获取产品的制造商、型号、序列号和固件版本信息。 

示例： *IDN? 
响应： FLUKE,9118A,0,4.03 

*OPT? 
获取产品配置或参考功能。 

示例： *OPT? 

响应： 1  已启用参考硬件。（0 = 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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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Put:STATus <n> 
设置，或打开或关闭主加热器输出。 

参数： n = 开或 1 打开主加热器。 

   关或 0 关闭主加热器。 

示例： OUTP:STAT 1 打开主加热器。 

OUTPut:STATus? 
打开或关闭主加热器输出。 

示例： OUTP:STAT? 

响应： 0 主加热器输出关闭。（1 = 开） 

OUTP[n]:DATA? 
以百分比的形式表示加热器占空比的占空比。 

参数： n 1 至 3 1 = 主加热器输出（默认），2 = 区域加热器输出，3 = 平衡加 

示例： OUTP:DATA? 

响应： 18.0 主加热器输出占空比为 18 %。 

示例： OUTP2:DATA? 

响应： 57.0 区域加热器输出占空比为 57.0 %。 

PROGram:IDEN [引证字符串] 
设置程序标识符。  

参数： 字符串 = 1 至 12 个字符 (0 - 9，A – Z，‘-‘)。默认值 = “0” 

示例： IDEN?“TE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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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IDEN? <quoted string> 
获取程序标识符。  

示例： IDEN? 

响应： TEST-1 

PROGram:SEQ:CAT? 
获取用于上升测试的参数列表。 

示例： PROG:SEQ:CAT? 

响应： “SPOn”,”DWELL”,”DIR”,”POIN”,”CYCL” 

PROGram:SEQ:PAR <Par>[, n] 
设置上升测试中的参数。 

参数： Par = SPO[X] x =1 至 8 设定点默认值 = 1。n = 300.00 至 1200.00。默认值 = 300.00。 
   DWEL 1 至 100 秒的保持时间。默认值 = 15。 
   POIN 上升测试中 1 至 8 个设定点。默认值 = 8。 
   CYCL 1 至 999 次的上升测试要重复。默认值 = 1。 
   DIR 0 或 1。设置测试中将如何完成设定点的方向。参见“上升”菜单部分中的“方向”。0 

= 向上。1 = 向上然后向下。默认值 = 0。 
示例： 用 450°、1145°和 825°这 3 个设定点温度保持 20 分钟进行“上升”测试： 

PROG:SEQ:PAR POIN,3 设置用于测试的三个温度设定点。 
PROG:SEQ:PAR SPO1,450.00 将 #1 设定点设置为 450.00 度。 
PROG:SEQ:PAR SPO2,1145.00 将 #2 设定点设置为 1145.00 度 
PROG:SET:PAR SPO3,825 将 #3 设定点设置为 825.00 度 
PROG:SET:PAR DWEL,20 将保持时间设置为 2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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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SEQ:PAR? <Par> 
从上升测试中获取参数。 

参数： Par = SPO[X] x =1 至 8 设定点默认值 = 1。获取设定点编号的设定点温度。 

   DWEL 获取保持时间 

   POIN 获取“上升”测试中的设定点编号。 

   CYCL 获取“上升”测试要被重复的次数编号。 

   DIR 获取测试中将如何完成设定点的方向。参见“上升”菜单部分中的“方向”。 

示例： PROG:SEQ:PAR? SPO2 获取设定点编号 2 的设定点温度。 

PROGram:STATus <n> 
设置所选程序的执行状态。 

参数： n = 运行或 1 启动所选程序。 

   关 或 0 停止所选程序。（默认值） 

示例： PROG:STAT 1 启动所选程序。 

PROGram:STATus? 
设置或获取所选程序的执行状态。 

示例： PROG:STAT? 

响应： 0 所选程序已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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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LCON:DER <n> 
以秒为单位设置主控微分时间。 

注意 
此命令具有密码保护。使用此命令设置此值前，应首先使用 SYST:PASS:CEN 命令。 

参数： n 0.0 至 99.9 秒。 

示例： SOUR:LCON:DER 5 

SOURce:LCON:DER? 
获取主控微分时间，以秒为单位。 

示例： SOUR:LCON:DER? 

示例： 1.5 主区微分时间为 1.5 秒。 

SOURce:LCON:INT <n> 
以秒为单位设置主控回路积分时间。 

注意 
此命令具有密码保护。使用此命令设置此值前，应首先使用 SYST:PASS:CEN 命令。 

参数： n = 10.0 至 999.9 秒。 

示例： SOUR:LCON:INIT 10 

SOURce:LCON:INT? 
获取主控回路积分时间，单位为秒。 

示例： SOUR:LCON:INIT? 

响应： 20.0 主控回路积分时间为 20.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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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LCON:PBAN <n> 
设置 PID 控制器用于主区控制的主控比例带，单位为 °C。 

参数： n = 1.0 至 199.9°C 

示例： SOUR:LCON:PBAN 7 

SOURce:LCON:PBAN? 
获取 PID 控制器用于主区控制的主控比例带，单位为°C。 

示例： SOUR:LCON:PBAN? 

响应： 1.5 主控制回路比例带为 1.5°C。 

SOURce:LIST:SPO<i> <n> 
在“上升”菜单中设置预置设定点的温度值。 
参数： i = 设定点编号（1 至 8） 
 n = 设定点温度。 
示例： SOUR:LIST:SPO6 700.00 将设定点编号 6 设置为 700.00 度。 

SOURce:LIST:SPO<i>? 
在“上升”菜单中获取预置设定点的温度值。 

示例： SOUR:LIST:SPO4? 

响应： 400.00 设定点 4 的设定点温度是 400.0 度。 

SOURce:PROT:HCUT? 
获取硬切断温度设定点，单位为°C 或°F。 

示例： SOUR:PROT:HCUT? 

响应： 140 硬切断温度设置为 14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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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PROT:CLEA 
重置切断以启用产品。 

示例：SOUR:PROT:CLEA 

响应： 无 

如果炉温高于 高温度，切断电路将跳闸。切断状态清除前，产品无法加热或冷却。 

SOURce:PROT:SCUT:LEV <n> 
设置软切断温度。 

注意 
此命令具有密码保护。使用此命令设置此值前，应首先使用 SYST:PASS:CEN 命令。 

 

参数： n = 25.00 至 1240.00 度。 

示例： SOUR:PROT:SCUT:LEV 450 将软切断设置为 450 度。 

SOURce:PROT:SCUT:LEV? 
获取软切断温度。 

示例： SOUR:PROT:SCUT:LEV? 

响应： 1000 软切断温度设置为 1000 度。 

SOURce:PROT:TRIP? 
获取切断状态。 

示例： SOUR:PROT:TRIP? 

响应： 0 未切断（1 = 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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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RATE <n> 
设置控制温度变动率（扫描速度），单位为°C 或°F 每分钟 

参数： n = 0.10 至 500.00 度每分钟。默认值 = 100.00 

示例： SOUR:RATE 1.26 将扫描速度设置为 1.26 度每分钟。 

SOURce:RATE? 
获取控制温度变动率（扫描速度），单位为°C 或°F 每分钟。 

示例： SOUR:RATE? 

响应： 0.531 扫描速度设置为 0.531 度每分钟。对此命令的响应从高温开始，然后随着温度接近设定点温度而降

低。 

SOURce:SENS:CAL:ZONE <x> <n> 
设置轴向梯度调整参数。 

注意 
此命令具有密码保护。使用此命令设置此值前，应首先使用 SYST:PASS:CEN 命令。 

参数： x = 1 至 4}（1 = ZONE1，2 = ZONE2，3 = ZONE3，4 = ZONE4） 

 n = -10.0 至 10.0，温度偏差单位为 °C。 

示例： SOUR:SENS:CAL:ZONE2 0.08 

SOURce:SENS:CAL:ZONE <x>? 
获取轴向梯度调整参数。 

示例： SOUR:SENS:CAL:ZONE2? 

响应： 0.05 轴向梯度调整值为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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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SENS:CAL:PAR<x> [n] 
设置控制温度校准参数。 

注意 
此命令具有密码保护。使用此命令设置此值前，应首先使用 SYST:PASS:CEN 命令。 

参数： x = 1 至 3 （1 = PAR1 = TEMP 1，2 = PAR2 = TEMP 2，3 = PAR3 = TEMP 3，4 = TEMP 4） 

 n = -50.00 至+50.00 （默认值 = 0.000） 

示例： SOUR:SENS:CAL:PAR2 0.02 将主控制的校准参数设置为 0.02。 

SOURce:SENS:CAL:PAR<x>? 
获取控制温度校准参数。 

示例： SOUR:SENS:CAL:PAR2? 

响应： 0.0 校准参数 #2 设置为 0.0。 

SOURce:SENS:CAL:TEMP[n]? 
获取校准参数的温度。温度为固定值，单位为摄氏度。 

参数： n = 1 至 3 （1 = TEMP1，2 = TEMP2，3 = TEMP3）。默认值 = 1 

示例： SOUR:SENS:CAL:TEMP1? 

响应： 300 TEMP1 参数的温度值为 300°C。 

SOURce:SENS:CAL:SKEW<x> <n> 
设置轴向补偿调整参数。 

注意 
此命令具有密码保护。使用此命令设置此值前，应首先使用 SYST:PASS:CEN 命令。 

参数： x = 1 至 4 （1 = SKEW1，2 = SKEW2，3 = SKEW3，4 = SKEW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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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 -10.00 至 10.00 

示例： SOUR:SENS:CAL:SKEW2 0.08 

SOURce:SENS:CAL:SKEW<x>? 
获取轴向补偿调整参数。 

示例： SOUR:SENS:CAL:SKEW2? 

响应： 0.05 SKEW2 的轴向补偿是主加热器功率的 0.05。 

SYST:CONF:BLC [n] 
设定检定炉的工作模式为内装等温块或不装等温块。 
参数： n =0   用于设定为不装等温块的模式 
  =1  用于设定为装有等温块的模式 
示例： SYST:CONF:BLC 1 设定为检定炉内装等温块的模式。 

SYST:CONF:BLC? 
用于确定检定炉的操作模式为内装等温块或不装等温块。 

示例： SYST:CONF:BLC? 

响应： 0 表示检定炉为不装等温块的操作模式 

SOURce:SENS:DATA? [加热器零件] 
获取炉零件的控制温度。 

参数： 加热器零件 MAIN– 获取主加热器温度（默认值） 

    ZONE– 获取区域加热器温度 

    FULL–获取主加热器和区域加热器温度  

示例： SOUR:SENS:DATA? MAIN 



9118A 
用户手册 

52 

响应： 700.00 主温度为 700.00 度。 
示例： SOUR:SENS:DATA?FULL 
响应： 700.00,600.00 主温度是 700.00 度，区域温度是 600.00 度。 

SOURce:SENS:DATA? [传感器功能] 
获取传感器温度，单位为°C 或 °F。 
参数： 功能 = CJC– CJC 传感器温度 
    MTC – 监测 TC 传感器 
示例： SOUR:SENS:DATA?CJC 
响应： 36.12 CJC 传感器为 36.12°C。 

SOURce:SPO [n] 
设置控制设定点。 
参数： n = 300.00 至 1200.00 摄氏度（默认值 = 300.00）。  

注意 
此命令具有密码保护。使用此命令设置此值前，应首先使用 SYST:PASS:CEN 命令。 

示例： SOUR:SPO 400.00 将设定点温度设置为 400.00 度。 

SOURce:SPO? 
获取控制设定点。 

示例： SOUR:SPO? 

响应： 300.00 设定点温度设置为 300.00 度。 

SYSTem:BEEP:KEYB [n] 
设置键盘蜂鸣声功能的状态。 

参数： n = 开或 1 打开键盘蜂鸣声。（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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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或 0 关闭键盘蜂鸣声。 

示例： SYST:BEEP 1 打开键盘蜂鸣声。 

SYSTem:BEEP:KEYB? 
获取键盘蜂鸣声功能的状态。 

示例： SYST:BEEP? 

响应： 0 键盘蜂鸣声关闭。（1 = 开） 

SYSTem:CODE:VERS? 
获取固件版本。 

示例： SYST:CODE:VERS? 

响应： 1.10 固件版本为 1.10。 

SYSTem:COMM:SER:BAUD [波特] 
设置串行接口的波特率。 

参数： 波特 = 1200，2400，4800，2400，19200，38400（默认值 = 9600） 

示例： SYST:COMM:BAUD 2400 将串行接口的波特率设置为 2400。 

SYSTem:COMM:SER:BAUD? 
获取串行接口的波特率。 

示例： SYST:COMM:BAUD? 

响应： 1200 串行接口的波特率设定为 1200。 

SYSTem:COMM:SER:LIN [n] 
在串行接口发出数据的末端设置换行字符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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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n = 开或 1 开换行字符。 

   关或 0 关闭换行字符。（默认值） 

示例： SYST:COMM:SER:LIN 1 打开换行字符。 

SYSTem:COMM:SER:LIN? 
在串行接口发出数据的末端获取换行字符的使用。 

示例： SYST:COMM:SER:LIN? 

示例： 0 换行字符未用于串行接口发出数据的末端。 

SYSTem:DATE <date> 
设置系统日期。 

参数： 日期 = yyyy,mm,dd yyyy = 年为四位数字，mm = 月为两位数字，dd = 日为两位数字。 

示例： SYST:DATE 2012,05,24 将系统日期设置为 2012 年 5 月 24 日。 

SYSTem:DATE? 
获取系统日期。 

示例： SYST:DATE? 

响应： 2012,11,30 系统日期设置为 2012 年 11 月 30 日。 

SYSTem:DEC:FORM [n] 
设置小数点格式。 

参数： n = 0 – 点（默认值） 

   1 – 逗号 

示例： SYST:DEC:FORM 1 将小数点格式设置为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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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DEC:FORM? 
获取小数点格式。 

示例： SYST:DEC:FORM? 

响应： 0 小数点格式设置为点。 

SYSTem:KLOC <n> 
设置前面板键盘锁的状态。 

注意 
此命令具有密码保护。使用此命令设置此值前，应首先使用 SYST:PASS:CEN 命令。 

参数： n = 1– 锁定键盘。 

   0 – 解锁键盘。（默认值） 

示例： SYST:KLOC 1 锁定键盘。 

SYSTem:KLOC? 
获取前面板键盘锁的状态。 

示例： SYST:KLOC? 

响应： 0 键盘解锁。 

SYSTem:LANG <lang> 
设置显示语言。 

参数： lang = 1 英文 

   7– 中文 

示例： SYST:LANG 7 显示语言设置为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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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LANG? 
获取显示语言。 

示例： SYST:LANG? 

响应： 1 显示语言设置为英文。 

SYSTem:PASS:CDIS 
禁止访问密码保护的命令。 

示例： SYST:PASS:CDIS 

此命令没有任何响应。 

SYSTem:PASS:CEN [n] 
允许访问密码保护的命令。 

参数： n = 0000 至 9999 如果 n 参数留空，则使用默认密码 1234。 

示例： SYST:PASS:CEN 1045 对于需要密码进行设置的命令，禁用对其的密码保护。使用 SYST:PASS:CDIS，或关

闭产品电源前，密码保护保持禁用。 

此命令没有任何响应。 

SYSTem:PASS:CEN:STAT? 
获取密码保护命令的访问状态。 

示例： SYST:PASS:CEN:STAT? 

响应： 0 无法更改具有密码保护的命令。响应 1 表示可由适用命令设置密码命令。使用 SYST:PASS:CEN 命
令设置密码保护参数。 

SYSTem:PASS:NEW <n>|DEF 
设置系统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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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此命令具有密码保护。使用此命令设置此值前，应首先使用 SYST:PASS:CEN 命令。 

参数： n = 0000 至 9999 

 DEF  将密码设置为 1234。 

示例： SYST:PASS:NEW 1045 将密码设置为 1045。 

此命令没有任何响应。 

SYSTem:PASS:PROT <n> 
设置密码保护级别。 

参数： n = 0 – 低。 

   1– 高  

示例： SYST:PASS:PROT 1 将密码保护级别设置为高。 

SYST:PASS:PROT? 
获取密码保护级别。 

示例： SYST:PASS:PROT? 

响应： 0 密码保护级别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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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TEMP [n] 
设置显示温度单位。 

参数： n = C– 摄氏度（默认值） 

   F- 华氏度 

示例： UNIT:TEMP C 将显示温度单位设置为摄氏度。 

UNIT:TEMP? 
获取显示温度单位。 

示例： UNIT:TEMP? 

响应： F 显示温度单位设置为华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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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警告 

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触电、火灾或人身伤害： 

• 取下护盖或打开机壳时，请勿操作产品。这样

做可能会接触到危险电压。 

• 仅使用指定的备件。 

• 请由经过认可的技术人员维修产品。 

小心 
为避免损坏产品： 

• 请勿使用液体清洗井孔。 

• 请勿将刺激性化学品用于产品表面。 

• 至少每 6 个月进行一次过温切断测试。 

• 确保井孔清洁，没有任何不需要的材料。 

• 当有害物质泼溅到产品上或产品内时，应使用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去污步骤。 

• 等温块的探头孔中不能进入任何异物。液体等

可渗漏到仪器中，使仪器损坏。 

• 请勿提拉或移动已装好等温块的仪器。否则等

温块和后插塞可能从仪器中掉出。 

Fluke Calibration 建议在收到产品时，并在以后每隔 6 个月

进行一次轴向均 性测试。参见炉校准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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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测试 
Fluke Calibration 建议至少每 6 个月进行一次切断测试。要

进行切断测试： 

1. 按 。 

2. 将设定点温度设置为 400°C，并待炉温稳定。 

3. 按 。 

4. 按 。 

5. 按设定下方的功能键。 

6. 按切断下方的功能键。 

7. 将软切断设置为 300 °C。 

前面板上的切断标识亮起，炉停止加热。如果切断无法

停止加热，则必须对产品进行维修。 

8. 将软切断温度设置为 1240°C。 

如何清洁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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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在采用非 Fluke Calibration 建议的步骤对产品进行
清洁或去污前，应联系服务中心人员了解更多信
息。 

炉校准 
本手册中的炉校准程序为一般指导原则。每个校准实验室必

须为其校准设备和质量计划撰写程序。对实验室设备和环境

进行一次不确定性分析。 

注意 
要咨询有关炉校准的问题，请联系 Fluke 
Calibration 人员。参见“如何联系 Fluke”部分。 

 警告 
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电击、火灾或人身伤害，仅经

认证的技术人员可校准该产品。 

进行炉校准程序的技术人员必须了解本用户手册中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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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术语 
校前数据：调整前在 UUT 上测得的数据。 

校后数据：调整后在 UUT 上测得的数据。 

环境状况 
炉校准必须在温度为 23 °C ±4 °C 和相对湿度低于 60 % 的
环境中进行。 

校准设备 
表 6  列出了炉校准所需的设备。 

表 6. 校准设备 

挖掘 技术指标 

冰点 
0.05°C 准确度 
0.02 °C 稳定性 

热电偶读出 0.25°C 精度 

热电偶 
S 或 R 型 
1 °C @ 1200°C 

校准 
产品校准使用稳定性测试、均 性测试和调整，然后使用准

确度测试和调整。所有测试和调整均在整个产品范围内的不

同温度下进行。图 24 是管式检定炉的校准程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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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z114.eps 

图 24. 管式检定炉校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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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列出了炉校准的测试和调整。 

表 7. 炉校准测试和调整 

编号 测试名称 测试点 (°C) 注意 

1 稳定性测试 300, 700, 1000, 1200 校前/校后数据，用于检验温度稳定性 – 可用其他测试在
相同的标称设定点下进行。 

2 轴向均 性测试 300, 700, 1000, 1200 校前数据 – 使用数据进行初始均 性调整。 

3 轴向均 性调整 300, 700, 1000, 1200 调整区域和偏移参数以按照技术指标设置轴向均 性 

4 轴向均 性测试 300, 700, 1000, 1200 校后数据，检验温度均 性。 

5 准确度测试 300, 700, 1000, 1200 校前测试数据 – 用于调整准确度 

6 准确度调整 300, 700, 1000, 1200 调整 TEMP 校准参数以按照技术指标设置准确度 

7 准确度测试 300, 700, 1000, 1200 校后数据，检验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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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式检定炉校准程序 
小心 

无论是否装有等温块，均可使用检定炉。每种操作

模式必须使用独有的校准参数。为了避免炉受损，

操作检定炉之前，先在校准菜单中选择合适的操作

模式（参见检定炉设定菜单）。必要时，需对新的

操作模式进行校准。 

1. 如图 25 所示连接测试设备。 

注意 
在以下步骤中，以 低温度 (300 °C) 启动校准程
序，然后将范围提升至 1200 °C。 

2. 将产品设置为表 8. 中的一个设定点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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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1

TC2

 
hbz120.eps 

图 25. 测试设备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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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测试 
接下来的 7 个步骤为稳定性的校前和校后数据。  

3. 按启动炉。 

4. 将测试热电偶 (TC1) 置于炉的中央（零参考点）。 

5. 稳定性标识显示炉温稳定后一小时，稳定时间开

始。 

6. 稳定时间后，每隔一分钟记录一次 TC1 上读出的温

度，记录 30 分钟。 

7. 计算 30 个记录的测量值的 2σ（标准偏差的 2 
倍）。 

8. 将算出的 2σ与表 8 稳定性一栏中的值进行比较。 

表 8. 稳定性测试数据 

设定点 
(°C) 

稳定时间 
（分钟） 记录 稳定性 2σ限值 (±°C)

300 60 30 0.2 

700 60 30 0.2 

1000 60 30 0.2 

1200 60 30 0.2 

如果测试失败，再次进行步骤 6 至 8。如果第二次仍失

败，应修复不稳定性。  

9. 记录结果。 

轴向均 性 
以下 个步骤构成了轴向均 性测试，以及计算 SKEW 和 
ZONE 参数值的公式。新值置于产品中以纠正轴向温度梯

度。 

注意 
轴向均 性测试必须在轴向均 性调整前进行。 

10. 将测试热电偶 TC2 移动到表 9 中所示的一个位置。 

11. 使热电偶在此位置保持至少 5 分钟。 

12. 在表 9 中记录 TC1 和 TC2 的温度。 

13. 对表 9 中的每个位置再次进行步骤 10 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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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移动 TC2 后，应使产品保持 5 分钟。 

表 9. 轴向均 性测试 

 
从炉中央到 TC2 位置的距离 (mm) 

-30 -10 0 10 30 

TC1      

TC2      

差值      

14. 计算表 9  中 TC2 每个位置相对中心位置的温差，并记

录在表中。 

差值(x)= (TC2(x)– TC1(x))– ( TC2(0)– TC1(0)) 

15. 使用下列公式计算 TC2 在 30 和 -30 位置的梯度值： 

梯度(x)= TC2(x)– TC1(x) 

X = TC2 处于 30 mm 和 -30 mm 的位置 

16. 使用下列公式计算斜率值： 

斜率 = 梯度(+30)– 梯度(-30) 

17. 使用下列公式计算 SKEW 值： 

SKEWn（新）= SKEWn（旧）+ A x（斜率） 

18. 表 10 显示了每个温度设定点下 A 的值。 

表 10. 偏移校正值 

设定点 (°C) A 值 

300 1.02 

700 1.35 

1000 4.67 

1200 5.30 

19. 通过前面板或 RS-232 端口将 SKEWn（新）值放入产品。

表 11  列出了温度设定点和 RS-232 命令，以及 SKEW 
参数的前面板名称。 

表 11. SKEW 参数 

设定点 
(°C) 

参数 

RS-232 命令 前面板 

300 SOUR:SENS:CAL:SKEW1 SKEW (300) 

700 SOUR:SENS:CAL:SKEW2 SKEW (700) 

1000 SOUR:SENS:CAL:SKEW3 SKEW (1000) 

1200 SOUR:SENS:CAL:SKEW4 SKEW (1200) 

20. 放入 SKEW 值后，应使产品保持 6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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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再次进行步骤 10 至 13，确保轴向均 性等于或小于技

术指标。表 9 中不同行的 大值和 小值之差必须介于 
±0.5 °C 之间。  

22. 使用下列公式计算 TC2 在 0、30 和 -30 位置的曲线

值： 

曲线 = 
（梯度(0) - 梯度(+30)）+ （梯度(0) – 梯度(-30) ） 

2 

23. 使用下列公式计算 ZONE 值： 

ZONEn（新）= ZONEn（旧）+ B x（曲线） 

表 12 显示了每个温度设定点下 B 的值。 

表 12. 区域校正值 

设定点 B 值 

300 1.5 

700 2.4 

1000 3.3 

1200 4.2 

24. 通过前面板或 RS-232 端口将 ZONEn(新) 值放入产品。

表 13 列出了温度设定点和 RS-232 命令，以及 ZONE 
参数的前面板名称。 

表 13. ZONE 参数 

设定点 
(°C) 

参数 

RS-232 命令 前面板 

300 SOUR:SENS:CAL:ZONE1 ZONE (300) 

700 SOUR:SENS:CAL:ZONE2 ZONE (700) 

1000 SOUR:SENS:CAL:ZONE3 ZONE (1000) 

1200 SOUR:SENS:CAL:ZONE4 ZONE (1200) 

25. 放入 ZONE 值后，应使产品保持 60 分钟。 

26. 再次进行步骤 10 至 14，确保轴向均 性等于或小于技

术指标。如果产品无法满足技术指标，再次用新的轴向

均 性值进行步骤 15 至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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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度测试 

注意 
进行准确度测试时，确保 TC1 处于接入管 (0 MM) 
的中点。 

要进行准确度测试： 

1. 将产品设置为表 14 中的设定点温度。 

2. 等待稳定性标识显示炉温稳定。 

3. 记录 TC1 测量值 1 分钟。 

4. 计算所有测量值的平均值。 

5. 使用下列公式计算准确度： 

准确度 = TC1 – 设定点温度 

6. 准确度必须小于或等于±5 °C。否则，应进行准确度调

整。 

7. 对表 14 中的每个设定点温度进行步骤 1 至 6。 

准确度调整 
要进行准确度调整： 

1. 使用下列公式计算新的 TEMPn参数： 

Tempn(新)= Tempn(旧) - 准确度 

2. 通过前面板或 RS-232 端口将 TEMPn(新)值放入产品。表

14 列出了温度设定点和 RS-232 命令，以及 TEMP 参
数的前面板名称。 

表 14. 准确度参数 

设定点 
(°C) 

参数 

RS-232 命令 前面板 

300 SOUR:SENS:CAL:PAR1 TEMP (300) 

700 SOUR:SENS:CAL:PAR2 TEMP (700) 

1000 SOUR:SENS:CAL:PAR3 TEMP (1000) 

1200 SOUR:SENS:CAL:PAR4 TEMP (1200) 

3. 放入 TEMP 值后，应使产品保持 60 分钟。 

4. 进行准确度测试的步骤 1 至 6。 

要完成产品的校准，请执行稳定性测试、轴向均 性测试和

准确度测试，以确保产品等于或小于每个设定点的技术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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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8A-ITB (with Isothermal Block) 校准程序 
小心 

无论是否装有等温块，均可使用检定炉。每种操作

模式必须使用独有的校准参数。为了避免炉受损，

操作检定炉之前，先在校准菜单中选择合适的操作

模式（参见检定炉设定菜单）。如果要更改模式，

需要对新模式进行校准。 

图 27 为带等温块时的校准程序概要图。 

校准设备设定 
1. 如图 26 所示在 TC1 和 TC2 上标上标度。标度间隔为 

10 mm。 

2. 如图 25 所示连接设备。 

3. 如图 26 所示将 TC1 和 TC2 置于 0 和 60 位置。 

注意 
在以下步骤中，以 低温度 (300 °C) 启动校准程
序，然后将范围提升至 1200 °C。将产品设定为表 
15 中的一个设定点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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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50 mm
(14.39 inch)

305.50 mm
(12.03 inch)

TC1

TC2

0 10 20 30 40 50 60

0 10 20 30 40 50 60

 
hbz134.eps 

图 26. 校准设备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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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z135.eps 

图 27. 带等温块的检定炉的校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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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测试 
接下来的步骤为稳定性的校前和校后数据。 

1. 按启动炉。 

2. TC1 置于 0 mm，TC2 置于 60 mm。 

3. 稳定性标识显示炉温稳定后一小时，稳定时间开始。 

4. 过了稳定时间后，每隔一分钟记录一次 TC1 上读出的

温度，记录 30 分钟。 

5. 计算 30 个记录的测量值的 2σ（标准偏差的 2 倍）。 

6. 将算出的 2σ与表 15 稳定性一栏中的值进行比较。 

表 15. 等温块稳定性测试数据 

设定点 
(°C) 

稳定时间 
（分钟） 记录 稳定性 2σ限

值 (±°C) 

300 60 30 0.1 

700 60 30 0.1 

1000 60 30 0.1 

1200 60 30 0.1 
如果测试失败，再次进行步骤 4 至 6。如果第二次仍失败，

应修复不稳定性。 

7. 记录结果。 

检验了设定温度的稳定度后，建议执行以下的准确度测试。 

准确度测试 
注意 

进行准确度测试时，确保 TC1 位于等温块内 0 mm 
的位置  

要进行准确度测试： 

1. 将产品设置为表 16 中的设定点温度。 

2. 等待炉温稳定。  

注意 
通过上述“稳定性测试”判断炉温是否稳定。 

3. 记录 TC1 测量值 1 分钟。 

4. 计算所有测量值的平均值。 

5. 使用下列公式计算准确度： 

准确度 = TC1 – 设定点温度 

6. 准确度必须小于或等于 ±5 °C。否则，应进行准确度调

整。 

7. 进行步骤 1 至 6，直到准确度小于或等于 ±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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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度调整 
要进行准确度调整： 

1. 使用下列公式计算新的 TEMPn参数： 

Tempn(新)= Tempn(旧) - 准确度 

2. 通过前面板或 RS-232 端口将 Tempn（新）值放入产

品。表 16 列出了温度设定点和 RS-232 命令以及 
TEMP 参数的前面板名称。 

表 16. 等温块准确度参数 

设定点 
(°C) 

参数 

RS-232 命令 前面板 

300 SOUR:SENS:CAL:PAR1  TEMP (300) 

700 SOUR:SENS:CAL:PAR2 TEMP (700) 

1000 SOUR:SENS:CAL:PAR3 TEMP (1000) 

1200 SOUR:SENS:CAL:PAR4 TEMP (1200) 
3. 输入 TEMP 值后，让产品保持 60 分钟。 

4. 进行准确度测试的步骤 1 至 6。 

检验或调整准确度后，建议执行如下轴向均 性检验并进行

调整。 

轴向均 性 
以下 个步骤构成了轴向均 性测试，以及计算 SKEW 和 
ZONE 参数值的公式。新值置于产品中以纠正轴向温度梯

度。 

注意 
轴向均 性测试必须在轴向均 性调整前进行。 

1. 将 TC2 分别移动到表 17 中所示的各个位置。将 TC2 
移动到不同位置期间，TC1 始终作为基准固定位于位置 
0 mm。 

2. 使 TC2 在此位置保持至少 5 分钟。 

3. 在以下表 17 中记录 TC1 和 TC2 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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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装有等温块的轴向均 性测试 

 60 mm 50 mm 40 mm 30 mm 20 mm 10 mm 0 mm 

TC1（固定位于 0 mm）        

TC2（在 60 mm 至 0 mm 间的每
个位置进行测试） 

       

差值 (x)， 
x=60,50,40,…,0 mm 

       

 

4. 对表 17 中的每个位置再次进行步骤 1 至 3。 

注意 
移动 TC2 后，让产品保持 5 分钟。 

5. 计算表 17 中 TC2 每个位置相对 0 mm 位置的温差，并

记录在表中。 

温差(x) = (TC2(x) – TC1(x)) – ( TC2(0) – TC1(0))   
X=0,10,..60mm 

Differencep-p= 大值（温差(0),温差(10),…,温差(60)）- 小值（温
差(0),温差(10),…,温差(60)） 

注意 
如果 Differencep-p 符合轴向均 性容差，则不需
要对 SKEW 和 ZONE 校准值做进一步调整。 

 

6. 使用下列公式计算 TC2 在 0 mm 和 60 mm 位置的梯度

值： 
 
梯度(x)= TC2(x)– TC1(x)  

X = 处于 0 mm 和 60 mm 的位置 

7. 使用下列公式计算斜率值： 

斜率 = 梯度(60)– 梯度(0) 

8. 使用下列公式计算 SKEW 值： 

SKEWn（新）= SKEWn（旧）+ A x（斜率） 

9. 表 18 显示了每个温度设定点下 A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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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等温块 SKEW 校正值 

校准点 A 值 

300 0.78 

700 2.14 

1000 3.67 

1200 4.90 
10. 通过前面板或 RS-232 端口将 SKEWn（新）值放入产

品。表 19 列出了温度设定点和 RS-232 命令以及 
TEMP 参数的前面板名称。 

表 19. 等温块 SKEW 参数 

设定点 
(°C) 

参数 

RS-232 命令 前面板 

300 SOUR:SENS:CAL:SKEW1  SKEW (300) 

700 SOUR:SENS:CAL:SKEW2 SKEW (700) 

1000 SOUR:SENS:CAL:SKEW3 SKEW (1000) 

1200 SOUR:SENS:CAL:SKEW4 SKEW (1200) 
11. 让产品在校准点 700 °C、1000 °C 和 1200 °C 保持 90 

分钟。放入 SKEW 值后，让产品在校准点 300 °C 保持 
180 分钟。 

12. 再次进行步骤 1 至 5，确保轴向均 性等于或小于技术

指标或要求。 

注意 
如果轴向均 性符合技术指标或要求，则不需要继
续进行后续的区域调整。但如果结果不符合技术指
标或没有达到要求，则建议再次执行步骤 6 到 
12。如果斜率为 <0.1 °C 并且轴向均 性仍不符合
技术指标，则进行后续的区域调整如果每次调整的
斜率绝对值没有显示出下降的趋势，请联系已获授
权的 Fluke Calibration 服务中心。 

13. 根据表中 0 mm 至 60 mm 每个位置的差值计算出 大

值和 小值，而曲线值就是其峰峰值。例如， 大值为 
0.1 °C， 小值为 -0.1 °C，则曲线为 0.2。 

曲线 = 大值（温差(0), … 温差(60)） – 小值（温差(0), … 温差
(60)） 

14. 使用下列公式计算 ZONE 值： 

ZONEn（新）= ZONEn（旧）+ B x（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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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显示了每个温度设定点下 B 的值。 

表 20. 等温块区域校正值 

校准点 B 值 

300 30 

700 30 

1000 10 

1200 10 
 

15. 通过前面板或 RS-232 端口将 ZONEn(新) 值放入产

品。表 21 列出了温度设定点和 RS-232 命令，以及 
ZONE 参数的前面板名称。 

表 21. 等温块 ZONE 参数 

设定点 
(°C) 

参数 

RS-232 命令 前面板 

300 SOUR:SENS:CAL:ZONE1  SKEW (300) 

700 SOUR:SENS:CAL:ZONE2 SKEW (700) 

1000 SOUR:SENS:CAL:ZONE3 SKEW (1000) 

1200 SOUR:SENS:CAL:ZONE4 SKEW (1200) 
 

16. 让产品在校准点 700 °C、1000 °C 和 1200 °C 保持 60 
分钟。放入 ZONE 值后，让产品在校准点 300 °C 保持 
120 分钟。 

17. 再次进行步骤 1 至 5，确保轴向均 性等于或小于技术

指标或要求。如果产品不符合技术指标或要求，再次用

新的轴向均 性值进行步骤 6 至 16。 

要完成产品的校准，请执行稳定性测试、轴向均 性测试和

准确度测试，以确保产品等于或小于每个设定点的技术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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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  - 9118A 和 9118A-ITB 
通用技术指标 
操作条件 

工作温度 ...................................................................................... 5 °C 至 40 °C 

存放温度 ...................................................................................... -20 °C 至 70 °C 

湿度  ............................................................................................. 对于低于 31 °C 的温度，湿度 高为 80 %， 
40 °C 下线性递减至 50 %。 

海拔高度 ...................................................................................... <2000 m 

电源要求 .......................................................................................... 230 V 交流电 (±10 %)，50/60 Hz，20 A 

加热器功率 ....................................................................................... 230 V 交流电时为 4000 瓦特 

过电流保护 
系统 ............................................................................................. 20 A，250 V 可重调断路器 

主加热器保险丝 ........................................................................... F 12 A，250 V 

区域加热器保险丝 ........................................................................ F 12 A，250 V 

电脑接口 .......................................................................................... RS-232 和 USB 

显示器 .............................................................................................. 黑白液晶屏，°C 或 °F 用户自选 

显示分辨率 ....................................................................................... 0.1 °C 或 °F 

大小 (H x W x L) ............................................................................... 400 mm x 337 mm x 700 mm 

净重 .................................................................................................. 29 kg（不含等温块） 

等温块（选件） 
等温块构材 ................................................................................... 氧化铝 

等温块外径 ................................................................................... 37 mm 

等温块长度 ................................................................................... 380 mm 

孔径（全部四个孔） .................................................................... 6.7 mm 

孔深 .............................................................................................. 365 mm 

净重 .............................................................................................. 0.84 kg（仅等温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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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度指标 
在 13°C 至 33°C 下，除温度外的所有准确度技术指标的有效期均为校准后 1 年。 

注意 
无论是否装有等温块，均可使用检定炉。每种配置必须使用独有的校准参数。每种配置的校准在出厂时并非标准。确保
检定炉经过校准以适用于所需的操作模式。 

炉温范围 .......................................................................................... 300 °C 至 1200°C 

设定点准确度 ................................................................................... ±5°C 

径向均 性 

温度 
9118A 

（离几何中心点 14 mm） 
9118A-ITB 
（孔到孔） 

300 °C 

±0.5 °C 

±0.1 °C 

700 °C ±0.20 °C 

1200 °C ±0.25 °C 

轴向均 性 

温度 
9118A 

（离几何中心点 ±30 mm 轴向长度） 
9118A-ITB 

（离完全浸没 60 mm 处） 

全量程 ±0.25 °C ±0.2 °C 

温度稳定性 
技术规格 9118A 9118A-ITB 

稳定度 ±0.2 °C ±0.1 °C 

稳定时间 
2 小时，全量程 

3 小时等于或低于 700  °C 
2 小时高于 700  °C 

注：温度稳定性测量为 2-sigma 30 分钟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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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时间（23 °C 至 1200 °C） 
9118A .............................................................................................. 40 分钟 

9118A-ITB ........................................................................................ 45 分钟 

冷却时间（1200 °C 至 300 °C） 
9118A .............................................................................................. 180 分钟 

9118A-ITB ........................................................................................ 20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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