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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摘要
温度指标
6332A
[1]

7342A

量程
（在 23 °C 的环境温度下）

50°C - 300°C

-40°C - +150°C

最大显示误差 [2]

1.0 °C

1.0 °C

温度稳定性 [3]

0.01 °C

0.01 °C

50 °C 至 200 °C：0.015 °C
201 °C 至 300 °C：0.02 °C

0.01 °C

温度均匀性 - 工作液量 [4

50 °C 至 200 °C：0.02 °C
201 °C 至 300 °C：0.025 °C

0.015 °C

加热时间 [7]

25 °C 至 300 °C：165 分钟
（硅油，710）

-40 °C 至 +25 °C：35 分钟（乙醇）
25 °C 至 150 °C：75 分钟（硅油，
200.50）

[7]

300 °C 至 80 °C：825 分钟
（硅油，710）

150 °C 至 25 °C：110 分钟
（硅油，200.50）
+25 °C 至 -40 °C：135 分钟
（乙醇）

稳定时间 [8]

20 分钟

20 分钟

出厂校准

由国家计量研究院使用 SI 进行有限的量程校准。

温度均匀性 - 工作区

[4、5]

、6]

冷却时间

注意
1.

量程会随环境温度和液槽是否盖住而变化。在零下温度（摄氏度）条件下，结露或结冰现象可能会限制工作时间，尤其是液槽敞开时。

2.

最大显示误差描述了本产品在校准后一年内，置信水平
为 99 % （包含因子 k = 2.58）时的“仪器绝对不确定度”。

3.

温度稳定性评估为本产品稳定之后，15 分钟内传热液温度统计标准偏差的 2 倍。

4.

温度均匀性定义为工作液量或工作区内最高和最低温度差值的一半。温度均匀性技术指标按照 99 % 的置信水平（包含因子 k = 2.58）进行
规定。

5.

工作区定义为 75 mm 直径区 - 将参考温度计和被测仪器浸入相同深度，当液面达到或高于最低加注标记线时，从浸入距液面 100 mm 处开
始至浸入距液面 360 mm 的最大深度。

6.

工作液量定义为 75 mm x 280 mm 的圆柱形，当液面达到或高于最低加注标记线时，从低于液面 100 mm 开始。

7.

冷却或加热时间是指从设定点更改到传热液达到温度最大显示误差指标范围内的设定点，所需的时间。冷却和加热时间会随环境温度、交
流电源电压、负载以及液槽是否盖住而变化。当交流电源的电压较低时，加热时间可能会大大延长。

8.

稳定时间是指从冷却或加热时间结束到传热液达到公差（与“温度稳定性”指标相同）范围内的最终平均温度所需的时间。

通用技术指标
尺寸
（不包括可选配件）
高度 ............................................................. 1080 mm
宽度 ............................................................. 445 mm
深度 ............................................................. 495 mm
重量
6332A.......................................................... 总重 49 kg
净重 26 kg
7342A.......................................................... 总重 74 kg
净重 50 kg
传热液容积 .................................................. 12 L
液槽内筒直径 .............................................. 145 mm 直径
传热液最大深度 ........................................... 45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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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技术指标
额定工作条件 .............................................. 18 °C 至 28 °C
相对湿度 5% - 90%（无冷凝）
限制工作条件 .............................................. 0 °C 至 40 °C
相对湿度 5% - 90%（无冷凝）
最高工作海拔 .............................................. 2000 m (6600 ft)
存放条件...................................................... -40 °C 至 +70 °C
相对湿度 5% - 95%（无冷凝）
6332A 电源电压 .......................................... 115 V 标称值 (±10 %)，60 Hz
230 V 标称值 (±10 %)，50 Hz
1600 VA
7342A 电源电压 .......................................... 115 V 标称值 (±10 %)，60 Hz
230 V 标称值 (±10 %)，50 Hz
1300 VA
显示分辨率 .................................................. 0.01
尺寸
（不包括可选配件）
高度 ......................................................... 1080 mm
宽度......................................................... 445 mm
深度......................................................... 495 mm
重量
6332A ..................................................... 总重 49 kg
净重 26 kg
7342A ..................................................... 总重 74 kg
净重 50 kg
传热液容积 .................................................. 12 L
液槽内筒直径 .............................................. 145 mm 直径
传热液最大深度 ........................................... 450 mm
远程接口...................................................... RS-232 端口，9600 至 23040 波特 – SCPI 兼容命令集
远程接口...................................................... USB 2.0 设备端口，串行端口仿真 - SCPI 兼容命令集
安全性 ......................................................... IEC 61010-1，过电压类别 II，污染等级 2，仅限室内使用，IEC 61010-2010，IEC 61010-2-011
电磁兼容性 (EMC)
国际 ............................................................. IEC 61326-1：基本电磁环境
CISPR 11: 第 1 组，A 类

第 1 组：设备内部产生和/或使用与传导相关的无线电频率能量，该能量对于
设备自身的内部功能必不可少。
A 类：设备适用于非家庭使用以及未直接连接到为住宅建筑物供电的低电压
网络的任意设备中。由于传导干扰和辐射干扰，在其他环境中可能难以保证
电磁兼容性。

小心：此设备不可用于住宅环境，且在此类环境中可能无法提供充分的无线
电接收保护。
韩国 (KCC) .................................................. A 类设备（工业广播和通讯设备）
A 类：本产品符合工业电磁波设备的要求，销售商或用户应注意这一点。本
设备旨在用于商业环境中，而非家庭环境。
USA (FCC) .................................................. 47 CFR 15 B 子部分。按照第 15.103 条规定，本产品被视为免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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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指标
6332A
[1]

734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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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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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分钟

出厂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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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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