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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节 附加信息

可以在制造商网站上查看扩充的用户手册。

第 2 节 规格

产品规格如有变化，恕不另行通知。

规格 详细信息

测量方法 浊度测定法，收集与入射光呈 90 度角的散射光，并进行 360 度检测。

主要标准 EPA 认可的 Hach 方法 102581

尺寸（宽 x 深 x 高） 41 x 28 x 12.5 cm (16 x 11 x 7.7 in)

重量 2.37 kg (5.23 lb)

外壳 IP20 

防护等级 仪器：III；电源：I

污染等级 2 

超电压类别 II

电源要求 仪器：15 VDC, 2 A；电源：100-240 VAC ± 10%，50/60 Hz

工作温度 10 至 40 °C（50 至 104 °F）

存储温度 –30 至 60 °C（–22 至 140 °F）

湿度 相对湿度 5 至 95%，无冷凝

使用环境 室内使用

海拔 高 2000 m (6562 ft)

显示屏 17.8 mm (7 in)彩色触摸屏

激光 2 类激光产品：包含非用户可维修 2 类激光。

光源 650 nm， 大 0.43 mW

测量装置 NTU、FNU、TE/F、FTU、EBC、mg/L、mNTU2 或 mFNU

量程 0 至 700 NTU、FNU、TE/F、FTU；0 至 100 mg/L；0 至 175 EBC

准确度 从 0 至 40 NTU 量程时，为读数的 ± 2% 加 0.01 NTUFNU
根据 Formazin 主要标准，在 25 °C (77 °F) 下，40 至 700 NTU 时，读
数 ± 10%

线性度 在 25 °C (77 °F) 下，0 至 40 NTU 优于 1%

精密度 根据 Formazin 主要标准，在 25 °C (77 °F) 下，< 40 NTU: 0.002 NTU
或 1%（取大值）； > 40 NTU: 3.5%

杂散光 < 0.01 NTU

1 http://www.hach.com
2 1 mNTU = 0.001 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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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详细信息

校准选项 StablCal®：对于 40 NTU 量程使用 1-点校准 (20 NTU)；对于 0 至
700 NTU（完整）量程使用 2-点校准（20 和 600 NTU）。

Formazin：对于 0 至 40 NTU 量程使用 2-点校准（20 NTU 和稀释
水）；对于 0 至 700 NTU（完整）量程使用 3-点校准（20 NTU、
600 NTU 和稀释水）

Degrees：对于 0 至 100 mg/L（完整）量程使用 3-点校准（20 mg/L、
100 mg/L 和稀释水）

SDVB：对于 0 至 700 NTU（完整）量程使用 3-点校准（20 NTU、
600 NTU 和稀释水）

自定义：对于 0 NTU 至 高校准点量程使用 2-至 6-点自定义校准。

验证选项 玻璃检定标尺（二级浊度标准）< 0.1 NTU，StablCal 或 Formazin
（0.1 至 40 NTU）

验证（RFID 或
Link2SC®

）
使用 RFID 或 Link2SC 对比在线和实验室测量值，从而验证测量值。

认证 符合 CE 标准；US FDA 检索号：1420493-xxx。依据激光公告第
50 条，本产品符合 IEC/EN 60825-1 和 21 CFR 1040.10。

保修期 1 年（EU：2 年）

第 3 节 基本信息

对于因本手册中的任何不足或遗漏造成的直接、间接、特别、附带或结果性损失，制造商概不负责。
制造商保留随时更改本手册和手册中描述的产品的权利，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或承担有关责任。修
订版可在制造商的网站上找到。

3.1 安全信息

对于误用或滥用本产品造成的任何损坏，包括但不限于直接、附带和从属损害，制造商概不负责，并
且在适用法律允许的 大范围内拒绝承认这些损害。用户自行负责识别关键应用风险并安装适当的保
护装置，以确保在设备可能出现故障时保护工艺流程。

请在拆开本设备包装、安装或使用前，完整阅读本手册。特别要注意所有的危险警告和注意事项。否
则，可能导致操作员受到严重伤害或设备受到损坏。

请确保产品拆开时的完整无损伤。请勿以本手册指定方式之外的其它方式使用或安装本设备。

3.1.1 危害指示标识说明

危险 
表示潜在的或紧急的危险情况，如果不加以避免，将会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

警告 
表示潜在的或紧急的危险情况，如果不加以避免，将会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

警告 
表示潜在的危险情形，可能导致轻度或中度人身伤害。

注意 
表明如不加以避免可能会导致仪器损坏的情况。此信息需要特别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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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警告标签

请阅读贴在仪器上的所有标签和标记。如果不遵守这些警告标签上的信息，则可能造成人身伤害或仪
器损坏。仪器上的符号请参见手册中的警告说明。

标有此符号的电气设备在欧洲不能通过家庭或公共垃圾系统进行处理。请将老旧或报废设
备寄回至制造商处进行处置，用户无需承担费用。

当仪器上标示此符号时，表示需要遵守说明手册中的操作和/或安全信息。

此符号指示需要戴上防护眼镜。

此标志表示设备中使用激光装置。

此标志表示化学伤害危险，并指示只有合格的人员以及在处理化学制品方面受过培训的人
员，才能处理化学制品，或执行与该设备有关的化学制品传送系统的维护工作。

此标志表示存在电磁辐射。

3.1.3 2 类激光产品

危险 

人身伤害危险。切勿拆除仪器的护盖。这是激光型仪器，用户暴露在激光下会受到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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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类激光产品，IEC60825-1:2014，650 纳米， 大 0.43 mW
位置：仪器后部。

依据激光公告第 50 条，符合美国法规 21 CFR 1040.10 和
1040.11。
位置：仪器后部。

小心 — 开盖后存在 2 类激光辐射。请勿直视激光束。

位置：样品室顶部。

本仪器是 2 类激光产品。当仪器存在缺陷时以及仪器盖打开时，有可见的激光辐射。依据激光公告第
50 条，本产品符合 EN 61010-1“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安全要求”、IEC/EN 60825-1“激
光产品安全”以及 21 CFR 1040.10。请参阅仪器上提供激光信息的标签。

3.1.4 RFID 模块

安装了可选的 RFID 模块的仪器可以接收和传送信息和数据。RFID 模块以 13.56 MHz 的频率运行。

RFID 技术属于射频应用。射频应用取决于国家授权条件。目前在以下地区中，可以在仪器上使用可选
的 RFID 模块：

欧盟国家、欧洲自由贸易协会国家、土耳其、塞尔维亚、马其顿、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智利、
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墨西哥、巴西、南非、印度、新加坡、阿根廷、哥伦比亚、秘鲁和巴拿马

在上述地区以外的地方，在仪器上使用可选的 RFID 模块可能会违反国家法律。此外，制造商还保留
在其他国家/地区获得授权的权利。如有疑问，请与制造商联系。

3.1.4.1 RFID 模块的安全信息

警告 

多重危险。请勿拆卸仪器进行维护。如果必须清洁或维修内部组件，请联系制造商。

警告 

电磁辐射危险。请勿在危险环境中使用本仪器。

注意 
本仪器易受电磁和机电干扰。这些干扰可能会影响本仪器的分析性能。请勿使本仪器靠近可能产生干
扰的设备。

请遵循以下安全信息，以按照国家、地区和当地要求操作本仪器。

• 请勿在医院和类似机构中或在医疗设备（如起搏器或助听器）附近操作仪器。

• 请勿在高度易燃的物质（如燃油）、高度易燃的化学品和爆炸物附近操作仪器。

• 请勿在可燃气体、蒸气或粉尘附近操作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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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仪器远离强烈振动或冲击。

• 本仪器会对直接相邻的电视机、收音机和计算机造成干扰。

• 本保修不涵盖非正常使用或磨损。

3.1.4.2 RFID 符合 FCC 规定
本仪器可能含有经过注册的射频识别设备 (RFID)。请参阅 表 1，以了解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注册信
息。

表 1  注册信息

Parameter 值

FCC 识别码 (FCC ID) YUH-QR15HL

IC 9278A-QR15HL

频率 13.56 MHz

3.1.5 认证

警告 
本设备不适合在住宅环境中使用，在此类环境中可能无法为无线电接收提供充分的保护。

加拿大无线电干扰产生设备法规（Canadian Radio Interference-Causing Equipment
Regulation），ICES-003，A 类：

制造商支持测试记录留存。

此 A 类数字设备符合加拿大由于无线电干扰所产生的设备法规的所有要求。

Cet appareil numérique de classe A répond à toutes les exigences de la réglementation canadienne
sur les équipements provoquant des interférences.
FCC 第 15 部分，“A”类限制

制造商支持测试记录留存。该设备符合 FCC 规定第 15 部分的要求。设备操作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 本设备不会造成有害干扰。

2. 本设备必须接受任何接收到的干扰，包括可能导致意外操作的干扰。

若未经负责出具符合声明的一方明确同意擅自对本设备进行改动或改装，可能会导致取消用户操作该
设备的权限。本设备已经过测试，符合 FCC 规定第 15 部分中确定的 A 类数字设备限制。这些限制专
门提供当设备在商业环境下工作时针对有害干扰的合理保护。该设备产生、使用和放射无线电射频能
量，如果不按照说明手册的要求对其进行安装和使用，可能会对无线电通讯造成有害干扰。本设备在
居民区工作时可能会产生有害干扰，这种情况下用户须自行承担费用消除这种干扰。以下方法可用于
减少干扰问题：

1. 断开设备的电源，以便确证它是干扰源与否。

2. 如果设备与遭受干扰的仪器连接到相同的插座，将设备连接到其他插座。

3. 将设备从接受干扰的仪器边上移开。

4. 重新定位受干扰仪器的接收天线。

5. 同时尝试以上多项措施。

3.2 产品概述

TU5200 浊度计主要用于测量出厂饮用水中的低浊度。该实验室仪器经过出厂校准，可以测量入射光
束轴周围 360 度半径范围内的 90 度散射光。使用触摸屏幕操作该仪器。请参见图 1。
可以使用可选的 RFID 模块。图 1 显示 RFID 模块。使用 RFID 模块可以轻松比较过程和实验室浊度测
量值。

制造商网站上的用户支持部分提供了操作视频。

关于配件，请参阅制造商网站上详细的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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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产品概述

1   盖子 6   A 型 USB 端口

2   样品瓶室 7   B 型 USB 端口

3   显示屏 8   用于连接局域网的以太网端口

4   电源按键 9   RFID 模块指示器（可选）

5   电源连接 10   A 型 USB 端口

3.3 产品部件

确保已收到所有部件。请参阅 图 2。如有任何物品丢失或损坏，请立即联系制造商或销售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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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产品部件

1   TU5200 4   电源

2   StablCal 套件，配备 RFID 的密封样品瓶
（10、20 和 600 NTU）

5   防尘罩

3   样品瓶 6   瓶架

第 4 节 安装

警告 

多重危险。只有符有资质的专业人员才能从事文档本部分所述的任务。

本仪器的工作海拔为 高 3100 m (10,710 ft)。在高于 3100 m 的条件下使用本仪器会略微增大电气绝
缘失效的风险，从而可能导致触电危险。制造商建议，用户如有疑虑，请联系技术支持。

4.1 安装指南

将仪器安装在如下位置：

• 在水平表面上

• 在干净、干燥、通风良好、温度可控的位置

• 在振动 小、无阳光直射的位置

• 在拥有足够空间进行连接以及执行维护任务的位置

• 在电源按钮和电源线清晰可见且易于使用的位置

4.2 连接外部设备（可选）

注意 
如果用户使用无线仪器，则有责任确保网络和接入点的安全性。制造商不对由于网络安全漏洞或入侵
所导致的任何损坏承担责任，其中包括但不限于间接性、特殊性、结果性或附带性损坏。

该仪器有三个 USB 1.1 端口和一个以太网端口。请参阅图 1 第 8 页。

中文   9



A 型 USB 端口——连接打印机、条形码手持扫描仪、U 盘、键盘 3 或者 SIP 10 模块

B 型 USB 端口——连接电脑。

以太网端口——通过屏蔽电缆连接局域网（例如：STP、FTP、S/FTP）。屏蔽电缆 长 20 米
（65.6 英尺）。如需有关在仪器上建立局域网连接的信息，请参阅制造商网站上详细的用户手册。

注： USB 电缆的长度不能超过 3 米（9.8 英尺）。

第 5 节 用户界面及导航

仪器屏幕是触摸屏。只能用清洁、干燥的指尖来操作触摸屏。请勿使用钢笔或铅笔的笔尖或其他锐利
物体点击屏幕进行选择，否则将会使屏幕受损。

请参阅 图 3 了解主屏幕的概述。

图 3  屏幕概述

1   样品识别符和测量编号 4 7   向上/向下导航箭头

2   用户说明 8   侧栏菜单（请参阅 表 2）
3   说明 9   时间和日期

4   浊度值、单位和读数模式 10   选项按键

5   警告或错误消息 11   读数按键

6   校准状态图标和校准曲线 12   信息（帮助）按键

3 可代替触摸屏，使用键盘输入文本到屏幕文本框中（例如：密码和样品识别符）。
4 每次完成测量后，测量编号都会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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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侧栏菜单图标

图标 说明

登录

操作者登录或注销。如需登录，请选择操作者识别符，然后按下登录。如需注销，请
按下注销。

注： 在操作者登录后，登录图标将变成为该操作者识别符选择的图标（例如：鱼、蝴蝶或足球），而且“登录”
文字将变成操作者识别符。

样品识别符

请选择样品识别符。

校准

开始校准。

验证

开始验证。

Link2SC

比对在线和实验室测量值。

数据日志

显示读取日志、校准日志、验证日志和比对日志。请参阅 显示记录的数据
第 18 页。

设置

配置仪器设置。请参阅 配置仪器设置 第 12 页。

诊断

显示固件信息、仪器备份、仪器更新、信号信息和原厂服务数据。

定时器

设置定时器时间。

如果仪器有局域网连接，请访问制造商网站下载 新的软件版本和用户手册。

文件

显示仪器的用户手册和视频。

第 6 节 启动

警告 

人身伤害危险。切勿拆除仪器的护盖。这是激光型仪器，用户暴露在激光下会受到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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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人身伤害危险。仪器通电后，请勿直视样品瓶室。

请参阅下面的图示步骤为仪器连接电源并启动仪器。

当语言菜单出现时，请选择要使用的语言，然后按下 OK（确定）。自我检测将开始。

注： 如需在首次启动后更改语言，请参阅 更改语言 第 13 页。

第 7 节 操作

7.1 配置

7.1.1 配置仪器设置

1. 按下 两次，然后按下设置。

2. 请选择一个选项。

选项 说明

位置 设置仪器的位置名称。该位置和测量值一起保存到数据日志。

日期和
时间

设置日期格式、时间格式及日期和时间。输入当前日期和时间。日期格式——设置日期
格式。选项：dd-mmm-yyyy（默认）、yyyy-mm-dd、dd-mm-yyyy 或 mm-dd-yyyy。时
间格式——设置时间格式。选项：12 或 24 小时（默认）

安全 在安全清单中为设置和任务启用或禁用密码保护功能。安全密码——设置或更改安全
（管理员）密码（ 多 10 个字符）。密码区分大小写。安全清单——在安全清单中设
置各个设置和任务的安全等级。

• 关——所有操作者都可以更改该设置和/或执行该任务。

• 单密钥——只有具有单密钥或双密钥安全等级的操作者才可以更改该设置或执行该任
务。请参阅 添加操作者识别符 第 13 页。

• 双密钥——只有具有双密钥安全等级的操作者才可以更改该设置或执行该任务。

注： 只有按下“关闭”按键，安全设置才会设置为开。

声音设
置

启用或禁用各个事件的声音设置。设置各个事件的音量（1 至 10）如需启用或禁用所有
声音设置，请选择“所有”，然后按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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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说明

网络和
外部设
备

显示仪器直接连接和通过 LAN（局域网）连接的设备的连接状态。

• 打印机——本地打印机或网络打印机

• 网络——局域网连接

• 控制器——sc 控制器

• 计算机

• USB 存储器——U 盘
• 键盘

电源管
理

设置仪器在一段时间没有活动后自动进入休眠模式或关机。休眠计时器——设置仪器在
何时进入休眠模式。选项：关、30 分钟、1 小时（默认）、2 小时或 12 小时。电源关
闭定时器——设置仪器在何时关机。选项：关、2 小时、6 小时、12 小时（默认）或
24 小时。

7.1.1.1 更改语言

注意 
关闭电源后再次启动之前，请等待至少 20 秒，否则会对仪器造成损坏。

如需在首次启动后更改语言选项，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关闭仪器。

2. 启动仪器。

3. 在启动期间，按住显示屏直到显示语言菜单（大约 45 秒）。

4. 当语言菜单出现时，请选择要使用的语言，然后按下好。

7.1.2 添加操作者识别符

为将要测量样品的每一个人添加唯一的操作者识别符（ 多 30 个）请为每一个操作者识别符选择一个
图标、操作者密码和安全等级。

1. 按下登录。

2. 按下选项>新建。

3. 输入新操作员 ID（ 多 10 个字符），然后按确定。

4. 按下向左和向右箭头选择该操作员识别符要使用的图标（例如：鱼、蝴蝶或者足球）。

5. 按下操作者密码，然后输入该操作者识别符要使用的密码。

注： 密码区分大小写。

6. 按下安全等级，然后选择该操作者识别符要使用的安全等级。

• 关——操作者不可以在安全等级为单密钥或双密钥的安全设置中更改设置，也不可以执行任何任
务。

• 单密钥——操作者可以在安全等级为关或单密钥的安全设置中更改所有设置和执行所有任务。

• 双密钥——操作者可以在安全设置中更改所有设置和执行所有任务。

注： 在选择安全等级之前，必须将安全设置设定为开。请参阅 配置仪器设置 第 12 页。

7. 按下确定>关闭。

8. 如需编辑操作者识别符，请选择操作者识别符，然后按下选项>编辑程序。

9. 如需删除操作者识别符，请选择操作者识别符，然后按下选项>删除>确定。

7.1.2.1 配置操作者 RFID 标签（可选）
如需使用操作者 RFID 标签登录仪器，请按以下步骤保存恰当的操作者识别符到操作者 RFID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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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下登录。

2. 请选择操作者识别符，然后按下选项>初始化 RFID 标签。

3. 必要时还要输入该操作者识别符的密码。

4. 执行屏幕上显示的步骤。

5. 按下确定使用新的操作者识别符替换 RFID 标签上的操作者识别符（若适用）。

6. 按下关闭。

7. 将操作者 RFID 标签放在 RFID 模块前面以登录仪器。

7.1.3 添加样品识别符

为每个样品添加唯一的样品识别符（ 多 100 个）。样品识别符指出样品位置或样品的其他具体信
息。

或者，将样品识别符从电子表格文件导入到仪器。如需有关导入样品识别符的信息，请参阅制造商网
站上详细的用户手册。

注： 将贴有样品 RFID 贴纸的样品瓶放到 RFID 模块前面，样品识别符将自动添加到仪器上，并在仪器上显示被选
中。

1. 按下样品识别符。

2. 按下选项>新建。

3. 输入新的样品识别符（ 多 20 个字符）。

4. 如果样品瓶有指明样品识别符的条形码，请使用仪器连接的条形码手持扫描仪读取该条形码。条形
码已添加到样品识别符。

5. 按下确定。

6. 请选择一个选项。

选项 说明

添加日期/时
间

添加样品采集日期和时间到样品识别符（可选）。各个样品识别符输入的日期和
时间在“样品识别符”菜单上显示。

添加编号 添加测量编号到样品识别符（可选）。请选择测量编号使用的第一个数字（0 至
999）。
在主屏幕上，在样品识别符后面括号内显示的就是测量编号。请参阅 图 3
第 10 页。

添加颜色 添加彩色圆圈到样品识别符图标（可选）。在主屏幕上，在样品识别符前面显示
的就是样品识别符图标。请参阅 图 3 第 10 页。

7. 按下确定>关闭。

8. 如需编辑样品识别符，请选择样品识别符，然后按下选项>编辑程序>确定。

9. 如需删除样品识别符，请选择样品识别符，然后按下选项>删除>确定。

7.1.4 配置测量设置

请选择读数模式、测量单位、数据日志设置、分辨率等选项。

1. 在主读数屏幕上，按下选项>读取设置。

2. 请选择一个选项。

选项 说明

读数 将读数模式设置为单一读数、连续读数或 小值模式。默认：单一读数。单——在读
数稳定时停止测量。连续读数——测量继续进行直到用户按下结束。 小值模式——
在对比在线和实验室测量值时以及过程测量值在较低 NTU 量程内时设置为开。移除随
机样品中非代表性颗粒的效果。信号平均——屏幕显示的浊度读数是所选时间间隔内
测量值的平均值。选项：对于单测量模式是 5 至 15 秒。对于连续测量模式是 5 至
9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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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说明

单位 选择显示并记载在数据记录中的测量单位。选项：NTU、FNU、TE/F、FTU、EBC、
mNTU 或 mFNU。（默认：NTU ）。

数据日
志设置

设定数据日志。设置自动存储——测量数据自动储存到读取日志。默认：开。如果不
选择该项，请在需要时按下选项>存储将当前测量值储存到读数日志。发送数据格式
——设置发送到外部设备的测量数据的输出格式（CSV 或 XML）。默认：XML。打印
格式——设置发送到打印机的测量数据的输出格式（快速打印或详细打印 (GLP)）。说
明——让用户添加说明到日志条目。自动发送——每次测量结束后自动发送测量数据
到仪器连接的所有设备（例如，打印机、U 盘和 FTP 服务器）。

分辨率 选择显示器所示的小数位数。选项：0.001（默认）或 0.0001。

气泡去
除

将气泡去除设置为开启（默认）或关闭。当设置为开启时，样品中的气泡所造成的高
浊度读数不会显示或记载在数据记录中。

关闭盖
子以开
始读取
数据

启用或禁止当盖子关上时仪器自动开始测量。默认：开。只有仪器中有样品瓶时才能
完成测量。

7.1.5 设置可接受范围

在仪器上对比在线和实验室测量值前，请先为比较结果设置可接受范围。可接受范围是在线和实验室
测量值允许的 大偏差。

1. 按下 LINK2SC。

2. 按下选项>比对设置。

3. 按下可接受范围>单位。

4. 请选择一个选项。

选项 说明

% 设置可接受范围到一定百分比（1 至 99%）。

NTU 设置可接受范围的单位为 NTU（0.015 至 100.00 NTU）。

5. 按下值，输入可接受范围。

7.2 测量

7.2.1 样品采集

• 将样品收集到干净的玻璃或塑料瓶中并拧紧瓶盖。

• 使用样品润洗容器至少三次。

• 从供水系统或处理厂的水龙头收集样品时，请打开水龙头让水流动至少五分钟再收集样品。请勿调
整流速，因为这样做可能会使颗粒混入样品中。

• 从水体（例如：溪流或贮水池）收集样品时，请收集至少一升（1 夸脱）样品并充分混合，再拿样
品进行检测。如果样品来源的质量参差不齐，请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深度收集样品。然后，将这
些样品混合成一个样品用于检测。

• 将样品注入容器中。让样品稍微溢出容器，然后立即盖上样品容器的盖子，使样品上方没有顶空
（空气）。

• 将样品信息写在容器上。

• 尽快开始分析，防止温度改变、细菌滋生和沉降。

7.2.2 防止样品瓶有污染物

注意 
请勿触碰或刮擦试样瓶的玻璃。玻璃上有污染或划痕会导致测量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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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必须保持干净且没有划痕。用无绒布清除玻璃上的污垢、指纹或颗粒。如果玻璃有划痕，则更换
试样瓶。

请参阅 图 4 以确定不可以触摸试样瓶的哪些位置。务必将样品瓶放入瓶架中，以避免瓶底沾上污染
物。

图 4  样品瓶概述

1   测量表面 — 请勿触摸。

7.2.3 准备样品瓶

警告

化学品暴露风险。请遵循地方、区域和国家法规处置化学品和废弃物。

注意
总是在样品小瓶上盖上盖子，以防止样品瓶内发生泄漏。

请参阅以下图示步骤准备样品瓶以便进行测量。立即检测样品。

注： 如果使用样品冲洗样品瓶后，瓶子上仍有污染物，请把样品瓶清洁干净。请参阅 清洁样品瓶 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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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将样品瓶装入仪器中

警告 

人身伤害危险。切勿拆除仪器的护盖。这是激光型仪器，用户暴露在激光下会受到伤害。

警告 

人身伤害危险。仪器通电后，请勿直视样品瓶室。

注意 
盖上盖子防止污染物进入样品瓶室。

1. 按以下步骤登录仪器：

• 将操作者 RFID 标签放到 RFID 模块前面，或者

• 按下登录。请选择合适的操作者识别符，然后按下选择。

2. 请按以下步骤选择样品识别符：

• 将样品瓶的样品 RFID 贴纸放到 RFID 模块前面，或者

• 按下样品识别符。请选择合适的样品识别符，然后按下选择。

注： 如需添加样品识别符到仪器，请参阅 添加样品识别符 第 14 页。

3. 使用无绒布清除样品瓶的污染物。

4. 使用无绒布擦干样品瓶的外表面。务必连瓶底也擦干。

5. 将样品瓶装入样品瓶盒。请参阅以下图示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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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测量样品

1. 如果关上盖子时没有自动开始测量，请按下读数。

2. 当测量完成时，请在需要时按下选项>存储将测量值储存到读取日志。

注： 如果“自动保存 (Auto Save)”设置为开，屏幕将显示“已储存的数据”并自动储存测量值到读取日志。

3. 如需查看已储存的测量值，请按下选项>读取日志。有关更多选项，请参阅 显示记录的数据
第 18 页。

4. 如需发送测量数据到仪器连接的外部设备，请按下选项>发送数据。有关更多选项，请参阅 显示记
录的数据 第 18 页。

注： 如果“自动发送”设置为开，将自动发送测量数据到仪器连接的外部设备。

7.2.6 比对在线和实验室测量值

请参阅 www.hach.com 上的补充用户手册比对在线和实验室测量值。

7.3 显示记录的数据

所有记录的数据保存在数据日志中。数据日志有四种类型：

• 读取日志——显示记录的测量值。

• 校准日志——显示校准历史。

• 验证日志——显示验证历史。

• 比对日志——显示记录的过程和实验室测量值的比较。

1. 按下数据日志，然后选择要查看的日志。

2. 如需查看日志条目的详细信息，请选择该日志条目，然后按下显示详情。

注： 如需添加说明到日志条目，请按下说明图标。

3. 如需只显示某时间间隔内记录的日志条目，或者带有特定操作者识别符或样品识别符的日志条目，
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a. 按下筛选，然后选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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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请选择一个选项。

选项 说明

时间间隔 请选择时间间隔。

操作者识别符 请选择操作者识别符。

样品识别符 请选择样品识别符。此选项只在已选择“读取日志”或“比对日志”时才会显
示。

4. 如需发送日志数据到设备（例如：打印机或 U 盘）、删除日志条目或以图表的格式显示比对日志
或读取日志条目，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a. 按下选项。

b. 请选择一个选项。

选项 说明

删除 删除以下一个项目。

• 选中的日志条目

• 某时间间隔内的日志条目

• 带有特定操作者识别符的日志条目

• 带有特定样品识别符的日志条目 5

• 已选中日志中的所有条目

发送
数据

发送以下一个项目到仪器直接连接或通过局域网（网络打印机或 FTP 服务器）连接的
所有设备（例如：打印机或 U 盘）。

• 选中的日志条目

• 某时间间隔内的日志条目

• 带有特定操作者识别符的日志条目

• 带有特定样品识别符的日志条目 5

• 已选中日志中的所有条目

显示
图表

在图表中显示有相同样品识别符的读取日志条目。此选项只在已选择“比对日志”或
“读取日志”时才会显示。

如需添加另一个样品识别符的日志条目到图表，请按下选项>添加数据。请选择要加
入图表的样品识别符。

如需显示数据点的详细信息，请触摸屏幕上的数据点，或按下向左和向右箭头选择数
据点。

数据点——选择数据点使用的符号。控制极限——设置图表上显示的 小读数值和
大读数值。

第 8 节 校准

警告 

化学品暴露风险。遵守实验室安全规程，穿戴适用于所处理化学品的所有个人防护装备。
有关安全规程，请参阅当前安全数据表(MSDS/SDS)。

本仪器用于美国 EPA 监管报告时，必须根据美国 EPA 指导文件和方法完成校准。请与当地监管部门
联系以了解应遵从的其他法规。

该仪器经过出厂校准，激光光源可保持稳定。制造商建议定期进行校准验证，确保系统能够按预期运
行。制造商建议在维修或全面的维护工作结束后进行校准。

5 此选项只在已选择“读取日志”或“比对日志”时才会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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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有关校准仪器和执行校准验证的信息，请参阅制造商网站上详细的用户手册。

第 9 节 维护

警告 

多重危险。只有符有资质的专业人员才能从事文档本部分所述的任务。

警告 

化学品暴露风险。遵守实验室安全规程，穿戴适用于所处理化学品的所有个人防护装备。
有关安全规程，请参阅当前安全数据表(MSDS/SDS)。

警告 

人身伤害危险。切勿拆除仪器的护盖。这是激光型仪器，用户暴露在激光下会受到伤害。

注意 
请勿拆卸仪器进行维护。如果必须清洁或维修内部组件，请联系制造商。

9.1 清洁溅出物

警告 

化学品暴露风险。请遵循地方、区域和国家法规处置化学品和废弃物。

1. 遵守所有与泄漏控制有关的设备安全协议。

2. 根据适用法规处理废液。

9.2 清洁仪器

使用湿布清洁仪器外部，然后擦干仪器。

9.3 清洁样品瓶

警告 

化学品暴露风险。遵守实验室安全规程，穿戴适用于所处理化学品的所有个人防护装备。
有关安全规程，请参阅当前安全数据表(MSDS/SDS)。

如果润洗样品瓶后瓶子仍然有污染物，请将样品瓶清洁干净。

需准备的物品：

• 盐酸（浓度 10%）

• 实验室玻璃清洁剂（浓度 0.1%）

• 蒸馏水或去离子水

• 稀释水

• 样品瓶擦拭器（可选）

• 无绒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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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样品瓶的外表面、内表面以及瓶盖放入 10% 盐酸中 15 分钟。

2. 使用实验室玻璃清洁剂（浓度 0.1%）清洁样品瓶的外表面、内表面以及瓶盖。

3. 用蒸馏水或去离子水彻底冲洗样品瓶三次。

注： 如果样品瓶用于测量低浊度样品或者稀释水，则使用稀释水冲洗（不是蒸馏水或去离子水）。

4. 为了获得 佳的结果，请使用可选的样品瓶擦拭器把样品瓶清洁干净。然后再彻底冲洗样品瓶。请
参阅 图 5。

5. 使用柔软的无绒布擦干样品试管的外表面。请勿让样品瓶风干。

6. 如需储存样品瓶，请往瓶内注入蒸馏水或去矿物质水。

注： 如果样品瓶用于测量低浊度样品或者稀释水，则向样品瓶注入稀释水（不是蒸馏水或去离子水）。

7. 立即盖好样品瓶的瓶盖，保持样品瓶内部湿润。

图 5  使用样品瓶擦拭器（可选）清洁样品瓶

9.4 清洁样品瓶室

只有当小瓶盒有污染物时才可以清洁样品瓶室。确保用于清洁试样小瓶盒的工具表面柔软，不会损坏
仪器。表 3 提供了试样瓶盒的不同清洁方法。

表 3  清洁方法

污染物 可选方法

灰尘 试样瓶盒擦拭器、微纤维布、无绒布

液体、油 布、水和清洁剂

第 10 节 故障排除

请参阅 www.hach.com 上关于故障排除信息的补充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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