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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这一章节，主要初步介绍泄漏校准仪的使用、操作以及本手册中所涉及的符号标
识。 
进行设备的安装与维护工作，必须是厂家授权的人员（受过培训的电气技术人员或
服务工程师），这些专业的技术人员必须非常熟悉并且严格遵守相关的电气工程规
章制度。 
非专业人员，经过简单的操作培训，即可轻松使用该仪表。 
关于型号说明： 

3925-0201与3925-0202唯一的区别就是是否集成针形阀。3925-0202是一款集成针
形阀的泄漏校准仪，可以在流量范围内，根据您的需要通过控制调节流量开口，来
仿真实现需要的流量。 

关于本操作手册 
本手册主要介绍如何恰当地在您的生产线上以及测试需求中，应用泄漏校准仪。 

HeMaTech非常重视如何安全地、正确地、经济地使用我们的仪表，请务必在安装
及使用前，认真地、仔细地、彻底地阅读本操作手册。通过阅读本手册可以避免安
全隐患，提高仪表的稳定性，延长仪表的使用寿命。请确保本手册始终与仪表存放
在一起并且位于手边，随时可阅读。 为了您的自身安全，请您一定要仔细阅读安
全措施这一章节。为了确保人生安全以及设备设施损坏，请严格遵守注意事项。 
有关本泄漏校准仪的任何问题，如果您在本手册里，没有找到合适的答案，请您跟
我们联系： 

 
HeMaTech Prüftechnik GmbH & Co. KG 
Siemensstraße 7 
D-71409 Schwaikheim 
Phone +49 (0)71 95/13 69 0 
Fax +49 (0)71 95/13 69 29 
www.hematech.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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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范围 
试漏校准仪3925-0201/0202是专为调试、校准试漏仪而开发的仪器，使用人员需要
经过专业的培训，使用的介质为压缩空气。任何超出本校准仪使用范畴的情况，由
使用者承担所有风险。 
只有受过培训的专业电气工程师才可以安装、维护本泄漏校准仪。  

铭牌 

铭牌位于电池盒内，铭牌上标有设备名称及序列号。 

 
当咨询我们的服务部门时，您需要提供这些信息。 
请记录如下信息，以便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提供这些信息。 

设备类型：    

序列号:    

软件版本：    

 

备件订货 

请使用 HeMaTech 原厂备件。如果您需要订购这些选件或者备件，您不仅需要提
供设备名称及序列号，而且需要提供数量及部件名称，您可以从消耗品及备件清单
里找到。 

数量：   

名称：   

 
运输损失报告  
请您收到货物后，立即开箱验货，如果发现任何运输损失，请当面跟运输商说明，
并报告损失。要求运输商开具相关运输损失证明 
请要求运输商开具相关运输损失证明，并且连同该证明一起退回原厂，并将此情况
及快递单号一起告之我方相关人员。 

返厂发货  

HeMaTech Prüftechnik GmbH & Co. KG
Siemensstraße 7   D 71409 Schwaikheim 
Phone: +49 (0)71 95 – 13 69 0 
Fax.: +49 (0)71 95 – 13 69 29 
www.hematech.de 
设备类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序列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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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泄漏校准仪随同所有附件（见发货清单），使用原厂包装，将货物打包发送回
厂，并附带一份故障详细描述及发货清单，请勿到付，由发货方承担运费！ 

质保 
在我们的销售及发货条款里，可以找到设备的相关质保条款。  
如果没有特别约定，质保期通常都是一年，从发货之日开始计算。质保范围：由于
产品的设计、材料、生产缺陷、以及明确的质量保证的疏忽。 
我们有权选择是故障维修，还是更换新仪表，或者提供仪表相应价值的代金券。 
对于超出使用范围以及由于摔落，进水，污损，或者其他外部因素导致的故障，不
在质保范围内。  
由于用户非常规使用导致的任何故障或者损坏，例如测试介质的清洁度不达标、连
接错误、机械损伤均不在质保范围内。 
对于仪表属于正常质保范围内的维修，我们有权拒绝提供维修发票。但是对于出了
质保范围的维修或者仅有部分属于正常质保的，我们可以提供相应的非质保范围的
维修发票。 
如果仪表属于正常的质保范围，我们仅承担发货的运费，除非有特别约定。 
如果客户选择的是运费到付，那么这部分费用将被记入维修费里。 
客户需自行承担进出口相关手续以及由此引发的第三方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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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结构 
本手册分为产品描述、安装、使用三个部分。有以下章节组成： 

安全措施 
为您的人身安全、设备的稳定运行以及设备的使用安全，请仔细阅读，并严格遵守
这些安全事项。 

产品描述 
这一章节，主要帮助您熟悉我们的设备，了解它的模块组成、功能简介以及控制单
元。 

使用 
完成相关的准备工作，就可以上电运行了，设置相关的测试参数，启动测试设备。 

索引 
帮助您快速找到相关的文字说明。 

标志符 
为了您的人身安全，避免人身伤害及设备设施损坏，请您仔细阅读，并严格遵守这
些安全提示。 
本手册涉及如下三种图标： 

 

 危险！ 
这个图标表示危险，可能会导致致命的人身伤害。 

 

 注意！ 
这个图标表示需要特别注意，可能会导致设备设施损坏或者错误的
测试结果。 

 
 

 提示！ 
这个图标表示提示或者技巧，可能会对您的运行操作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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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 

粗体字 
控制键名称采用粗体字。 

斜体字 
交叉引用到其他章节或者段落使用斜体字。 

操作步骤 
操作步骤标注如下： 
 顺时针旋转钥匙开关。 

写保护失效，运行输入操作。 
 输入完毕后，按回车键确认，光标跳转至下一可编辑的区域。 

列表 
列表标注如下： 
变量 A 
变量 B 
变量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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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措施 

安全须知 
为了您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避免设备实施损坏，请您仔细阅读，并严格
遵守这些安全须知。 

谨防触电 
请确保仪表的存储及使用环境干燥，无液体渗入仪表内部，切勿用湿手操作仪表。
如果不小心发生上述情况，请立即切断仪表电源，并确保仪表不会被再次通电导致
二次事故，立即通知相关专业人员或者联系HeMaTech 客服中心。 
确保电气接线无破损，保护良好，防止打结、弯曲、挤压。如果发现上述情况，请
立即切断仪表电源，并确保仪表不会被再次通电导致二次事故，立即通知相关专业
人员或者联系HeMaTech 客服中心。 
解决电气问题（例如：更换保险丝）只有受过专业培训的人员才允许操作。更深层
次的维修保养工作只能由 HeMaTech 或者HeMaTech授权的专业人员来做。 
确保仪表及外围连接设备的供电电源符合要求，谨防供电电源问题烧毁设备。 
严格遵守设备的所有警告及作业指导。 
如果仪表内部有烟或者刺鼻性气味，请立即切断设备电源并断开所有与外围设备的
连接，尤其是电气接口。 
定期检查仪器是否有异物进入仪器内部，防止异物接触带电部分或者导致短路，引
发火灾、电击等事故。 
清洁仪表前，请切断设备电源以及与外围设备的连接，仅可使用稍带潮气的软布清
洁设备，一定不能用液体或者喷雾直接清洁设备！ 
仪表如果长期不用，请切断设备电源，取出电池，谨防电池漏液损坏仪表，并将仪
表存储在干燥、通风的室内环境中。 
如果无法确保设备的安全运行，请立即切断设备电源，并确保仪表不会被再次通电
导致二次事故。 
请定期检查设备的安全隐患，比如： 
连接线缆是否有明显的破损 
设备工作是否正常 
设备使用环境是否潮湿漏雨 
设备周围是否有冷凝水 
设备是否存在异物可以进出的通道 
设备的存储、使用环境是否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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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仪表必须安装在一个稳固的平台上，不能有震动，而且要避免靠近热源以及空调主
机系统，并确保有良好的通风散热条件。 

使用 
确保设备周围通风良好，如果影响散热，仪表会过热，可能会导致设备设施损坏。 

维护 
本手册中所涉及的维护工作必须由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士来完成，电气工程的相关应
用条例，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严格遵守。 
请严格按照本手册中所描述的维护内容执行，超出本手册规定的范围，可能会引发
人身安全、设备设施以及工件的损坏等问题。 

维修 
请不要尝试进行任何维修工作，这是明确不允许的。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
HeMaTech Prüftechnik GmbH & Co. KG 客服中心。 
非专业的维修可能会引发人身安全、设备设施以及工件的损坏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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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描述 
泄漏校准仪 3925 – 0201/0202 是用于设置以及校准试漏仪的专用仪表，内置一个
高精度的热式质量流量计。 

热式质量流量计的原理 
科普一下热式质量流量计的理论基础  

测量原理  
通过检测热能量流的测量原理，非常适合检测气体流量，相对于体积测量原理，其
中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就是测量气体流量时，不再需要测量气体的压力及温度，虽
然基于热式质量流量测量原理产生的是质量单位（例如：g/min），但是大部分仪
表可以自动换算成标准状态下的体积单位（例如：ln/min），这样就可以轻松解决
不同测试原理下，测量结果的可比性问题。热式质量流量测量原理取决于气体的种
类，即气体的比热容，再加上标准状态下的气体密度，即可换算成标准状态下的体
积单位了。 
尽管热式质量流量测量原理有多种实现形式，但是加热线圈是必不可少的，使用一
个或多个温度测量点，气体流经加热线圈带着热量，这就是测量的基础。  
本仪表内嵌的热式质量流量计，采用恒定热量输出，检测温度变化量的测量算法，
即保证加热线圈输出一个恒定的热量，检测气流的温度变化量，这个温度变化量跟
气体流量直接成比例关系。内嵌的热式质量流量计结构示意图如下所示，在层流管
里，加热线圈前后各有一个温度探头：  

测量原理示意图 

如果气体流量=0，加热线圈H均 分配热量，这时两个温度传感器温度相同，即温
度变化量T2-T1就等于零；当有气体流过位于加热线圈前侧的温度传感器T1时，会
带走温度传感器T1的热量，因此温度会下降，理论上T1的温度会下降并接近至气流
温度，而当气体流经加热线圈时，会带走加热线圈的热量，这样位于加热线圈之后
的温度传感器T2温度就会上升， 此时的温度差值T2-T1，就像经过一个放大器一
样，被放大了，而这个温度差值跟质量流量直接成比例关系，因此就可以通过计算
处理换算成质量流量，再结合气体密度，就可以算出标准条件下的体积流量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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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本手册中所涉及的安装工作必须由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士来完成，电气工程的相关应
用条例，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严格遵守。 
准备 
在使用泄漏校准仪前，必须确保针形阀处于完全关闭状态。 
旋转针形阀调节流量开口控制，即可在控制量程内，任意调节控制需要的流量。 

 注意！ 

打开针形阀时，请小心气体背压，可能会损坏仪表的流量传感器。 
 

 注意！ 

最大流量一定不能超过 1 000 ml/min。  
 

 注意 

针形阀最大工作压力一定不能超过10bar 
 
测试介质 
泄漏校准仪选择气体作为测试介质，测试的气体必须无油干燥，并且颗粒物过滤等
级必须到达5μ。 

 注意！ 

测试的气体必须无油干燥，并且颗粒物过滤等级必须到达5μ。 
 

 提示！

测试介质的选择，对于热式质量流量计来说非常重要，如果您选择
的测试介质不是压缩空气，那么测量的结果必须乘上一个对应的系
数，才能得到一个正确的结果 。 
这种情况下，请联系HeMaTech或者销售商，我们很乐意为您提供
相关气体的数据参数以及对应的系数。请注意任何时候，都必须确
保测试气体是干燥且无腐蚀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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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货范围 
1、泄漏校准仪3925-0201/0202 

2、1.5V 碱性电池（两节），国际标准：LR6 (Mignon) 

3、使用手册 
如果开箱验货时，发现有缺失或者损坏，请立即联系您的销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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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供电  
使用电池供电，安装电池后，即可开机使用，对于持续变化的流量检测，电池的使
用寿命会缩短。 

电池 
我们建议您使用原装电池。  
仪表标配两节1.5V (Mignon) 电池，因此您可以立即开机使用仪表。 

电池寿命                          碱性电池 (容量：1400 mAh) 
      正常28个小时 

      您也可以使用1.2V充电电池  
      电池尺寸规格一样 
      (镍氢电池(NiMH)或镍铬电池(NiCd)).  

我们强烈建议使用镍氢(NiMH)电池，寿命长、无记忆性，并且更环保。 

充满电                            镍铬(NiCd)充电电池  (800 mAh) 
      正常16个小时 

      镍氢(NiMH) 充电电池 (2100 mAh) 
      正常43个小时 
电池盒位于仪表背面，按压卡扣打开盖子，电池盒内贴有电池极性安装图示。 

 提示！ 
当电池电量低时，您会在屏幕上发现提示符： lo batt 
虽然您还可以继续正常使用，但是为了保证您的数据准确可靠，我
们建议您立即更换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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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压电源供电 
仪表的下方有一个直流稳压电源供电接口， 仪表可以选择使用3V直流稳压电源进
行供电，可以帮助您解决批量生产过程中，连续性使用问题。 
碱性电池或者充电电池无需取出，这路两路供电方式完全隔离，不存在任何安全隐
患，因此即使仪表使用的是充电电池，也不会被充电。  

 提示！ 
如果您的直流稳压电源不是原装的，请您务必确保输出电压是3V 
( 最小不低于2.3 V ， 最大不超过3.3 V). 

 

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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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气  
仪表测试介质的清洁度一定要保证，目前市场上各种形式的同类测量仪表，均无法
解决测试介质含水、含油、含颗粒物的问题，尤其是使用的测试介质来自压缩系
统，清洁度是无法保证的，加装过滤器是非常有必要的。另外，如果测试工艺需要
气体流经工件再流向仪表，那么在工件的出口需要加装过滤器。请注意过滤器的压
力损耗，供气气源必须留有足够的余量，至少要达到正常使用量的两倍，并注意观
察压力损耗单元的性能指标。在仪表进气回路上，不要直接使用压力调节单元。检
查气路管道系统是否存在潜在的压力损耗点。 稳定的气源压力对于测试系统非常
关键，尤其是在流量控制系统中，如果流量太低的话，压力衰减尤为明显，气体会
出现涌动显现（开关形式），压力波动或者流量变化就会变得非常明显。避免系统
突然建压，因为这样会损坏流量传感器。请确保电气连接正常后，再调整压力系
统。如果需要清洁仪表，请务必使用惰性气体（如：氮气）。 
 

 注意！ 
测试介质的选择，对于热式质量流量计来说非常重要，如果您选择
的测试介质不是压缩空气，那么测量的结果必须乘上一个对应的系
数，才能得到一个正确的结果 。 
这种情况下，请联系HeMaTech或者销售商，我们很乐意为您提供
相关气体的数据参数以及对应的系数。请注意任何时候，都必须确
保测试气体是干燥且无腐蚀性的。 

 

 注意！ 

测试的气体必须无油干燥，并且颗粒物过滤等级必须到达5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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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校准仪3925-0202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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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元件  
 

1 电源键(ON/OFF)  
开关仪表电源 

2 归零键(Zero)  
零点漂移归零 

3 单位选择键(Unit) 
选择需要的测量单位 

4 分辨率选择键(Range)  
选择小数点后显示位数 

5 滤波键(Damping)   
选择滤波时间 

6 显示屏 (LCD)  
 

7 模拟量输出   
 

8 电源供电   
 

9 测试介质接口 
9a 进口 (+)  
9b 出口 (+)  

10 串口数据通讯 RS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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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键(ON/OFF)(1)  

仪表使用薄膜一体化按键系统。指尖按压 on/off 键，即可轻松开启仪表。  
再按一次，即可关闭仪表电源，当仪表开启后，显示屏幕随即打开，系统启动自
检，软件版本号等系统信息会自动在屏幕上显示。 
为了提高测试精度，请打开仪表，预热之后，再使用。 

 注意！ 

如果屏幕出现 „Err.Spng“ 或者 „Err.Flo.“ 报警信息时，表示校准数
据加载失败，此时请勿使用仪表，请联系HeMaTech客服中心，仪
表需返厂维修。 

 
归零键(Tare / Zero) (2)   
泄漏校准仪具有零点自动调节功能，仪表开机运行后，须手动确认执行归零操作。 
仪表开机后立即执行归零操作，请务必确认仪表进出口没有气流，然后按归零键
(Zero)，屏幕显示“ Nullen ”， 在零点调整过程中，如果发生流量变化 (大约400毫
秒)，屏幕会出现“ Nullen NIO ”，表示归零失败。请切断仪表进出口气流，重新执
行归零操作。 

单位选择键(Unit) (3)   
根据仪表类型的不同，可以有三种不同的单位可供选择，当仪表开机后，默认选择
单位1 (有箭头指示)，操作人员可以通过按压单位选择键(Unit)，实现不同单位的切
换 (见上图，单位区域)，相应的箭头也会自动指示，您当前所选的单位。 

分辨率选择键(Range) (4)   

您可以选择小数点显示位数，即仪表的分辨率可以通过按压分辨率选择键(Range)
进行切换，相应的箭头也会自动指示，您当前所选的分辨率。 
例如： 

当箭头指向“ o ”时，屏幕显示0.00 = 2 ，表示小数点后两位； 

当箭头指向“ O ”时，屏幕显示0.0 = 1 ，表示小数点后一位； 
请注意：小数点后的位数取决于仪表的测量范围以及测试精度，会稍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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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波键(Damping) (5)  
泄漏校准仪带有三级滤波可供选择，仪器开机时，默认无滤波处理，实时采样实时
输出，但当压力波动时，流量测量显示值跳动得就非常快，这时候操作人员就很难
读取实时流量值，通过按压滤波键(Damping)可以稳定屏幕显示输出以及信号输
出，请根据自身需要选择是否滤波以及滤波等级，因为滤波等级越高，数据就越平
稳，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流量采集变得迟缓，很难捕捉到流量突变的特征点。 
没有箭头指示：     没有滤波，实时采样，实时输出 
箭头指向：              o    最小滤波等级，数据轻微稳定 
箭头指向：        O    中级滤波等级，数据比较稳定 
箭头指向：            o &O    最大滤波等级，数据非常稳定，采集迟缓 

显示屏(LCD) (6)  

显示屏采用8位低功耗7段液晶屏幕，不带符号的测量显示值为正值，带有负号的测
量显示值为负值。屏幕显示 “oL” 表示超过量程上限(Overload)，屏幕显示 “uL” 表
示低于量程下限(underLoad)。当屏幕开始闪烁时，请立即进行泄压操作，以防损
坏流量传感器。 
本泄漏校准仪是一款绝对压力仪表，即在没有加压的情况下，检测的是大气压，因
此相对于压力为零的真空来说，仪器的检测压力总是正值。 

模拟量输出 (7)   

仪表下部的"Recorder"就是模拟量采样输出的接口，这个模拟量采用电压输出信
号，电压输出范围：0~2V。 
虽然此电压信号输出接口带有短路保护，但是后续的采集设备的输入电抗不得低于
10 千欧。 

电压输出信号的接口：两个带有明显颜色区分的插孔(母头) 
其中，黑色的插孔(-)为0V (信号负 = 接地)，红色的插孔(+)为信号正 
电压信号范围： 

0...200 ml/min              对应 0 ~ 2V  ( 1 ml/min = 10 mV) 
0...2000 ml/min  对应 0 ~ 2V  ( 1 ml/min = 1 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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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模式 
本泄漏校准仪提供三种运行模式： 

1、流量表使用模式   
2、泄漏校准仪使用模式  
3、标准漏孔使用模式  
 

流量表使用模式 
如果您的仪表型号是3925-0201 (不带针形阀)，您可以直接做流量表使用；如果您
的仪表是3925-0202 (带针形阀)，您需要完全打开这个集成的针形阀，以免对气流
产生任何阻力，影响测量结果。如果您需要进行小批量的测量，作为日常的测量基
准，本仪表是您理想的选择，直接将待测流量接入进气口 (9a)，排气口完全打开 
(9b)。 

进排气口均标配气路密封锁紧接头，请使用外径4 mm，内径2 mm的塑料管。您可
以根据您的需要，把仪表串联到您的气路系统中使用。  

进气口 ( 9a )  = P2 (+) 
排气口 ( 9b )  = P1 (-) 

如果气流方向是从(9a，+) 到 (9b，-)，测量的结果就是正值； 

如果气流方向是从(9b，-)  到 (9a，+)，测量的结果就是负值； 

 

 提示！
针形阀上有旋转方向的明确指示，您可以根据指示选择增大针形阀
开口(+)，或者减小针形阀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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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校准仪使用模式 
在解释仪表作为泄漏校准仪使用模式之前，我们想指出几个经常被忽视的问题。  
目前市场上主流的试漏仪都是基于压力衰减或者差压模式，这两种测试原理都是以
单位时间内压力损失为衡量标准的，而这个结果在实际应用中的作用并不大，因为
它更多的是在表达测量原理，而不能直观地表达因为工件的泄漏点而引起的泄漏量
大小。当我们分析泄漏测试结果“压力损失/时间”时，总是需要指出工件的测试体
积以及在什么样的测试压力下进行的。 
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使用泄漏校准仪就变得非常有必要了，然后再应用理想气
体方程来计算出结果。 

泄漏量（scm/min）计算公式如下： 

 L = (GW * V * 60) / (p * t) 
L = 泄漏量（scm/min）或 （ml/min） 

GW = 试漏仪实际测量值（Pa） 

V = 工件测试体积（scm）或（ml） 

p = 大气压（Pa） 

t = 测试时间（sec） 
如果您想验证您的试漏仪是否正常，请确保试漏仪处于压力模式，即所选程序测量
单位是帕斯卡（Pascal）。 
如果确认所选程序测量单位是帕斯卡（Pascal），那么请将泄漏校准仪通过进气口
(9a) 接入工件测试回路，请确保测试工件是零泄漏的标准件。  
泄漏校准仪接入工件测试回路之前，请确认仪表已归零，针形阀已完全关闭，以便
仿真无泄漏工件。  
启动正常测试流程，此时试漏仪应该测出零泄漏。  
泄漏校准仪所测流量也是零，然后缓慢的打开针形阀，重新启动测试，这时候泄漏
校准仪测出以 ml/minute 为单位的泄漏量，而这个单位的数值与试漏仪测得的以
“压力损失/时间”为单位的数值是直接相关的，再通过上述公式的计算即可换算成
相同单位的数值了，就可以知道试漏仪工作是否正常了，为了实现上述单位换算，
需要确切地知道仪器内部的气路体积以及外部管路体积。 
为了解决小体积的产品漏测试问题，所有的试漏仪生产商都想尽各种办法来保证试
漏仪内部的气体管路体积尽可能的小，如果试漏仪厂家没有提供试漏仪内部的气路
体积，请并联一个已知体积的较大工件，这样相对于测试工件的体积来说，仪表测
试回路的气路体积，相对来说就变得非常小了，然后再次启动正常泄漏测试流程，
应用上述公式进行换算，您会注意到泄漏校准仪上的读数没有变化，因为针形阀的
泄漏开口没变，但是试漏仪测得的压力衰减变得更小了，这是由于整个测试体积增
大了。如果换算成同一单位后，泄漏数据还是有较大差距，请联系您的试漏仪生产
商，您的试漏仪需要校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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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漏孔使用模式  
泄漏校准仪的显著优势就是直接输出以 ml / minute 为单位的泄漏数据，如果您只
想把试漏仪输出的“压力损耗/时间”的数据转换成相对应的“ml/minute”的数据，您
可以把泄漏校准仪当作可调节的标准漏孔使用，来帮助您实现单位的转换。  
将泄漏校准仪的针形阀完全关闭，通过三通或者试漏仪的泄漏仿真口接入测试回
路，启动试漏仪正常测试流程，注意此时的工件是普通工件，即有正常泄漏量的工
件，记录试漏仪的压力损耗值。  
然后使用泄漏量为零的标准件，再次启动正常测试流程，试漏仪得出零压力损耗，
接着调整针形阀直到试漏仪测出与那个普通工件相同的压力损耗值，那么现在泄漏
校准仪所测出的“ml/minute”为单位的流量数据就等同与试漏仪所测出的以“压力损
耗/时间”为单位的压力损耗数据。 
这样试漏仪所测得泄漏数据就不再依赖于试漏仪内部的气路体积及外部管路的体积
了，因为试漏仪所测得泄漏数据只是用于相对比较的目的了。 
 



 

24 

 EN 3925-0202 MANUAL R02-CN.doc  
 HeMaTech Prüftechnik 

串口通讯 RS232  
仪表标配RS232串口通讯接口，所有支持串口通讯的软件，都可以轻松实现数据传
输，例如微软Windows操作系统自带的超级终端就可以轻松收发串口数据，您也可
以根据自身需要选择或者开发不同的串口数据通讯接口。  

RS232 接口协议： 

起始位：1位  
数据位：8位  
停止位：1位  
奇偶校验：无 
波特率：19 200 
通讯协议：ASCII码 
泄漏校准仪与计算机通讯电缆接线图： 

泄漏校准仪与计算机通讯电缆接线图 

  



25 

 EN 3925-0202 MANUAL R02-CN.doc  
 HeMaTech Prüftechnik 

使用与保养 

开机预热 
仪表开机即可使用，但是最佳的测试精度，是在开机20分钟以后（外部选件指
示）。开机前，请确保电气接线正确，是否遵守相关的电气工程规范，并检查气路
连接是否符合相关的安装作业指导规范。 

零点检查 
如果对仪表的安装位置无任何特别说明，发货前的零点位置校准是在正常使用温
度、水平安装位置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仪表垂直安装，那么在零流量的情况下，
仪表会根据现场实际气压条件检测出相应的流量。 
请在确认仪表确实无流量的情况下，进行归零操作。 

保养 
泄漏校准仪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无需任何常规保养，如果您的测量数据需要符合
相关的质量管理规范（例如：ISO 9001），我们建议您定期进行标定检查，标定检
查的间隔取决于使用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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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根据仪表的使用频次（至少一年一次），仪表需要定期校验标定，公司的设备保养
及检查规范应当含有这一项。 

保养合同 
作为仪表生产商，如果您愿意可以与 HEMATECH PRÜFTECHNIK 签订维保合同，委
托我们进行常规检查、预防维护以及校验标定，具体维保事宜可联系HEMATECH 
PRÜFTECHNIK 客服中心。 

校验标定 
仪表发货前，已经校验标定到最佳精度了，并随机附有生产商测试证书M（符合 
DIN 55350 第18条），明确测试误差 <1.5% FS 
仪表的序列号登记在流量相关设备使用的档案中，因此支持国内外标准的可追溯
性，设备生产商测试证书M完全符合ISO 9000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我们建议仪表
每年返厂进行校验标定，因为我们有专业的计量测试人员以及专业的测试设备，以
满足最高标准的质量需求。 
如果贵公司有进行校验标定的资质，您完全可以自己进行校验标定的工作，而无需
返厂，我们乐意为您提供校验标定作业指导。 

 提示！ 
建议仪表每年返厂校验标定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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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不同的测试环境标准：  

 基准温度 大气压 相对湿度 空气密度 

Standard 
State DIN 
1343 * 

273 K (0°C) 1013 hPa 0% 1,294 kg/m³ 

DIN 102  
(ISO 1-1975) 

293 K (20°C) 981 hPa   

Techn. 
Standard 
State 
DIN 6358 
ISO 8778 ** 

293 K (20°C) 1000 hPa 65% r.H  

ISO 2533 *** 288 K (15°C) 1013 hPa 0% 1225 kg/m³ 
 
注：星号表示 HeMaTech Prüftechnik 选用测试标准。 
 
通过串口通讯您可以自由切换这几种不同的测试环境标准。 
串口通讯切换命令代码如下： 

w<Parameter>; w+环境代码 

w1343;              = DIN1343 
w102;   = DIN102 
w2533;  = ISO2533 
w8778;  = ISO8778 
如果没有特别说明，我们是按照 DIN 1343 标准执行的。如果有必要，您可以通过
软件以及相应的串口电缆进行几种标准的切换（详见命令代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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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需要将泄漏校准仪使用标准切换到 DIN102，切换命令代码如下：w102; 
 

 注意！ 
使用标准切换以后会自动存贮在仪表里，仪器就会执行相应的标准
例如： DIN 102，除非再次通过切换命令代码进行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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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代码表 
表 1 

命令结构 内容 功能 备注 

E<space><Unit>; 
e<space><Unit>; 

<可用单位> 
ml/min 
l/min 
l/h 
可定制以下单位： 
ml/min 
mm³/sec 
cm³/sec 

显示单位切换 各种单位切
换 

n; or N; 空 代表零，归零显示  

    
滤波    

_; 空 无滤波 测量值实时
显示 

d; 空 较小滤波 小滤波平滑
处理 

D; 空 较大滤波 大滤波平滑
处理，数据
变化迟钝 

    
w<parameter>; 102 

1343 
2253 
8778 

选择不同的执行标
准 

切换数据执
行标准，掉
电保存，开
机时会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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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代码表 
表 2 

错误代码 原因 措施

ERR.FLO. 基准点错误
流量标定系数异常 

设备返厂维修，重新标定 

ERR-SPNG 基准点错误，
电压标定系数异常 

设备返厂维修，重新标定 

PAR.ERR 命令代码错误 修改命令代码 

PAR.NIO 命令代码错误 修改命令代码 

NR.NIO 基准点数量超差 检查基准点数量，用Range键

ERR.KL.SP. 电压太小 传感器是否正常 

NULL-NIO 归零失败，压力/流量跳
动太大 

重新归零

S <parameter| 0 … 4 0 = 没有测量值 

1 = 只有流量值 

2 =压力值太高  

3 =压力与流量用“；”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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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电池 
电池盒位于仪表背面，按压卡扣打开盖子，电池盒内贴有电池极性安装图示。 
仪表自带电池极性安装保护功能，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只需按照正确的安装方向，
重新安装电池，五分钟之后，可再次启动设备。  

电池盒位置图 

轻轻的抠开盖子。 

电池极性安装示意图 

电池盒内贴有电池极性安装图。 

电池安装示意图 

卡上一侧的铰链卡扣，然后轻轻的合上盖子，直到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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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电池处理 
由于电池重金属含量高，所以不能当作一般的生活垃圾直接处理，请投放到专门的
废旧电池处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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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厂发货 
返厂发货时，请使用原包装或相应包装规格的材料，随机附带详细的故障描述，以
便高效地解决问题，避免反复沟通。 
如果您不是使用压缩空气作为测试介质，请提前告之，并用清洁专用的气体，冲洗
仪表内部管路，请确保仪器内部没有任何残留介质，并且要对仪表进行密封包装。 
请务必随机附带所有有害及放射性物质的检测说明。 
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咨询HeMaTech客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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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功能 
本泄漏校准仪是一款手持的，可使用电池供电的仪表，基于热式质量流量测量原
理，直接显示体积流量单位数值，并可根据需要选择是否集成高精度针形阀。 
对于集成针形阀的泄漏校准仪来说，如果完全打开阀门也同样可以当作一款通用的
体积流量计来使用，灵活多变。 
技术规格 

供电电源:                                2.3 V...3.3 V / 直流稳压电源 
     碱性电池 2 x 1.5 V (Mignon) 
     充电电池 2 x 1.5 V (Mignon) 

测量范围：              0…2 (10%子量程) / 20 ml/min 

测量精度：                         <=1.5 %FS 
注：负的测量值仅代表流量方向，无其他含义。 

最大流量：   5000 ml/Minute 

最大压力：              10 bar 

采样速率 / 显示更新速率：  
采样速率：              大约20 Hz (t=50 ms) *) 
显示更新速率:   大约20 Hz (t=50 ms) *) 
模拟量输出   
模拟量刷新速率：    大约20 Hz (t=50 ms) *) 

差分电压:             子量程对应电压变化范围： 0..1 V 
                                              全量程对应电压变化范围： 0..2 V 
                                              数据采集系统/记录仪等模拟量采集设备，需要有  
                                              0 .. 5V 差分电压输入接口。 信号零点的电压大约  
                                              1.25V ，与电池/直流稳压电源共地。 

模拟量输出最小阻抗： 10 千欧 

串口通讯RS232：                   波特率19200，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 
无校验  

静电保护：   ± 15 kV 

注：*)  表示每级滤波相差250毫秒，加一次滤波等级，增加250毫秒数据更新延
迟；关闭滤波，速率恢复至50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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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范围 
如无特别说明，试漏校准仪3925-0201/3925-0202发货前，是按照使用介质是常规
的空气进行标定的。 

如果您的使用介质不是常规的空气，请提前告之经销商，HeMaTech会根据您提供
的使用介质参数进行标定，当然量程也是可以特殊定制的，订货的时候一定加以说
明，否则默认为标准配置。 
标准的测量范围： 

0 ... 20 Nml/min 
0 ... 200 Nml/min 
0 ... 2000 Nml/min 

测试介质变更 
每台泄漏校准仪都会在出厂前，经过全自动标定工作站的仿真标定，才能发货。 
仪表自动根据系统内部定义的测试介质进行相应的转换。 
如果您的工艺需要改变测试介质，请联系您的销售商，不同的测试介质，需要修正
不同的测试系数，这是由于各种测试介质的比热容差异造成的。 

 

 提示！
提示：如果当前测试介质不是仪表出厂标定的测试介质，就会出现
零点偏置持续增加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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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损耗 
热式质量流量计对管路气流造成的压力损耗非常低，压力损耗的大小取决于测试介
质、测试压力以及测试流量，计算公式如下： 

 

注意管径太小以及接头密封处理等问题，经常会导致额外的压力损耗，对于手动控

制的阀门设备，为了保证仪表运行正常，需要有一定压力差，如果您还有其他关于
压力损耗的问题，请咨询HeMaTech客服中心。上图显示的是压力损耗曲线，纵坐
标(y轴)是压力损耗（单位mbar），水平坐标(X轴)气体流量（单位Nml/min），随
着流量的增加，压力损耗会逐渐加大。 

250,1
* currentP

current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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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德国总部： 
HeMaTech Prüftechnik GmbH & Co. KG 
Siemensstrasse 7 
DE-71409 Schwaikheim 
Phone +49 (0)71 95/13 69 0 
Fax +49 (0)71 95/13 69 29 
Internet http://www.hematech.de 
中国办事处： 
黑码塔奇检测技术及两合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白龙江西街6号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巴符州代表处 
210019 
电话：+86(0)025-84729068-836 
传真：+86(0)025-847251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