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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S103 闭口闪点自动测定仪 

一、概述 

ZS103 型智能闭口闪点自动测定仪，是以 MCS-51 系列单片机为控制核心，

结合现代微电子技术，重新研制开发的新一代电子产品. 

该仪器采用彩色液晶显示器作为显示器件,触摸式按键，中、英操作菜

单，有良好的人机界面，对用户设定的参数值有保存记忆功能储存 100 次试

验记录。可以使操作更直观更简洁，有效的避免误操作。以 Pt100 金属铂电

阻作为温度传感器，使测量更准确。以 MCS-51 系列单片机为实时控制核心，

采用经多年验证的 PWM 控制技术，使整个试验过程全部实现智能化、自动化。

同时仪器配备微型打印机，可将整个试验数据全部打印输出。 

整个仪器结构小巧、操作简便、测量准确、工作可靠、体积小、重量轻，

广泛应用于石化、电力、铁路和科研等部门，是各实验室、化验室检测各类

油品闭口闪点的专用设备。 

 

二、技术指标 

温度测量范围：室温～300℃ 

准 确 度： 0.1℃ 

分 辨 率： 0.1℃ 

符合标准： GB/T26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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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温速率：GB/T261A( 5～6℃/min) 

          GB/T261B( 1～1.5℃/min) 

搅拌速度：100 转/min 

试验火源：石油液化气或丁烷气体/电子点火 

点火周期：当试样的预期闪点为不高于 110℃时，从预期闪点以下 23℃

±5℃开始点火，试样每升高 1℃点 

火一次。当试样的预期闪点高于 110℃时，从预期闪点以下 23

℃±5℃开始点火，试样每升高 2℃点火一次。 

测量重复性：闪点值＞110℃重复性＜4℃ 

            闪点值＜110℃重复性＜2℃ 

     适用温度：5～50℃， 

适用湿度：≤80%RH 

供电电源：AC220V±10%，50±1Hz 

功    率：450W 

 

三、工作原理 

    ZS103 型智能闭口闪点自动测定仪，是依据国家标准 GB/T261-2008《石

油产品闪点测定 宾斯基-马丁闭口杯法》规定的试验方法而设计的。把试样

装入试验杯至刻线处，当试样的预期闪点为不高于 110℃时，从预期闪点以

下 23℃±5℃开始点火，试样每升高 1℃点火一次。当试样的预期闪点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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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时，从预期闪点以下 23℃±5℃开始点火，试样每升高 2℃点火一次。 

点火时停止搅拌，火焰在 0.5 秒内下降至试验油杯的蒸汽空间内并在此位置

停留 1秒，使试样表面上的蒸气闪火的最低温度，作为闪点。 

仪器以 MCS-51 系列单片机为控制核心，采用 Pt100 金属铂电阻作测温元

件，一方面实时控制试样的加热速率，另一方面自动搅拌试样。当到达预设

闪点值时，仪器按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及温度间隔，自动停止搅拌，并且进

行开盖点火试验。当试样有闪火现象出现时，仪器自动检测并锁定闪点温度

值，同时终止加热、停止搅拌、关闭燃气源、打开风冷电机，并且自动修正

试验结果，同时送到打印机打印输出。 

(一) 系统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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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安  装 

仪器的安装及调整请按下述步骤进行： 

1： 仪器拆箱后，请按装箱单清点仪器的所有附件是否齐全，紧固件是

否松动。 

2： 将仪器水平放置在操作台上。建议将仪器放置在具有通风装置的通

风橱内。 

3： 将仪器后面的电源插座上的保险盒打开，检查保险丝是否安装或完

好，然后将电源线插在电源插座上。 

4：将电源插头插在带有接地装置的电源插座上。 

5： 将气体源连接减压阀后通过合适孔径的软管连接到设备的进气咀上。 

6：打开电源开关。 

上述安装步骤均达到要求后，即可按标准 GB/T261-2008 

要求进行试验。 

     (三) 设备各部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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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油  杯     2．油杯盖    3．点火器    4．升降器 

        5. 打印机     6. 彩色液晶和触摸屏    7.气源调节开关 

 

    (三) 键盘说明 

 
 

 

    1.  启动运行键(GB/T261A)     10.  减数值键 

   2.  左方向键                  11.  下降键 

   3.  启动运动键（GB/T261B）   12.  确认键 

   4.  右方向键                  13.  点火键 

   5.  起始温度设置键            14.  上升键 

   6.  数据修改键                 

   7.  加数值键 

   8.  历史记录键 

   9.  开盖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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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操作说明 

一.功能键介绍： 

1．《BG/T261A 启动运行》键:点击此键后再点击 键可进入 BG/T261A 试验

运行界面。 

2.《BG/T261B 启动运行》键: 点击此键后再点击 键可进入 BG/T261B 试验

运行界面。 

3．《左方向》键：点击 键切换光标左方向横移位置。 

4．《数据修改》键：点击 键进入数据修改界面可修改升温速率及温度偏差

±10℃。 

5．《右方向》键：点击 键切换光标右方向横移位置。 

6．《历史记录》键：点击 键进入试验记录界面，可查看 100 项历史记录。 

7．《加数值》键：点击 键 0-9 加数。 

8．《开盖》键：点击 键开盖一次。 

9．《减数值》键：点击 键 9-0 减数。 

10．《下降》键：点击键升降机构下降。 

11．《确认》键：点击选择要进入的界面,再点击 键方可进入您选择的界面。 

12．《点火》键：点击 键点火一次。 

13．《上升》键：点击键升降机构上升。 

14.《起始温度设置键》键：当测定未知试样的闪点时，在设置适当起始温

度下开始试验，高于起始温度 5℃时进行第一次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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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左侧加热装置上方的升降机构，开机后自动升起，此时可用试纸将

闪火检测电极及温度传感器擦拭干净。按 GB/T261-2008 标准要求的方法清

洗试杯。将试样装入试验杯至刻线处，然后将试验杯放置在加热装置上的加

热浴套内。准备好燃气源（液化气、天燃气或丁烷气体），用软管将气源连

至仪器后面的进气咀上。调节阀顺时针方向旋紧，然后打开燃气源开关。 

二.仪器安装、调整完毕后，若进行油品的闪点试验请按下述操作步骤进

行： 

1．打开电源开关，仪器显示欢迎界面及图标，此仪器５个界面（欢迎界面、

参数设置界面、运行界面、历史记录界面、数据修改界面） 

２．仪器显示欢迎界面及图标，点击图标中心位置（有键盘音） 

后自动进入参数设置界面（如图１）。 

３．进入参数设置界面（如图１）用户在此菜单可具实际需要设定一些工作

参数，如果工作参数不符合您检验的需要，可点击您所需要修改的参数。 

例如：您所需要修改时间，点击时间所在处会出现一个红色的光标闪动，

此时您可用左、右方向键，横移光标到您所要修改的年、月、日位置，然后

可用加减数值键修改日期、月份、年。 

可用以上方法修改试样编号、预期闪点、大气压强的参数，只需点击您所

需要修改的位置，即可修改。 

４．如果设置的工作参数符合您检验的需要，检查油杯、油是否放好、燃气

是否打开，然后点击启动运行键，此键变成白色（有键盘音）再点击确认键

自动进入启动运行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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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进入启动运行界面后，此时界面有升降机构下降图标直到传感器落入杯

中，气源电磁阀打开，界面会出现红绿闪动的图标此时已经加热、升温，

每分钟为 5～6℃升温速率，当试样的预期闪点为不高于 110℃时，从预期

闪点以下 23℃±5℃开始点火，试样每升高 1℃点火一次。当试样的预期闪

点高于 110℃时，从预期闪点以下 23℃±5℃开始点火，试样每升高 2℃用

直径为 3mm～4mm 的试验火焰开盖点火一次，点火时间 1.5 秒，并以试样闪

火的最低温度，作为闪点。 

6 闪点值检测到后自动存储闪点值、打印、升降机构升起、风冷自动打开，

取出油杯更换油样。点击 返回到设置界面，冷 15 左右分钟后做下一次试

验。 

7． 当新仪器第一次做试验时，需要调整火焰的大小。仪器开始升温时用火

源点火到点火头前端，慢慢转动气源开关到（开）的方向既可点燃（火焰

调整到 3mm～4mm 直径）。以后仪器启动运行自动定时引燃备用火源，如

果试验燃气火源的调节阀调节的得当，引燃备用火源将经过一定的时间自

动引燃试验燃气火源。如果试验燃气火源的调节阀调节的不当：可适当调

节试验燃气火源的调节阀；使火源直径约为 3mm～4mm 毫米。试验过程中，

仪器自动按操作者输入的预闪点值及标准中的有关规定，控制试样的升温

速率和点火试验的温度间隔。当有闪火现象发生时，仪器自动检测并保存

闪火时试样的温度值，同时一方面对闪火时的温度值进行大气压力修正计

算，并将计算结果连同试验前输入的有关参数，一同送到打印机打印输出，

同时锁定显示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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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继续试验，请按标准要求清洗试验杯并更换试样，试验结束后

运行界面会出现返回图标键，点击此键返回到参数设置界面，等主机冷却后

按以上步骤重新操作即可。 

注：由于加热装置的温度滞后的热惰性，即使强制风冷也不可能将其温

度马上降至室温。建议延长风冷时间，使加热装置的温度降至规定值，然后

再开始试验，以保证试验结果的真实性 

三．历史纪录 

如果您想查阅检验记录可点击 键后再点击 键进入纪录界面： 

键，打印检验记录。 

键，向前翻阅检验记录。  

键，向后翻阅检验记录。 

键，检验记录自动翻阅暂停，并显示 。 

键，检验记录恢复自动翻阅，并显示 。 

键，清空检验记录。 

键，返回到参数设置界面。 

四.特设功能键 

 1.风冷: 点击 select 键后再点击 键启动风扇显示 ，再点击 键停止风

扇。 

 2 气源：点击 键后再点击 键气源导通显示 ，再点击 键气源关闭。注：

当点击开盖键 时气源同时导通显示 ，开盖结束后应及时点击 键后再点

击 键关闭气源，以免气体（石油液化气或丁烷）气体长时间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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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打印清单说明及有关试验现象解释： 

预闪点偏高！ 

本仪器对试验结果是否有效作自动判别。即观察闪点与最初点火的差值

应在 18℃～28℃范围内，即预期闪点±5℃范围内的闪点值为有效。 

如果初次开盖点火试验就发生闪火现象低于预期闪点 5℃，仪器将自动停

止试验，并以显示提示告警， “预闪点值偏高”。当此现象发生时，应更

换试样，调整预闪点值重新试验。 

预闪点偏低！ 

如果高于预期闪点 5℃仍未发生闪火现象，仪器将自动停止试验，并以显

示提示告警， “预闪点值偏低”字样。当此现象发生时，应更换试样，调

整预闪点值重新试验。 

其中：“No：”后面的数据表示试样编号或试验员编号。 

“闪点：”后面的数据表示该试样大气压修正后的闪点温度值。 

  试验结束后，关闭电源，关闭气源，清洗试验杯，并将温度传感器及闪

点检测机构擦拭干净，以备下次实验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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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简单故障排除 

 

其它故障现象的排除请电函与厂家联系，切勿自行修理！ 

 

六、注意事项 

1. 仪器应放置于干燥、通风，无腐蚀性气体的室内。 

2. 请不要私自拆卸、分解或改造仪器，否则有触电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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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请不要私自维修仪器或自主改造、加工仪器，否则仪器不在质保之         

列。 

4. 为发挥本产品的优秀性能,在使用本公司产品前请仔细阅读使用说明

书。 

5. 仪器应使用具有良好接地装置的电源，以免因感应电荷或漏电现象引

起电击伤人。 

6. 经常擦拭温度传感器及闪火检测电极，以保证温度测量的准确性和闪

火检测的灵敏度。 

7. 更换试样重新试验前，必须按 GB/T261-2008  ISO2719 

8. 规定的方法清洗试验杯。 

9. 仪器应存放在温度 5～50℃，相对湿度在 80%以下，且空气中不含有

腐蚀性气体的环境中。 

10. 在用户遵守产品的保管、使用、安装、运输规则的情况下，仪器从本

厂发货之日起一年内，因产品质量问题致使仪器不能正常工作，本厂

负责免费维修或调换。 

11. 如仪器使用过程中出现异常现象，请及时与本公司联系。 

12. 在仪器出厂前，已将此界面内的数据调整到最佳数值，不能随意修改。

此数据关系到整机的升温速率和温度校验。所以设有密码，如升温速

率和温度校验有故障。请您与我公司调试人员或维修部联系。 

 

 



  
ZS103 

 
武汉智能星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 303号光谷芯中心文创楼   14 

传真：027-87678758              电话：027-87678728   15872398130                             

Website：www.whznx.com          E-mail：whznx188@163.com   

七、运输、贮存 

    ■运输 

    设备需要运输时，建议使用本公司仪器包装木箱和减震物品，以免在运

输途中造成不必要的损坏，给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设备在运输途中不使用木箱时，不允许堆码排放。使用本公司仪器包装

箱时允许最高堆码层数为二层。 

运输设备途中，仪器面板应朝上。 

    ■贮存 

    设备应放置在干燥无尘、通风无腐蚀性气体的室内。在没有木箱包装的

情况下，不允许堆码排放。 

设备贮存时，面板应朝上。并在设备的底部垫防潮物品，防止设备受潮。 

八、售后服务 

本产品整机保修一年，实行“三包 ” ，终身维修，在保修期内凡属本

公司设备质量问题，提供免费维修。由于用户操作不当或不慎造成损坏，提

供优惠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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