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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功能特点： 

自动闭口闪点测试仪，以彩色触摸屏代替键盘操作。用于测定石油产品

的闭口闪点值。采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彩色大触摸屏全中文显示人机对话界

面，全屏触摸按键提示输入，方便快捷，开放式、模糊控制集成软件，模块

化结构，符合国标、美国等标准。是理想的进口仪器替代产品。广泛应用于

铁路，航空，电力，石油行业及科研部门等。 

自动闭口闪点测试仪主要技术特点及功能： 

● 采用新型高速数字信号处理器，工作可靠精度高； 

● 检测、开盖、点火、报警、冷却、打印，整个实验过程自动完成； 

● 铂金电热丝方式； 

● 大气压强自动检测，自动修正测试结果； 

● 采用新研制的大功率高频开关电源加热技术，加热效率高，采用自适应

PID 控制算法，自动调节升温曲线； 

● 温度超值自动停止检测并报警； 

● 热敏式微型打印机，使得打印更美观更快捷，具有脱机打印功能； 

● 带时间标记的历史纪录，最多存储50个； 

● 采用640x480彩色触摸显示屏，汉字显示界面，内容丰富； 

● 采用全屏触摸屏按键，操作直观方便； 

● 内置多个执行标准可供选择。 

二、工作原理： 

该仪器在国家标准规定的条件下，把试样装入试验杯，对装有试验油的

试验杯加热，产生的石油蒸气与周围空气形成的混合气体在与火焰接触发生

闪火时的最低温度作为闪点。数字信号处理器根据所采集的温度变化情况，

控制加热器，使试验油温度按一定速率上升；点火、闪火检测实现自动控制；

当闪火被测出时，系统停止数据采集，显示闪火温度并打印记录结果，停止

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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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性能： 

1、温度测量： 

测量范围：-49.9℃-400.0℃ 

重复性：   0.029X（X-连续两次测试结果的平均值） 

分辨率：   0.1℃ 

精  度：   0.5% 

测温元件：铂电阻(PT100) 

闪火检测：K 型热电偶 

    2、环境温度： 10—40℃ 

       相对湿度： ﹤85% 

       供电电压： AC220V±10%  

功率：  50W 

3、升温速度： 符合国标、美国等标准 

4、外形尺寸：  

390X300X302(mm)     

5、仪器重量：1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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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仪器结构及安装： 

 

 

1、 仪器安装： 

①、打开仪器包装，检查该仪器有无破损； 

②、按装箱单核对仪器型号及配件； 

③、检查仪器无误后方可进行仪器的调试。 

2、 仪器开机准备： 

①、将仪器连接到 AC220V 电源； 

 注意：务必使用带可靠接地的电源插座为仪器供电； 

显示器 

打印机 

点火头 
传感器 

测试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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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试验油杯用石油谜清洗干净，倒入试样至刻度线，放入加热器内； 

③、正确安装铂合金电热丝点火头。 

 

 

 

五、使用方法及操作步骤： 

1、试验步骤： 

①、打开电源开关，屏幕显示仪器正在自检画面见图 5-1 

 

图 5-1 开机界面图 

按“跳过自检”键，进入仪器主界面，如图 5-2 

②、仪器主界面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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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传真：027-87678758              电话：027-87678728   1587239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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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2 仪器主界面图 

按“仪器自检”键，进入仪器自检画面，如图 5-3 

按“实验参数设置”键，进入参数设置功能画面，如图 5-5 

按“实验闪点测定”键，进入闪点测定功能画面，如图 5-7 

按“数据浏览与查询”键，进入历史数据查询画面，如图 5-11 

③、仪器自检功能画面： 

      

图 5-3 仪器主界面图 

用手指触摸（或用触摸笔触摸）要自检的项目实现对仪器该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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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的检测；例如按“杯盖测试”键，进入杯盖测试功能画面，如图 5-4 

      

图 5-4 杯盖测试 

按“上升”、“下降”、“停止”、“返回”键，仪器分别进行杯盖

上升、杯盖下降、停止升降、返回操作。其他自检项目根据各提示界面

操作即可。 

④、参数设置功能画面： 

 

图 5-5  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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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手指触摸（或用触摸笔触摸）要修改的项目； 

点击时间界面弹出画面 5-6 

         

图 5-6  修改时间 

依次输入年月日时分秒，点击“OK”即可完成时间的更改否则点击“ESC”

返回。直接点击自动打印可更换打印方式，即是否在实验结束后自动打印实

验结果。 

⑤、样品测定功能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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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样品测定参数设置 

◆用手指触摸（或用触摸笔触摸）相应参数显示框，更改对应参数。点击试

样方法时，进入试验标准选择画面图 5-8 

       

图 5-8   试验标准选择 

可选择自定义，根据自身需求设置各项参数，点击确定保存设置。如画面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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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样品测定自定义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完成，返回画面 5-7 样品测试参数设置界面。 

按“杯盖上升”键，取出样杯并放入油样，按“杯盖下降”键杯盖下

降准备实验，按“实验”键，仪器开始进行油样闪点测定如图 5-10 

       

图 5-10   样品测定 

在尝试点火状态下，按键无效，其他状态下按键有效。实验成功后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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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显示实验结果如图 5-11 

 

图 5-11   测定结果 

点击散热仪器开盖散热。若未实验成功则会弹出相应出错提示窗口，

然后显示如图 5-10 界面，点击散热。散热过程需人工停止。仪器在测试过

程中，检测各种故障并提示用户，用户可根据故障提示内容采取对应的解决

方案。  

预闪值设定方法：已知油样闪点时，可将油样的闪点值设为预闪值，不

知油样闪点时，闪点设置油样闪点预估值，然后试验停止后再根据仪器提示

重设预闪值。 

◆按“退出”键仪器退出测试状态，测试炉停止任何动作返回到画面 5-7。 

◆仪器自动测试当前的大气压强值，根据选择的执行标准，自动计算闪点修

正值，显示于测试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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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数据浏览与查询画面： 

仪器将最近所测 99 组实验数据保存，数据记录如图 5-12 所示。 

 

图 5-12 测试结果显示 

按“上页”、“下页”键顺序查看记录；按“打印”键将该记录通过仪器

的微型打印机打印出来；按“删除”键从仪器历史记录中删除该条记录；按

“退出”键返回画面 5-2；点击 U 盘图标将数据 U 盘导出。 

若无数据纪录，则进入画面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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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 无数据显示 

六、注意事项及仪器维护： 

  1、仪器应在无腐蚀环境中使用。 

  2、更换试样时，油杯须进行清洗。 

  3、检测热电偶不应有油污，以免影响检测灵敏度。 

4、测试过程中，不要接触点火头、油杯及周围高温部分，以免烫伤。 

5、采用电点火方式的仪器，电点火丝需定期更换。点火丝每亮 1000 次（约

合 80-100 次试验），需更换点火丝。 

七、故障及处理方法： 

 现象 原因 处理 

1 

打开电源，

液晶屏幕 

无显示 

● 电源未插好 

● 各插头有松

动。 

插好电源 

插好有松动

的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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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试样重复性

误差较大 

● 搅拌轴断 

● 热电偶有油影

响灵敏度 

更换搅拌轴 

用滤纸沾干

热电偶上的

油迹 

3 不加热 ●电热丝断 更换电热丝 

4 
升降臂不升

或不降 

● 电机与升降臂

螺丝脱落 

● 限位光耦损坏 

拧紧螺丝 

更换限位光

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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