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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品 简 介 
氮吹仪采用惰性气体对加热样液进行吹扫，使被处理样品迅 

速浓缩，达到快速分离纯化的效果。该方法操作简便，尤其可以 

同时处理多个样品，大大缩短了检测时间。被广泛应用于农残检 

测、制药行业和通用研究中的样品批量处理。 

感谢您购买泰特氮吹仪。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请妥善保管。 

请务必按公司的说明书进行操作，对不按照使用说明书使用 

而造成的仪器损坏和损失，公司均不承担任何责任。 

 

氮吹仪工作特点 
每个气道都可同时或独立控制，升降高度可根据试管高度自 

由调节。选取智能温控器、数字显示、PID 调节、金属浴加热， 

温控范围为室温范围+5~150℃，完全满足实验需要，且设有上 

限温度报警功能，使操作更加安全。 

经过表面处理的加热块，使用寿命更长，可根据要求定制不 

同孔径模块，满足使用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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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控系统技术参数： 

 

注意事项： 

1. 在同样的环境条件下，加热媒质的干湿、通风橱内污染程度以及吹扫气 

体的纯度都将影响蒸发浓缩效果。 

2.为防止交叉污染，每次使用后，应及时清洗通风针管（主要是下部）。 

3.调节时请尽量用手扶住通气板，使其平稳升降，避免由于通气板自身重力 

突然下降导致试管损坏，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4.开始通入氮气时，应缓慢开启氮气源，防止样品溅起，造成损失和污染。 

5.本装置为机电一体化精密设备，用户未经允许不得拆卸相关部件，有问题 

请及时联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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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计时器（Time）操作说明： 
设定计时值： 

按“∧”或“∨”键设定计时值，按“∧”键设定值增加，按“∨”键

设定值减小，按键放手后，计时值设定完毕。 
参数设定： 

在右边“∨”键上方与“TIME”LED 显示窗之间有一个隐藏的针孔按键，

按住该位置下的“针孔隐藏键”不放≥3 秒后，显示器就进入参数设定状态，

根据您的需求显示器提示修改参数。 
参数设定具体方法： 

按“针孔隐藏键” 不放≥3 秒后，显示器进入二级调整菜单，左边的“P”
表示为参数锁，连续点按“∧”键将右边的 0 设为 5，再点按“针孔隐藏键”

方能进入功能调整程序。 
左边“t”表示时间参数，右边为范围选择，有三项选择： 

0：1 秒-999 秒 
1：0.1 秒-99.9 秒 
2：1 分-999 分（出厂默认） 
3：1 小时-999 小时 

选择好后按“针孔隐藏键”进入输出模式选择。 
左边“d”表示计时输出模式，右边为模式参数选择，有两项选择。 

0：定时输出；（出厂默认） 
1：延时输出。 

选择好后按“针孔隐藏键”进入显示计数模式选择。 
左边“A”表示显示计数模式，右边为模式参数选择，有两项选择。 

0：减计数显示（倒数）（出厂默认）； 
1：加计数显示（顺数）。 

选择好后按“针孔隐藏键”返回到初始时间显示，功能设定完成。 
所有参数设置完毕后，点按“On/Off”键，启动（或停止）加热，此时

“START”指示灯同时亮（灭），表示相应的加热工作（停止待机）状态，注

意只能在“Off”（“START”指示灯灭）状态下，才能进行上述参数设置. 



  您身边的色谱服务专家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光谷 8号工坊 1-3-601# 

电话：（027）62436457、58、59  传真：（027）88773157  QQ：656658729 
公司网页：www.tetvoc.com  电子信箱： tetvoc@126.com 
 

附录二： 

温控器（Temperature）操作说明： 
1.温度设定操作：通电并打开设备开关，系统进入恒温监控状态。此时 PV

窗口显示数值（红色）为实际温度，SV 窗口显示数值（绿色）为设定温度。产

品出厂预设定温度为 40.0℃，请用户根据实际需要更改。 
设定方法：直接点按 “∨”键减小温度设定值，点按“∧”键增大温度设定值，

SV 窗口显示数值（绿色）每次增减幅度为 0.1 ℃，（或按住上述增、减键不放，

温度设定数将以每秒 8.0℃变化）直至达到所需设定值停止点按上述键，即为设

定完成。 
2.系统参数设置: 本产品出厂时均经过标准调试及检测操作，所有参数已设

置完毕，普通用户若非必要，请勿随意改动系统参数值, 否则直接影响温控精度

与稳定时间！设定方法：按住“SET”键≥3 秒钟，进入系统设置菜单，此时

PV 窗口显示数值（红色）为系统参数项目名称，SV 窗口显示数值（绿色）为

该项目实时参数值当设定值高于环境实际温度值，温控系统立刻启动加热元件，

PV 窗口温度数值会逐步接近 SV 的设定温度值，稍有过冲后回落，再逐步稳定

在设定温度，并在此温度附近微幅波动达恒温状态。此过程需要一段稳定时间

（≤30min）。仪器每次自动保存上次使用设定的温度。其中控制面板“OUT”
指示灯长亮表示升温，闪烁表示接近设定恒温或恒温加热， “ALM”为报警指

示灯。（注意：如果 5 秒内未对任何按键进行操作，将自动退出系统设置菜单，

并恢复恒温监控状态。） 
以下为各参数出厂默认设定值（由于每台设备硬件差异，该参数值仅供参

考）： 
参数名 CC AL.¯ AL.2 SC P I D T lok At 

默认值 0 120 120 随机 30 120 30  1 0 0 

*若温控出现问题请尝试还原以上各项参数值。 
3.报警温度设定：本设备最高使用温度≤150℃，保护温度“AL.¯”，出厂默

认值设定为 80.0℃，过温时会有独特的声音报警，专用硬件保护器自动切断加

热电源，以防元器件失控，保护色谱柱。当温度下降到 80.0℃以下，自动恢复

加热电源，温控安全性好！用户可根据实际需要更改 
报警温度值。 
设定方法：（1）报警功能设定：进入系统设置菜单后，PV 窗口显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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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SV 窗口显示数值（绿色）为当前报警功能状态参数值（其中“0”为上限

绝对值报警；“1”为上限偏差报警；“2”为下限偏差报警），点按 “∨”键或

“∧”键切换相应参数值完成设定。然后点按“SET”键进入下一参数项目设定

或停止任何操作，等待 5 秒后系统将自动保存设定值，并退出系统设置菜单，

恢复恒温监控状态。 
（2）报警值设定：进入系统设置菜单后，继续点按 1 次“SET”键，PV 窗口显

示“AL.¯”（红色），SV 窗口显示数值（绿色）为当前第一报警参数值（其中“Sal”
为上限绝对值；“Sl¯”为上限偏差；“Sl_”为下限偏差），其余操作同上。 
（3）报警值设定：进入系统设置菜单后，继续点按 2 次“SET”键，PV 窗口显

示“AL.2”（红色），SV 窗口显示数值（绿色）为当前第二报警参数值，其余操

作同上。 
4.温度传感器校正：在实际应用中，由于传感器硬件测量误差等各种原因可

能导致设备检测温度值不能正确反映实际值，影响测控的真实性，为此在必要

时需对温度传感器进行一定的校正。 
例如：仪器开机设定 40.0℃稳定后，若用标准水银温度计测量恒温腔内部温度

（通常测量腔内空气温度会低于加热体温度），假设为 37.5℃，则修正值为：37.5
℃-40.0℃=-2.5。首先进行传感器温度“初校正”，再进行“复校正”。 
校正方法：进入系统设置菜单后，连续点按 “SET”键，直至 PV 窗口显示“SC”
（红色），SV 窗口显示数值（绿色）为随机出厂默认设定值，点按 “∨”键或

“∧”键将参数值改为“-2.5”（注意数字前的正负号及小数点），完成设定。然

后点按“SET”键进入下一参数项目设定或停止任何操作，等待 5 秒后系统将自

动保存设定，并退出系统设置菜单，恢复恒温监控状态，“初校正”完毕。此时

仪器自动重新调整温度，温度达到 40.0℃并恒定后，再次测量恒温腔内部温度，

假设为 40.5℃，则 SC 修正数值为 40.5℃-40.0℃=0.5，则确定最终“SC”修正

数值为两次的代数和：-2.5+0.5=-2.0，校正方法同上（注意数字前的正负号及小

数点），“复校正”完毕。 
一般传感器经过一次修正即可，二次修正可以使温控精度更高！本设备出

厂时以 40.0℃做过修正调整。用户可根据需要使用标准温度计，在不同的温度

点进行自行校正。（注意防止把正确的值修改至不正确） 
*注意：部分高温温控表控温精度为 1℃的请按整数值进行校正设定。 

5.P.I.D、自整定及相关参数设置：本产品温控系统使用的智能温控芯片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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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 控制功能，即可按照设定与测量的温度偏差的比例，偏差的累积和偏差变

化的趋势进行温度自动控制。其中“P”表示比例带；“I”表示积分时间常数；

“D”表示微分时间常数；“T”表示控制周期。这几项参数的合理设定对系统

的控制品质至关重要。对控制规律不熟悉的普通用户，可采用自整定方式，由

仪表自动完成上述参数设置。 
6.参数锁设定：为防止意外操作修改系统参数值，请在每次修改完系统参数

值并保存后，将“lok”项下值设为非“0”数值，即完成参数项锁定。下次修改

参数前将其还原为“0”即可解锁。具体操作请参考系统参数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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