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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首先对您购买奥豪斯公司MB23/25/27型快速水分测定仪表示感谢。本说明书详细介绍了MB23/25/27

型快速水分测定仪的安装说明、操作方法及维修保养等方面的内容。为了您更好的使用该系列快速水

分仪测定仪，请在使用前，仔细阅读本说明书。 

 

1.1 安全措施  

您的水分测定仪拥有精湛的制造工艺，符合有关仪器安全的最新要求，不正确的操作

会危及人身安全并导致财产的损失。为了安全可靠请遵照下列说明进行操作： 

 

 

 

 对于任何有安全隐患的样品物质，请仔细分析可能的危险后果。我们建议水分

测定仪应由专人负责保管。 

 起火/ 爆炸:包含溶剂，易燃或易爆的样品在加热时会产生易燃易爆气体或蒸汽。

在使用此类样品时，请在干燥并且温度足够低的环境下工作，以免起火或爆炸。 

 有毒/ 可燃:含有有毒或腐蚀性成分的物质只能在通风橱内进行干燥。 

 腐蚀： 含有腐蚀溶剂的样品一旦加热会蒸发，同时释放出腐蚀性气体，   

因此建议取少量物质进行测试。 

 

注意：若对以上类型样品做测试所引起的任何损害，用户自行承担责任。 

 

1.2 免责声明 

 

MB23/25/27 水分测定仪在应用时设置的数据，应根据用户需要优先选用。由奥豪斯提供

的使用数据仅作参考。奥豪斯对于这些数据的使用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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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                                                         

2.1 装箱清单  

 

 

 

 

 

 

 

 

 

 

 

 

 

 

 

 

 

 

 

 

2.2 安放位置的选择 

 操作水分测定仪时应保持操作台面稳固且水平。 

 选择一个安全且足够通风的位置。具有腐蚀性或有毒烟雾和其他危害物品的样品需要专门准备安

放地点。 

 请您尽量避免放置水分测定仪于温度波动剧烈、过度潮湿、气流不通、振动、电磁场、热度或阳

光直射的场所。 

 

2.3 组件的安装 

  

 

（1）放置防风罩。 （2）放置样品盘支架，旋转直至

定位。 

 

（3）将铝制样品盘从样品盘手柄边

缘处插入，然后将它平放在盘支架

上。 

标准配置 数量 备注 

水分测定仪 1 个  

防风罩 1 个  

样品盘支架 1 个  

样品盘手柄 1 个  

电源线 1 根  

样品盘 1 盒 每盒 50 个铝盘 

玻璃纤维纸 5 片 仅限 MB25 / MB27 

50g 砝码 1 个 F1 级，仅限 MB25 / MB27。 

产品说明书 1 本  

快速操作指南 1 份  

装箱单/产品合格证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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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连接电源 

将所提供的电源线正确的一端插入水分测定仪背部的电源输入槽内，然后将另外一端接上电源输出插

座。 

 

 

注意：为获取最佳结果，请在通电至少 30 分钟后使用。 

3. 操作 

3.1 调节水平 

 水分测定仪有一个水平泡以及四个水平调节脚，为弥补在称量过程中因放置位置的倾斜对称量结果有

所影响，可通过调节水平脚直至水平泡位于中心位置。 

  

    

 注意：每次位置发生改变，必须重新调节水平。    

 

3.2 显示屏 

  

  
 

 标识说明: 

*   表示稳定状态指示 

％   表示干重百分比 

％   表示水分百分比 

g    表示克 

100° 表示温度设置或当前室温（摄氏度） 

10:00 表示时间设置（分: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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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控制面板 

    

 

 

按键 名称 快捷键 

 

开始 / 停止 开机（短按）/ 关机（长按） 

开始测试/停止测试（短按） 

返回（短按） 

   

去皮 

去皮（短按） 

确认当前测试结束/开始下一次测试（短按） 

接受当前设置（短按） 

    

温度 设定温度（短按） 

                

时间 设定时间（短按） 

 

选择  数值增加（短按依次增加或长按滚动增加） 

 

选择  数值减少（短按依次减少或长按滚动减少） 

 

打印/ 校准 
打印（短按） 

校准（长按）/显示 RS232 设置(待机时) 

 

% g 测定结果值切换按键（短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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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操作模式 

3.4.1 待机状态 

  当水分测定仪接上交流电源，这时处于待机状态。 

  打印     (长按)  显示当前设置的 RS232 设置。（参见章节 6 内 RS232 数据通信设置） 

  设置    （短按）切换预设的 2 种 RS232 参数设置。 

  设置    （短按）切换预设的 2 种 RS232 参数设置。 

  打印    （短按）退出当前设置的 RS232 设置。 

3.4.2 称量模式 

  开始    （短按）打开显示屏，进入称量模式。 

去皮    （短按）把显示的称量值清零。 

开始   （长按）进入待机状态。 

温度   （短按）进入温度设置状态，显示的数值会闪烁。 

时间   （短按）进入时间设置状态，显示的数值会闪烁。 

开始   （短按）开始水分测试模式，样品的称量值必须大于 0.5g。 

校准   （长按）进行称量或温度校准。（参见章节 5 维修保养） 

3.4.3 温度/时间设置 

 温度设置：温度设置范围是 50°C ~ 160°C，步进量为 5°C。 

温度   （短按）进入温度设置状态，显示的数值会闪烁。 

选择   （短按）5°C 递增温度的数值，（长按）滚动递增温度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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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短按）按 5°C 递减温度的数值，（长按）滚动递减温度的数值。 

去皮  （短按）确认接受闪烁中的数值，设置值将被保存。 

开始  （短按）不保存并退出编辑状态。 

注意：在 5 秒内没有更改设定，自动保存当前显示的温度值。 

 

 时间设置： 

时间参数可以被设置为定时模式或自动模式。  

自动模式 —— 当检测到在 60 秒内样品失重少于 1mg 时测试会自动停止。 

定时模式 —— 根据客户需要手动设定结束测试的时间。 

时间设置的范围是（1 ~ 99）分钟，在（1 ~ 60）分钟内步进量为 30 秒，在（60 ~ 99）分钟内步进量为 1

分钟。 

 

（1） 设置自动 Auto 模式时 

时间  （短按）进入时间设置，显示的数值将会闪烁。 

去皮 （短按）确认接受当前闪烁显示的设置。 

 

（2） 设置定时模式时 

选择  （短按）递增时间的数值，（长按）滚动递增时间的数值。 

选择  （短按）递减时间的数值，（长按）滚动递减时间的数值。 

去皮 （短按）确认接受闪烁中的数值，回到称量模式。 

开始 （短按）不保存并退出编辑设置状态。 

 

注意：在 5 秒内没有更改设定，自动保存当前显示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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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如何进行测试 

水分测试有以下三个步骤： 

（1） 设置加热温度（参见章节 3.4.3） 

（2） 设置加热时间（参见章节 3.4.3）。 

（3） 准备要测试的样品： 

 把空的样品盘放入盘托架，放在支架上（参见章节 2.4）。 

 按下去皮键清零，去除样品盘的重量。 

 取出样品盘，放入样品（样品必须大于 0.5g）。 

 把样品均匀地分散在样品盘上。 

 把装有样品的样品盘放回盘托架上，显示屏会显示样品的称量值。 

（4） 关上加热罩。 

（5） 短按 键开始测试。 

（6） 当测试结束会显示测试的结果并闪烁。 

（7） 按住 键改变所显示的测定结果。 

（8） 按住 键发送当前的显示值到 RS232。 

（9） 按住 键退出此次测试，回到称量模式,等待下一次测试。 

注意：在测试过程中，如果打开加热罩时，加热时间超过 30 秒，在显示屏上所显示的数值为当前测得数

值；若加热时间少于 30 秒，则返回到称量模式，该测试无效。 

 

提示：章节 4 测试优化，详细说明如何得到最佳的测试结果，包括最佳的样品加热温度和时间、样品大小

和样品量等等。 

 

3.6 进行试验性测试 

用户在做测试之前，建议先做以下几项设置： 

（1）   温度＝120°C。 

（2）   时间＝自动“AUTO”。 

（3）   样品＝3g 水。放一块玻璃纤维在样品盘上，然后把整个样品盘放在称盘支架上，按 键，

接着加入 3g 水。 

（4）   执行测试，试验获得的最佳结果应该是：0g，100％水分含量 或 0％干重含量。 

 

提示：测试结果可能会因为样品重量少或称量的误差而略有不同。可参见章节 4 进行测试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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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测试的优化 

在加热干燥过程中，以样品失重来确定水分。 

测量过程中的速度和质量可以参照以下的参数。以下这些参数也可以由几次尝试性实验来确定最佳设置。

最佳的测试结果取决于以下设置： 

 加热温度 

 加热时间 

 样品重量 

 样品准备 

 样品类型 

 

4.1 加热温度 

 加热温度对加热时间起着控制的作用。（例如：温度太低会延长烘干时间） 

 选择一个合适的加热温度，要求既不能分解也不会改变样品的化学结构，一般设置为 105°C，如果样

品和行业有特殊要求除外。 

 部分样品在不同的加热温度下会测得不同的水分含量。在这种情况下，可尝试调高加热温度来补偿测

量偏差。 

 

4.2 加热时间 

仪器提供了三种方式： 

 (推荐使用)自动 Auto 模式 ：当水分测定仪通过检测称量结果变化，在 60 秒内样品失重少于 1mg 时

就会自动停止。 

 手动模式 ：用户通过按 键来停止进行中的测试，如果测试时间少于 30 秒的情况下停止测试， 

则测试无效。 

 定时模式：手动设定加热时间，即加热到设定的时间后自动停止加热，结束此次分析。 

              设定范围：（0～99 分钟） 

 

4.3 样品重量 

样品数量越多，就有更多的水分被蒸发，测试过程就会延长。 

总的来说，建议样品重量在 10g。3g 的样品能得到的结果更快，但是在测量精确性上有所欠缺。20g 的样

品通常能得到一致的结果但要花更长的测试时间。 

另一种测定样品重量的方式是利用样品重量和重复性的关系，如下图所示。例如，重复性结果要达到±0.3%，

表上提示样品重量至少要 2g。（以下测试数据供参考） 

 

 

 

 

 

 

 

 

 

 

 

样品重量 重复性 

0.5g 

1g 

2g 

5g 

10g 

±1.0% 

±0.6% 

±0.3% 

±0.12%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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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样品准备 

样品需具备测试代表性，这样才能获得准确而有重复性的测量结果。 

在准备样品时，确保样品在样品盘上放置均匀，避免堆积以及数量过多。 

 

4.5 样品类型 

 糊状、含脂肪可溶化的物质 

利用玻璃纤维吸盘来增加样品表面积，例如，黄油。在这些物质里的水分通过吸盘更加均匀地分布。增加

样品的表面积会使水分更快更完全地蒸发。 

 液体物质 

液体会在样品盘上形成水滴，这样会阻止快速干燥。这种情况下，可利用玻璃纤维吸盘，把液体样品均匀

分布在一个较大的表面区域，可以缩短烘干时间。 

 易结壳、温度敏感的物质 

在表面形成壳的样品会完全阻碍水分的测量。此时，利用玻璃纤维吸盘覆盖样品，并采用较温和较适宜的

热度，可以改善样品的可重复性。 

 含糖物质 

含有大量糖的样品易焦。请确保使样品均匀地分布成一薄层，并选择适中的温度。也可以把玻璃纤维吸盘

覆盖在样品上来改善其重复性。 

以下的物质可能会有起火，爆炸，损坏或受伤的危险。 

对于任何有安全隐患的样品物质，请仔细分析可能的危险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仪器应有专人

看管。 

 

 

 挥发物质 

对于挥发性物质来说，建议要快速加热样品，这样可以在样品挥发之前限制了水分流失。应在空气干燥、

温度足够低的环境下进行测试工作，这样可以防止起火或者爆炸。做测试时请使用 1g 或 1g 以下的小样品。 

 有毒物质 

包含有毒或者腐蚀性成分的物质只能在通风橱内进行干燥。 

 有腐蚀性的物质 

加热产生腐蚀性气体的物质(例如酸性物质)应该取用少量物质进行测试，因为其产生的蒸汽会在水分测定

仪部件上凝聚而导致腐蚀。 

 

5. 维修保养 

5.1 重量校准 

水分测定仪是利用相对重量来测定结果，因此相对于绝对重量的较小偏差对测量的准确度影响较小。水分

测定仪称量性能稳定，受温度影响小，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校准结果，因此重量校准并非是必须的。 

（1）在称量模式下空载，按住 校准键不放，显示“Cal”，释放按键后，显示“CAL 50.00g”。 

（2）在秤盘支架上放上一个50g的校准物，此时显示“-----”。 

（3）当屏显示“--0--”时，移去校准物，之后显示“-----”。 

（4）当校准完成后，显示“Done”，水分测定仪将回到称量模式。 

注意：按 键，不保存并取消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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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温度校准 

当加热元件变脏，通常的设置不再能得出相同的结果。进行温度校准能够对这些变化进行纠正。 

请仅使用奥豪斯温度校准件（及其附件）来进行温度校准。如果使用其它方法，将会损坏水分

测定仪。在正常使用下，温度校准也并非是必须的。 

 

（1） 在称量状态下移去秤盘，显示屏显示“Err 8.4”。 

（2） 把奥豪斯温度校准件放在样品腔内，在称量模式下按住 校准键不放，显示“Cal”，释放后

显示“TC100”, 并开始做 100°C 的温度校准，这时屏幕将会显示“TC100”。 

（3） 15 分钟后，会发出声音，并在屏幕闪烁显示“100”。 

（4） 在温度校准件上读取温度值，按 或 来调整其显示值与温度计上的温度值相匹配。 

（5） 按 键确认数值，开始做 160°C 的温度校准，这时屏幕将会显示“TC160”。 

（6） 约 15 分钟后，会发出声音，并在屏幕闪烁显示“160”。 

（7） 在温度校准件上读取温度值，按  或  来调整其显示值与温度计上的温度值相匹

配。 

（8） 按 键确认数值，显示“Done”，水分测定仪回到称量模式。 

（9） 温度校准完成。 

注意：在 10 分钟内未按 键确认，校准失败。 

 

5.3 清洗 

 

 在清洗水分测定仪前请断开电源。 

 请确保水分测定仪内部不能进入溶液。 

 请确保在清洗前冷却水分测定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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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清洗水分测定仪。 

 外罩表面和温度传感器可以用一块无绒布稍微地蘸点水或者中性的清洁剂擦洗。 

 玻璃表面可以用玻璃清洁剂清洗。 

 不要使用溶剂，刺激性的化学制品，氨水或有研磨作用的溶剂。 

 

5.4 常见故障信息及解决方法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解决方法 
无法开机 水分仪没有连接电源 检查电源连接与电压 
无法测试水分，数值闪烁 样品称量值少于 0.5g 增加样品重量 
显示“Tare” 秤盘需要设置清零 

按“ ”键 

显示“Close Cover“ 测试前需要关上加热罩 关上加热罩 
精确度低 不正确的校准 

不稳定的工作环境 
进行正确校准 

把水分仪移至稳定的位置 
无法校准 不稳定的工作环境 

不正确的校准砝码 
把水分仪移至合适的位置 

使用正确的校准砝码 
Err 7.0 超时 保持操作台面稳定或按操作提

示操作 
Err 8.1 秤盘支架在开机时有加载物 移去加载物 
Err 8.2 在开机前移走成盘支架 安装支架 
Err 8.3 秤盘支架上的加载物重量超过最大 

称量 
移去支架上的重量 

Err 8.4 在称量时移走秤盘支架 重新装上秤盘支架 
Err 8.5 不能进行温度校准 冷却水分仪 
Err 8.6 当前温度超出设定范围 冷却水分仪 
Err 9.5 工厂校准数据损坏 请联系奥豪斯授权经销商 
Err 10.3 温度传感器的温度超出上限 请联系奥豪斯授权经销商 
Err 10.4 温度传感器的温度低于下限 请联系奥豪斯授权经销商 
Err 10.5 温度传感器不变化 更换温度传感器 
Err 10.6 温度传感器非线性变化 请联系奥豪斯授权经销商 
Err 10.7 当前温度超出设定范围 请联系奥豪斯授权经销商 
Err 11.0 电源电压不稳定 检查电源电压或者使用稳压器 

Err 53 EEPROM 校验和错误 请联系奥豪斯授权经销商 
Err 54 校准参数读取失败 请联系奥豪斯授权经销商 

保护性玻璃 

温度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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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维修服务信息 

如果故障信息中不能解决或没有描述到您的水分测定仪的问题，请致电奥豪斯客户服务部门或访问我们的

网站：www.ohaus.com.cn，找到离您最近的奥豪斯办事处。 

 

5.6 选件 

 

 

 

 

 

 

 

 

 

 

 

6. 技术参数 

周围环境条件 

技术参数是在以下环境有效的： 

周围温度：10°C ~ 30°C；在 5°C 到 40°C 时的环境中保证可操作，在极端气温下不保证水分测定仪的测量

准确度。 

相对湿度：15% ~ 80%，在 30°C 时没有凝结。 

预热时间：水分测定仪接上电源后至少等待 30 分钟。当从待机状态回来时，水分测定仪可立即使用。 

海拔高度：最高到 2000 米。 

在 5°C 到 40°C 时的环境中保证可操作，在极端气温下不保证水分测定仪的测量准确度。 

电源： 

输入的交流电压：200VAC ~ 240VAC，3A，50Hz。 

电压波动：220±10% 

电源负载：在加热过程中 MB25/MB27 的最大功率为 250W，MB23 的最大功率为 300W。 

保护：保护免受尘埃和受潮，污染等级：2 级，安装类别： II 类。 

 

 

 

 

 

 

 

 

 

 

 

 

名称                                             订货号 

温度校准件                                      11113857 

样品盘(80 只/盒)                             80850086 

可重复使用的样品盘(3 只/包)                     80850088 

玻璃纤维盘(200 只/盒)                            80850087 

用于绒毛状材料的金属笼                          80252477 

样品盘托架                                      80252476 

50g 重量校准物                                 12106490 

可重复使用的不粘样品盘(3 只/包)                80252478 

可重复使用的深的不粘样品盘(3 只/包)              80252479 

 

http://www.ohau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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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技术规格 

     

型号 MB27 MB25 MB23 

最大称量值 (g) 90 110 110 

显示分度值 (g) 0.001 0.005 (0 ~ 99g)  

0.01 (100 ~ 110g) 

0.01 

可读性(%样品大于 10g 时) 0.001g, 0.01% 0.005g, 0.05% 0.01g, 0.1% 

加热源 卤素灯 红外加热 

温度设置 50°C ~ 160°C（5°C 为一步进量） 

重量校准 (g) 50 

温度校准 OHAUS 温度校准套件（选件） 

称盘尺寸 (mm) φ90 

外形尺寸（D*W*H）(mm) 280*165*127 

包装外部尺寸（D*W*H）(mm) 360*500*380 

净重 (kg) 2.1 

毛重 (kg) 4.2 4.15 

 

6.2 通讯 

6.2.1 RS232 引脚连接 

母口 DB9 连接器 

引脚 2：TxD，发送 

引脚 3：RxD，接收 

引脚 5：GND，接地 

引脚 7：CTS，清除发送（硬件握手机制）  

引脚 8：RTS，请求发送（硬件握手机制） 

6.2.2 RS232 数据通信设置 

波特率(默认)：2400  数据位：7  奇偶校验：N  停止位：2  流控制：Xon / Xoff 

波特率：      9600  数据位：8  奇偶校验：N  停止位：1  流控制：Xon / Xoff 

6.2.3 RS232 命令 

计算机可以通过 RS232 接口来操作水分测定仪，以及接收显示的称量值。 

 

命令 功能 

ON 开机 

OFF 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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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等同于按“Tare”键 

U 等同于按“%g”键 

Start 开始水分测试 

Stop 停止水分测试 

P 等同于按“Print”键 

xP 间断打印 x=打印间隔 （1 ~ 3600 秒） 

PSN 显示序列号 

PV 显示软件版本号 

? 显示帮助信息 

H 表头信息开启或者关闭 

RS 显示当前的 RS232 串口设置 

RS:2400,7,N,2,X 

修改 RS232 设置 

（在待机模式下，按住 Print 键 2 秒钟，LCD 会显示当前的 RS232 设定参数） 

波特率：1200, 2400, 4800, 9600, 19200 

数据位：7 或 8 

奇偶校验：N = 无校验, O = 奇校验，E = 偶校验 

停止位：1 或 2 

握手协议：X = xon/xoff (软件)，R = RTS-CTS (硬件), N = 无 

对于无效的命令，水分测定仪会通过串口返回“ES”。 

所有的通信都使用标准 ASCII 格式。发送命令以换行符(LF)或者回车换行符 (CRLF)结

尾。 

 

6.2.4 RS232 输出 

 

打印表头 

 

 

 

 

 

如果 Print 键按下，或设置了间隔打印 

 

 

测试成功打印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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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认证信息 

本产品符合以下安规。 

 

标志 安规 

 
本产品符合 2011/65/EU (RoHS), 2014/30/EU (EMC) 和 2014/35/EU (LVD)欧

盟指令的要求。欧盟合规性声明可见 www.ohaus.com/ce。 

 

EN 61326-1 

 

CAN/CSA-C22.2 No. 61010-1; UL Std. No. 61010-1;  

CAN/CSA-C22.2 No. 61010-2-010 

 

 

电子信息产品有毒有害物质申明 

  

部件名称 

  

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 

铅 汞 镉 六价铬 多溴联苯 多溴二苯醚 

(Pb) (Hg) (Cd) (Cr6+) (PBB) (PBDE) 

外壳 × ○ ○ ○ ○ ○ 

显示屏 × ○ ○ ○ ○ ○ 

电路板 × ○ ○ ○ ○ ○ 

传感器 × ○ ○ ○ ○ ○ 

卤素加热组件 × ○ × ○ ○ ○ 

红外加热组件 × ○ × ○ ○ ○ 

附件 × ○ ○ ○ ○ ○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在 SJ/T-11363-2006《电子信息产品有毒有害

物质的限量要求》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 SJ/T11363-2006 规定的限量要求。 

  

 

 

 

 

 

 

 

 

 

 

http://www.ohaus.com/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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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 

制造：奥豪斯仪器（常州）有限公司 

地址：常州市河海西路538号22号楼 

邮编：213125 

销售服务：奥豪斯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桂平路471号7号楼6楼 

邮编：200233 

营销热线：4008-217-188 

服务热线：021-64855408/64951900/64952229 

产品标准号：GB/T 29249 

型式批准证书号：2014F010-32 

如有技术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欢迎访问公司网站注册产品信息 

http://www.ohaus.com 

E-mail:ohausservice@ohaus.com 

 

*83020516* 

P/N: 83020516L    © 2016 Ohau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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