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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說明 

 

常規操作 

1. 按下     鍵。 

2. 測試前用水樣清洗圓形比色皿三次，然後裝滿樣品，旋緊瓶蓋，並確保圓形比色皿外壁清潔、乾燥。 

3. 將裝好水樣的圓形比色皿放入樣品池，確認     標誌對齊。 

4. 蓋上樣品池外蓋（避光）。 

5. 按下  鍵或 鍵開始測量。 

6. 讀取NTU 值。 

Read/Avg=平均測量 

 

 

用戶校準 

 
1、 按下 鍵。 

2、 將<0.1 NTU 濁度標準液放入樣品池，確認 標誌對齊。蓋上樣品池外蓋，按下    鍵，倒數
計時後自動讀數。 

3、 將 20NTU 濁度標準液放入樣品池，確認 標誌對齊。蓋上樣品池外蓋，按下   鍵，倒數計
時後自動讀數。 

4、 將 200NTU 濁度標準液放入樣品池，確認 標誌對齊。蓋上樣品池外蓋，按下    鍵，倒數
計時後自動讀數。 

5、 將 800NTU 濁度標準液放入樣品池，確認 標誌對齊。蓋上樣品池外蓋，按下    鍵，倒數
計時後自動讀數。 

 

6、 按下 鍵進行存，或按下 鍵退出校準。 



2 

 

 

 

正確存儲和處理濁度標準組（T-CAL standards） 

⚫ 濁度標準組需一直存儲于原容器中。 

⚫ 需存儲在 5-25°C 範圍內（避免長期存儲於超過 35°C 的環境中）。 

⚫ 需避光保存。 

⚫ 使用前，需使標準組溫度與儀器溫度一致。 

⚫ 若正確存儲，至少可使用一年。 

使用<0.1 NTU 濁度標準液 

⚫ 長途運輸後，需靜置 24 小時後再使用。 

⚫ 勿搖晃或反轉<0.1 NTU 濁度標準液。 

⚫ 若經過搖晃，則需靜置 24 小時後再使用。 

⚫ 若出現意外倒置，則需靜置 15 分後再使用。 

標準組的準備和使用——使用較少的情況 

注：此說明適用於除<0.1 NTU 外的所有標準液。此說明應用於靜置 1 周以上或新的標準液。 

1、 劇烈搖晃標準液 2-3 分鐘。 

2、 靜置 5 分鐘。 

3、 倒置 5-10 次。 

4、 立即放入樣品池中，然後等待 1 分鐘（倒數計時）。 

標準組的準備和使用——使用較多的情況 

注：此說明適用於除<0.1 NTU 外的所有標準液。此說明應用於經常使用的標液（每天或每週都使用）。 

1、 倒置 10 次。 

2、 立即放入樣品池中，然後等待 1 分鐘（倒數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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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TB300IR 前的重要步驟 

第一次使用 TB300IR 測量前，需按照如下步驟操作： 

⚫ 打開包裝，確認發貨清單各項是否齊全 

⚫ 裝入電池 

⚫ 可充電電池的使用： 

將充電電池裝入儀器，然後充電 5 天（期間可正常使用儀器）。然後去掉主電源，使用儀器至第一 

次電量耗盡提示出現，再次進行充電 4 天。重複此迴圈 4 次，可是電池達到最佳使用壽命。 

主功能表選擇： 

⚫ MODEL 10：選擇語言 

⚫ MODEL 12：選擇時間和日期 

⚫ MODEL 34：進行“刪除資料” 

重要提示： 

若無主電源或充電電池連接，鋰電池（用於資料存儲和時間顯示）可工作近半年。

出廠前，儀器已校準，可開機立即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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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常規描述 
TB300IR 濁度計，滿足 ISO7027（水質 - 濁度的測定）要求，在 0.01-1100NTU/FNU 範圍內自動測

量。儀器可以使用充電電池作為主電源，並且可以直接連接電源進行充電。標配一個儀器攜帶箱，可攜 帶
相關配件。校準標準確保測量結果的高度重現性和穩定性。 

可進入官網www.lovibond.com 進行軟體的更新。 

1.2 測量原理 
儀器在 0.01-1100NTU/FNU 範圍內自動測量。光源為LED 紅外光源（發光二極體），波長 860nm， 

以 90°散射。測量原理符合 ISO7027 標準。 
國際通用的濁度參考標準組為福爾馬肼溶液，基於此標準組的測量結果以 FNU（(Formazine Nephelo- 

metric Units).）顯示。 

 

 

 

1.3 出廠校準 
出廠前，以使用福爾馬肼進行出廠校準，使用前無需進行用戶自訂校準。 

http://www.lovibo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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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重要提示 

1.4.1 測量指南 
a) 每次測量後應立即清潔圓形比色皿，以免對下次測量造成干擾。輕微的殘留也會導致測量結果錯誤。 

b) 測試前，圓形比色皿外壁需清潔、乾燥。可使用軟布擦拭外壁，去除手印、水滴等。 

c) 圓形比色皿放入比色池時，需確保    標誌對齊。 

 
 

d) 每次測量前，均需蓋緊樣品池外蓋。 

e) 圓形比色皿內壁的氣泡將導致錯誤的結果（詳見“去除氣泡”）。 

f) 防止水滴濺入樣品池。若水滴濺入，很可能引起電子元器件的腐蝕和損壞。 

g) 若樣品室的透鏡受到污染，則會導致錯誤的結果。若需要，可定期檢查，用軟布或棉棒清潔樣品池。 

h) 若儀器和環境之間的溫差過大，會導致錯誤的測量結果。為得到準確的測量結果，建議樣品溫度在 

20-25°C 之間。 

i) 為避免外部光線對測試結果產生影響，勿于強光環境下使用儀器。 

j) 請於乾淨、無塵的環境下使用儀器，並保證桌面不會受到震動和攪拌的影響。 

1.4.2 圓形比色皿的清潔 
每次測量後應立即清潔圓形比色皿，以免對下次測量造成干擾。輕微的殘留也會導致測量結果錯誤。 

偏差： 

根據被測樣品的類型，圓形比色皿需徹底清潔。 

⚫ 若圓形比色皿有劃痕，需立即更換。 

⚫ 每次測量後，均需使用去離子水徹底清潔圓形比色皿。 

⚫ 使用實驗室清潔液清洗所有的玻璃器皿，並使用去離子水反復沖洗。 

⚫ 若存在多種污染物，可先使用 1:1 鹽酸沖洗後，再使用去離子水或蒸餾水反復沖洗。 

⚫ 圓形比色皿需風乾。 

⚫ 使用時僅可觸碰黑色圓形比色皿蓋部分，不可觸碰玻璃外壁，以免留下手印和其他物質。 

⚫ 使用軟布擦拭圓形比色皿外壁，去除手印和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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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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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操作 

2.1.1 調試 
使用前，需裝上充電電池和鋰電池，此時充電電池尚未充電。
實際使用前，需進行如下功能表的設置： 

⚫ MODEL 10：選擇語言 

⚫ MODEL 12：選擇時間和日期 

⚫ MODEL 34：進行“刪除資料” 
 

2.1.2 資料存儲——重要提示 
鋰電池用於存儲資料（測量值、儀器基本設置），若鋰電池電量耗盡，儀器將從充電電池或主

電源處獲得電量，用於繼續存儲。 

推薦：每 5 年更換一次鋰電池 
注意：若無任何供電（鋰電池、充電電池、主電源），儀器中的所有資料將清除。
推薦：在更換鋰電池時，連接主電源。 

2.1.3 更換鋰電池和充電電池 
1. 關閉儀器 

2. 若需要，將樣品瓶從樣品池中移出 

3. 將儀器倒置於乾淨、平滑的桌面 

4. 旋開電池室後蓋的螺絲 

5. 打開電池室後蓋 

6. 按需要取出充電電池或鋰電池 

7. 放入 7 節新的充電電池或鋰電池 

8. 蓋上電池室後蓋 

9. 旋緊螺絲 

2.1.4 充電電池的使用 
出廠時，充電電池不帶電。當 TB300IR 連接主電源時，將自動充電。第一次為充電電池充電，需

連續 5 天。若希望充電電池能夠充分的被充電，則需要進行 10 次的充電、放電的迴圈。 

2.1.5 熔斷器（E） 
儀器具有熔斷器設計，若儀器僅連接主電源，並未裝入充電電池，則可能出現熔斷器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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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保護帽（G） 
若不使用保護帽，有可能會造成損傷。 

2.1.7 儀器視圖 
（A） 螺絲 

（B） 電池後蓋 

（C） 充電電池：7 節鎳氫充電電池（AA，1100mAh） 

（D） 電池：鋰電池（CR2032,3V） 

（E） 熔斷器：1A，20mm 

（F） 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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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功能描述 

2.2.1 概覽 

 

 

 

 
打開/關閉儀器

返回上一層功能

表 

功能鍵：詳見具體描述

功能鍵：詳見具體描述

功能鍵：詳見具體描述

確認鍵 

儀器設置功能表

鍵上、下選擇箭

頭存儲顯示的數

值測量平均值 

執行測量 

 
顯示時間和日期/倒數計時

執行校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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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顯示時間和日期 

按下 CLOCK 鍵 

螢幕會出現如左的顯示： 

15s 後濁度計將自動返回之前的介面，也可按下 鍵或[ESC]鍵 

 

2.2.3 用戶倒數計時 

按 下 [CLOCK] 鍵 
將顯示時間和日期
再按下[CLOCK]鍵 

 
根據螢幕顯示： 

按下 鍵接受上一次使用的用戶倒數計時設置 

 

或者 

輸入數字開始新的倒數計時設置 

e.g.:2min，0s=[0][2][0][0] 

 

 
按下 鍵確認
根據螢幕顯示： 

 

 
2.3 操作模式 

按下 鍵開始倒數計時 

倒數計時結束後，儀器會返回設置之前的介面 

 

 
 

按下[ON/OFF]鍵開機

儀器進入自檢測試 

 

2.3.1 自動關機 
20 分鐘無任何操作後，儀器將自動關機。關機前會有 30s 的提示音，此時按下任何鍵均可終止自

動關機。在儀器自動工作期間，自動關機功能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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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濁度的測量 
2.3.2.1 測量平均值 

        按下[Read/Avg]鍵，使用平均值測量功能。 

2.3.2.2 Read 鍵——快速測量 

           按下[Read]鍵，開始快速測量。 

2.3.2.3 執行濁度測試 
精確的濁度測量，基於良好、穩定的操作技術。這包括良好的樣品瓶清潔和氣泡消除的工作。同

時，取樣後樣品應立即測量，以防止由於溫度變化和沉降而產生的樣品特性的變化。 

儀器操作： 

 
使用乾淨的容器進行取樣 

 

 

 
將水樣倒入清潔、乾燥的樣品瓶，至刻度線 

 

 

 
旋緊瓶蓋 

 

 
小心握住瓶蓋部分，用軟布擦拭瓶壁，去除水滴和指紋 

 

 
打開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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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資料存儲 

 

 
將樣品瓶放入樣品池，確認位置正確，上下三角標號對齊 

 

 
蓋好樣品池外蓋 

 
按下[Read/Avg]或[Read]鍵

測量結果以 NTU 形式顯示

移除樣品瓶，清潔 

 

 

測量值顯示時，按下[STORE]鍵

根據螢幕顯示： 

⚫ 我們建議您輸入一個數位密碼（最多 6 位） 

輸入後按下 鍵確認 

⚫ 若無需數位密碼，則直接按下 鍵即可

測量結果、時間、日期、序號均被存儲 

螢幕會再次顯示測量值

注意： 

螢幕會顯示剩餘存儲容量 

當剩餘存儲量低於 30 組資料時，需要立即清除部分資料。
若存儲量達到最大值，則不會再存儲任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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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列印資料 
若印表機已連接，並打開則可以進行資料的列印。 

 

按下[F3]鍵 

可選擇列印資料組：時間、日期、序號、測量值 

 

 

列印樣本： 

2.3.5 用戶自訂校準 

2.3.5.1 校準週期 
出廠前，已進行過儀器校準，在使用前無需用戶進行再次校準。 

由於該儀器提供了長期穩定的電子和光學系統，則需要每 3 個月校準一次。 

2.3.5.2 校準操作 

注：用戶自訂校準可隨時按下[ESC]鍵取消（倒數計時操作
時除外），維持最新的校準 

按下[CAL]鍵開始校準 

將<0.1 NTU 濁度標準液放入樣品池，確認上下三角標誌對

齊。蓋上樣品池外蓋，按下[Read/Avg]鍵，倒數計時後自動
讀數。 

將 20NTU 濁度標準液放入樣品池，確認上下三角標對齊。
蓋上樣品池外蓋，按下[Read/Avg]鍵，倒數計時後自動讀
數。 

將 200NTU 濁度標準液放入樣品池，確認上下三角標誌對

齊。蓋上樣品池外蓋，按下[Read/Avg]鍵，倒數計時後自動
讀數。 

將 800NTU 濁度標準液放入樣品池，確認上下三角標誌對

齊。蓋上樣品池外蓋，按下[Read/Avg]鍵，倒數計時後自動
讀數。 

 

按下 鍵進行存儲，或按下[ESC]鍵退出校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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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標準濁度組的正確存儲和使用 
濁度計標配濁度標準組（T-CAL standards），用於儀器校準，也可使用新配置的福爾馬肼稀釋液

進行校準。若採用福爾馬肼稀釋液校準，建議配置一組的梯度標液。 

存儲 T-CAL 

⚫ 無需從樣品瓶中倒出，直接使用即可。 

⚫ 最好直立存放。 

⚫ 需存儲在 5-25°C 範圍內 

⚫ 避免長期存儲於超過 35°C 的環境中 

⚫ 需避光保存。 

⚫ 使用前，需使標準組溫度與儀器溫度一致。 

⚫ 若正確存儲，至少可使用一年。 

使用<0.1 NTU 濁度標準液 

注：勿搖晃或翻轉<0.1 NTU 濁度標準液。 

⚫ 長途運輸後，需靜置 24 小時後再使用。 

⚫ 若經過搖晃，濁度標準組會出現氣泡，建議靜置 24 小時後再使用。 

⚫ 若出現意外倒置，則需靜置 15 分後再使用。 

標準組的準備和使用——使用較少的情況 

注：此說明適用於除<0.1 NTU 外的所有標準液。此說明應用於靜置 1 周以上或新的標準液。 

1、 劇烈搖晃標準液 2-3 分鐘。 

2、 靜置 5 分鐘。 

3、 倒置 5-10 次。 

4、 立即放入樣品池中，然後等待 1 分鐘（倒數計時）。 

 

標準組的準備和使用——使用較多的情況 

注：此說明適用於除<0.1 NTU 外的所有標準液。此說明應用於經常使用的標液（每天或每週都使用）。 

1、 倒置 10 次。 

2、 立即放入樣品池中，然後等待 1 分鐘（倒數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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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福爾馬肼標準液 

2.3.7.1 稀釋水的製備 
取不小於 1000ml 的優質水（如蒸餾水、軟化水或去離子水），使用前先測量水的濁度。若大於 

0.5NTU（FNU），需先使用膜篩檢程式（0.1um）。使用 1:1 鹽酸清潔所需的玻璃器皿，再用稀釋水水漂
洗多次。 

2.3.7.2 4000NTU 福爾馬肼溶液的製備 
建議從優質供應商處採購 4000NTU 福爾馬肼原液，因其品質高，故無需再進行原液處理。

注：需嚴格遵從 MSDS 的處理說明，穿戴手套、護目鏡和相應的呼吸設備。 

1、 向 40ml 稀釋水中加入 0.5g 硫酸肼（(NH2)2H2SO4）。 

2、 向 40ml 稀釋水中加入 5.0g 環六亞甲基四胺。 

3、 將上述兩種溶液定量轉移至 100ml 容量瓶中，再加入稀釋水至刻度線。 

4、 充分混勻。 

5、 避光（棕色瓶存儲）靜置 24 小時（25 ±  3°C）。 

6、 此階段產生渾濁現象。 

正確存儲情況下，福爾馬肼原液最多可避光保存 1 年。 

2.3.7.3 從 4000NTU 福爾馬肼原液製備稀釋液 
標準濁度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20NTU 
將 100ml 稀釋水加入到乾淨的 

200ml 容量瓶中 

再加入 1.00ml 混合均勻的 

4000NTU 福爾馬肼原液 

再加入稀釋水至刻度
線，混合均勻 

200NTU 
將 50ml 稀釋水加入到乾淨的 

100ml 容量瓶中 

再加入 5.00ml 混合均勻的 

4000NTU 福爾馬肼原液 

再加入稀釋水至刻度
線，混合均勻 

800NTU 
將 50ml 稀釋水加入到乾淨的 

100ml 容量瓶中 

再加入 20.00ml 混合均勻的 

4000NTU 福爾馬肼原液 

再加入稀釋水至刻度
線，混合均勻 

需使用 CLASS A 級移液管和容量瓶。 

直接使用稀釋水作為<0.1 NTU 濁度標準液。 
儘量匹配使用同一個圓形比色皿，以減少圓形比色皿間的光學誤差。並且注意圓形比色皿放置于樣

品池時，三角號需對齊。另外，可建標記單個或一組樣品瓶，用於所有的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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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測量技巧 

 
2.3.8.1 脫氣——去氣泡 
注：不可應用於T-CAL。 

若濁度值較實際值偏低，則按下述方法進行處理： 

⚫ 加入表面活性劑 

⚫ 抽真空 

⚫ 加熱 

⚫ 超聲處理 

注：此處理可能會影響樣品的自然屬性，進而影響測量結果。 

 

水樣類型 處理方法 方法描述 注意事項 

過飽和空氣
樣品 

加入表面
活性劑 

表面活性劑可使水分子表面的張力
最小化，進而使夾帶的氣泡消失 

樣品中的顆粒物質更容易沉降，因此
測量前需搖勻。避免劇烈搖晃，否則 

會造成表面活性劑發泡 

不含有易揮
發成分的液 

體樣品 

抽真空 
可使用無油注射器或泵裝配在圓形
比色皿上，真空減少了大氣壓力， 

從而消除截留的空氣起泡 

揮發成分此過程中完全揮發；真空處
理存在復原粘性樣品起泡的可能 

粘性樣品 超聲處理 超聲波可激發樣品，去除大部分樣 

品中的起泡 

超聲波會改變懸浮顆粒物的大小，因 

此改變濁度。 

粘度特別大
的樣品 

 

加熱 

加熱樣品，使其粘度降低，氣泡更
容易消失。加熱後樣品需冷卻至室 

溫再進行其他操作。 

揮發成分在加熱過程中揮發完全。懸
浮顆粒的屬性改變，因此改變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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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2 高濁度樣品的測量 
大於 1100NTU 的高濁度樣品可以進行稀釋處理。稀釋水的濁度值必須非常低（如“稀釋水”的製備

中所描述的）。 

按如下說明進行精確稀釋： 
充分混合樣品，按下表取一定量水樣加入到 100ml 容量瓶中，然後加入低濁度的稀釋水至刻度線， 

混合均勻。 

水樣體積ml 倍增係數 

10 10 

25 4 

50 2 

再取上述稀釋過的水樣加入到比色皿中，測量讀數，結果需乘以相應的倍增係數。 

注：進行高濁度樣品的稀釋，可能會引起懸浮顆粒物的形狀改變，從而導致錯誤的結果。 

2.3.8.3 低濁度樣品的測量 
低濁度樣品測試結果的準確度和重複性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操作者的實驗技巧。 

⚫ 使用乾淨、無刮痕、已標記過的圓形比色皿進行實驗。 

⚫ 用水樣漂洗圓形比色皿 3 次。 

⚫ 加入水樣至刻度線。 

⚫ 輕柔的晃動圓形 比色皿，確保沉降顆粒均勻分佈。 
⚫ 將圓形比色皿放入樣品池，按下【READ】鍵。
多次測量，直到再現測量值。 

 

 

 

 

2.3.8.4 標記樣品瓶 
為得到最精確的結果，需儘量匹配使用同一個圓形比色皿，以減少圓形比色皿間的光學誤差。因

此，可通過標記樣品瓶的方法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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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5 標記單個樣品瓶  

 

向乾淨的圓形比色皿中加入稀釋水（詳見“稀釋水的製

備”）。 

 
旋緊瓶蓋。 

 

 
握緊瓶蓋處，清潔圓形比色皿外壁，擦拭指紋和水滴。

開機。 

將圓形比色皿放入樣品池。 

確認  標誌對齊。 

 
蓋上樣品池外蓋。 

 

 
按下【READ/AVG】或【READ】鍵。

請注意顯示結果。 

 

旋轉樣品室中的圓形比色皿 45°。 

 

 
蓋上樣品池外蓋。 

 

按下【READ/AVG】或【READ】鍵。

請注意顯示結果。 

重複此過程直到得到最小的濁度值。 

標記此位置，之後的測量全部採用此位置。 

注：假設 0.00NTU=“Underrange”（超出測量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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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6 標記 1 組樣品瓶 
1、 向一組乾淨的圓形比色皿中加入稀釋水（詳見“稀釋水的製備”）。 

2、 旋緊瓶蓋。 

3、 握緊瓶蓋處，清潔圓形比色皿外壁，擦拭指紋和水滴。 

4、 開機。 

5、 將第一個圓形比色皿放入樣品池。確認  標誌對齊。 

6、 蓋上樣品池外蓋。 

7、 按下【READ】鍵。 

8、 請注意顯示結果。 

9、 旋轉樣品室中的圓形比色皿 45°。 

10、 蓋上樣品池外蓋。 

11、 按下【READ】鍵。 

12、 請注意顯示結果。重複此過程直到得到最小的濁度值。 

13、 標記此位置。 

14、 按如上 1-13 的操作步驟，標記下一個的圓形比色皿。 

15、 重複此步驟，直到讀數與第一個比色皿之間的偏差小於±0.01NTU。 

16、 標記此位置。 

17、 重複如上步驟至全部標記完成。 

注：因圓形比色皿製作中的玻璃差異，可能無法標記所有的比色皿。 

2.4 功能列表 
 

功能 方法號 功能描述 頁碼 

清除校準 46 刪除用戶校準 30 

時間 12 時間、日期的設定 24 

刪除資料 34 刪除所有存儲資料 29 

按鍵音 11 按鍵音開啟/關閉 23 

語言 10 選擇語言 23 

LCD 對比度 80 設置螢幕對比度 30 

列印 20 列印所有資料 25 

列印序號段內的資料 22 僅列印所選擇的序號範圍內的資料 26 

列印時間段內的資料 21 僅列印所選擇的時間範圍內的資料 25 

列印參數 29 選擇需列印的參數 27 

提示音 14 測試結束後提示音的打開/關閉 24 

存儲 30 顯示所有存儲資料 28 

存儲序號段內的資料 32 僅顯示所選擇的序號範圍內的資料 29 

存儲時間段內的資料 31 僅顯示所選擇的時間範圍內的資料 28 

系統資訊 91 儀器參數資訊 31 

對已進行的儀器設置，即使關機也會保存。若需改變設置，需輸入一個新的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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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儀器基礎設置 1 

 
2.4.1.1 選擇語言 

按下[Mode][1][0]鍵 

 

按下 鍵確認 

根據螢幕顯示： 

通過上下箭頭選擇所需要的語言 

 

按下 鍵確認 

 

 

 

 
2.4.1.2 按鍵音設置 

按下[Mode][1][1]鍵 

 

按下 鍵確認 

根據螢幕顯示： 

⚫ 按下[0]關閉按鍵音 

⚫ 按下[1]打開按鍵音 

 
 

按下 鍵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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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3 設置時間和日期 
 

 

 

 

按下[Mode][1][2]鍵

按下 鍵確認 

根據螢幕顯示： 

 
輸入年、月、日 

e.g.：2014 年 5 月 15 日=[1][4][0][5][1][5] 

根據螢幕顯示： 

輸入小時和分鐘 

e.g.：15:07=[1][5][0][7] 

 
按下 鍵確認 

 

 

注：按下 鍵確認時間和日期後，秒針自動歸零 

2.4.1.4 提示音設置 

通常一個測試會進行幾秒鐘，儀器提供了測試結束的提示音
功能 

按下[Mode][1][4]鍵 

 

按下 鍵確認 

根據螢幕顯示： 

⚫ 按下[0]關閉按鍵音 

⚫ 按下[1]打開按鍵音 

 

按下 鍵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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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列印存儲資料 
2.4.2.1 列印所有資料 

按下[Mode][2][0]鍵

按下 鍵確認 

根據螢幕顯示： 

 

按下 鍵列印所有資料 

 
列印後儀器自動返回功能表選擇介

面可按下[ESC]鍵退出 

2.4.2.2 列印某一時間段內的資料 

 
按下[Mode][2][1]鍵

按下 鍵確認 

根據螢幕顯示： 

輸入年、月、日作為起始時間 

e.g.：2014 年 5 月 15 日=[1][4][0][5][1][5] 

 
按下 鍵確認
根據螢幕顯示： 

輸入年、月、日作為終止時間 

e.g.：2014 年 5 月 19 日=[1][4][0][5][1][9] 

按下 鍵確認

根據螢幕顯示： 

按下 鍵列印所選擇時間段內的所有資料，列印結束後儀
器會自動返回到功能表選擇介面 

 

注：可按下[ESC]鍵退出，若僅列印某一天的資料，可前後輸入相同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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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3 列印某一序號範圍內的資料 

按下[Mode][2][2]鍵 

按下 鍵確認

根據螢幕顯示： 

輸入起始序號（最多 6 位） 

按下 鍵確認

根據螢幕顯示： 

輸入終止序號（最多 6 位） 

 

 
按下 鍵確認

根據螢幕顯示： 

按下 鍵列印所選擇序號範圍內的所有資料，列印結束後
儀器會自動返回到功能表選擇介面 

 
 

注：可按下[ESC]鍵退出；若僅列印某一序號的資料，可前後輸入相同的序號；若僅列印所有無序號的資

料，則按下[0]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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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4 列印參數 
 

 

 

 

按下[Mode][2][9]鍵

按下 鍵確認 

根據螢幕顯示： 

 

 
按下[1]鍵選擇“Protocol” 

根據螢幕顯示： 

按下上、下箭頭，選擇需要的參數 

 

 
按下 鍵確認

按下[ESC]鍵完成 

 
按下[2]鍵選擇“Baudrate” 

根據螢幕顯示： 

 

 

按下上、下箭頭，選擇需要的串列傳輸速率 

（600,1200,2400,4800,9600,14400,19200） 

按下 鍵確認

按下[ESC]鍵完成 

 

注：選擇“Hardware”、串列傳輸速率“9600”，需使用 DPN2335 印表機；選擇“Hardware”、串列傳

輸速率 

“19200”，需按照章節 2.5.1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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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調出/刪除資料 
2.4.3.1 調出數據 

按下[Mode][3][0]鍵 

按下 鍵確認

根據螢幕顯示： 
已存儲的資料組將按照時間排序顯示，從最近一次存儲的資
料開始： 

⚫ 按下 鍵，顯示所有存儲的資料 

⚫ 按下[F3]鍵，列印所顯示的資料 

⚫ 按下[F2]鍵，列印所有的資料 

⚫ 按下[ESC]鍵完成 

⚫ 按下下箭頭，顯示下一條資料 
⚫ 按下上箭頭，顯示上一條資料 若
無存儲資料，螢幕將顯示“no data” 

 

2.4.3.2 調出某一時間段的數據 

按下[Mode][3][1]鍵 

按下 鍵確認

根據螢幕顯示： 

輸入起始年、月、日 

e.g.：2014 年 5 月 15 日=[1][4][0][5][1][5] 

按下 鍵確認 

 

輸入終止年、月、日 

e.g.：2014 年 5 月 19 日=[1][4][0][5][1][9] 

 
按下 鍵確認 

⚫ 按下 鍵，顯示所有存儲的資料 

⚫ 按下[F3]鍵，列印所顯示的資料 

⚫ 按下[F2]鍵，列印所有的資料 

⚫ 按下[ESC]鍵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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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3 調出某一序號區間的數據 

按下[Mode][3][2]鍵 

 
按下 鍵確認 

根據螢幕顯示： 
輸入起始序號 

 
按下 鍵確認

輸入終止序號 

 
按下 鍵確認 

⚫ 按下 鍵，顯示所有存儲的資料 

⚫ 按下[F3]鍵，列印所顯示的資料 

⚫ 按下[F2]鍵，列印所有的資料 

⚫ 按下[ESC]鍵完成 

 

 

2.4.3.4 刪除資料  
按下[Mode][3][4]鍵

按下 鍵確認 

根據螢幕顯示： 

 
⚫ 按下[0]鍵返回存儲資料組 

⚫ 按下[1]鍵會出現新的提示 

 
按下 鍵確認刪除 

 

注：所有存儲資料將被刪除，或按下[ESC]鍵退出資料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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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5 刪除用戶校準 
 

 

 
 

按下[Mode][4][6]鍵

按下 鍵確認 

根據螢幕顯示： 

 
⚫ 按下[1]鍵刪除用戶校準 

⚫ 按下[0]鍵保持現有的用戶校準

按下 鍵完成 

 

 

 

 

2.4.4 調整螢幕對比度 
按下[Mode][8][0]鍵 

 
按下 鍵確認

根據螢幕顯示： 

⚫ 按下上箭頭提高螢幕對比度 

⚫ 按下下箭頭減少螢幕對比度 

 
按下 鍵完成 



31 

 

 

 

2.4.5 儀器特殊功能 

按下[Mode][9][1]鍵

按下 鍵確認 

此功能將顯示當前系統的版本，主電源連接情況，已測量的
數量，剩餘存儲容量 

 
按下下箭頭，顯示已測量的數量，剩餘存儲容量 

 

 
按下[ESC]鍵完成 

 

2.5 資料轉移 
將儀器連接到個人電腦（RS232）或印表機可進行列印。 

2.5.1 連接印表機 
適配臺式印表機DPN2335，使用印表機前，需按照如下步驟進行設置： 
串列傳輸速率：9600 
同位檢查位元：

None 數據位元：8 

注：列印前需連接、並開啟印表機 

2.5.2 資料轉移至個人電腦 
將儀器與印表機連接，進行資料傳輸需要相關軟體程式，可在 Lovibond 官網進行下載。 

2.5.3 線上更新 
可在 Lovibond 官網進行相關軟體的更新。為保護資料，建議更新軟體前將所存儲的資料全

部列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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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包裝資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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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打開外包裝 
仔細檢查以下所有專案，以確保下面的清單中的每一個部分是當前和運輸過程中沒有發生明顯的損

壞。如果有任何損壞或丟失，請立即與當地經銷商聯繫。 

3.2 包裝清單（標準配置） 
濁度計主機*1，樣品池外蓋*1,充電電池組*1，帶蓋圓形比色皿*4（Ø 24mm，高 54mm），燒杯*1 

（100ml），標準濁度組*1（0.1NTU、20NTU、200NTU、800NTU 各一個），擦拭布*1，螺絲刀*1，傳

輸保護帽*2，主電源，PC 連接線，說明書*1，擔保聲明（濁度組）。 

3.3 技術參數 
 

顯示 圖形顯示 

 
序列介面 

RS232 介面，連接印表機和電腦；8 位元資料，無同位，1 位起始位，1 位停止位； 
傳輸速率和協議：可調； 

Pin 1=free ；Pin 2= Rx Data；Pin3=Tx Data；Pin 4=free；Pin 5=GND； Pin 6=free； 

Pin 7=RTS； Pin 8=CTS；Pin 9=free 

光源 LED，λ= 860 nm，光電感測器 

原理 濁度比 

測量範圍 0.01 – 1100 NTU 

解析度 
0.01 – 9.99 NTU = 0.01 NTU 
10.0 – 99.9 NTU = 0.1 NTU 
100 – 1100 NTU = 1 NTU 

精度 
讀數的±  2 ％，或± 0.01 NTU，以較大者為准，在0.01 - 500 NTU範

圍內 測量值的±  5 ％，範圍為500-1000 NTU 

重複性 ±1%，或± 0.01NTU 

操作 耐酸和耐溶劑的觸摸敏感鍵盤，集成警示提示音 

電源 充電電池組，主電源，鋰電池 

自動關機 無操作 20min 後自動關機，或關機提示音響起 30s 後 

充電時間 近 10h 

尺寸 主機：265*195*70mm；攜帶箱：440*370*105mm 

重量 主機：近 1000g（含主電源、充電電池） 

使用環境 5–40°C；30–90%RH 

語言選擇 德語、英語、法語、西班牙語、義大利語 

存儲量 1000 組數據 

認證 CE 認證 



 

 

 

3.4 縮寫 
 

縮寫 含義 

Read/Avg Signal Average function 

NTU Nephelometric Turbidity Unit 

FTU Formazine Turbidity Unit 

FNU Formazine Nephelometric Unit 

FAU Formazine Attenuation Unit 

ASBC American Society of Brewing Chemists 

EBC European Brewery Convention 

mg/l Milligram per litre 

ppm Parts per million 

3.5 錯誤指示 
 

顯示 含義 操作提示 

Overrange 超出測量範圍 ⚫ 樣品是否被稀釋 

⚫ 樣品池外蓋是否關閉 

⚫ 樣品池外蓋關閉狀態下，再 

次測量 

Underrange 低於測量範圍 —— 

Storagesystem error 主電源連接錯誤 裝入或更換鋰電池 

更換電池信息： 
 

 
 

 

 
 

電量充滿； 
每 3 分鐘自動提
醒； 
每 12 分鐘自動提
醒； 

自動提示，儀器關 

機 

⚫ 充電電池電量多低 

⚫ 更換充電電池 

⚫ 根據說明書操作 

Printer „Timeout“ 
⚫ 印表機關閉 

⚫ 未連接 

⚫ 連接印表機 

⚫ 檢查連接線 

⚫ 打開印表機 

Instrument can be operated with the mains 
adapter but not with the rechargeable 
batteries. 

充電電池未充電， 
或有故障；保險絲 

故障 

為充電電池充電，或更換充電電
池，若仍舊存在此問題，更換保 

險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