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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介绍了XPDM 型露点仪的工作原理、仪器结构、技术指标、操作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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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众所周知, 氧气是生命的源泉, 在人们日常生活环

境以及医疗过程中,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医用氧气用

于缺氧的预防和治疗, 它的质量好坏直接关系到人们

的使用安全和身体健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

已将其纳入药品生产监管范围。为了保证医用氧气的

质量, 在《医用氧》国家标准中, 水含量检测是指标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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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很重要的检查项目。由于医用氧气瓶是碳钢制成的,

如果水分长期超标, 气瓶内壁就会生锈腐蚀, 从而对充

装的气体造成污染, 最终影响了产品质量。为此, 在医

用氧充装生产过程中, 使用露点仪对医用氧气瓶装产

品进行监控, 以确保产品质量优于国家标准的要求。

Xen tau r XPDM 型便携式快速露点仪用于医用氧气中

水含量的检测, 该型号仪器稳定性、性价比优于国内同

类型的露点仪。

1　工作原理
XPDM 型便携式快速露点仪的检测元件为一个氧

化铝电容传感器, 这种传感器具有寿命长、响应快、稳

定性好等特点。其内芯是一高纯铝棒, 表面氧化成氧化

铝薄膜, 其外壁涂一层多孔的金膜, 该金膜与内芯之间

形成电容; 由于氧化铝薄膜的吸水特性, 当水蒸气分子

被吸入其中时, 电容值发生变化, 检测并放大该电信号

即可得到湿度值, 通过电路显示在仪器面板显示屏上。

2　仪器结构
XPDM 型快速露点仪是电池供电的便携式仪表,

可以在- 100～ + 20 ℃的范围内快速准确地测定气体

的湿度。该仪器将检测室和电路控制器安装在一个仪

表箱内, 仪器体积小重量轻; 样气通过 6 mm 不锈钢管

(也可改装成快速接头) 连接到进气口, 样气出口接 6

mm 不锈钢管直接放空; 仪器面板前面有一探头室, 内

装探头, 检测时用手堵住放空出口将探头伸出, 测定完

后用手轻轻将探头压回探头室, 仪器自动对探头进行

干燥处理。仪器背面有一电池盒, 使用一个9 V 的碱性

电池; 仪器面板上有五个按键, 可对仪器进行开启、自

动校准、压力修正、多参数测量显示等。

3　技术指标
体积小: XPDM 型便携式快速露点仪的尺寸为

6315 mm ×108 mm ×190 mm ;

量程大: - 100～ + 20 ℃, 分辨率 011 ℃、准确度±

3 ℃、重复性±015 ℃;

响应快: 每次测量时间不超过 10 m in, 达到 63% 时

用时90 s, 达到90% 时用时450 s;

多参数显示: 仪器可同时测量通过传感器的气体

温度、湿度, 包括露点 ℃, υ , GöM 3,LBS 等;

工作压力: 标准200 kPa, 最大值690 kPa;

压力修正: 可编程压力修正键;

校准方法: 无须任何其他设备, 可定期对仪器自动

校准;

显示: 带有背光灯的三位半液晶显示;

控制: 5 个按键实现功能控制, 传感器手动传动装

置;

电源: 9 V 电池, 无操作时电源自动定时关闭;

隔离: 传感器、外壳和电源相互隔离, 属本安型仪

器; 也可用于可燃气体的检测。

4　操作步骤
将瓶装气体装上减压阀调整样品气出口压力为 2

～ 3 bar, 用不锈钢管连接到仪器入口 (也可采用快速接

头相连) , 吹扫进气管及仪表内管路、测量室等约5 m in;

将仪器放空出口用手堵住, 直至探头全部伸出, 放开手

指; 打开仪器电源开关POW ER 键约5～ 10 m in, 待数值

稳定后, 记录读数; 显示的数值单位可通过“▲”,“∀ ”

按键进行转换。测定完毕后, 用手轻轻将探头压回探头

室, 关闭电源开关, 断开样品气接头, 关闭瓶阀。

5　仪器自动校准
XPDM 型仪器利用了Xen tau r 传感器的饱和线性

特点, 用预先设置的饱和点 (出厂时设置为+ 20 ℃以上

露点达到饱和) , 只需将传感器置于+ 20 ℃以上饱和环

境中, 根据仪器提示按相应键即可。

自动校准过程: 从仪器配置的兰色手泵上取下匹

配器, 用一两滴水浸湿外部海绵体, 把匹配器再放回手

泵口上。打开仪器开关, 按两次“M OD E”键, 仪器将显

示“CAL ”校准提示。按“▲”键确认开始自动校准, 用手

轻轻将探头从探头室全部拉伸出 (如果没有将探头拉

伸出, 仪器会通过“嘀嘀”声并交替显示“PUL ”和

“OU T”提醒使用者; 如果没有完全拉出到位, 仪器会交

替显示“IN ”和“OU T”进行提示) ; 若按“∀ ”键则撤消自

动校准。

开始校准时, 将上述装好匹配器的手泵对准仪器

入口, 间歇地压入饱和湿气, 以使测量室处于饱和环

境, 再按“▲”键确认开始校准, 仪器闪烁显示“A C”, 1

m in 后, 仪器显示存储在存储器中的校准数, 同时显示

“END”; 其后回到测量方式, 仪器自动校准完成; 最后

用手轻轻将探头压回探头室, 关闭电源开关。

如果仪器交替显示“5EN ”和“2LO ”并伴随着“嘀

嘀”声, 说明传感器读数太低而不能形成饱和, 此读数

将引起自动校准失败, 须重新进行上述校准程序过程。

使用者可根据情况一年进行 2～ 3 次的自动校准;

也可以每年一次将其送计量部门进行检定或进行比对

校准。

6　仪器特点及注意事项
1) 该仪器是便携式的, 使用电池作为仪器本身电

源, 因此检测活动范围较大, 特别适合于户外测量。

2) 仪器操作简便、测量迅速、稳定性好、无须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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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寿命长。

3)仪器基本上无本底, 可适用于不同气体中水含

量测定, 最低可测量至01011×10- 6。当测量痕量水的样

气时, 其结果值可能会相应偏低, 这主要是由仪器的结

构造成的, 但整体上性价比还是合适的。

4)仪器不能用于油污气体、腐蚀性气体 (氯气、氨

气、氯化氢、二氧化硫等)、有冷凝水气体的检测, 以避

免损坏传感器或造成其精密度降低。如果样气中可能

存在固体粒子, 进气管中要加一个过滤器, 以便保护测

量室及传感器表面。

5)校准过程中千万不能将水滴滴入仪器, 校准时

环境温度最好在21～ 27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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