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理化学实验仪器资料 
 

自动旋光仪 wzz-2ss 使用说明书 

仪器厂家：上海物光 

 

 

1.  安放仪器 

本仪器应安放在正常的照明、室温和湿度条件下使用，防止在高温高湿的

条件下使用，避免经常接触腐蚀性气体，否则将影响使用寿命，承放本仪器的基

座或工作台应牢固稳定，并基本水平。 

2.  接通电源 

将随机所附电源线一端插 220V50Hz 电源，(最好是稳压电源)，另一端插入

仪器背后的电源插座。 

3.  接通电源后，打开电源开关（见仪器后侧）。 

4.  准备试管。 

5.  按“测量”键（见仪器正面），这时液晶屏应有数字显示。注意：开机

后“测量”键只需按一次，如果误按该键，则仪器停止测量，液晶屏无显示。用

户可再次按“测量”键，液晶重新显示，此时需重新校零。若液晶屏已有数字显

示，则不需按“测量”键。 

6. 清零 

在已准备好的试管中注入蒸馏水或待测试样的溶剂放入仪器试样室的试样

槽中，按下“清零”键（见仪器正面），使显示为零。一般情况下本仪器如在不

放置试管时示数为零，放入无旋光度溶剂后（例如蒸馏水）测数也为零，但须注



意倘若在测试光束的通路上有小汽泡或试管的护片上有油污，不洁物或将试管护

片旋得过紧而引起附加旋光数，则将会影响空白测数，在有空白测数存在时必须

仔细检查上述因素或者用装有溶剂的空白试管放入试样槽后再清零。 

8.  测试 

除去空白溶剂，注入待测样品，将试管放入试样室的试样槽中，仪器的伺

服系统动作，液晶屏显示所测量出来的旋光度值，此时指示灯“1” （见仪器正

面）点亮。注意：试管内腔应用少量被测试样冲洗 3-5 次。 

9.  复测 

按“复测”键（见仪器正面）一次，指示灯“2”点亮，表示仪器显示第二

次测量结果，再次按“复测”键，指示灯“3”点亮，表示仪器显示第三次测量

结果。按“shift/1 2 3”键（见仪器正面），可切换显示各次测量的旋光度值。按

“平均”键（见仪器正面），显示平均值，指示灯“AV”点亮。 

 

 

 

722 分光光度计使用说明书   

仪器厂家：上海精科 

 

 

 



 

（1）预热仪器  将选择开关置于“T”，打开电源开关，使仪器预热 20 分 

钟。为了防止光电管疲劳，不要连续光照，预热仪器时和不测定时应将试样室盖

打开，使光路切断。   

（2）选定波长  根据实验要求，转动波长手轮，调至所需要的单色波

长。   

（3）固定灵敏度档  在能使空白溶液很好地调到“100%”的情况下，尽

可能采用灵敏度较低的挡，使用时，首先调到“1”挡，灵敏度不够时再逐渐升

高。但换挡改变灵敏度后，须重新校正“0%”和“100%”。选好的灵敏度，实验

过程中不要再变动。   

（4）调节 T=0%  轻轻旋动“0%”旋钮，使数字显示为“00.0”，（此时试

样室是打开的）。   

（5）调节 T=100%  将盛蒸馏水（或空白溶液，或纯溶剂）的比色皿放入

比色皿座架中的第一格内，并对准光路，把试样室盖子轻轻盖上，调节透过率

“100%”旋钮，使数字显示正好为“100.0”。   

（6）吸光度的测定  将选择开关置于“A”，盖上试样室盖子，将空白液

置于光路中，调节吸光度调节旋钮，使数字显示为“.000”。将盛有待测溶液的

比色皿放入比色皿座架中的其它格内，盖上试样室盖，轻轻拉动试样架拉手，使

待测溶液进入光路，此时数字显示值即为该待测溶液的吸光度值。读数后，打开

试样室盖，切断光路。   

重复上述测定操作 1-2次，读取相应的吸光度值，取平均值。   

（7）浓度的测定  选择开关由“A”旋置“C”，将已标定浓度的样品放

入光路，调节浓度旋钮，使得数字显示为标定值，将被测样品放入光路，此时数

字显示值即为该待测溶液的浓度值。   

（8）关机  实验完毕，切断电源，将比色皿取出洗净，并将比色皿座架

用软纸擦净。 

 

 

 



 

 pxsj216 离子计仪器使用 说明书 

仪器厂家：上海精科 

 

 

1．将仪器及 JB－1A 型电磁搅拌器平放在桌面上，分别将测量电极（231

玻璃电极）、参比电极（212参比电极）和温度传感器安装在 JB－1A 型电磁搅拌

器 的电极支持件上。  

2．拔去测量电极 1 插座或测量电极 2 插座上的 Q9 短路插头，将 231 玻璃

电极接入测量电极 1插座或测量电极 2插座内。注意：一个测量电极插口接测量

电极，另一个测量电极插口必须接 Q9 短路插头，否则仪器无法进行正确测量；

将 232甘汞电极接入参比电极接线柱上；将温度传感器的插头插入温度传感器插

座上；将打印机连接线接入 RS232接口(九芯针式)内；将通用电源器接入电源插

座内。这样，就可以接通电源开机了。  

3.开机。连接好通用电源器后，按下“ON/OFF”键，仪器将显示“PXSJ－

216离子分析仪、雷磁商标”等。数秒后，仪器自动进入电位测量状态。  

4.为了方便用户使用，仪器一开机即进入 mV 测量状态，其中显示屏上方显

示当前的测量结果，下方为仪器的状态提示（反向显示）。 

 5．仪器电极插口的选择  

为了保证测量的准确，仪器使用前，请检查一下测量电极插口的位置是否与



仪器设置的电极插口相一致，如果不是，则需要重新选择电极插口。此时按动“取

消”键，仪器显示当前的电极插口位置。 再按动“▲/0”或“▼/.”键移动高

亮条至实际测量电极的位置，并按“确认”键予以确认。 

6.关机  

（1）按下“ON/OFF”键，仪器关机。  

（2）将三个电极用纯水冲净，用滤纸吸去水分，套上保护帽。  

（3）做好仪器使用记录。  

较长时间不用时，可将电极取下，贮存在相应的电极盒中。注意将短路插头插入

“测量电极”插座中。 

 

 

 

 

 

723PC 分光光度计使用说明书 

仪器厂家：上海菁华 

 

 

一、开机预热 

    仪器在使用前应预热30分钟。 

二、波长设置 

    1．按动▲▼，键，并观察显示屏上波长值，至需要的测试波长。 

    2．按动数字键，显示SET WL=XXX（波长设置值），再按“确认”键，至需



要的测试波长。 

    注意事项：波长设置调100%T/OA后，以稳定5分钟后进行测试为好（符合行

业标准及质监局检定规程要求）。 

三、设置测试模式 

    按动“测试模式”键，便可切换测试模式。相应的测试模式循环如下： 

    A(吸光度)→T（透射比)→C(浓度) →A(吸光度)…… 

    *开机默认的测试方式为吸光度方式 

四、设置浓度测试功能 

    在浓度测试模式时，按动“功能”键，才能进入 

STD/CONC=1000标准浓度测试方式，或 

STD/FACT=1000斜率测试方式。 

五、调T零（0%T ) 

    仪器调0%T必须在样品室盖关闭的状态下。按动“调0%T"键显示屏上显示

“ZERO…”，仪器便进人自动调“0%T”状态，当显示器显示“XXX. X%T或-0 .      

XXXA”时便完成调T零。 

六、调 100%T/OA 

    将参比（空白）样品置人样品架，并拉动样品架拉杆使其进入光路。然后按

动“调100%T/OA"键，此时屏幕显示“BLANK...”延迟数秒便显示“100. 0%T（在

T模式时）或“-0. OOOA"、"0. OOOA"（在A模式时），即自动完成调100%T/OA。 

    *注意事项：调100%T/OA时不要打开样品室盖、推拉样品架。 

 

 

 

 

 

DDS307 电导仪使用说明书 

仪器厂家：上海雷磁 
 



    

 1. 开机 

1.1 电源线(18)插入仪器电源插座(11)，仪器必须有良好接地！按动电源开

关(12)，接通电源，预热30min后进行校准。 

1.2 校准 

仪器在使用前必须进行校准! 

将“选择”开关(9)指向“检查”，“常数”补偿调节旋钮(8)指向“1”刻度

线，“温度”补偿调节旋钮(6)指向“25”度线，调节“校准”调节旋钮(7)，使

仪器显示100.0µS/cm，至此校准完毕。 

2．测量 

2.1 在电导率测量过程中，正确选择电导电极常数，对获得较高的测量精度

是非常重要的。可配用的常数为0.01, 0. 1, 1.0, 10四种不同类型的电导电极。

用户应根据测量范围参照表1选择相应常数的电导电极。 

                             表1 

         测量范围（µS/cm）推荐使用电导常数的电极 

             0～2                  0.01，0.1 

             0～200                0.1，1.0 

             200～2000             1.0 

             2000～20000           1.0, 10 

             20000～100000         10 

 注：对常数为1.0, 10类型的电导电极有“光亮”和“铂黑”二种形式，镀



铂电极习惯上称为铂黑电极，对光亮电极电极而言，适宜的测量范围为0～300   

µS/cm。 

2.2 电极常数的设置方法如下： 

目前电导电极的电极常数分为0.01、0. 1、1.0及10四种不同类型。每支电

极的电极常数值以标签的形式粘贴在电极上，使用时根据电极上所标的电极常数

值将仪器面板上的“常数”补偿旋钮(8) 调节到相应的位置。 

2.2.1 将“选择”开关(9)指向“检查”，“温度”补偿调节旋钮(6)指向  “25”

度线，调节“校准”旋钮(7)，使仪器显示100. 0 µS/cm，. 

2.2.2 调节“常数”补偿调节旋钮(8)使仪器显示值与电极上所标明的数值相

一致。具体方法是： 

a) 电极常数若为0.01025 cm-'，则调节常数补偿调节旋钮(8)使仪器显示值为

102.50（测量值等于读数值X0. 01）。 

b) 电极常数若为0. 1025 cm-'，则调节常数补偿调节旋钮(8)使仪器显示为

102.50（测量值等于读数值X0. 1）。 

c) 电极常数若为1. 025 cm-'，则调节常数补偿调节旋钮(8)，使仪器显示为

102.5（测量值等于读数值X 1)。 

d) 电极常数若为10.25 cm-'，则调节常数补偿调节旋钮(8)，使仪器显示为

102.5（测量值二读数值x10). 

3. 温度补偿的设置 

   调节仪器面板上“温度”补偿调节旋钮(6)，使其指向待测溶液的实际温度

值，此时测量得到的将是待测溶液经过温度补偿后折算为25℃下的电导率值； 

如果将“温度”补偿调节旋钮(6)指向“25”刻度线，那么测量得到的将是待

测溶液在该温度下未经补偿的原始电导率值。 

4. 常数、温度补偿设置完毕，应将“选择”开关(9)按照表2置于合适位置。

在测量过程中，当显示值熄灭时，说明测量值超出量程范围，此时应切换“开关”

(9)至上一档量程。 

 

 

 



低温水浴使用说明书 

  仪器厂家：南京凡帝朗 

      

1．槽内加入液体介质，液体介质液面不能低于工作台板20mm, 

2．液体介质的选用： 

   A．工作温度低于5℃时，液体介质一般选用酒精； 

   B．工作温度5℃-80℃时，液体介质一搬选用纯净水； 

   C．工作温度80℃-90℃时，液体介质一般选用水油混合液； 

    D、工作温度在90℃-150℃时，液体介质一般选用油。 

3．循环泵的连接：  

    A．内循环泵的连接，将出液管与进液管用软管连接即可（随机配一根软管）。 

    B．外循环泵进行外循环连接，将出液管用软管连接在槽外容器进口，将进

液管接在槽外容器出口． 

4．插上电源，开启“电源“开关，开启“循环”开关。 

5．仪表操作如下： 

     A．仪表按键说明： 

      ◢移位键  ▲加数 ▼减数  SET设定功能键 

     B．温度设定： 

     如工作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按设定功能键进入温度设定值设定状态。设定



值末位闪烁，此时先按移位键后按加数，设定您所需的工作温度，再按设定功能

键并保存设定值，此时测量显示的是当前槽内液体介质的温度，此后微机进入自

动控制状态。 

     C．如工作温度低于环境温度，开启“制冷”开关，按设定功能键进人温度

设定值设定状态。设定值末位闪烁，此时先按移位键后按减数，设定您所需的工

作温度，再按设定功能键并保存设定值，此时测量显示的是当前槽内液体介质的

温度，此后微机进入自动控制状态。 

     D、其它参数说明： 

     a、SC表示测量修正； T表示时间比例周期； P表示时间比例带；I表示积

分系数；d表示微分系数 

     b、按设定功能键5秒后自动进入其他参数设定值状态，此时测量窗口显示

“SC”字样，按加数或减数设定您所需的参数，再按定功能键，测量值

窗口显示“ T”字样，按加键或减键设定您所需的参数，以此类推到全

部参数修改完毕。再按设定功能键5秒钟以恢复到正常的控制状态，此时

仪器自动保存各设定值。 

      注意： 

1．设定好所需的工作温度及其它参数后，需在15秒钟之内按动设定功能

键以保存设定值，如超出15秒仪器自动恢复原设定值． 

       2. 一般情况下用户无需修改各参数。 

 

 

 

 

 

 

 

 



 

量热计使用说明书 

仪器厂家：南京桑力 

 

 

1、将传感器接入后面板传感器座，用专用连接线一端接入后面板“控制输

出”座。另一端接热量计的输入（连接搅拌电机，氧弹），如需与电脑连接,用串

行口线与 RS232C 串行口连接即可。最后将电源线一端与仪器连接,另一端与～

220V的电源连接。 

2、打开电源开关，前面板显示如图三，测量指示灯亮： 

 

    8.672       28.67        00     

   温差 (℃)    温度 (℃)   时间间隔(秒) 

                   

3、将传感器放入被测介质中，待温度、温差相对稳定后按“采零”键，温

差即显示为“0.000”，此后温差窗口显示即为介质温度“变化量”。 

4、按下“锁定”键，“锁定”指示灯亮，仪器自动锁定所需基温，如在 26.77℃

时,仪器自动锁定 20℃为基温,26.77℃—20℃=6.772℃。温差显示为 6.772℃。 

注意：按下“锁定”键后，“采零”键不起作用，直至重新开机。 

5、打开搅拌开关，搅拌指示灯亮,仪器输出 110V的搅拌电机工作电压。 



6、按下“点火”按键，“点火”指示灯亮，仪器输出 0～36V点火电压，延

续数秒后，点火指示灯灭，表明点火成功。 

7、数据采集过程如需手工记录数据或观测数据，按一下“保持”键，蜂鸣

器响，温度、温差不变化，方便记录，再按一下“测量/保持”键，仪器自动跟

踪测量，如需定时记录，按“定时”键可在 0～99S之间设定记录时间的间隔。 

8、实验完毕，关闭电源开关，拔下电源线。 

 

恒流电源使用说明书 

仪器厂家：南京桑力 

 

 

 

1、将负载线按颜色插入并略旋紧（地线按需要与正或负连接，也可不连接）。 

2、接通电源，打开电源开关。 

3、将输出线夹短路，调节粗、细调整旋钮，使电流显示所需读数。 

4、将输出线夹与负载按正负极性相连，此时仪器显示通过负载的电流及两端电

压。 

 

 

 

 



阿贝折射仪 2WAJ 使用说明书 

仪器厂家：上海索光 

 

 

1. 仪器的安装。 

将折光仪置于靠窗的桌子或白炽灯前。但勿使仪器置于直照的日光中，以避

免液体试样迅速蒸发。用橡皮管将测量棱镜和辅助棱镜上保温夹套的进水口与超

级恒温槽串联起来，恒温温度以折光仪上的温度计读数为准. 

2. 加样 

松开锁钮，开启辅助棱镜，使其磨砂的斜面处于水平位置，用滴定管加小量

丙酮清洗镜面，促使难挥发的玷污物逸走，用滴定管时注意勿使管尖碰撞镜面。

必要时可用擦镜纸轻轻吸干镜面，但切勿用滤纸。待镜面干燥后，滴加数滴试样

于辅助棱镜的毛镜面上，闭合辅助棱镜，旋紧锁钮。若试样易挥发，则可在两棱

镜接近闭合时从加液小槽中加入，然后闭合两棱镜，锁紧锁钮。 

3. 对光 

转动手柄，使刻度盘标尺上的示值为最小，于是调节反射镜，使入射光进入

棱镜组，同时从测量望远镜中观察，使视场最亮。调节目镜，使视场准丝最清晰。 

4. 粗调 

转动手柄，使刻度盘标尺上的示值逐渐增大，直至观察到视场中出现彩色光

带或黑白临界线为止。 

5. 消色散 

转动消色散手柄，使视场内呈现一个清晰的明暗临界线。 

6. 精调 

http://www.instrument.com.cn/netshow/SH102140/C1185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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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动手柄，使临界线正好处在 X形准丝交点上，若此时又呈微色散，必须重

调消色散手柄，使临界线明暗清晰。 

7. 读数 

为保护刻度盘的清洁，现在的折光仪一般都将刻度盘装在罩内，读数时先打

开罩壳上方的小窗，使光线射入，然后从读数望远镜中读出标尺上相应的示值。

由于眼睛在判断临界线是否处于准丝点交点上时，容易疲劳，为减少偶然误差，

应转动手柄，重复测定三次，三个读数相差不能大于 0.0002，然后取其平均值。

试样的成分对折光率的影响是极其灵敏的，由于玷污或试样中易挥发组分的蒸

发，致使试样组分发生微小的改变，会导致读数不准，因此测一个试样须应重复

取三次样，测定这三个样品的数据，再取其平均值。 

8. 仪器校正 

折光仪的刻度盘上的标尺的零点有时会发生移动，须加以校正。校正的方法

是用一种已知折光率的标准液体，一般是用纯水，按上述方法进行测定，将平均

值与标准值比较，其差值即为校正值。 在 15℃到 30℃之间的温度系数为

-0.0001/℃。在精密的测定工作中，须在所测范围内用几种不同折光率的标准液

体进行校正，并画成校正曲线。以供测试时对照校核。 

 

相图仪使用说明书 

仪器厂家：南京桑力 

 

 

1、将控温仪与 KWL-09可控升降温电炉进行连接。将“冷风量调节”逆时针旋转

到底；“加热量调节” 逆时针旋转到底。 



2、将样品管插入控温区 “7”，温度传感器Ⅰ插入控温传感器插孔“6”，温度传

感器Ⅱ插入测试区炉膛内。  

3、按 SWKY-Ⅰ使用说明设置控制温度、定时时间。 

4、当温度显示 I达到所设定的温度并稳定 20 分钟左右，待样品管内试剂完全熔

化后，打开电炉加热电源开关，调节“加热量调节”旋钮,对测试区进行加

热,加热到低于被控温度 150℃时停止加热。将“加热量调节”旋钮, 逆时针

旋到底。用钳子取出试管放入测试区炉膛内并把温度传感器Ⅱ放入试管内。 

5、耐心调节“加热量调节”旋钮和“冷风量调节”旋钮，使之匀速降温。（降温

速率一般为 5℃～8℃/min为佳），一般情况下采用自然降温效果比较好。（如

与电脑连接，此时点击 “开始绘图”），记录实验数据。试验完毕，用钳子

从测试区炉膛内取出试管，放入试管摆放区进行冷却。 

6、如需做几组试验，当把控温区样品管取出放入测试区炉膛后，立即在控温区

电炉内放入另一根样品管，（当加热到所需温度时，由于 PID 调节，温度会

有稍许过冲），如此循环往复，直至多组试验做完。 

7、实验完毕,将 SWKY-Ⅰ数字控温仪处于置数状态，逆时针调节电炉“加热器调

节”旋钮，表头指示为零，顺时针调节“冷风量调节”旋钮到最大，进行降

温，待温度显示Ⅰ、温度显示Ⅱ显示温度接近室温时，关闭电源。 

 

饱和蒸汽压使用说明书 

仪器厂家：南京桑力 

 



 

1、上述各组成部分检测后，按图四用橡胶管将各仪器连接成饱和蒸气压的实验

装置。 

 

 饱和蒸气压系统装置示意图 

2、取下等位计，向加料口注入乙酸乙酯。使乙酸乙酯充满试液球体积的 2/3 和

U型等位计的大部分，按图四接好等位计。 

3、测定：接通冷却水，设定玻璃恒温水浴温度为 25℃，打开搅拌器开关，将回

差处于 0.2。当水浴温度达到 25℃时，将真空泵接到进气阀上，关闭阀 1，

打开阀 2（在整个实验过程中阀 2始终处于打开状态，无需再动）。开启真空

泵，打开进气阀使体系中的空气被抽出（压力计上显示-90Kpa 左右）。当 U

型等位计内的乙酸乙酯沸腾至 3-5 分钟时，关闭进气阀和真空泵，缓缓打开

阀 1，漏入空气，当 U型等位计中两臂的液面平齐时关闭阀 1。若等位计液柱

再变化，再打开阀 1 使液面平齐，待液柱不再变化时，记下恒温槽温度和压

力计上的压力值。若液柱始终变化，说明空气未被乙酸乙酯抽干净，应重复

3步骤。 

如法测定 30℃、35℃、40℃、45℃、50℃时的蒸气压。 

注！ 测定过程中如不慎使空气倒灌入试液球，则需重新抽真空后方能继续测定。

如升温过程中，U 型等位计内液体发生暴沸，可缓缓打开阀 1，漏入少量

空气，防止管内液体大量挥发而影响实验进行。 

实验结束后：慢慢打开进气活塞，使压力计恢复零位。用虹吸法放掉恒温

槽内的热水，关闭冷却水。拔去所有的电源插头。 

 



 

表面张力仪使用说明书 

仪器厂家：南京桑力 

   

 

 

实验装置连接示意图 

 

1、仪器准备  将表面张力仪器和毛细管洗净、烘干后按图接好。 

   注：可选用本厂的超级水浴对样品管进行恒温处理。 

2、仪器检漏  在滴液瓶中盛入水，将毛细管插入样品管中，打开泄压开关，从

侧管中加入样品，使毛细管管口刚好与液面相切，接入恒温水恒温五分钟后，

系统采零之后关闭泄压开关。此时，将滴液瓶的滴液开关缓慢打开放水，  

使体系内的压力降低，精密数字压力计显示一定数值时，关闭滴液瓶的开关。



若 2～3min内精密数字压力计数字不变，则说明体系不漏气，可以进行实验。 

3、仪器常数的测量  缓慢打开滴液瓶的滴液开关，调节滴液开关使精密数字压

力计显示值逐个递减，使气泡由毛细管尖端成单泡逸出，当气泡刚脱离毛细

管管端破裂的一瞬间，精密数字压力计上显示压力值，记录压力值，连续读

取三次，取其平均值。 

注：压力值为负值，是把当前大气压作为零。 

4、表面张力随溶液浓度变化的测定  按上述方法改变溶液的浓度分别测定各自

的压力值。 

5、实验完毕，使系统与大气相通，关掉电源，洗净玻璃仪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