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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密性检漏仪

D650/D670

安装及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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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须知

使用仪器前应阅读本使用手册

1.安装信息

必须注意后面提供的所有安全警告信息。

1.1 拆包

本检漏仪备有一份装箱清单，显示了所包含的部件。不同的检漏仪型号其部件

也将会有所不同。如果缺少了任何部件，请与您的供应商联系。

在装运箱中可以发现以下物品。

 安装指导一本

 电源线一根

 电源适配器一个

 聚氨酯管一组

 快速接插接头若干

 I/O 绿色连接器 32 针脚 一只

1.2 位置

检漏仪应尽可能放在靠近检测工件的位置，以减少配管长度和测试时间，同时

使内部容积保持到最小程度。为了避免温度变化和阳光直射（可能会影响读数的重

复性），应将整个系统安装在远离热源和通风排气的位置。建议将连接测配系统隔

离开。检漏仪必须放置在不会摆动的水平支架上，用户可以自由接触到前面板控制

器和后面板上的连接器。

1.3 电源

提供适当的电源和适合本国使用的连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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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连接电源

 检查检漏仪前面板上的电源开关是否关闭。

 检查当前电源是否电力不足。

 按照下图，将交流电源线连接到电源上。

说明 示意图

 首先将电源线②插入③，

 ④插入仪器背部的 24VDC 电

源插孔，

 ①插入普通 220V,10A 插座.

（在不同的国家，随仪器的所提供的电源线类型将会不同。）

 当连接或断开电源线时，必须始终关闭检漏仪的电源开关。

1.4 工作条件

仪器在 5°C-40°C 的温度范围内运行，湿度范围 0-80%（不结露）。

1.5 气动连接

应将检测工件和气源或真空设备接头连接到相应的端口。检漏仪的气源必须清

洁干燥，没有污染。建议安装一个外部过滤器/调节器来提高检漏仪的气源质量。确

保电源电压不会超过后面板上列明的最大输入电压。水蒸汽、微粒和超压可能会损

坏仪器的内部元件，影响产品检测。

 空气源

 气密性检漏仪

仪器详细详细连接见 3 仪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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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压充气法气源连接

示意

真空负压法气源连接

示意

详细安装方法检安装指导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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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智公司售后服务保证

远智公司售后服务保证为﹕

 合格的技术团队

 技术热线支持

 备份零件快速供应

 快速维修

 品质承诺

 校准检查,以优惠价格提供仪器彻底检查服务。校准可在现场或我们的服务处进

行。公司提供符合国标校准合格证明书。

 技术培训﹐远智公司提供使用培训使客户更熟悉我们的仪器

 技术文件提供多种技术文件方便您进行快速的简易维修﹕

 故障原因说明并提供主要气动和电子故障的解决方案

 品质保证﹕本仪器的零件和服务的保证﹕

 质保期本仪器的保修期为购买之日起一年

 保修范围如果在保修期内发生属于本公司负责的故障时，本公司将免费维修或调

换。但以下情况不在质保范围内。

 在本说明书中明确指出的不恰当的条件和环境中使用，或者操作不当引起的故

障。

 擅自进行改装、修理。

 故障原因不是本仪器导致。

 把仪器用于使用范围之外。

 仪器出厂时，当时的科技无法预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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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智公司建议由专业公司
每年定期进行校验和校准工作

 自然灾害等非本公司部门责任的情况。

安全注意事项

本说明书记述了安全正确地使用气密性检漏仪的方法，并阐述了防止对自己和

他人造成伤害、财产损失等相关内容。不可进行本说明书以外的其它操作。

运输前进行捆包时，请拆除装在背面的过滤器、油雾分离器等凸出物。整个仪器

需用抗震材料保护，以防发生破损。

请勿在潮湿、阳光直射的地方、气温为5℃以下或在40℃以上的地方使用，以免

造成误动作和故障

[标记说明]:

注意

 关于电源线，请注意以下事项。否则可能损坏电源线，造成火灾和触电事故。

 请勿损坏电源线，擅自改造电源线，用力拉扯扯电源线。

标记 表示内容

警示

若忽视以下警示内容，而造成

误操作，可能会造成人员严重

伤亡等。

注意

若忽视以下注意内容，而造成

误操作，可能会造成人员受伤

和财产损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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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保养时，为了安全请将电源插头拔出。

 请勿用湿手插拔电源插头。

 拔电源插头时，请勿拉扯电源线。

 请勿接错电线。如果电线在接错状态下使用，容易造成气密性检漏仪和周边装置

发生故障。

 仪器请放在能充分承重的台架上并固定。请勿放在震动强烈、不稳定的地方。否

则，容易倒下损坏仪器。

 仪器上不可站人，也不要在仪器上放置其它物品，不可放在水、油、肥皂等液体

的容器内，也不要在仪器上放置其它物品。否则容易造成触电，设备损坏，生锈

等。

 请勿擅自拆开仪器，否则容易引起操作异常、受伤。

 请不要在气源连接着的时候，安装或拆卸配管。否则容易受伤。

 泄漏测试结束时，将空气完全排尽后，再松开被检件的夹具，否则容易受伤。

 搬动移动时，一定要用手托住底部，防止掉落，否则容易造成破损和损坏。

警示

 接通电源前，必须接地线。若不接地线，有可能引起触电。地线千万不可接在煤

气管道上，否则容易引起火灾和触电事故。

 电源插头的金属部分及其周围有灰尘时，请用干布仔细擦净。否则容易引起火灾

和触电事故。

 请不要使用规定外的电源电压，否则容易引起火灾和触电事故。

 万一气密性检漏仪掉落或损坏时，请切断电源，拔出插头，否则容易引起火灾和

触电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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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仪器充气时，不要超过规定的压力，否则容易造成损坏。

 当水、油等异物侵入仪器内部时，请立即关闭电源，拔出插头，否则容易引起火

灾和触电事故。

 切勿自行改装气密性检漏仪，否则容易引起火灾和触电事故。

 更换保险丝时，请使用与原有保险丝相同的型号，否则容易引起火灾和触电事故。

 发现以下现象时，请立即停止操作。

 冒烟

 异响

按照说明书的指示无法进行操作为了避免触电和受伤，请拔去电源线，断开气源，

否则容易引起火灾和触电事故。

注意

 由于性能和功能的提高，本说明书的内容可能在不预告的情况下作修改。

 禁止擅自对本说明书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转载、复制。

 本仪器具有预检误设定、误操作、内部故障和防止误判断的自检功能。因为自检

功能的对象是特定的，所以请用其它指定的仪器来确认其性能和操作。

 本仪器是通过标准品比较，测出差压的检测方式。因为标准品、被检件和夹具等

容易因漏气、容积变化而造成误差，所以在会使这些部品的温度发生变化等不恰

当的环境中使用时，有可能出现判断错误。

 对本仪器的使用有不清楚的地方，请尽早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代理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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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远智检漏仪类型

合肥远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气密性检漏仪依据国标生产，并经合肥市

电子产品检验所检验的合格产品，生产的全系列仪器分为三大类，分别为差压型气

密性检漏仪，直压型气密性检漏仪、流量型气密性检漏仪，适用于汽车零部件、机

械、阀门、电子、电器等行业的密封性泄漏检测，特别是新能源如电动汽车、核工

业的建筑门窗的密封性泄漏检测。

1.1 D 系列检漏仪

D 系气密性检漏仪是全功能测漏仪器，包含 D650,D670 基本型号﹐用来测试生

产线上的气密零件﹐它们是特别为全自动和半自动工作台所设计。其基本原理是测

试两个充满相等压力的测试和标准零件之间差压的微小变化或下降。

首先在差压型气密仪的标准端接上标准腔（标准腔可以是一个被用多种方法检

测合格并被确认为可以作为衡量其他与之相同的被测工件标准的工件或特定制品），

然后同时对标准腔与被测工件容腔充气（充气压力、时间等参数由工艺程确定），

经过一段数秒或数十秒的平衡时间后，将标准腔与工件被测容腔完全隔断进行数秒

或数十秒的压力监视后比较二者的压力差，这个压力差就是工件被测容腔的压力泄

漏值，若其值在允许范围内则认为被测品合格，否则判为不合格。

差压型检漏仪根据使用要求，可以是正压（充气）检漏仪，负压（抽气）检漏

仪，亦可以增配一台实现正压和负压双重功能的正负压检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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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格类型

2.1 测量范围规格

测量范围 精度 显示分辨率

0-50Pa 压力的 0,25% ± 1 Pa 0.01Pa

0-500Pa 压力的 0,25% ± 1 Pa 0.01Pa

0-1000Pa 压力的 0,25% ± 1 Pa 0.1Pa

0-2000Pa 压力的 0,25% ± 1 Pa 0.1Pa

0-5000Pa 压力的 0,5% ± 1 Pa 1Pa

2.2 可实现压力规格

型号 压力范围 精度 显示分辨率

D650 -90～-2KPa*，0.5～5 KPa

5 KPa～20 KPa；5 KPa～50 KPa；5 KPa～

100 KPa；5 KPa～200 KPa：

50 KPa～500 KPa；50 KPa～800 KPa；

-90～ 100KPa* ，-90～ 500KPa* ，-90～

800KPa*，100～1200 KPa；100～1600 KPa；

压力的 1%

±2 位数

0.001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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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70 0.2～2 MPa；0.5～3 MPa；0.5～4 MPa；

1～8MPa；2～20MPa；5～40MPa；

压力的 1%

±2 位数

0.1KPa

*：电子调压负压型，最大负压压力范围是-88kPa.

2.3 选型规格

50Pa 量程仅限于 50kpa 以下测试压力范围使用和选型

D650-02RV,表示测试压力为-99KPa 至-2KPa，差压范围为 500Pa 的负压仪器

3 测试方法

测试方法是根据仪器不同的配置进行实现，购置不同的仪器实现的方式不同。

3.1 直接或压降测量（充压法）

在将测试件和参考部件填充到所需的压力值之后，仪器测量由平衡阀分离的两

个体积之间的压差。

在一个循环结束时，仪器通过排气阀清空部件内部的气压。

工件与仪器通过气管连接，仪器对此零件内部充入压力，在测试和标准零件的

压力被充到所要求的水平后，测试被平衡阀分开的两容积之间的差压。如果工件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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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则工件内部的压力就会下降。双向压差产生变化，传感器探测此变化，这种方

法被大部分产品检测所使用，简单便捷。

3.2 直接或压升测量（真空法）

在将测试件和参考部件抽真空的方式抽取到所需的压力值之后，仪器测量由平

衡阀分离的两个体积之间的压差。

在一个循环结束时，仪器通过排气阀清空部件内部的气压。

3.3 压升和压降循环测量（正负压测试法）

在将测试件和参考部件填充到所需的压力值之后，仪器测量由平衡阀分离的两

个体积之间的压差。

在一个循环结束时，仪器通过排气阀清空部件内部的气压。

紧接着对测试气路进行切换，对测试件和参考部件抽真空的方式抽取到所需的

压力值之后，仪器测量由平衡阀分离的两个体积之间的压差。

在一个循环结束时，仪器通过排气阀清空部件内部的气压。

3.4 间接压力上升测试

将测试部件放置在密封的钟罩中，并且将仪器气路连接到钟罩。对零件内部加

压（实际加压压力可达10bar-50bar），并且给钟罩加轻微压力。 若此时发生泄漏，

钟罩内部的压力会上升。

该方法可以在高压力水平下测试某些部件，仪器只进行测试和监测测试钟罩中

的压力。在大泄漏的情况下，此方式需要在钟罩内安装安全阀，防止高压冲击仪器

造成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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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密封零件测试

容积充气法测试，此方法适用于不能充气的密封零件。他们被放入钟罩中， 通

过从外部体积转换空气压力来对钟罩进行加压。可以测量空气压力的差异来区分良

件和不良件。常用于IPX6, IPX7防水类电子产品检测。

此方法可以按照实现产品大小泄漏检测，在进行大泄漏的测试时，需要加配容

实现。

4 基准测量说明

4.1 无基准测量

测量部件和密封的参考件之间的压力变化。除非是测试体积非常小的零件，否则不

推荐进行不带参考件的测试方式。原理上推荐在参考侧带上一定的体积，这样有利

于测试过程中气压的稳定。

测试被检件和仪器标准腔之间的压力变化。无标准件的测试﹐适合测试小容积的零

件﹔最好是有一定容积的标准零件会较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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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有基准测量

测量测试件和参考件之间的压力变化。理想的测量条件是：测试零件和参考件以相

同的方式（相同的长度，直径和管道类型）连接同一台检漏仪。加参考件进行的测

量节省了时间，因为压力可以更快的平衡。 它适用于不能变形或模拟热效应、机械

效应的部件。

测试被测零件和标准零件（远智公司可提供相应的带散热效果的标准罐）之间的压

力变化。理想的测试条件是﹕被测零件和标准零件相同,且其连接到这两个零件的配

管也相同(相同长度﹑直径和管的种类)。有标准零件的测试较节省时间,因为压力平衡

时间较短。适用于不会变形且有类似的热和机械效应的零件。

4.3 对比测试

这种方法可以同时测试两个部件。一部分连接到测试端，另一部分连接到参考端。压

差传感器测量一部分相对于另一部分压力的下降。 当不良件出现概率非常低（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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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1％）时，可以使用该方法。 因为两个不良件同时出现的概率非常低。该方法

还用于易变形部件和具有自身恒定温度不同于环境温度的部件。 对比测试节省了相

当多的测试时间（两个部件同时测试）。

5 测试阶段

启动 开始

充气时间
测试和标准零件的加压。在充气时间结束时﹐仪器开始检查测试压力

﹐如果这个步骤不正确﹐仪器会显示测试压力错误。

等压时间

测试和标准零件完全切断气体供应﹐但被加压到测试压力水平。这两

个具有类似交流和反应的零件之间的压力和温度会达到平衡。如果测

试压力不正确(其中一个零件有大量漏气)﹐则测试压力会快速降低﹐

仪器不会继续下一个测试模式而会指出错误。

平衡时间
测试和标准件彼此被隔离且压力感应器开始测试两者之间的压力差异,

当阀门关闭时，会产生轻微的波动，为消除此波动，设置平衡时间。

测试时间
经过平衡稳定后，输出稳定的泄漏讯号﹔讯号经由电子判定并显示出

来零件由此被侦测出好或坏。

排气时间 使零件恢复到大气状态。

结束 排气完毕后仪器会发出结束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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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安装

1仪器前外观说明

1.1 D650 外观

机械调压阀型仪器

电子调压阀型仪器



远智差压型气密性检漏仪说明书 版本 V5.1

22

超过 5bar 测试压力仪器和真空型仪器启用测试气源进气口。低于 5bar 仪器先导气源

进气口和测试气源进气口共用。

1.2 D670 仪器

D670 机械调压阀型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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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70 电子调压阀型仪器

2.产品说明

2.1 彩色液晶触摸屏

工业电阻触摸屏，规格为 5.6 英寸，分辨率 680*480，2GB 内存，16 位颜色显示。

2.2 电源开关

金属圆形轻触自复位带灯开关，16mm 直径。

2.3 USB 接口

USB2.0 接口，以 CSV 形式输出各数据和设定值，支持合规的 USB 存储器使用。

2.4 泄漏校准器接口（选配）

支持符合远智规则的自动泄漏校正器。

2.5 快速安装支架

使用专用的固定底板，用 2 个 M4 螺钉即可安装或者卸下。

3 仪器安装

3.1 先导气源接头 P1

先导气源压力最大不得超过 700KPa（0.7MPa&7bar），超过压力会造成内部电磁阀

出现故障。可插入外部直径 8mm（Ф8）塑料或者聚氨酯气管，或者尼龙气管。

D650 型 500kpa 以下测试压力仪器先导气源与测试气源共用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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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测试气源接头 P4

允许最大符合设备型号要求。详见 2.3 选型规格 产品型号列表和产品标签。可插入

外部直径 8mm（Ф8）塑料或者聚氨酯气管，或者尼龙气管。

在 D650 型负压仪器使用此接口。其他类型没有此接口。

3.3 测试连接接头 P2，P3

测试连接接头，差压型仪器有 2 个，一个为被测端接头，一个是标准端被测接头，

标准尺寸支持为外径 8mm，内径 5-5.6mm 的塑料或者聚氨酯气管，或者尼龙气管。

3.4 排气口

排气口是测试完毕，气路进行排气的通道，可以通过设置外部排气，关闭本排气口，

详见【排气功能】。

3.5 夹紧连接器接头（选配）C1,C2

预留接口，可以连接快速连接器气源。

I/O 输入3.6 J2 接头（ ）

3.6.1 输入接头功能分配

1 保留 输入 NC 未启用

2 开始 输入 ON

3 停止 输入 ON

4 保压 输入 ON

5 保留 输入 NC 未启用

6 保留 输入 NC 未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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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频道#1(CH#7) 输入 ON 输入二进制

8 频道#2(CH#6) 输入 ON 输入二进制

9 频道#4(CH#5) 输入 ON 输入二进制

10 频道#8(CH#4) 输入 ON 输入二进制

11 频道#16(CH#3) 输入 ON 输入二进制

12 频道#32(CH#2) 输入 ON 输入二进制

13 频道#64(CH#1) 输入 ON 输入二进制

14 保留 输入 NC 未启用

15 24v

16 GND

注意: 24V电源必须由远智仪器的内部电源提供（最大0.3A）或由外部电源

供电。

输入常规均为常开（ON）状态，

3.6.2 输入回路

3.6.3 频道选择

输入二进制码切换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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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号 CH1 CH2 CH4 CH8 CH16 CH32 CH64

1 0 0 0 0 0 0 1

2 0 0 0 0 0 1 0

3 0 0 0 0 0 1 1

4 0 0 0 0 1 0 0

5 0 0 0 0 1 0 1

6 0 0 0 0 1 1 0

7 0 0 0 0 1 1 1

8 0 0 0 1 0 0 0

9 0 0 0 1 0 0 1

10 0 0 0 1 0 1 0

11 0 0 0 1 0 1 1

12 0 0 0 1 1 0 0

13 0 0 0 1 1 0 1

14 0 0 0 1 1 1 0

15 0 0 0 1 1 1 1

16 0 0 1 0 0 0 0

17 - 32 x x x x x x x

33 - 64 x x x x x x x

I/O 输出3.7 J1接头（ ）

1 夹紧 1 输出 NC 夹紧 1 设置时间时，上电，一直保持，直

到卸载 1，去电。

2 夹紧 2 输出 NC 夹紧 2 设置时间时，上电，一直保持，直

到卸载 2，去电

3 旁充 输出 NC 外部充气驱动

4 异常 输出 NC 当在等压过程中出现压力过高，过低等情

况时，给出 error 的信号（过高，过低等）

5 保留 输出 NC 未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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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TNG 输出 NC 数据分析结束，如果测试值小于泄漏值下

限（压降值下限），给出信号

7 TRNG 输出 NC 数据分析结束，如果测试值大于泄漏值上

限（压降值上限），给出信号

8 合格(ok) 输出 NC 数据分析结束，如果测试值泄漏值（（压

降值）上下限之间，给出信号

9 保留 输出 NC 未启用

10 保留 输出 NC 未启用

11 保留 输出 NC 未启用

12 打标记 输出 NC 夹打标记设置时间时，配合特殊设置使用

13 外排气 输出 NC 允许打开一个 I/O 点，驱动外部。

14 公共端

15 内部供电 24V

16 GND

输出常规均为常闭状态，如需启用该接口，需要在仪器管理-I/O 输出-页面进行设置，

打开该接口。详见 50 页 4.2 I/O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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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输出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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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与可编程控制器的典型连接示例

3.8.1 PLC 在 PNP 模式下的连接方式

连接示例

3.8.2 PLC 在 NPN 模式下的连接方式

连接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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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24V 电源由远智仪器的内部电源提供（最大 0.3A）或由外部电源供电。如果需

要使用外部电源连接 I/O 控制接口,额定输入电压;DC24V ±10%, 0.3A MAX.

3.9 J3接头 RS485

符合 485 通信规则。

3.10 J4 接头（RS232 接口，打印（Printer）

打印（Printer）：以标准 RS232 协议打印（或发送架构）程序参数和测试结果，必

须设置架构参数，RS232 参数（速度，串行端口）。

3.11 J5 接头（RS232 接口，扫描）

扫描输入:连接扫描器，通过扫描器对输入条码或者二维码。

上“+”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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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扫描器，通过扫描器对输入条码或者二维码。

适扫描器支持通信格式请咨询@远智，详见错误！未定义书签。

3.12 J6 接头（网络接口）

标准以太网 TCP / IP 连接协议，可以通过网关实现一对多的管理。

3.13 电源接口 J7

本仪器采用 24 V DC 供电方式。2.1*5.5mm 接口。最小配置电源为 24V，1.5A，36W

电源适配器。允许自配置电源，但是必须符合电源认证。

3.14 接地

使用接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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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认识并操作

1.仪器画面的认识

1.1 开机

1.2 密码输入

开机时需要输入密码，也可以在系统设置里改变为开机不需要设置密码的方式.

进入输入密码区。

开机读取内存，进度 100%进入开
机密码画面，大约时间需要 20s

输入密码输入状态，开始可设置 6
位数密码。默认开机密码为：
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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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操作画面

按照第四章 1.测试设置，见 37页，测试设置完成后，可以进行测试。

1.4 认识画面

画面的显示分为几个部分，状态显示栏将显示测试的过程。

点击开始，执行一个测试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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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测试信息及报警信息一览

合格：表示产品符合设置要求。

超出泄漏上限，超出泄漏下限：测试值超过了泄漏设置的上下限范围。

压力超量程：表示仪器实际测试的压力超过了仪器内部压力传感器的最大范围。

超量程：产品泄漏值较大。

压力过低：充气压力过低，或者产品产生很大的泄漏。

压力过高：充入产品的气压压力高于设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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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输入法

3.1 文本输入

（备注：汉字文字输入只能单个字输入，不能连输入）

3.2 数值输入

见上图右

4．主菜单

从主画面的齿轮点击进入管理菜单，按照需要进入设置，仪器根据实际需要分为六

大类控制。进入初始密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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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频道的选择

仪器提供 64 个参数频道供选择，可以在测试设置的菜单内右上侧根据需要点击

“+”或者“-”来获取需要的频道，也可以在仪器的主画面左上角进行切换。（在

“其他设置”的“远程”“是”模式下不能切换）

6.测试模式的选择

仪器根据配置提供了多种模式供选择，可以在测试设置的菜单内右下侧根据需要

点击“+”或者“-”来获取需要的模式。

7.不同不模式参数的设置

仪器每个模式下的参数都是独立的，模式切换后，当前频道的参数是变化的。需要

重新设置，可以进行保存。

8. 按钮位置符号定义

>> 表示：可以输入

<> 表示：点击可以切换

-> 表示：点击可以进入

<-> 表示：点击可以还原

>-< 表示：只可以显示

返回上一级菜单

返回主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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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画面的操作和设置

1.测试设置

测试设置共有 8 类子分类进行设置，组合成仪器实际使用的参数，部分参数出厂

进行了默认，如果需要更改，请根据实际进行进行调整。

1.1 基本设置

频道名称：可以进行中英文输入，输入最大字符数 10 个字符或者 5 个汉字。

序号类型：可以选择递增和无，递增代表从 1 开始计数。无表示不计数。可以存

储在数据库中。

序号前缀：可以对序号进行前缀设置，比如，SRQ.

序号类型和序号前缀是进行组合使用的，在设置了序号前缀和序号类

型（递增），

实例：SRQ_001, SRQ_002, SRQ_003,……..,

会在主画面显示按照实例显示序号，并保存在数据的序号栏。

等效容积：为产品测试参与计算的容积，其单位随着单位设置的变化而变化。最

如果采用流量单位做完判断
结果依据，需要设置等效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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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设置字符数为整数位 6 位，小数位 2 位。

2.2 单位设置

单位设置可以对仪器使用的所有单位进行设置，采用点击自动切换的方式选取。

压力单位 kPa，bar，Pa，Psi，mmHg，mmH2O，MPa，mbar，kgf/cm²，atm

差压单位 Pa，Pa/s，Pa/min，kPa，kPa/s，mmHg，mmH2O，mbar，Psi

泄漏单位 mL/min，mL/s，mL/h，cc/min，cm3/min，sccm，SLM，L/s，L/min，

L/h，Pa.m3/s（1.69E-3）

时间单位 s,min,h

容积单位 mL,cm3,L,m3,ft,in

对单位可以在“<>”位置点
击，进行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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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压力设置

充气方式*:本仪器提供两种充气方式，标准和容积充气方式，标准充气为常规的

测试方法，默认标准，容积法充气可以针对气压稳定有特殊需求以及对密封件类

型产品测试时使用。容积法充气可参考【前言 3.5】及

预充气压力：是指采用电子调压阀时，可以采用调压阀在充气之前对产品进行预

充，预充的范围不能超过仪器本身的压力范围。预充气范围受仪器传感器和电子

机械调压型”压力设置“画面

电子调压型”压力设置“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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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压阀本身的范围控制，详细可以咨询远智工程师。

压力上限：设置实际测试压力的上限，当实际压力高于此值时，仪器将会报警。

标准压力：产品测试的实际压力值，作为参考，设置压力上限和下限。

压力下限：设置实际测试压力的下限，当实际压力低于此值时，仪器将会报警。

*仪器如果不设置压力下限时，遇到产品大漏时，将不判断产品不合格。

压力下降速率报警：在等压阶段压力下降值超过此值时，仪器报警。此功能在容

积法下使用无效。

注：三种压力的设置，需要先设置标准压力，才能设置压力上限和下限。且压力

上限需要高于标准压力，压力下限需要低于标准压力。否则设置后，仪器不会存

储。

2.4 特殊设置

机械调压型”特殊设置“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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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设置是针对测试扩展的时间设置，可以设置以下：

夹紧 1：如果仪器配有自动连接器或者外部需要驱动气动部件，则夹紧 1 可以在测试

开始时，通过此项来延迟对测试部件的加压或者利用此项功能进行气动电磁阀和气

缸部件。夹紧 1还可以作为延时功能使用

夹紧 2：可以激活第二个自动连接器或者第二个外部驱动元件。

旁充：可以激活 IO 口（需要将仪器管理 IO 口打开），连接外部可充气装置，在测

试开始时，先进行充气，设置时间结束时，停止旁充。

预充气：针对电子比例调压阀使用，如果仪器配置了电子调压阀，则可以在此处设

置预先充气的压力。可以设置较标准压力大一些的压力，此功能主要为了节约充气

时间，或者针对有弹性形变的产品充气。请在远智的工程师指导下使用。

预排气：针对电子调压阀使用，可以预设置时间，在预充气后，打开排气阀排气。

打标记：可以设置时间，测试结束后，合格产品允许打标，需要从 I/O 点引出接线

驱动外部（咨询远智技术）。

卸载 2：针对夹紧 2的设置，夹紧 2 如果设置时间，并驱动外部气动部件或者自动连

接器，此项需设置时间。

电子调压型”特殊设置“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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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载 1：针对夹紧 1的设置，夹紧 1 如果设置时间，并驱动外部气动部件或者自动连

接器，此项需设置时间。

2.5 时间设置

充气时间：对产品充气或者抽气的时间。

等压时间：主要为降低热效应带来的压力波动。

平衡时间：为了稳定工件与检测传感器之间压力，消除气阀关闭的气流波动影响。

测试时间：检测工件泄漏情况，具体时间根据设定的漏率标准和操作模式而定。

排气时间：工件排气，状态回归与大气压等压的状态下的所需时间。

*以上时间是 D6th 系列仪器在使用泄漏模式测试时必须设置的参数，缺少任何一项

参数都会导致测试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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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泄漏设置

压降值上限：以压降为泄漏标准，当值大于设定值被检产品不合格仪器报警。

压降值下限：以压降为泄漏标准，当值小于设定值被检产品不合格仪器报警。

泄漏率上限：以泄漏率为泄漏标准，当值大于设定值被检产品不合格仪器报警。

泄漏率下限：以泄漏率为泄漏标准，当值小于设定值被检产品不合格仪器报警。

平衡值上限：*平衡泄漏上限设定值，当测试平衡阶段，值大于此值，提前报警。

平衡值下限：*平衡泄漏下限设定值，当测试平衡阶段，值小于此值，提前报警

泄漏判断标准：仪器的主画面有 2 个判断值显示，实际判断只有一个生效，可以在

此选择。如果选择压降值，则依据泄漏设置里的压降上下限来进行判断并实现是否

报警；如果选择泄漏值，则依据泄漏设置里的泄漏上下限来进行判断并实现是否报

警。

*仅针对特殊用途和特殊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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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补偿设置

补偿主要针对已经发生迁移和变化的压力和差压值进行补偿，主要有以下补偿方式：

压力校正：对压力进行修正，设置正值，是对显示值进行加值，例如，显示值是 100kpa，

设置为 5kpa，最终显示值是 105kpa。设置负值，是对显示值进行减值，例如，显示

值是 100kpa，设置为-5kpa，最终显示值是 95kpa。可以设置包含一位小数点的值。

斜率：标准斜率为 1，当设置值时，同比放大或者缩小整体泄漏值。

偏移修正：设置值后，按照当前单位值进行整体偏移修正，例如测试值时 20pa，现

在需要实现显示 0pa，那么输入-20pa，测试时结果将变为 0pa 附近。

非负值：对结果为负的值取绝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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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其他设置

其他设置是对正常测试的扩展，包含以下设置：

安全设置：“是”，禁止使用，“否”允许使用，只针对“远程”有效，手动时可

以使用主画面的开始，停止，保压，频道切换+-。“远程”+”否“时，不能使用“开

始”和“保压”，可以操作”停止“和”频道+-”；“远程”+”是“时，主画面除

了“齿轮图标”其他都不能操作(频道+-，开始，停止，保压）

控制模式：有手动，远程二种模式。

手动：本地操作模式，即只能采用手动点击的方式操作仪器。

循环：是自动的测试方式，当采用外部或者手动启动“开始”，仪器将按照

设置（见循环路径和循环方式），进行当前频道循环测试或者按照设置频道循环测

试以及按照设置次数在本频道循环测试。

远程：采用 I/O 端口连接外部控制器，并对仪器进行操作的方式，这是一个特

殊的方式，当启用此选项时，部分功能需要进行设置才能使用。

I/O 操作部分详见 3.7 J2 接头（I/O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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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路径：循环条件有“N”和“N+1””C”选项，选择“N”，测试将在本频道

内部循环，如果设置“N+1”,测试将持续至下一频道，整个测试程序可以实现最多 8

个频道连续测试，可以在不借助外部控制器就实现多频道测试。

循环方式：”单次“和”循环“使用单次时，仅对”N“有效（即当前频道有效）。

循环条件：当启用 N，N+1，C 的时间，循环测试的条件，满足设置的条件执行。

循环次数：在当前频道状态下，实现 N 次测试

外部排气：点击变换是否，是：采用外部排气；否：采用仪器排气。

**如果设置了循环，可以使用 N+1，C 功能。N+1，持续进入下一个频道，C 是在当

前频道测试完毕，可以返回此循环开始的频道。不能在”单次“下使用。使用 C 时，

只允许链接 2 个频道。即第一个频道时 N+1，第二个频道 C。不支持超过 2 个频道

的切换使用。

3.数据库

数据库可以存储，查询及分析数据。

3.1 数据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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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据显示

数据显示 5 列，压降型仪器测试值采用 ml/min 等流量单位时，同步显示压降值。如

果只采用压降单位时，则不显示泄漏值（流量单位值）。

如需更多的测试数据，可以将数据导出到 U 盘，采用电脑查看。

数据最多可以显示 99999 组数据，数据不删除，将循环覆盖。

如需定位查询，需输入页面，确定查询。

点击按时间查询，进入时间设置
阶段，设置查询的开始和结束时
间。如果不选择输入时间，仪器
将默认查询所有数据

点击按频道查询，进入频道选择，
点击确定将查找当前频道的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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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数据删除

数据存储有上限，达到上限后，将循环存储，为保证数据不丢失和覆盖，需要将数

据定期导出和删除。

3.4 数据导出

频道选择：默认 00 频道是表示所有频道数据导出，如果想选择单个频道数据，可以

直接在频道选择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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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时将给出四种提示：

未检测到 U 盘

U 盘加载中

正在导出

导出完毕

导出完毕后，建议等待 3-5s，再拔出 U 盘。

U 盘需要使用超过 8G 内存，建议使用 32G 或者 64G 的 U 盘导出。部分 U 盘内置码

过长不能导出时，需要更换 U 盘。

3.5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可以根据频道和时间，或者依据默认值，统计并以柱状图的方式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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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仪器管理

4.1 I/O 输入

I/O 输入，均采用继电器板输入 。ON为打开状态，OFF 为关闭状态。I/O 输入出厂已

经固定其状态，无需操作，直接使用。接线方式详见 3.6 J1 接头（I/O 输入）

4.2 I/O 输出

机械调压型，输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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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输出，均采用光耦输出 。

ON为打开状态，OFF 为关闭状态。I/O 输入出厂为关闭 OFF 状态，操作时需点击切换

打开变为 ON 状态，才能使用。接线方式详见 3.7 J2 接头（I/O 输出）

4.3 仪器自检

仪器自检：只能在测试（T）和参考端（R）堵帽堵上的时候进行。 测试时间参数根

据内部预设，测试压力依据当前压力，进行自检

执行三个完整的循环：充气、等压、平衡、测试、排气。

步骤：

用堵帽将测试端和参考端堵住。

按下开始来进行。

电子调压型输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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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会自动停止，如果阀体和传感器工作正常，仪器会显示：合格.

如果阀有泄漏或者发生错误，仪器会显示合格。

4.4 压力计量

此功能主要是方便计量单位使用或者使用客户自己计量仪器，

设备执行持续充气并显示当前压力。 这样可以对压力传感器进行校准。

步骤：
点击开始，执行。测试完毕终止，
数值显示，如需再次开始，先“重
置”，再点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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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泄漏计量

该功能能够进行压差传感器的校准，但必须确保测试压力为 0.

点击开始，测试过程中，数值显示框显示实时的差压值。

4.6 阀门计数

此功能主要计数阀门动作次数。

*如果采用机械阀，确保左旋到
底，如果采用电子调压阀，确保
标准压力值设置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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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设备管理

5.1 打印

打印机：使用连接打印机必须打开显示为“开”才可以使用。

打印条件：可选择三种条件，满足即可打印。

*打印机只支持串口打印机且远智公司配置固定型号打印机。

5.2 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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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器：支持二维码和条形码，位数为 38 位，最少位数 8 位，可条码位数：可设置，

最大位数为 38 位。扫描内容为英文和阿拉伯数字以及符号。使用连接扫描器必须打

开显示为“开”才可以使用。

扫描启动：扫描条码，仪器自动动作，可能会给使用人员或他人造成危险，请谨慎

使用。

支持的扫描器通信参数:串口 波特率 9600bps,数据位 8 位,停止位 1 位,无校验，

推荐型号为：摩托罗拉 Ls2806 串口型

*扫描器只支持串口扫描器

5.3 通信 485

设备地址：可设置 1-255 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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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网络设置

网络设置：点击 NO 键自动获取网络 IP 地址。如果自动需要额外使用工具进行接受。

点击为 off，可手动设置 IP 地址，出厂默认为手动。建议采用手动。详细规范请见通

信协议说明书。

6.系统设置

6.1 系统时间设置

使用步骤：
连接网线，设置完毕后，关机重
启。iP 地址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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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数据所在位置屏幕直接切换。

6.2 系统密码设置

操作者密码：初始密码******，操作者密码可以开机启动，进行测试操作，其他无效。

管理者密码：初始密码********，最高权限，可以设置任意参数。

6.3 系统出厂设置

开机密码：选择“关”开机无密码，选择“开”，仪器开机需要开机密码才能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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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机零点复位：可选择时间，当仪器通电状态下，仪器执行自动归零。

待机屏保：选择时间，当仪器通电状态下，仪器进入待机状态，显示待机图片。

制造商参数维护：非制造商人员禁止操作。

6.4 还原设置

密码还原：擦除更改后的密码，恢复为出厂设置密码（******）；

频道参数还原：擦除频道设置的参数，包含测试设置的所有频道下的参数。

还原出厂：擦除所有可输入和存储数据，出厂后更改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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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仪器帮助

7.1 帮助菜单

帮助指南根据需要进行学习浏览。

7.2 计算工具

计算工具有三个，分别是压降值，泄漏率和等效容积，每个前三个为已知量，最后

一个为未知量。输入完成后点击计算可以得出需要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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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仪器的参数设计和设定说明

1．基本参数的设置和导航

基本设定将设定测试模式，类型，及单位

测试类型 泄漏测试/减低测试/密封测试/通塞测试/减低测试

工作模式 手动/循环/远程

压力单位 kPa，bar，Pa，Psi，mmHg，mmH2O，MPa，mbar，kgf/cm²，atm

差压单位 Pa，Pa/s，Pa/min，kPa，kPa/s，mmHg，mmH2O，mbar，Psi

泄漏单位 mL/min，mL/s，mL/h，cc/min，cm
3
/min，sccm，SLM，L/s，L/min，

L/h，Pa.m
3
/s（1.69E-3）

时间单位 S,min,h,

容积单位 mL,cm3,L,m3,ft,in

频道连接 此功能可以让仪器一个接一个的完成数个测试循环，仪器可以连

接64个频道。

2．测试类型

2.1 泄漏测试

测试循环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启动 开始

充气
测试和标准零件的加压。在充气时间结束时﹐仪器开始检查测试压力

﹐如果这个步骤不正确﹐仪器会显示测试压力错误。

等压
测试和标准零件完全切断气体供应﹐但被加压到测试压力水平。这两

个具有类似交流和反应的零件之间的压力和温度会达到稳定。如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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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压力不正确(其中一个零件有大量漏气)﹐则测试压力会快速降低﹐

仪器不会继续下一个测试阶段而会指出错误。

平衡
开启平衡阀关闭测试端和标准零件的连通，回路的气体因阀门关闭产

生轻微的波动，通过平衡时间进行消除。

测试
测试和标准件彼此被隔离且压力感应器开始测试两者之间的压力差

异﹔讯号经由电子判定并显示出来零件由此被侦测出好或坏。

排气 使零件恢复到大气状态。

结束 排气完毕后仪器会发出结束讯号

2.1.1 容积充气下的密封测试

密封零件模式是为密封部件设计的的泄漏测量方式。方案是密封部件在密封腔体内，

往腔体内充气，并测量腔体内的压降。

基于公式: P1.V1 = P2.V2

如果部件正在泄漏，最终体积将是更大的，所以最终压力会降低。

必须条件，需要在仪器外接一个容积。

测试方法：

充气方式:容积。

标准模式进行第一个循环检测大漏，然后第二个循环在标称压力下测试小漏。

学习如何进行测试：

此方法进行测试时，需要先进行学习和校验，为了让仪器能够检测大漏，必须学习，

一是学习合格件另一个是学习不合格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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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如果外接配容体积为 V2，选择一个已知合格产品，选择容积充气，将压力调

制需要的压力，点击开始，观察压力显示值并记录，需要按照这种方式将压力调节

至实际需要的压力，比如时 10kPa。再拿掉产品，测试空腔，点击开始，观察压力显

示值并记录。将测试空腔显示的压力值作为压力的下限值。（具体操作可以比此压

力稍微调整高一些）

当产品出现大泄漏时，仪器将再等压的时间阶段按照压力上限和下限的限制进行报

警，当压力低于压力下限设置值时，仪器将报警。此时为大漏不合格，如果等压阶

段没有报警，仪器将持续允许，进入微漏（小漏）的测试过程。

设置参数的要求，由于密封测试采用的时全密封钟罩形式，仪器的等压和平衡时间

不宜过长，否则会将泄漏平衡消除。具体操作以实际为主，详细可以咨询远智工程

师。

具体参考： @合肥远智工程师

2.2 通塞测试

阻塞模式用于粗略测量流量值。利用标准压力限制作为分类结果好或差的标准。

如果测量的压力高于下限，则流量太大

如果测量的压力低于上限，则流量太小。

此测试仅包含充气阶段，且在此期间执行判断。

2.3 减低测试

此模式用于测量大泄漏量，所需的允收值高于压差传感器的满量程时适用。

测试由压力传感器完成。

此功能可以实现完整的测试流程，并给出数值判断，当执行时，忽略平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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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疲劳测试

开启此功能，可以让仪器执行 N 次测试，

此测试仅包含充气阶段和排气阶段，且在不判断任何数值，只执行动作和时间，当

设置N=具体数值时，可以执行具体数值的次数，如果没有具体，为默认值0时，将一

直进行测试，直到给出停止命令

3.控制模式

3.1 手动模式

为普通工作模式，检测过程中每次检测完毕后需要启动按键才能继续进入测试过程

为循环自动模式，每次检测完毕自动进入下一次检测，无需在进行手动启动.

3.2 远程模式

为接通远程控制盒使用和外接PLC及外围设备使用，选用此模式，在设置“远程“”

是“时，检测主画面【停止】、【开始】按键触摸无反应。

4.单位

4.1 压力单位

压力单位的换算关系,可见《压力换算表》

压力单位的本源以kPa作为基准，所有压力表示方式均为表压（相对于绝压）。

100kPa=105Pa(N/m2)=1bar=1000mbar=0.986atm=14.503psi(lbf/in2)=750.061mmH

g(Torr )=10197.162mmH2O= 1kgf/cm2=0.1MPa

4.2 差压单位

Pa, kPa, Pa/s, kPa/s ,mbar,Pa/min, mmH2O, mmHg,psi, kgf/cm2,

差压单位在使用过程是需要增加利用时间单位进行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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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泄漏单位

mL/min, mL/s , L/min, sccm,Pa·m3/s, mabrl/s,g/y,Nm3/h

1ml/min=0.016ml/s=10-3L/min=1sccm

1ml/min=1×10-6m3·atm/60s=1×10-6m3·105Pa/60s=1×10-3Pa·m3/s

1ml/min =1×10-3L·103mbar/60s=1.6×10-2 mbar·L/s

1ml/min=1.1235×104g/y

1g/y=8.9×10-7Pa·m3/s

1ml/min=1×10-6 Nm3/60=1.6×10-8 Nm3/h

根据阿氏定律：在标准状态下，指压力P0=1.01352×105pa，温度，T0=273K，1

克分了M(mo1)任何物质均占有体积Vm=22.41383升，因此，当室温(20℃)T=293K时，

年(a)泄漏率对应的气体漏率Q=PoVmgT/MaTo，单位为pa·m3/s，例如：

家用冰箱的充许漏率为1克/年，将其转变成气体漏率则

Q=1.0352×105×22.41383×10-3×l×293/86.5×60×60×24×365×273=8.9×

10-7pa·m3/s

其中86.5是冷媒的分子量(R22)

4.4 时间单位

1h=60min=3600s

4.5 容积单位

ml,L, m3, 立方英寸(in3) 立方英尺(ft3)

1000毫升(ml)=1升(L)=0.001立方米 (m3)= 61.023立方英寸(in3) = 0.035立方英尺(ft3)

https://www.baidu.com/s?wd=m3&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dnyckPWF9uHfznh7-Pj9b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jb4PjfvPWTd
https://www.baidu.com/s?wd=m3&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dnyckPWF9uHfznh7-Pj9b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jb4PjfvPWTd
http://www.ab126.com/abc/1713.html
http://www.ab126.com/abc/17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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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频道功能扩展

5.1.频道链接

此功能可以让仪器一个接一个的完成数个测试循环，仪器可以连接8个程序。

功能可以在参数菜单下面编辑，程序默认把它们的频道号排成N+1的形式。仪器会根

据原来频道号N+1的顺序来链接程序：

链接终止是最后一个频道不选择N+1。

 无条件

 合格

 不合格

循环测试结束后如果最后一个链接是不合格，将停留在最后一个频道。

5.2.循环次数

执行循环次数可以按照要求进行循环，到达条件结束执行。循环次数只针对当前频

道有效，可以设置最大次数为 9999 次，此功能适用于疲劳测试。

其他设置内部的频道链接设置为“N”，不可设置为“N+1”,否则会链接到下一个频

道。

频道链接和循环次数不可同时使用，频道链接权限优先于循环次数。

5.3 需要返回测试的设置

此功能可以让仪器的频道测试完毕返回最原始的测试开始频道。

功能可以在参数菜单下面编辑，开始频道为N+1的形式。

链接终止是最后一个频道选择C。

此方式只允许使用2个频道，超过2个频道无法回到初始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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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压力设置

6.1.充气压力设置

预充气压力 实际的测试压力，对电子阀类型仪器使用 *

标准充气压力 实际的测试压力，对电子阀类型仪器使用 *

标准压力上限 测试过程中，可以充气压力的上限

标准压力下限 测试过程中，可以充气压力的下限

压力下降速率报警 是等压过程中的一个判断，如果压力下降值达到一定值就会

报警

6.2.旁充

旁充功能和预充气在以下三种情况下适用:

 大体积零件测试中:为了更快地填充零件，以减少循环时间；

 对测试前需要初始拉伸的部件进行测试:使得它们在测试期间保持体积稳定；

 零件验证测试:其中预填充压力对测试部件施加升高的压力，以确保部件在其工作

压力下测试成功。

在测量循环中设置旁充或者加入预充气和预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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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仪器中安装有电调阀时，此功能适用。要设置的相关参数: 部分参考【时间设置】

 预充气压力压力，

 预充气时间，

 预排气时间，（可设置为 0，表示不设置预排气时间）

6.3.标准压力上限

当充气压力超过上限，仪器给出报警信息，并停止检测。

6.4.标准充气压力

标准充气压力是被测产品的实际压力，采用仪器的机械调压阀调节，为了调节出较

好的稳定压力值，可以再【保压】的状态下，转动阀旋钮，调节至合适的压力，然

后锁定减压阀旋钮。

6.5.标准压力下限

当充气压力低于此值时，仪器给出报警，并停止检测。

7.时间

7.1.夹紧和卸载时间

夹紧时间可以作为延时功能使用，采用延时功能时，延时功能阶段可以设置自动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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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器的开启和关闭时间，如果延时时间为 0，则对自动连接器无效，采用频道链接功

能，如果不设置等同延时时间，则自动连接器不进行工作，请注意一定要设置时间。

夹紧 1 和 2 是加入到测试过程的时间段。

如果没有自动连接器，那么夹紧 1 和夹紧 2 是测试过程的一部分。

如果仪器配有自动连接器，则夹紧 1 夹紧 2 可以在测试开始时，通过激活连接器来

延迟对测试部件的加压。

卸载 1 和卸载 2 是相对于夹紧 1 和夹紧 2 使用。当采用连接器时，需要设置夹紧和

卸载时间。（自动连接器链接方法请见 ------3.5 夹紧连接器接头（选配）C1,C2）

7.2.充气时间

这是对待测试部件加压的时间。 它不能太长（浪费时间）或太短（组件中的压力可

能由于温度变化导致的压力下降而有风险不足）。

要确定适当的填充时间，必须设置过长的填充时间以便进行填充，然后将其缩短，

直到由于热效应而发生压力下降。

7.3 等压时间

停止加压，等待因阀的动作引起的压力变动减少。

等压时间段内，仪器将对测试大的泄漏进行判断（压降速率）。

7.4.平衡时间

此时间用于平衡测试片和标准品部分之间的压力。隔离测试品和标准品之间的空

气，测出两者间的压力差。进行中泄漏的检测。

两种可能影响压力等压和平衡:

7.4.1 管路不同

可能出现的第一现象是由热效应引起的部件之间的压力变化。事实上，如果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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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路不同（长度或直径），则在最有利的部分中将更快地达到目标压力。如果仪器

切换到测试阶段过早，仪器将显示存在大量泄漏。

7.4.2 不同的容积

可能出现的第二现象是由于它们的体积不同而导致的部件之间的压力差。

如果在填充时间结束时，体积不同，则具有较小体积的部件将更快地稳定。如果仪

器切换到测试过早，仪器将显示大量泄漏。

为了确定正确的稳定时间，有必要设置一个较长的稳定时间，使得在测试时间结

束时，仪器的读数非常接近于零。

将稳定时间设置为充气时长的四倍。

执行一个测试循环。当仪器切换到测试阶段时，结果必须接近零。

如果发生压力下降，则存在小的泄漏。检查测试部件（或负压下降情况下的参考

部件），然后重新启动气动连接。

如果压力稳定，则部件不泄漏，因此稳定时间太长。需要逐步缩短稳定时间并执

行循环（每次循环之间等待一分钟），直到发生压力下降。这表示稳定时间已经变

得太短。稍微增加得到正确的稳定时间

7.5.测试时间

测试时间取决于设置的报警值和操作模式。

在使用 Pa/s 类似带有时间单位结果时，测量压力的变化是由于压降。

在使用 Pa 单位时，测量的压力变化是在整个测试时间内的压降的总和。这种模式更

不稳定，但更敏感。仪器总计在整个测试时间内由于体积或温度的变化而发生的所

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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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排气时间

在排气期间，仪器将部件中的气压排到大气中。仪器默认的排气时间为 1s。

排气时间过后，排气阀保持打开，直到下一个测试循环开始。在非常低的压力的下，

排气时间可以设置为零；夹具打开时，被测件将通向大气压。

7.7.打标记时间

作为一个辅助配置，类似于连接器使用方法，可以连接气动打标装置。可以选择结

果是合格或者不合格，对测试工具进行打标的驱动，如果使用此功能，需要配置外

部装置。



远智差压型气密性检漏仪说明书 版本 V5.1

72

第四章，仪器的使用

1.电子调压阀的使用

当使用电子调压阀型仪器时，一定要确保仪器有满足使用的气源进入 。

当仪器执行开始,如果没有气源压力，电子阀它会不断地尝试启动操作。以这种方式，

若没有压缩空气，由于比例阀的长期动作可能引起升温和过早磨损。

2. 标记功能

此选项用于激活标记零件的气动输出（例如使用气缸）。

可以设置相应打标的条件和持续时间。

该功能可通过外部输出和气动输出实现。

可以设置的参数：

 保持时间。

 标记条件（内置，无需设定）：

合格件，

3.非负值

非负值功能可以显示结果的正值。当测量的结果为负时，此功能有用。

示例：如果测量结果为-014Pa，则显示结果将为 014Pa。

4.自动化校准

校准分为三个部分：校准阀动作，校正压力传感器，校准测量传感器

计量方法（详见仪器计量）

5.自动归零

可以在系统设置里设置归零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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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安全性（远程功能）

此功能可以禁用仪器前面板上的开始键。 程序只能从仪器继电器板（I / O 连接器）

启动。

7.外部排气

外部排气具有保护仪器内部阀体的优点。因为这种方式可以防止杂质，液体或任何

其它颗粒通过仪器的内部阀体排出。

此选项激活仪器外部输出接点(例如 远智 Y 阀)。

该选项需要外部电气或气动输出接点（请联系远智添加此选项）。如果仪器配有此

选项，内部阀门代码或外部阀门其中之一、或自动连接器之一将被占用

8.阀门计数器

该菜单给出了带计数器指示内部阀门的大致状态。

所有链接信号的阀门都将被计数。且不能被清除，即使恢复出厂值也不可以，直到

返厂进行年度维护清零。

9.恢复和重置参数

该菜单可以让用户对仪器的软件或信道执行一个完整的复位（复位到出厂设置）.

10.夹紧功能使用和扩展

10.1快速连接器功能

自动快速连接器是一种气动控制，是外部逻辑的先导(阀，气动设备…)。这种控制在

循环开始之前开启而在循环结束时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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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单作用气动接头

单作用接头使用时，采用二位三通电磁阀驱动，采集仪器 I/O 端口的一进一出信号，

在开始之前给出信号，结束时结束信号。

11.旁路充气功能

采用旁通的时序，通过电子控制 I/O 口，连接外部控制阀门，可以实现预先充气功能。

采用外部调压阀和外部控制阀实现。

12.泄漏量计算

单位时间内的泄漏量与差压之间的关系可用下面的公式进行计算。使用下述公式求

出单位时间内的泄漏量。

Q: 泄漏量(mL/min)

ΔP: 差压(Pa)，

Ve: 等效内容积(mL)

T: 检出时间(s)

ΔP 利用仪器的传感器采集电压值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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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等效内容积的计算公式

利用下式算出等效内容积就能进行泄漏量的换算。

Ve = Vw + Vt + {Ks × (1 + (Vw + Vt) / ( Vm+ Vt)) + Kw} × (101.3 + P) ·········· A

Ve: 等效内容积(mL)

Vw: 测试品和配管的内容积(mL)

Vm: 标准品和配管的内容积(mL)

Vt: 测漏仪内容积(mL) Vt=13mL

Ks: 因压力引起的传感器容积变化率(mL/kPa) Ks=0.005 mL/kPa

Kw: 因压力引起的测试品容积变化率(mL/kPa)

P: 测试压(kPa)

14.泄漏量换算

测出的差压可根据 BOYLE-CHARLE 定律推算出的公式换算成泄漏量(mL/min)

压力和体积的关系

BOYLE-CHARLE 定律适用于压力(P)和体积(V)的关系。BOYLE-CHARLE 定律认

为在一定的温度条件下气

体的压力和体积的积是一定的。

公式表示： PV = 一定(P 为绝对压力)。

用 BOYLE-CHARLE 定律可导出下列空气泄漏量公式。

ΔVL: 泄漏量(mL)

Ve: 等效内容积(mL)

ΔP: 由于泄漏产生的压力差(Pa)

Patm: 大气压(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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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故障和维护

1．故障

1.2 多次发生被检件不合格的判断

1.2.1 被检件的原因

原因分析 故障处理

存在泄漏（因被检件内部缺陷引起泄漏造成

连续的不合格判断）因加工不良造成密封部

泄漏

保压，用肥皂水或者浸水气泡目视法检查

泄漏

变形或者内部密封容积的变化产生压差 改变检测时间和测试压的设定

温度的变化产生压差 被检件保持常温

密封橡胶的老化造成泄漏 确认密封橡胶是否有磨损，或异物嵌入。

必要时用合格被检件进行确认，并进行清

洁、更换。

1.2.2 密封夹具，配管等原因

原因分析 故障处理

配管、阀门断裂或有泄漏 用肥皂水检查泄漏

夹紧压力的变化，密封部的容积变化引起的

差压。

受其它检漏仪的影响时，实施排气干涉

对策。改进密封夹具、橡胶的设计。

浸水目视检查后夹具的温度变化引起的差

压

把水吹掉控制水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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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检漏仪自身的原因

原因分析 故障处理

内部有泄漏水、油、粉尘等混入检漏仪内

部，造成差压变送器不良。

关闭检漏仪背面的断流阀，进行测试确

认检漏仪本体是否泄漏。

时间、测试压等设定不恰当 使用合格被检件进行无泄漏测试，改变

设定时间

等效内容积等设定不恰当 使用校正过的泄漏标准孔测试等效内容

积

1.2.4 泄漏值设定值的原因

原因分析 故障处理

使用的被检件不合适（受泄漏、变形、温

度的影响）

使用合适的被检件

泄漏值上下限设定值不适当 确认泄漏值上下限的设定值

基础校正经过编程 调整基础校正

1.3 超量程

原因分析 故障处理

大泄漏 确认密封橡胶是否有磨损或异物嵌入，然后用合格品进行

确认

测试压过小 确认机械减压阀是否调整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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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测试时判断为不合格

原因分析 故障处理

被检件有温度变化 不要使用浸水检查后的特殊被检件进行标准品误差修正预

设值的测试

1.5 经常发生标准品为不合格的判断

原因分析 故障处理

标准品有泄漏 更换标准品

标准品的温度不稳定 换用温度稳定性好的标准品等

1.6 工件泄漏仪器显示为合格

1.6.1 工厂气源问题

原因分析 故障处理

测试气压过低 通过减压阀调整检测压力。

工厂气源过低，或不稳

定

检查工厂气源压力，必要是增加储气罐

1.6.2 产品本身问题

原因分析 故障处理

灰尘或者铁屑等脏堵造成泄漏的位

置被封堵

采用洁净气体对工件进行吹扫

涂抹肥皂泡等粘性液体后造成堵塞 清洗干净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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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泄漏值设定不当

原因分析 故障处理

泄漏设定值范围设定不当 重新设定泄漏值

1.6.4 夹具问题

原因分析 故障处理

夹具连通阀门关闭 查找并修理

连通气管堵塞或者弯曲 查找并修理

1.6.5 仪器自身问题

原因分析 故障处理

气动阀故障 返厂修理

程序 BUG 返厂修理

1.7 其他故障

1.7.1 压力达不到设定值

原因分析 故障处理

仪器存在泄漏 返厂修理

连接到仪器的测试气源管路有泄漏 采用涂泡检查

减压阀故障 返厂维修，更换减压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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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数据不能导出

原因分析 故障处理

无 USB 存储模块 USB 模块为选配，请与本公司销售人员联系

U 盘内存过大 仪器只可插入 8G 以上内存的 U 盘

不能识别 U 盘 存储模块可以识别 95%以上的 U 盘，更换 U

盘

通信故障 返厂修理

电路板上供电电池无供电 返厂更换电池

系统无设置时间 进入时间设置，设置准确的时间

1.7.3 触摸屏点击不准确或无效

原因分析 故障处理

仪器在远程控制状态下 通过【管理设置】改变测试模式为“手动”、“自动”

即可

触摸屏损坏 返厂维修

1.7.4 短时间压力下降过快

原因分析 故障处理

充气或者抽空的时间不够 进入【时间设置】界面延长充气的时间

连接到仪器的测试气源管路有泄漏 采用保压检查

真空检测时，连接仪器到工件的管路 采用保压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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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接头有泄漏

1.7.5 IO 口驱动无效

原因分析 故障处理

连接线路松动 重新插拔

检查电磁阀的功率和仪器功率是否

匹配

使用仪器内部供电时，仪器内部最大功率

30W，电源使用是多少 W，加上电磁阀的功

率，电源的功率是否满足。

仪器内部电路板触点故障 返厂维修，或者更换 Io’扩展电路板

1.8 需要返厂维修的情况

情况 故障处理

通信故障 检测电路部件，或者更换触摸屏以及电路板

仪器自身泄漏 检查阀门和管路及接头

气动阀故障 清洗阀门

阀体脏堵 清洗阀体

触摸屏损坏 更换触摸屏

减压阀故障 更换减压阀

2．维护

通过定期检查，能保持高精度的测试，预防事故发生。请进行以下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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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每天进行的检查项目

 班时的检查，请在电源接通 5 分钟后进行。

 过滤器的检查（刚上班时的检查）排除残水和过滤器污垢清除检查排气口是否有

水或油附着。

 注意 气源中的水、油或其它脏物是引起故障的要因。如果有脏物残留，作为预

过滤，需增加一个油雾分离器，以防止水或油的侵入。

 气源压力的确认（开始上班时的班前检查）确认工厂气源是否符合要求。

 设定值的确认（开始上班时的班前检查）确认频道号码、泄漏上下限。

 检查不合格判定的动作 用泄漏标准孔或泄漏工件进行泄漏检测。

2.2.每月进行的检查项目

 油雾分离器和过滤器的检查。

 空气回路内侵入水、油、粉尘等检查。

 设定值与测试压的确认。

 使用塞堵堵塞被测端和标准端，确认检漏仪本身有无泄漏。

 测试压的检查

 检漏仪暂时封存或长时间不用，请每三个月内通电、通气三小时

2.3.每年或每半年进行的检查项目

过滤器的检查、设定值与测试压确认、确认检漏仪本身有无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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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远智产品

1本仪器所提供的配件

1.1 标准配件

1.2 电源适配器和电源线

电源适配器将电压 220 V AC 转成 24 V DC 低电压。它没有电源开关且一插入插

座就马上可用﹔它有热保险丝保护可免于电流突波或短路(请勿使用其它类型的保险

丝)。

1.3 PU 管或者尼龙管

PU 管或者尼龙管是连接仪器到工件的管路，一般配置为直径 6mm 和 8mm 的聚氨酯

或尼龙管。

1.4 快插接头

快插接头是为了方便在使用现场客户的管路与仪器连接管路的匹配，仪器自带的是

直径 8mm 转 6mm 的快插接头。

1.5 选配件

选配件非供货标准配置，需要另外选购。

1.5.1 标准漏孔

标准漏孔来做仪器的校准.一般情况下，使用标漏需要连接一定容积的容器，远智公

司推荐使用标准罐。

连接方法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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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有线远程控制盒

远程控制盒可以在远智仪器所定的范围内远程控制

连接时将控制盒上的插头插入仪器背部的 J2.将仪器检测模式调整为远程，即可使用

本控制盒进行操作。

1.5.3 无线远程控制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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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仪器信息

1.压力精度

测试压范围 精度 最大分辨率

D650 压力的 0.5% 0.1 % FS

D670 压力的 1% 0.5 % FS

2.仪器型号

2.1 D650 差压型仪器型号

型号
测压范围

（kPa）

测量量

程
测量精度 分辨率 调压阀

D650

0-20

±500

±1000

±2000

0.25%F.S±1 Pa 0.01Pa/s 机械

5-100 0.25%F.S±1 Pa 0.1Pa/s 机械、电子

10-200 0.25%F.S±1 Pa 0.1Pa/s 机械、电子

20-500 0.25%F.S±1 Pa 0.1Pa/s 机械、电子

20-700 0.25%F.S±1 Pa 0.1Pa/s 机械、电子

50-1000 0.25%F.S±2 Pa 0.1Pa/s 机械、电子

100-1600 0.25%F.S±2 Pa 0.1Pa/s 机械、电子

型号
测压范围

（MPa）

测量量

程 kPa
测量精度 分辨率 调压阀

D670 0.1-2 0.5%F.S±2 Pa 1Pa/s 机械、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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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5

±10

0.2-3 0.5%F.S±5 Pa 2Pa/s 机械、电子

0.3-4 0.5%F.S±10 Pa 5Pa/s 机械

0.5-6 0.75%F.S±50 Pa 10Pa/s 机械

0.5-8 1%F.S±50 Pa 10Pa/s 机械

1-10 1%F.S±100 Pa 10Pa/s 机械

2-20 2%F.S±200 Pa 20Pa/s 机械

注：

 量程请参看仪器背面的标签。

 调压阀是机械和电子两种，客户根据需要进行选型。

 高压仪器超过 3MPa,不提供电子调压仪器。

 超过 2Mpa，不提供 1kPa 量程。超过 4MPa，起步量程为 5kPa。

2.2 仪器特征

D650 气密性检测仪

主机尺寸（L×D×H mm)

不含空气过滤器，减压阀
250×257×143

电源适配器输出 最低 24VDC / 1.5 A

气源连接接口驱动气源压力（kPa） Ф8，400-600

测试端(胶管外径) Ф8

重量 kg 中压型 约 5

显示 680×480 L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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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温度: 0 ℃ to 40℃

储存温度 -10 ℃ to 70℃

2.3 仪器的气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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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仪器尺寸

2.4.1 D650 尺寸图（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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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D670 尺寸图（mm）

3.时间段设置参考

不同容积和压力下被检测产品时间段设置参考

压力越大，容积越大的被检测件，各项时间都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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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安装指导

放置于平台
Place on the platform

1

2

打开包装箱，取出仪器，包含电源
适配器，气管，快插接头，和操作
说明
Open the packing box, take out the
instrument, including the power
adapter, trachea, quick-plug
connector, and operating
instr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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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xed desktop
M4*20 螺丝拧紧

M4*20 screw tighten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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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安装 Power installation

24 V DC 供电方式。2.1*5.5mm 接口。最小配置电源为 24V，1.5A，36W 电源适配器。
允许自配置电源，但是必须符合电源认证。
24 V DC power supply mode. 2.1*5.5mm interface. The minimum configuration power supply is 24V, 1.5A, 36W
power adapter. Self-configuration of the power supply is allowed, but it must comply with the power supply
certificati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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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证仪器已经连接气源的状态下，确保气源的压力同时满足以下 2 个条件。
不低于 0.4Mpa。
高于实际测试压力至少 0.05Mpa。
首次通电，请不要通气，通电开机后，确定仪器能够顺利进入测试的主画面。
关掉电源，插入各种气源，（见图）。
通过被测端连接产品。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he instrument has been connected to the air source, ensure that the pressure of the air
source meets the following two conditions at the same time.
Not less than 0.4Mpa.
Higher than the actual test pressure at least 0.05Mpa.
Please do not ventilate when powering on for the first time. After powering on, make sure that the instrument can
successfully enter the main screen of the test.
Turn off the power and plug in various air sources (picture below).
Connect the product through the tested end.

6

pressure regulating valve

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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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Work
工件

高压气源（高于 0.5MPa 测试压力）或者真空泵
（如果是负压型仪器，启用此步骤，如无，忽略）
High-pressure gas source (higher than 0.5MPa test
pressure) or vacuum pump
(If it is a negative pressure instrument, enable this step, if
not, ignore it)
Vacuum pump
标准为外径径 8mm 聚氨酯气管
Insert 8mm outer diameter polyurethane trachea

气管连接工作，如果测试压力高于 5bar，请使用尼龙管，标准接口尺寸为外径 8mm。
The trachea connects the working parts,
If the test pressure is higher than 5bar, please use nylon tube, the standard interface size is 8mm
outside diamete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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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电源开关
Turn on the power switch

Work
工件

9

10



远智差压型气密性检漏仪说明书 版本 V5.1

97

附录二：仪表 IO接线指示图

见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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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远智仪器基本快速操作指南

远智仪器基本快速操作指南

符号 按钮位置符号定义

>> 输入

<> 切换

-> 进入

<-> 还原

>-< 显示

基本操

作

触摸屏点

击

”返回上一级“和”返

回”主页

显示及

报警信

息

压力高于设定值
表示实际测试压力高

于设定的数值

压力低于设定值
表示实际测试压力低

于设定的数值

泄漏值高于设置上限

泄漏值低于设置上限

压力值下降太快

高于正平衡值

低于正平衡值

压力超限 当前的压力超过仪器内部压力传感器量程

点击主画面“齿轮图标”可以进入仪器设置画面

主画面

及设置

基本设置

频道名称
可以命名，不超过 10

个汉字

点击位置出现键盘，需要删除部分空格输入，全

功能键盘

序号类型
2 个选项：“无”和“递

增”，

选择递增后，序号按照现有序号前缀规则每次

_1,_2…......

序号前缀 默认 CH001 和序号类型配合使用。

等效容积 默认 140ml 点击输入，数字键盘

压力模式 “正”“负” 默认为“正”，为正负压特有功能

单位设置
五种类型

单位设置
基本满足各类使用

压力设置

充气方式

有“标准”和“容积”

2 种充气方式，默认

“标准”

“容积”充气，是先给一个容积充气，等压时释

放给被测腔体，可以使用在大小漏测试或者对产

品充气有定量的需求环境

预充气压

力

使用电调阀时可以使

用
点击输入理想数值

压力上限 设置后，测试压力高于此设置时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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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压力 在电调阀下使用， 如果设置使用，需要设置压力上下限

压力下限 设置后，测试压力低于此设置时报警

压降速率

报警

设置后，在等压阶段使

用
如果等压阶段压力单位时间下降大于此值，报警

特殊设置 最多 8 种设置 此设置输入后需要配合外部配件使用

时间设置
常规 5 种

时间设置
每个时间必须设置

泄漏设置
泄漏的上

下限

设置产品报警的区间

范围
可以选择采用压降或者泄漏量来判断

补偿设置

压力校正 修正测试压力
点击输入后，实际显示和存储时，=当前值-修正

值

斜率

修正泄漏值或者压降

值，以当前单位进行修

正

斜率基准为 1，如果需要放大测试，则设置大于

1，如果需要缩小，则设置小于 1，可以设置正负

方向。存储值以修正后存储

偏移修正

按照单位时间修正泄

漏和压降值，以当前单

位进行修正

可以设置正负向值，给的权限大，可以修正补偿

任意值，当前值 50，如果修正-100，最后测试

值，时-50.

主画面

及设置

非负值 修正泄漏和压降值 非负值设置后，所有的值都是正值

其他设置

安全设置

控制在远程的时候，是

否禁用主画面的开始

和停止按键

“是”，禁止使用，“否”允许使用，只针对“远

程”有效，手动时可以使用主画面的开始，停止，

保压，频道切换+-。“远程”+”否“时，不能

使用“开始”和“保压”，可以操作”停止“和”

频道+-”；“远程”+”是“时，主画面除了“齿

轮图标”其他都不能操作(频道+-，开始，停止，

保压）

控制模式
“手动”和“远程”选

项

手动代表可以本地操作仪器，远程只能通过仪器

之外的控制

循环路径 "N,N+1,C"三个选项

配合“循环”使用，如果设置了循环，可以使用

N+1，C 功能。N+1，持续进入下一个频道，C

是在当前频道测试完毕，可以返回此循环开始的

频道。不能在”单次“下使用。使用 C 时，只允

许链接 2 个频道。即第一个频道时 N+1，第二个

频道 C。不支持超过 2 个频道的切换使用。

循环方式
“单次”，循环“两个

选项

单次，只能操作当前频道，且只能测试一次。”

循环“可以在设置循环次数后，持续执行测试，

如果不设置次数，则一直持续当前频道测试。

循环条件
”合格，不合格，无条

件“
配合”循环“使用，当触发条件就执行。

循环次数 可以设置当前频道循 最大设置 9999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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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的次数

外部排气 是否允许仪器排气

是，允许，否，不允许，如果不使用仪器排气，

需要外接排气阀门，在使用环境恶劣的情况下，

比如北侧产品内部灰尘和杂质较多时，建议采用

外部排气。使用外部排气时，仪器不自主排气，

测试结束，气压将保持。此时不宜打开测试端，

防止气压对人身产生损伤

数据库

数据查询 许按照时间和频道查询

数据显示 显示所有的测试值

数据删除 删除后，不可回复

数据导出

支持 U 盘导出，加载时间 10-20s 不等，需要采

用大于 16G 的 U 盘，u 盘识别率在 90%，尽支持

正版 U 盘

数据分析 点击可以看到数据柱状图

仪器管

理

I/O 输入 对所有可用的均打开，是外部控制仪器的触点

I/O 输出
仪器对外控制的触点，

需要打开才能使用
需要配合仪器”特殊设置“以及外部配件使用。

仪器自检 使用此功能可以对仪器进行自主测试

压力计量 可以采用压力计或者压力表对仪器计量

泄漏计量 由专业人士操作 可以采用差压计或者流量计表对仪器计量

阀门计数
对仪器正常工作时进

行统计。
内部阀门每执行一个检测流程，计数一次

设备管

理

打印机 可以测试完毕打印 目前仅支持特定打印机，打印标准格式

扫描器
可以在测试开始前进

行扫描条码，

支持 1 维和 2 维条码，最大位数 38.可以进行存

储，需要设置才能使用

485 通信 允许进行 485 通信 按照远智的通信命令执行，需要设置 485 地址

网络设置 允许进行以太网通信 按照远智的通信命令执行，需要设置网络地址

系统设

置

时间设置 点击切换设置各种时间

密码 可以设置密码

出厂设置 厂家专业人士使用

还原设置

仪器帮

助

安装指南 简易版的安装指导

报警信息 告知有那些报警信息

计算工具 可以计算泄漏值，差压值，及容积

安装演示 可以链接演示方法

软件版本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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