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概述

该仪器是采用单片式微机开发的多功能热量测定仪器，主要用于

固体和液体可燃物，如煤炭、石油、食品、木材、炸药等物质发热量

的测定，

该仪器是我公司开发的一种节能分析仪器。精心编制的计算程

序，使测量精度得到提高。采用液晶显示器，全中文菜单显示，操作

简便，能达到全过程自动控制测量，实现自动加水、排水、点火，搅

拌，计算，打印被测量物质的热值，试验结果一目了然，是为生产和

研究可燃物的企业和大专院校、科研和军工部门研制的一种的设备。

二、 技术特点

该仪器和同类机器相比，本机具备以下特点：

1. 本机采用单片机构成，结构简单，性能可靠，抗干扰能力强。 

2. 可自动加水、排水、搅拌、点火、采温、计算、校正、打印、试验

过程实现了全自动化，避免了人为误差，准确度较大提高。 

3. 实验自动冷却校正，对环境温度要求宽松，在提高实验准确的同时，

又保证了仪器长时间运行的稳定性。

4. 实验后可换算打印高、低位发热量，更符合一般常规实验。

5. 全中文显示，简单易操作。 

三、 工作原理

本仪器适合测定能在高压氧中完全燃烧的物质的发热量，也可测

定能在真空中燃烧的物质的发热量。



在高压氧气中测量物质发热量的原理如下：

先把标准重量的试样放在一个耐热、耐腐蚀的不锈钢坩埚中，将

坩埚放在不锈钢弹筒中，旋紧弹帽，然后向氧弹中充入氧气，压力约

达 3.0Mpa，再把它放进圆形内筒中，当通电点燃弹筒内的试样后，试

样燃烧产生的热，由弹筒壁传导给内筒水，根据水温的上升和量热系

统（包括水筒、氧弹）的热容量，即可计算出试样的发热量，前述水

套筒的水基本恒定不变，试验过程中的水筒与外水套筒之间的热交换

可通过适当的计算加以校正。

四、 技术特征

序号 名称 规格参数 单位

1 热容量 约 10500 J/K

容量 300 ml

充氧压力 2.8-3.0 Mpa

耐压性能 水压 20 Mpa

重量 2.5 Kg

2 氧

弹

外形尺寸 ф86.2*181 mm

3 外套水筒容量 51 L

4 内筒水容量 约 2.1 L

显示范围 0.000-40.000 ℃

响应时间 <4 S

分辨率 0.001 ℃

5 

线性度 每 5℃温升范围内≤0.08% 



测温误差 每 5℃温升范围内精度+0.003℃ 

6 使用电压 AC:220V+10% V 

7 湿度 不大于 80%

8 功率 30 W

9 点火电压 AC:24 V

10 点火时间 5 S

11 总重 约 21.5 KG

五、 仪器结构及附属设备

1. 量热仪的主要结构：外壳、外筒、内筒、搅拌、氧弹等组成。

2. 外筒是用不锈钢制成的双层套筒，搅拌水泵可调节水温的均匀，并

备有入水口，放水口和溢水口，便于调节水位。

3. 内筒是截面为圆形的不锈钢容量，表面抛光以防止或减少热辐射和

热交换。

4. 搅拌器由微型电机与搅拌轴、浆组成，装在盖体上，转速稳定，效

果良好。

5. 充氧装置：充氧装置是专门用于充氧的配套装置，它同氧弹热量计

配套，也可用于其它型号热量计的气压自封式新型氧弹。该充氧装

置具有以下优点：

A． 可以完全避免充氧所造成的喷溅

B． 充氧速度可调节

C． 操作方便，省时省力

D． 可以延长氧气减压阀的使用寿命。



其工作原理如下：

氧气从氧气瓶经过氧气减压器输入充氧装置或再经过流量调节

器到充气阀，阀内的阀塞借助于氧气的压力关闭充氧阀，氧弹将阀塞

压开使氧气充入氧弹。充氧的压力由氧气压力表指示。

六、 仪器的安装与实验

1. 使用前的准备

开始检查：仪器在运输过程中可能受到损伤，因此开箱后应仔细检查

仪器外表是否有损伤的地方，是否缺件。

2. 安装调试

量热仪应安装在无强烈空气对流、不受阳光直射、温度变化不应

超过 1 度的房间里，室温在 15-30 度范围内为宜。 

将量热仪主机平放在试验台上，按下图连接电源线，并将外壳妥

善地（防止干扰和触电事故）

3. 向外筒水套中注满蒸馏水，直到溢水孔溢水。

4. 在燃烧皿中精确称取分析度样（粒度≤0.2mm）0.9-1.0G（精确到

00002G）

做易于飞溅的试样，可先用已知重量的擦镜纸包紧或在压饼后切

成 2-4mm 的小块使用。不易完全燃烧的试样，可先在坩埚底部铺上一

层石棉衬垫，用手压实（石英坩埚不需任何衬垫）。如加衬垫仍燃烧

不完全，则用已知质量和热值的擦镜纸包裹称好的试样并用手压紧后

放入坩埚中，（用一张擦镜纸，面积 10*15Mm 折为两层，把试样放在

纸上，然后包严压紧，对特别难燃烧的试样可用两张擦镜纸并把充氧



压力提高到 3.2Mpa，严禁使用电解氧。 

5．卸下氧弹帽，将弹头部分置于弹头支架上，将长约 70mm，0.1Mmm

的镍铬丝两端装入电极，注意保持良好接触。并注意勿使点火丝接触

燃烧皿或弹筒外壁，以免形成短路，导致点火失败，甚至烧毁燃烧皿。

在中间位置系上棉线，与坩埚内的试样接触。

为了保证每次试验点火热的一致，镍铬丝和棉线长度应保持一

致。

6.在弹杯中加入 10 毫升蒸馏水，小心的将弹头放入弹杯中，旋紧弹帽，

然后充氧，直到压力达到 2.8-3.0MPa，充氧时间不得小于 15 秒，当

钢瓶中氧气压力低于 5Mpa，充氧时间应酌量延长，压力降到 4.0 MPa

以下时，应更换新的钢瓶氧气。

七、 部分功能键使用说明

1.【设定】键  按此键进入系统菜单

1.热容量：如果需要改变，输入新的热容量值，按除了“数字”键

和“复位”键以外的其他任意功能键即可存储并返回菜单显示界面。

2.注水时间：如果需要改变，输入新的注水时间，按除了“数字”

键和“复位”键以外的其他任意功能键即可存储并返回菜单显示界面。 

3.点火热：如果需要改变，输入新的点火热值，按除了“数字”键

和“复位”键以外的其他任意功能键即可存储并返回菜单显示界面

4.标准热值：如果需要改变，输入新的苯甲酸值，按除了“数字”

键和“复位”键以外的其他任意功能键即可存储并返回菜单显示界面

5.硫氢水：如<1>硫 1<2>氢 3.5<3>全水 6<4>分析水 1 如果需要改变



其中某一项的热值,则按相应的数字键,输入新的值,(此数值为百分含

量值) 按除了“数字”键和“复位”键以外的其他任意功能键即可存

储并返回菜单显示界面。

6.日期:如 2005 年 12 月 12 日,输入 20051212 按除了“数字”键和“复

位”键以外的其他任意功能键即可存储并返回菜单显示界面

7.时间:如 15 点 15 分 15 秒,输入 151515 按除了“数字”键和“复位”

键以外的其他任意功能键即可存储并返回菜单显示界面。

8.测试:<1>点火测试 <2>搅拌测试 <3>排水测试（在进行第一次向

外水筒注水时，可使用此项测试功能），如果要进行某项测试，直接

按相应的数字键即可。

设定完成后，按“复位”键返回，如果不需要改动，按除了“数

字”键和“复位”键以外的其他任意功能键即可存储并返回菜单显示

界面。

9.打印：根据弹筒发热量计算高低位发热量。首先将该试样的硫氢

水输入到系统菜单的第（5）项，按（9）打印，输入试样的弹筒发热

量，然后按除了“数字”键和“复位”键以外的其他任意功能键即可

存储并返回菜单显示界面。

八、操作步骤

（一）标定热容量步骤

1.按【标定】键，液晶显示器显示样重，输入称得苯甲酸质量然后

按除了“数字”键和“复位”键以外的其他任意功能键，新的苯甲酸

质量被存入了机器。同时开始运行标定热容量程序。



（二）测定发热量步骤

1. 按【发热量】键，显示样重，输入称得试样质量，然后按除了“数

字”键和“复位”键以外的其他任意功能键，新的试样质量被存入机

器，同时开始运行测定发热量程序。

九、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现象 原因 处理

1.氧弹漏气 橡胶密封圈老化或磨

损

更换密封圈

线路不通或接触不良 检查连接线是否连接好，

氧弹头与点火帽是否接触

好氧弹，内筒是否放好

试样潮湿 充氧过快溅湿试样

点火丝或棉线与试样

接触不良

重新安装

2.点火失败

两电极过脏 用砂纸打磨电极

点火帽氧化 用砂纸打磨点火帽氧化物

两极与坩埚短路 更换电极或坩埚重新安装

样

试样燃烧不完全 氧气未充足或氧气压

力不足

延长充氧时间，更换氧气

瓶

点火后温度上升

过高，热值过高

搅拌器不转或搅拌叶

脱落

搅拌轴卡死，线路不通 2.

用一棉线插入语搅拌轴连



接的尼棒孔内重新插好

实验长时间不结

束

环境温度过高 调外筒水温与室温基本一

致，或降低室内温度

充氧时漏气 充氧仪中密封圈老化

或磨损

更换密封圈

十、日常维护与检查

每天试验结束后，应经常进行下述检查和维护，可使仪器经常保持良

好的工作状态，而且能延长使用寿命。

1. 氧弹：除每次试验后对氧弹进行清洗和干燥外，并对以下几点也

注意和检查：

（1） 氧弹只能用手拧动，当手感拧紧时应停止，切忌用工具硬拧，

每天试验完毕后，应进行一次清洗。

（2） 弹帽和阀座，用完后应冲洗干净并擦干。

（3） 弹杯冲洗干净，擦洗螺纹，并检查弹杯上部有无机械损伤，注

意不许将弹杯倒放。

（4） 检查密封圈有无磨损和损伤，如密封不严有漏气现象，应更换。 

（5） 检查绝缘套是否良好，有无损伤。

（6） 定期对氧弹进行 20.0Mpa 水压试验，每次水压试验后，氧弹

的使用时间不得超过一年（或不得超过 5000 次试验）

（7） 检查氧弹是否漏气，可把氧弹浸在水中，无气泡现象表明气密

性良好，反之应找出原因，加以纠正。



2. 外套水筒：如不连续做试验，需将筒中的水放掉，保持内部清洁

干净，不要使赃物掉入筒中。

十一、打印机上指示灯和按键的操作

1. 打印机面板上有一个指示灯和两个按键开关。指示灯只显示按键

SEL 的状态，和 LF 键无关，指示灯亮表示打印机处于在线工作

状态，即打印机等待打印命令；反之，打印机处于离线状态，即

打印机不接受打印命令，形同关机。

2. SEL 键可切换打印机的在线和离线状态，即打印机处于在线状态

时，按一下 SEL 键，进入离线状态，反之亦然。

3. LF 键为送纸键，打印机处于离线状态时，按一下 LF 键，打印机

即进入送纸状态，此键可用于更换安装打印纸。

★实际工作时，打印机必须处于在线状态，否则，打印机拒绝打

印。

十二、附录

点火丝燃烧时释放出的热量：

     铁丝----------------------6700 焦耳/克（1602 卡/克） 

     镍铬丝-------------------1400 焦耳/克（335 卡/克） 

棉丝----------------------17500 焦耳/克（4185 卡/克） 

铜丝----------------------2500 焦耳/克（398 卡/克） 

   单位换算:1 卡[20 度]=4.1816 焦耳 

1 卡[15 度]=4.1855 焦耳 



仪器配套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1 量热仪主机 台 1

2 说明书 份 1

3 自动充氧仪 台 1

4 氧弹 只 1

5 弹头架 件 1

6 不锈钢坩埚 个 1

7 点火丝 卷 1

8 棉线 卷 1

9 苯甲酸 片 10

10 氧气减压气 件 1

11 电源线 根 1

112 10 毫升针管 个 1

13 橡胶密封圈 套 3(选配) 

14 乳胶管 米 1(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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