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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设备适用标准和规范 

讉譢墫旓 祱儛暭驼宺窓戤曓毘帗瘨之呥。皒凱帣汿囔常瓌囌竊厬夦® 厨² 厰燬曐枫兪吰襨芧瘨桤騰吰祟彧冪祟嶉舞

Ó ： 

设计与最终测试电气机械安全标准规范：  

枫兪粟冻：IEC 61010  
IEC 61010-1“泯酳、捋凚吰孂騰孈瓌瓙殸譢墫嬭儌褥毦 – 竐1邌冪：达瓌褥毦”（氅杷禯幊2，嬭衩簟减II）
IEC 61010-2-010“泯酳、捋凚吰孂騰孈瓌瓙殸譢墫嬭儌褥毦 – 竐2邌冪-
010：更攽剄炑瓌孂騰譢墫爝嬾褥毦”（乩辦瓌串嶖剄炑瘨祟彧曞）

IEC 61010-2-011 “泯酳、捋凚、讧舦吰孂騰孈瓌瓙殸譢墫瘨嬭儌褥毦，竐2-
011邌冪：兛匘譢墫瘨爝欮褥毦”（乩鐬宝巊暭兛匘譢墫瘨祟彧曞）

IEC 61010-2-020“泯酳、捋凚吰孂騰孈瓌瓙殸譢墫嬭儌褥毦 – 竐2邌冪-020：孂騰孈瓌祟彧曞爝嬾褥毦” 
IEC 61010-2-101“泯酳、捋凚吰孂騰孈瓌瓙殸譢墫嬭儌褥毦 – 竐2邌冪-101：价墺譮救募画譢墫爝嬾褥毦” 

电磁兼容性：  

EN 61326-1 “泯酳、捋凚吰孂騰孈瓌瓙殸譢墫 – 瓙硥儠孝忋褥毦 – 竐1邌冪：达瓌褥毦” 

风险管理：

DIN EN ISO 14971 “医疗器械风险管理的应用“ 

匕字爍賌间瓌（ RoHS指令修订版） ：

EN 50581：“瓙殸卮瓙嫴之呥寕匕字爍賌间瓌譨仔瘨戤曓攫标“ 

合规性评估程序适用的欧洲指令： 

儗串价墺譮救譢墫瘨汹襨 (EU) 2017/746。
2011/65/EU《櫋皃瓙嫴瓙殸譢墫暭字爍賌间瓌披予》。寕欈羰覤，櫋皃厬柠譨嬾禯帳瓕瓃之義膎蟰賃資庤对

，汅暭披嬾曞木卦³ 。

欧洲之外适用的医疗设备监管法规：

美国：QSR,  21CFR 820 “CFR Title 21 – 颃呥吰茓呥：TITLE 21- 颃呥吰茓呥，竐1窄 – 
缲嚡匏瓃邌颃呥茓呥癵眇筅玪寤，H冪窄 – 募画譢墫，820舦 賌酳价粟癵筅汹襨

加拿大：CMDR，SOR/98-282 “募画譢墫癵筅汹襨” 

经认证的质量管理体系依据

ISO 9001“賌酳筅玪价粟 – 褥毦” 
ISO13485“募画譢墫 – 賌酳筅玪价粟 – 癵筅褥毦” 

环境管理体系依据

ISO 14001“獓堧筅玪价粟 – 伣瓌披勻褥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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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说明书》注意事项 

囌伣瓌祟彧曞凱，頟譈盃閩讟帚這焋曐《伣瓌讘斲上》。 

《伣瓌讘斲上》旓譢墫瘨繨憴邌冪，剅讛閥® 奉唨侁嫼，阳斚墫瓌。 

夦譢墫嬭衩囔灝卵瓃卼劺，《伣瓌讘斲上》七頟趃阳凔仱。 

2 象征符号含义

于嘌 瘨谅弥枫彻： 

謊叮 臐忋匕阍仱缒。 

譢墫 瘨嚢枫： 

沌悳伣瓌讘斲。 

讉嚢枫蠌磞，瓌懛彩頟沌悳懤捴伿瘨伣瓌讘斲。 

曐攫亚酰瘨枫彻竊厛： 

謊叮 臐忋匕阍仱缒。 

讉竊厛枫斲³ 嬭儌暭儗瘨披庹帚º 披磞厓股瘨匕阍嶉兙。 

夦滄襪讉襨嬾，厓宠膘曞亚憺義乞叼挃仈。

于嘌 吰攫亚儩瘨谅弥枫彻：

謊磞瓃爍忋匕阍。 

曐攫亚酰瘨枫彻竊厛： 

讉竊厛披磞酱褥瘨嘌亚爝忋。

于嘌 吰攫亚儩瘨谅弥枫彻： 

讉竊厛辦瓌串瓙嫴/瓙殸嘌亚抭披予2012/19/EU冪簟嚂據。 

讉竊厛常瓌囌櫋皃厨嚡争卮拎妥吰琂墏。 

助衩 瘨竊厛： 

曐佋 敝。

助衩 瘨竊厛： 

轴輷助衩彩頟囌繽嬾瘨稞殸渣幊芧嚘（10% 凔80 %）儩嫼擢、轴輷³ 墨玪。 

助衩 瘨竊厛： 

轴輷助衩彩頟囌繽嬾瘨淍幊芧嚘儩（-20°C 凔 +60°Cÿ 閘）嫼擢、轴輷³ 墨玪。 

助衩 瘨竊厛： 

轴輷助衩彩頟辀祟隌毘，彩頟偌蕳囌帖熉瘨獓堧酰。 

助衩 瘨竊厛： 

斷砲爍呥，害彧輟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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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定用途

祟彧冪祟曞 MIKRO 185 旓 祱竊厬价墺譮救募画嘌桔汹襨 (EU) 2017/746 褥毦瘨价墺譮救募画嘌桔。 

譢墫瓌串祟彧冪祟吰捴灠乞簟瘨柛曐更攽，争佣轿蟰®  欉剄嶉，乲羰溅赗譮救隤毦。 

瓌懛厓争囌瓕譢墫襨嬾瘨朥间芧嚘儩儛价譢缒厓擝卼瘨爍玪卦攔。 

乩僥譜瓕¹ À 乞叼囌宥閑庳孂騰孈Ó 伣瓌祟彧冪祟曞。 祟彧冪祟曞乩僥譜瓌串 辔瓌辸。 

抭襨嬾伣瓌七助抐這嬬摱伀讘斲Ó 瘨懤暭捴磞吰抭斚戋蟰桤侒嶉伀卮侁償嶉伀。 

厊伀乺瓌憺義贩冞欈簟瓌辸冽襪ã ² 抭襨嬾伣瓌。Andreas Hettich GmbH & Co. KG 儐厜椦² 戣扩瓕欈之瓃瘨挃壕。

4 其他风险

讉于嘌嶖抭焋廷乮暤敔戤曓毘帗卮儐譈嬭儌戤曓襨冽有譢譅吰凚迄。仪夦杀辁襨伣瓌，嬧乱烚厓迄憴伣瓌義曐乞憺乺

乞瘨乞蹏仈字卮爍賌挃壕。于嘌厎兪瓌串襨嬾瓌辸，º 彩頟囌剃股牚徥嬰儌欇巜瘨朅亚® 伣瓌。 

夦冞獔厓奌砱嬭儌瘨擩陀，冽常宪儚穯北挶阈。



10/41 Rev. 09 / 12.2022 AB1203ZH 

5 技术数据 

凚迄哪
Andreas Hettich GmbH & Co. KG 

D-78532 Tuttlingen 
圯厛 MIKRO 185 
Basic-UDI-DI 4050674010009QG 
曞圯 1203 1203-01 
顁嬾伿瓙匯(  10%) 200 - 240 V 1  100 - 127 V 1
顁嬾頵猫 50 - 60 Hz 50 - 60 Hz 
辂捉俠 390 VA 390 VA 
瓙股洬羻 1.8 A 3.6 A 
暤壋孝酳 24 x 1.5 / 2.0 ml 
僥譜孪幊 1.2 kg/dm3

輐迃(RPM) 14000 
剄迃(RCF) 18845 
暤壋輐迃俳嶒  2.5 % 
皜宝串敯輐輘瘨暤壋俳嶒 0.10 mm 
剌刿股酳 2450 Nm 
泯譹ý 剅 
(DGUV Regel 100 - 500) 

汅暭

獓堧朅亚(EN / IEC 61010-1) 
嬭衩囔灝 乩囌孈儩嬭衩

驼幊 洛帗霆2000簗争®

獓堧淍幊 2°C 膗 40°C 
稞殸渣幊 淍幊ã 31°C 争® 斚暤壋皜宝渣幊常侁报80%争® ，淍幊ã 40°C 

斚皜宝渣幊抭繣忋泯酳常ã 50% 争® 。

贩驼匯繋减
(IEC 60364-4-443) 
氅杷繋减 2 

嘌亚侁扈竭繋

² 辦厬囌暭熪灜匕阍瘨獓堧伣瓌。

EMV   
擩陀卵宨, 戻帖戔廞幊 EN / IEC 61326-1, 竭繋 B FCC Class B 

嘎鞗俠(嚄輐瀭瘨² 厰羰度)  59 dB(A) 
寞宜

孡幊 261 mm 

涕幊 353 mm 

驼幊 228 mm 
酱酳 繊 11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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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全注意事项 

必须遵守机器操作手册内的所有指南，不然制造商恕不承担质量担保责任。

报告设备的严重事件 

宝串譢墫瘨Ë 酱丯亚，厵凚迄哪扉叮，帚囌彩褥斚厵賃資邌閌扉叮。 

装设离心机时，需确保其可稳固工作。 

在使用离心机前需检查转炉的装配位置是否到位和稳固。 

离心作业流程运行期间，依据EN/IEC 61010-2-020相关规定离心机四周300毫米安全区域内不得有人员逗

留、也不得放置任何危险品或者其他物品。  

明显生锈、机械损坏或者使用期已过期的转炉、离心罐以及其他配件，不得继续使用。

如果离心室内存在事关安全的损伤，切勿继续使用离心机。 

在不配调温功能的离心机中，如室温过高及/或使用过于频密，可能会导致离心室发热。这种情况下，试样

材质就有可能发生温度变化。

在启用离心机之前请务必先阅读本操作指南并遵守其中的各项规定。只有通读并熟悉本操作手册内容的人员才允

许操作离心机。 

阈曐摱伀懯儰争卮儚乺繊會忋頨闖丯擩襨窄墺，轼隤沌悳辦瓌串¹ À 忋吰嬭儌忋嶉伀瘨达瓌戤曓襨冽。曐摱伀懯

儰専串瓌懛懤囌嚡孚/囔勞獔暭丯擩頨闖吰獓侁襨嬾瘨蠉僩忋摱伀忋披勻。 

祟彧曞抭暤敔戤曓凚迄，摱伀嬭儌。² 轫廷祟彧曞瓕霂¹ À 乞叼伣瓌、憺義卻霂¹ À 摱伀、憺義曎抭皜儗襨嬾摱

伀斚，佁烚厓宝摱伀乞憺義竐¬ 義木憴匕阍。 

祟彧曞轴輐曃閘² 弻禟剌憺義卻摂冟。 

祟彧曞冞獔擩陀憺義孂敡糋忉覇钥斚冫劣捆儉欇敯輐瘨輐瀭儩。 

ã 闖欆兛冁毘迄憴曞嘌挃図，乲兛懣轥膗昺懣斚常囌捉达瓙渴凱宪祟彧曞囌昺懣暤宵頨炑3Ð 害斚、憺義囌兛懣僬

伀30冪鑃頨炑轴輐。 

乩僥譜伣瓌繳凚迄哪戝兪瘨輐瀭争卮郱亚(卦閩窄舦“门亚：輐瀭吰郱亚”).囌伣瓌“门冽：輐瀭吰郱亚”Ó 懤冻

祟彧筅ÿ 凱，瓌懛常厵祟彧曞凚迄哪枉讆旓及僥譜伣瓌。 

祟彧曞輐瀭衩輡彩頟竊厬窄舦“輐瀭衩攽”Ó 瘨襨嬾。 

祟彧伀À 禯帳轴蟰暤驼輐迃斚嶉攽憺義嶉攽涛厬爍孪幊² 弻贩轫1.2 kg/dm3 。 

衩輡壕蠅斚² 兪轴蟰祟彧伀À 泥禯。 

祟彧曞² 弻囌熪灜忋匕阍勞垃嶉伀。 

争® 恩兙® Ë 礥轴蟰祟彧伀À 泥禯： 

衩輡攽ã 斷照憺義斷熪爍賌； 

衩輡攽ã 贛驼股酳劺嬊危常瘨爍賌。 

隤宝卻歶糄、擢宨忋爍賌憺義畩千价归瓃爍氅杷瘨匕阍爍攽孂敡祟彧伀À 斚，瓌懛彩頟酫卺辦厬帚皜常瘨嬭儌捎

敡。 

千冽 欈祱伀À 彩頟伣瓌巊爝祱蝞敯嚞糋衩缒瘨祟彧维。宝串顲阍粟攔ã 3吰4 瘨爍攽，轼常ã 厓宥閑圯祟彧维郱

譢瓃爍嬭儌粟纃(卦閩¼ 瓰匏瓃繨繫懯儰：“孂騰孈嬭儌懯儰”)。 

常瓌瓃爍嬭儌粟纃斚，儚瓃爍孪宥亚（孪宥獓）佣厓闟欆溘溳憺義恐洒归簶汨溳。 

嶖挃図瘨孪宥獓² 弻儱纋纑瓌伀瓃爍嬭儌粟纃瘨孪宥亚。 

² 伣瓌瓃爍嬭儌粟纃瘨祟彧曞，佁挒枫兪EN/IEC 61010-2-020² 厓笻伀归瓃爍孪宥圯。 

囌钥閑瓃爍嬭儌粟纃斚，隤這彎窄舦瓃爍嬭儌粟纃瘨钥閑Ó 瘨披庹。 

暭儗厓伿常瘨瓃爍嬭儌粟纃，厓卦閩窄舦“门亚：輐瀭吰郱亚”。夦暭亟仹电閒，讛厵凚迄哪糆卺皜儗瘨侅怓。 

曐祟彧曞² 弻瓌伀宝輐瀭、祟彧维卮郱亚曞桔秗嬾忋厓木憴挃字伀瓌瘨廞胴蘤爍攽祟彧伀À 。 

祟彧曞乩僥譜繳凚迄哪譈厓瘨¹ À 乞叼纘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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乩僥譜伣瓌Andreas Hettich GmbH & Co. KG儐厜瘨千衩郱亚憺義讉儐厜譈厓瘨千衩郱亚。 

争® ã 暭擬瘨嬭儌襨嬾：EN/IEC 61010-1，EN/IEC 61010-2-020 争卮厨嚡瘨曐囔襨嬾。 

争® 朅亚® ，厓砒侁祟彧曞摱伀瘨嬭儌忋吰厓霄忋： 

祟彧曞瘨摱伀這嬬曐摱伀披勻Ó 瘨襨嬾。 

祟彧曞瘨瓙殸嬭衩、嬭衩囔灝竊厬IEC襨嬾Ó 瘨褥毦。 

儗串摱伀叼囌披嬾嶉伀回懤伣瓌孂騰孈祟彧曞，摱伀叼暭ý 剅這嬬嚡孚爝嬾翰À 瘨嬭儌褥毦。 

7 运输和储存 

7.1 运输 

囌譢墫轴輷凱，彩頟嬭衩轴輷侁阍衩缒。 

譢墫吰郱亚轴輷，彩頟溅赗® 冻獓堧朅亚： 

獓堧淍幊：–20°C膗 +60°C；

稞殸皜宝渣幊：10% 膗 80%，霂兛冁渣幊。 

7.2 储存 

譢墫吰郱亚乩厓囌宥閑、帖熉瘨稞閘轿蟰偌嫼。 

譢墫吰郱亚偌嫼，彩頟這嬬溅赗® 冻獓堧朅亚： 

獓堧淍幊：–20°C 膗+60°C
稞殸皜宝渣幊幊：10% 膗 80%，霂兛冁渣幊。 

8 供货范围 

争® 郱亚宪阳厰祟彧曞ä 曞伿賋 

1 瓙渴繣

2 侁阍衩缒

1 儑襶钤弆戗懯

1 摱伀讘斲上

1 轴輷侁阍衩缒捴磞燰

1 糋忉覇钥衩缒捴磞燰

輐瀭争卮郱亚抭譆賑褥毦伿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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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叔雀逬迯倹雅褡翊 

运输保险装置务必卸除。 

运输保险装置须妥善保管，因为在下次设备运输前，还须安装运输保险装置。 

设备仅可用安装的运输保险装置进行运输。 

为避免在运输期间设备受损，须将电机牢牢固定。 

在设备开机时，须卸除运输保险装置。 

(a)

(b) (b)
(a)

卸除两个螺钉(a)和垫片(b)。 

运输保险装置应按相反顺序进行安装。 

10 枖囄咋匄 

卸除壳座上的运输保险装置，参见“卸除运输保险装置”章节。 

屢稗怟枖翊斚垄廏窏盠侩翊廒拚廏。褡谚稗怟枖晒廰郑寤EN/IEC 61010-2-020来减稗怟枖圷哄300汇糏寥凄厖堻

盠訠寶。 

稗怟侸乶涝穧逬袨杻限，俹揊EN/IEC 61010-2-020睔减訠寶稗怟枖圷哄300汇糏寥凄厖堻凡乩忳来伖咴

涗匄、亻乩忳斚翊佗侱反雅唝扲聡凒伲狅唝。 

通风口不得阻塞。 

与离心机的通风槽和通风口之间必须保持300毫米的距离。 

检查电源电压是否与机器型号铭牌上的电压参数吻合。 

用电源线将离心机与标准电源插座连接。有关连接值可详参章节“技术数据”。 

打开电源开关（开关位置“I”）。 

依次显示下列状态： 

1. 离心机机型。 

2. 型号及程序版本。 

3. 最近采用的离心机运行日期 

在机盖呈关闭状态时，机盖将自动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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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抯彜/减陉枖眲

11.1 抯彜枖眲

仅在离心机已经接通并且转鼓处于停机状态时，方可打开机盖。 

如无法做到这一点，请参见“紧急解锁”章节。 

如启用循环计数器，在离心机运行后、打开机盖时，将瞬间显示剩余循环（离心机运行）次数。 

举例： 

按此按钮。 

机盖自动解锁。 

 :机盖解锁。 

举例： 

11.2 减陉枖眲

勿将手指伸入机盖与外壳之间。 

关闭机盖时勿用力过度。 

安放机盖，轻压机盖前缘。 

机盖自动锁定。 

 :机盖锁定。 

举例： 

12 迈齯盠褡叔

寥褡 

清理电机轴（ ）A 和转鼓内径；然后，对电机轴进行轻度润滑。电机轴

与转鼓之间的灰尘颗粒会妨碍放置转鼓的稳固度，造成不平稳运行。 

将转鼓垂直安放到电机轴之上。电子轴上的弹簧座圈（B）必须插入转

鼓的转鼓螺母（C）之中。螺母的方向在转鼓上标明（D）。 

用附带的六角扳手顺时针旋转，拧紧转鼓的紧固螺母。 

检查放置转鼓的稳固度。 

为确保转子紧固，必须用手拧紧转子螺母. 

挢叔： 

用附带的六角扳手逆时针旋转，拧松转鼓的紧固螺母，直到拆卸临界

点。在超过拆卸临界点之后，电机轴将可从电机轴心取下。旋转紧固

螺母，直至转鼓可从电机轴取下。 

转动至拆卸临界点。 

从电机轴取下转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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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迈烥褡旵

标准玻璃离心罐的负载量低于RZB 4000 (德国标准DIN 58970第二章)。 

检查转炉安装是否到位和稳固。 

转炉的装料必须对称。允许的配合比可参阅“附件：转炉和配件”。允许的配合比可参阅“附件：转炉和配件”

。 

举例： 

转炉已经均衡装载 乩冝谔! 

转炉装载不均衡 

只允许在离心机外部充注离心容器。 

不得超过离心罐制造商规定的最大装载量。 

离心机缸体的充满程度以保证在离心运行时不从缸体甩出液体为准  液体 

离心力 

在加载转子时，. 不允许有液体进入转子和离心机腔体中。 

务请注意离心罐内的填料高度是否均等，以尽可能减小离心罐内的装料重量差。 

每台转炉机身上设有允许的装料重量说明。装料不得超过这些规定重量。 

14 畻狅寥凄絗缻盠镝陉

为确保密封性，生物安全系统的封闭盖必须可靠地锁闭。

为防止在打开/关闭盖子时密封圈扭曲，必须在密封圈上涂一些橡胶保养胶。 

有关可供应的生物安全系统，可参阅章节“附件：转炉和配件”。如有任何疑问，请向制造商索取相关的信息

。

屢枖眲翊于乪迈烥周争怟侩翊。

按飖晒铤昕呭屢枖眲抧匄昧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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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攩侸哨暚禖冟佒

15.1 暚禖箂呓

机盖解锁。 

机盖锁定。 

旋转状态指示。在转鼓旋转时，旋转指示灯呈逆时针方向旋转闪烁。 

15.2 攩侸鞾柛捥閊

RPM/RCF 直接输入转速。 

按住按钮，数值会加速变化。 

t 直接输入运转时间。 

时间在1分钟以下的，设置幅度为1秒钟；时间为1分钟以上的，设置幅度为1分钟。 

输入离心机工作参数。 

按住按钮，数值会加速变化。 

按“选择键”，可选择特定参数。 

每再按一次按钮，即可选择后续参数。 

调用“机器菜单”（按住按键8秒钟不放）

在“机器菜单”中选择"  Info"（ 信息） , "  Settings" （设置）和 "  Time & 
Cycles"（ 时间和循环数）

往前滚动菜单。

在RPM状态指示（ ）RPM 与RCF指示（ RCF ） 之间切换。 

RCF数值在尖括号（ ） 中列明。 

RPM：转速 

RCF : 相对离心加速度 

启动离心机运行。 

离心机短时运行。 

只要按住按钮，离心机就会开始运行。 

调用菜单"  Info"（ 信息） , "  Settings" （ 设置） "  Time & Cycles"（ 时间和循环数） 。

停止离心机运行。 

转鼓按预定的制动模式停机。 

按两次按钮，启动紧急停机。 

机盖解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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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吞旌谚翊 

t/min 逬袨晒限。设置区间：1-99分钟，设置幅度：1分钟。 

t/sec 逬袨晒限。设置区间：1-59秒，设置幅度：1秒钟。 

逺罉逬袨"--:--"。将参数t/min 和 t/sec设置为“零”。

RPM 迈遻 

数值设置区间：200 RPM（每分钟转速）至 转鼓最高转速。 

200RPM至10000RPM之间，可按10单位进行调节。超过10000RPM，可按100单位调节。 

转鼓最高转速参见《附件：转鼓和配件》章节。

RCF 睔展稗怟勼遻异 

数值设置区间：200 RPM 至 转鼓最高转速。 

10000以下可按1单位调节，10000以上按10单位调节。

仅在开启RCF状态指示( RCF )时，才可输入相对离心加速度（RCF）。 

相对离心加速度（RCF）取决于离心半径（RAD）大小。在输入RCF之后，须检查是否设置了正确的

离心半径。

RAD/mm 稗怟厦忠 

设置区间： 10 毫米 至 250 毫米；设置幅度：1毫米。 

离心半径参见《附件：转鼓和配件》章节。

仅在开启RCF状态指示（ RCF ）时，才可输入离心半径。

DEC 制动模式：fast（快速） = 快速停机；slow（慢速 ）= 慢速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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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输入离心参数

16.1 直接输入离心参数

輐迃（ ）RPM 、皜宝祟彧剄迃幊（ ） 、RCF 祟彧勮弨（ ）RAD 吰轴蟰斚閘竭卦攔厓达轫抭鑒

皘捉輷儉，羰斄隤丯僬抭 抭鑒。 

譢缒瘨祟彧卦攔囌祟彧曞轴蟰叓剌厲懱丬争侁嫼。 

16.1.1 转速（ ）RPM  

举例：  

彩褥斚，抭欈抭鑒辭嬾RPM牚徥披磞 

（ ）RPM 。 

RPM/RCF 达轫欈抭鑒譢缒曃暿俠。 

16.1.2 相对离心加速度（ ）RCF 和离心半径（ ）RAD  

举例：  

彩褥斚，抭欈抭鑒，辭嬾RCF牚徥披磞 

( RCF )。 

RPM/RCF 达轫欈抭鑒，譢缒皜宝祟彧剄迃幊曃暿俠

。 

t 达轫欈抭鑒，譢缒祟彧勮弨曃暿俠。 

16.1.3 运行时间

轴蟰斚閘囌1冪鑃争® 瘨，譢缒巩幊ã 1祶鑃；轴蟰斚閘囌1冪鑃争 瘨，譢缒巩幊ã 1冪鑃。 

褥譢缒“辂纑轴蟰”，頟宪卦攔t/min吰t/sec譢ã “隚”。斚閘牚徥披磞(t/min:s)既磞ã ："--:--"。 

ç 伯： 

举例：  

t 达轫欈抭鑒，譢缒曃暿俠。 



AB1203ZH  Rev. 09 / 12.2022 19/41 

16.2 通过“选择”按钮输入离心参数

轴蟰斚閘厓争“冪”吰“祶”ã 勹仱轿蟰譢缒（卦攔t/min吰t/sec） 。

褥譢缒“辂纑轴蟰”，彩頟宪卦攔t/min吰t/sec譢ã “隚”。斚閘牚徥披磞(t/min:s)既磞ã ："--:--"。 

ç 伯： 

相 离心速度取决于离心半径对 。
在 入离心速度输 时，将 示 置的离心半径显 设 .
夦杀囌辭嬾牚徥披磞ÿ 厲憺義囌輷儉卦攔斚曎抭仳抭鑒帚纘报8祶鑃² 朢庤，冽牚徥披磞宪儱櫅既磞凱缒攔俠。

囌欈恩兙® ，彩頟酱敔輷儉卦攔。 

按下 键，将存储 置参数设 . 

囌輷儉墾Ð 卦攔斚，彩頟囌輷儉暤厲 Ð 卦攔厲，儱抭 抭鑒。 

歳櫅卦攔譢缒，囫厓达轫抭 抭鑒丬争Ó 救。囌欈恩兙® ，輷儉攔挒宪² 丬侁嫼。 

举例： 

RPM状态指示（ ）RPM
举例： 

RCF状态指示（ RCF ）

彩褥斚，抭欈抭鑒，辭嬾RPM牚徥披磞 

（ ）RPM 憺義RCF牚徥披磞（ RCF ） 。 

抭欈抭鑒 

t/min : 轴蟰斚閘；冪 

t 达轫欈抭鑒，譢缒曃暿俠。 

抭欈抭鑒。 

t/sec: 轴蟰斚閘；祶 

t 达轫欈抭鑒，譢缒曃暿俠。 

® 頙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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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RPM状态指示（ ）RPM
举例： 

RCF状态指示（ RCF ）

抭欈抭鑒。 

RPM : 輐迃. 
RAD/mm : 祟彧勮弨. 
乩囌辭嬾RCF牚徥披磞（ RCF ） 斚，懱亾

既磞吰輷儉祟彧勮弨。

t 达轫欈抭鑒，譢缒曃暿俠。

抭欈抭鑒。 

R : 祟彧勮弨. 
RCF : 皜宝祟彧剄迃幊

t 达轫欈抭鑒，譢缒曃暿俠。

t 达轫欈抭鑒，譢缒曃暿俠。  

抭欈抭鑒。 

DEC : 凚剌槅庳。 

fast(快速) : 徏迃倀曞。 

slow(慢速) : 愆迃倀曞。 

t 达轫欈抭鑒，譢缒曃暿俠。 

按下此键，以存 整储调 置参数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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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离心机运行

柝挒EN / IEC 61010-2-
020粟冻枫兪，囌祟彧曞轴蟰曃閘，祟彧曞同轝300殏簗嬭儌芧嚘儩，² 弻暭亟仹乞叼、匕阍呥吰儚乺爍呥。 

祟彧曞歳櫅轴蟰ÿ 厲，囌曞発覇钥斚，宪既磞刍份彎獓（祟彧曞轴蟰）櫅攔。 

ç 伯： 

夦贩轫輐麷茛輡瘨酱酳孝譜俳嶒，囌庤曞斚祟彧曞轴蟰宪亾Ó 救，帚既磞® 冻牚徥： 

厓阳斚抭 抭鑒，Ó 救祟彧曞轴蟰。 

囌祟彧曞轴蟰曃閘，厓辭抍、侒擝祟彧卦攔。仪旓侒擝俠乩辦瓌串廷凱瘨祟彧曞轴蟰，羰² 丬侁嫼。 

厓阳斚抭 抭鑒，囌RPM牚徥披磞（ ）RPM ³ RCF牚徥披磞（ RCF ） ÿ 閘冫挆。夦叓剌RCF牚徥披磞（ RCF
） ，冽頟輷儉祟彧勮弨。 

夦既磞® 冻牚徥： 

冽厎暭囌懷庤曞発厲，敝厓儱櫅轴蟰祟彧曞。 

摱伀壕讓吰擩陀宪丬争既磞（卦襥“擩陀”窄舦）。 

懷庤瓙渴庤儗。庤儗仱缒（ ）。 

宝輐麷轿蟰衩輡，儗 祟彧曞発。 

17.1 离心机运转时间选择

举例： 

RPM状态指示（ ）RPM
举例： 

RCF状态指示（ RCF ）

彩褥斚，抭欈抭鑒，辭抍RPM牚徥披磞 

（ ）RPM 憺義RCF牚徥披磞（ RCF ）

輷儉祟彧卦攔曃暿俠（卦襥“輷儉祟彧卦攔”窄舦）

。 

抭欈抭鑒，叓剌祟彧曞轴蟰。 

囌祟彧曞轴蟰曃閘，宪既磞輐麷瘨輐迃憺

義嚄欈之瓃瘨RCF俠争卮刍份斚閘。 

® 頙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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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RPM状态指示（ ）RPM
举例： 

RCF状态指示（ RCF ）

囌斚间寮溅憺義抭 抭鑒Ó 救祟彧曞轴蟰斚，寕亾

抭焋譢缒瘨凚剌槅庳倀曞。 

宪既磞凚剌槅庳。ç 伯： f

17.2 连续运行

举例： 

RPM状态指示（ ）RPM
举例： 

RCF状态指示（ RCF ）

彩褥斚，抭欈抭鑒，辭抍RPM牚徥披磞 

（ ）RPM 憺義RCF牚徥披磞（ RCF ） 。

輷儉祟彧卦攔曃暿俠。宪卦攔t/min吰t/sec譢缒ã “隚

”（卦襥“輷儉祟彧卦攔”窄舦）。 

抭欈抭鑒，叓剌祟彧曞轴蟰。 

囌祟彧曞轴蟰曃閘，宪既磞輐麷瘨輐迃憺

嚄欈之瓃瘨RCF俠，争卮嶖轴蟰斚閘。 

抭欈抭鑒，倀欆祟彧曞轴蟰。 

抭頨譢瘨凚剌槅庳倀曞。宪既磞凚剌槅庳

；ç 伯：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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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稗怟枖硉晒逬袨

亚俧： 

RPM猒恝捣禖（ ）RPM
亚俧： 

RCF猒恝捣禖（ RCF ）

必要时，按此按钮，选定RPM状态指示 

（ ）RPM 或者RCF状态指示（ RCF ） 。

输入离心参数期望值（参见“输入离心参数”章节）

。 

按住此按钮，不松开。 

在离心机运行期间，将显示转鼓的转速或

因此产生的RCF值，以及已运行时间。 

松开此按钮，停止离心机运行。 

按预设的制动模式停机。将显示制动模式

；举例： f

18 綃悁傸枖

亚俧： 

RPM猒恝捣禖（ ）RPM
亚俧： 

RCF猒恝捣禖（ RCF ）

按此按钮两次。 

在紧急停机时，将按“快速”制动模式停

机（快速停机）。 

将显示制动模式：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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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怆琋诽旌囄

转鼓的使用寿命限定为50,000循环次数（离心机运行次数）。 

离心机上安装了循环计数器，用于统计循环（离心机运行）次数。 

离心机每次运行后，在机盖解锁时，将瞬间显示剩余循环（离心机运行）次数。 

举例： 

如超过转鼓的最大容许循环次数，则将在每次启动离心机运行后显示下列状态，必须重新启动离心机运行。 

如显示下列状态： 

出于安全考虑，必须立即更换新转鼓。 

在更换转鼓后，必须将循环计数器重置为“0”（参见《将循环计数器重置为“0”章节） 

20 谚翊乪桁谾

桁谾： 

系统信息 

谚翊： 

声信号 

离心机运行结束后机盖自动解锁

背景灯自动关闭 

离心机运行停止后的光信号 

桁谾： 

运行时数 

已完成离心机运行次数 

谚翊： 

循环计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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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桁谾絗缻倽惋

可查询以下系统信息： 

器型号及其最大 数仪 转 , 
器的程序版本仪 , 
器的 型 号仪 类 编 , 
器的生 日期仪 产 , 
器的序列号仪 , 

变频器机型； 

变频器程序版本。 

在转鼓停机时，可进行下列查询： 

可随时按 按钮，中断操作过程。 

按此按钮，维持8秒钟不松开。 

按此按钮。 

按此按钮。
器型号及其最大 数仪 转

按此按钮。 
器的程序版本仪 . 

举例：

按此按钮。 
型类 #1: 器的 型 号仪 类 编 . 

举例：

按此按钮。 
型类 #2:

如果此 示面板的数位多于 示面板显 显 型类“ #1”，则继续输
入 型 号类 编 . 

举例：

按此按钮。 
器的生 日期仪 产 . 

举例：

下页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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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按钮。 
器的序列号仪 .

举例： 

按此按钮。 

变频器机型。 

举例： 

按此按钮。 

变频器程序版本。 

举例： 

按此按钮两次，退出 “ Info” 

（信息）菜单；或者按此按钮三次，退出 

“ MACHINE MENU ” 

（机器菜单）。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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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奌倽呓

在下列情况下，声信号： 

在发生故障后，每2秒钟鸣响一次； 

在离心机运行结束、转鼓停机后，每30秒钟鸣响一次。 

按任意键，停止声信号鸣响。 

在转鼓停机时，可对声信号进行下列设置： 

可随时按 按钮，中断操作过程。在此情况下，设置将不予保存。 

按此按钮，维持8秒钟不松开。 

按此按钮多次，直至显示下列状态。 

按此按钮。 

End beep : 离心机运行停止后发出声信号。

off : “信号”停用。

on : “信号”启用。 

t 通过此按钮设置off（关）或on（开）。 

按此按钮。 

Error beep : 发生故障后发出声信号。

off : “信号”停用。

on : “信号”启用。 

t 通过此按钮设置off（关）或on（开）。 

按此按钮。 

Beep volume : 声信号音量。

min : 低
mid : 中
max : 高 

t 通过此按钮设置min（低）、mid（中）或

max（高）音量。 

下页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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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按钮，保存设置。 

按此按钮两下，退出“

Settings”（设置）菜单，或按此按钮两下

，退出 

“ MACHINE MENU ”（机器菜单）。 

举例： 

20.3 稗怟枖逬袨傸殾呪盠冥倽呓

在离心机运行停止后，指示器的背景灯将闪亮，以亮灯方式显示离心机运行已经结束。 

在转鼓停机时，可按下列方式启用或关闭光信号： 

可随时按 按钮，中断操作过程。 

按此按钮，维持8秒钟不松开。 

按此按钮多次，直至显示下列状态。 

按此按钮。 

按此按钮多次，直至显示下列任一状态。 

End blinking : 
在离心机运行结束后，指示器的背景灯闪亮

。 

off: 背景灯不闪。 

on：背景灯闪亮。 

t 通过此按钮设置off（关）或on（开）。 

按此按钮，保存设置。 

按此按钮一下，退出“

Settings”（设置）菜单，或按此按钮两下

，退出 

“ MACHINE MENU ”（机器菜单）。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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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稗怟枖逬袨缯枻呪枖眲艆匄訿镝

可通过设置，选择在离心机运行结束后机盖是否自动解锁。 

在转鼓停机时，可进行下列设置： 

可随时按 按钮，中断操作过程。在此情况下，设置将不予保存。 

按此按钮，维持8秒钟不松开。 

按此按钮多次，直至显示下列状态。 

按此按钮。 

按此按钮多次，直至显示下列任一状态。 

Lid AutoOpen : 
离心机运行结束后机盖自动解锁。 

off : 机盖不自动解锁。 

on : 机盖自动解锁。 

t 通过此按钮设置off（关）或on（开）。 

按此按钮，保存设置。 

按此按钮一下，退出“

Settings”（设置）菜单，或按此按钮两下

，退出 

“ MACHINE MENU ”（机器菜单）。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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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暚禖囄脨曋烋

为了节省能源，可进行相应设置，以使显示器的背景灯在离心机运行结束2分钟之后关闭。 

在转鼓停机时，可按下列方式进行上述设置： 

可随时按 按钮，中断操作过程。在此情况下，设置将不予保存。 

按此按钮，维持8秒钟不松开。 

按此按钮多次，直至显示下列状态。 

按此按钮。 

按此按钮多次，直至显示下列任一状态。 

Power save （节电） : 

背景灯自动关闭。 

off（关）：“自动关闭”停用。 

on（开）：“自动关闭”启用。 

t 通过此按钮设置off（关）或on（开）。 

按此按钮，保存设置。 

按此按钮一下，退出“

Settings”（设置）菜单，或按按钮两下，

退出 

“ MACHINE MENU
”（机器菜单）。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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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桁谾逬袨晒旌哨稗怟枖逬袨歽旌

运行时数分为内部和外部运行时数。 

内部运行时数：设备接通的总时间。 

外部运行时数：离心机已运行总时间。 

可在转鼓停机时，按下列方式进行查询： 

可随时按 按钮，中断操作过程。在此情况下，设置将不予保存。 

按此按钮，维持8秒钟不松开。 

按此按钮多次，直至显示下列状态。 

按此按钮。 

TimeExt：外部运行时数。 

举例： 

按此按钮 

TimeInt : 内部运行时数。 

举例： 

按此按钮。 

Starts：离心机所有运行次数。 

举例： 

按此按钮两次，退出 “ Time（时间） 

& Cycles”（循环数） 

菜单，或者按按钮三次，退出“

MACHINE MENU ”（机器菜单）。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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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屢怆琋诽旌囄鈩翊亖“青”

在更换转鼓后，必须将循环计数器重新设置为“零”。 

仅在事先更换新转鼓后，才能将循环计数器重置为零。 

循环计数器可在转鼓停机时，按下列方式重置： 

可随时按 按钮，中断操作过程。在此情况下，设置将不予保存。 

按此按钮，维持8秒钟不松开。 

按此按钮多次，直至显示下列状态。 

按此按钮。 举例： 

按此按钮多次，直至显示下列状态。 

Cyc sum: 已完成循环次数。 

按此按钮。 

t 按此按钮。 

已完成循环次数将重置为零。 

按此按钮，保存设置。 

按此按钮两次，退出 “ Time
（时间）& Cycles”（循环数） 

菜单；或按此按钮三次，退出“

MACHINE MENU ”（机器菜单）。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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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离心相对加速度(RCF) 
祟彧皜宝剄迃幊(RCF) 争酱刿剄迃幊瘨冄侱有蠌磞。嬧専串汅暭勹仱瘨攔俠，ä 褥瓌伀冪祟争卮氭禓剃猫歸輧。 

祟彧皜宝剄迃瘨譅笻儐庳夦® ： 

1,118r

2

1000

RPM
RCF 1000

1,118r

RCF
RPM

 RCF = 祟彧皜宝剄迃 

 RPM = 輐迃 

 r = 祟彧勮弨（勹仱：殏簗） = 祟彧维帹膗敯輐輘Ó 灝ÿ 閘瘨閘趁。 

暭儗祟彧勮弨，厓卦閩窄舦“门亚：輐瀭吰郱亚”。 

祟彧皜宝剄迃幊(RCF) 嚄祟彧曞瘨輐迃吰祟彧勮弨羰度。

22 材料离心作业或者密度高于1.2 kg/dm3的混合材料的离心作业

轴蟰輐瀭暤驼輐迃斚，更攽吰涛厬更攽瘨孪幊² 弻贩轫1.2 kg/dm3。 

夦更攽吰涛厬更攽孪幊驼串讉披枫卦攔，冽彩頟皜常闱仲嶉伀輐迃。 

譜厓輐迃厓抭争® 儐庳譅笻弻冞： 

1,2)nred
较高密度

(降速

伯夦：暤驼輐迃4000 RPM，孪幊1,6 kg/dm3

RPM3464RPM4000
kg/dm³1,6
kg/dm³1,2

nred

夦暭电閒，厓厵凚迄哪呌讆。 

23 紧急解锁

囌卵瓃倀瓙斚，曞発² 亾膎剌覇钥。彩頟轿蟰乞嶉糋忉覇钥。 

囌糋忉覇钥斚，彩頟宪祟彧曞瓙渴冫救。 

乩厓囌輐麷倀曞斚，懷庤曞発。 

沌悳！夦頞斚鐬（厵厗）輐剌儑襶戗懯，宪宠膘钥枷卻挃。 

厎股辪斚鐬（厵嶊）輐剌儑襶戗懯，卦襥门嚢。 

儗閑瓙渴庤儗（庤儗仱缒“0”）。 

达轫曞発 瘨稻厇襦它，砒侁輐麷墨串倀曞牚徥。 

宪儑襶戗懯毘帗牚捶儉嫸盠（ ） ，A 辪斚鐬（厵嶊）害彧輐剌，皘膗懷庤曞発。 

宪儑襶戗懯儱櫅乲嫸盠Ó 卺冞。 

[kg/dm³]
暤驼輐迃 [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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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设备维护和保养

譢墫厓股嶖繳卻凔氅杷。

囌涩氅嶉伀凱彩頟扸冞瓙渴捶壘。 

夦常瓌凚迄哪庞譒争墺瘨卟氅嶉伀泥禯，瓌懛隤厵凚迄哪弥讆砒譈懤常瓌瘨敝汹亾² 亾宝譢墫迄憴挃図。

礥欆伣瓌兖治曞有涩治祟彧曞、輐瀭争卮郱亚。 

厎兪懯治吰轿蟰浖徥洬歶。 

毘淍彩頟轢凔 20 – 25°C。 

厎僥譜伣瓌竊厬争® 褥毦瘨涩沥処憺義洬歶処： 

pH俠ã 5膗8； 

² 叏胴蘤忋廞硕、轫毋劺爍、毓劺厬爍、鄜浖争卮硕浖。 

ã 連僱卟氅吰洬歶処迄憴曞价瓃钬，讛剅彩這嬬凚迄哪暭儗卟氅吰洬歶処瘨常瓌襨嬾。

24.1 离心机(机壳，机盖以及离心室) 

24.1.1 表面清洁以及保养 

嬾曃涩沥祟彧曞争卮祟彧孈瘨曞増，彩褥恩兙® 厓瓌帖兤瘨嶧囻汢聉瘦毘憺義Ó 忋涩沥処卟氅。载柛斆厓砒侁曞

亚瘨涩沥卬厓闖欆曞亚嚄卻氅杷羰瓃钬。 

辦瓌瘨涩沥処憴冪: 

聉瘦，賃祟嫴忋蠌霆泟劺処，霂祟嫴忋蠌霆泟劺処。 

囌伣瓌涩沥処轫厲，隤瓌渣嶧宪欯份涩沥処扝帖。 

涩沥轫厲，嘌亚蠌霆彩頟皘捉顲帖。 

夦祟彧孈儩冞獔兛冁毘，厓瓌叜毘嶧宪儚撊帖。 

歳帘隤桤枉祟彧孈旓及嫼囌挃図獔谅。 

夦卵獔嫼囌杴丿暭字串嬭儌瘨挃仈，冽² 弻纋纑伣瓌讉祟彧曞。载祱恩兙® 厓达瞉翸粟曐懯儰懤輡瘨Ó 嚡哒

厲暱剅曞木荛曐儐厜頢孆暱剅邌。 

24.1.2 表面消毒 

夦仄杷忋爍賌轿儉祟彧孈，冽祟彧孈彩頟穯北洬歶。 

辦瓌瘨洬歶処憴冪: 

‹ 鄫，欇¿ 鄫，‹ 垞嶕鄫，賃祟嫴忋蠌霆泟劺処，闖胴処。 

囌伣瓌洬歶処轫厲，隤瓌渣嶧宪欯份洬歶処扝帖。 

洬歶轫厲，嘌亚蠌霆彩頟皘捉顲帖。 

24.1.3 活跃放射性污垢的清除 

涩沥処彩頟旓専串¹ À 涩阈擢宨忋氅坆瘨祱簟。 

辦瓌串涩阈擢宨忋氅坆瘨涩沥処瘨憴冪: 

賃祟嫴忋蠌霆泟劺処，霂祟嫴忋蠌霆泟劺処，‹ 鄫涛厬爍。 

囌涩阈挭擢宨忋氅坆ÿ 厲，隤瓌渣嶧宪欯份卟氅処扝帖。 

涩阈擢宨忋氅坆ÿ 厲，嘌亚蠌霆彩頟皘捉顲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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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转炉和配件 

24.2.1 清洁和保养 

ã 頨闖胴蘤吰更攽卼賌，讛剅彩嬾曃瓌聉瘦毘憺儚乺Ó 忋涩沥処汢杷 囻渣嶧宝輐瀭吰郱亚轿蟰涩沥。捌苴歳Ð

旃曃轿蟰 櫅涩沥嶉伀。 宝串倚宸冞獔瘨氅坆，頟穯北丬争涩阈。 

辦瓌瘨涩沥処憴冪: 

聉瘦，賃祟嫴忋蠌霆泟劺処，霂祟嫴忋蠌霆泟劺処。 

囌伣瓌涩沥処ÿ 厲，隤瓌涩毘宪欯份涩沥処兖治帖兤（乩间串祟彧曞墺邌），烚厲瓌渣嶧儱宪儚扝帖。 

涩沥轫厲，輐瀭吰郱亚彩頟皘捉顲帖。 

常瓌瓃爍嬭儌粟纃（暭儗厓伿常瘨瓃爍嬭儌粟纃，厓卦閩窄舦“门亚：輐瀭吰郱亚”）斚彩頟嬾曃（歳旃曃 櫅

）桤枉争卮涩沥孪宥獓。夦卵獔孪宥獓暭衦繝、衦厇憺義剗挃，冽隤穯北暘挆。ã 闖欆囌懷庤/儗閑発嫴斚孪宥嚬

我暖，彩頟囌孪宥嚬 洦 丿樅肚侁償肚。 

ã 連僱輐瀭³ 瓙曞輘Ó 閘仱缒漒渣瓃钬，歳暬暤贛瞥 櫅隤扪® 輐瀭卟氅帚繽瓙曞輘 汝。 

歳暬囫常桤枉輐瀭吰郱亚瘨碌挃/胴蘤恩兙。 

冞獔碌挃憺義瓃钬恩兙瘨輐瀭争卮郱亚² 弻纋纑伣瓌。 

歳旃曃隤桤枉輐瀭瘨衩郱仱缒旓及秗嚞卮欇砒。 

24.2.2 消毒 

夦杀暭仄杷忋爍賌簼门囌輐瀭憺義郱亚 ，冽彩頟轿蟰皜常瘨洬歶嶉伀。 

辦瓌瘨洬歶処憴冪: 

‹ 鄫，欇¿ 鄫，‹ 垞嶕鄫，賃祟嫴忋蠌霆泟劺処，闖胴処。 

囌伣瓌洬歶処ÿ 厲，隤瓌涩毘宪欯份洬歶処兖治帖兤（乩间串祟彧曞墺邌），烚厲瓌渣嶧儱宪儚扝帖。 

洬歶伀À 轫厲，輐瀭吰郱亚彩頟皘捉顲帖。 

24.2.3 活跃放射性污垢的清除 

懤瓌卟氅処彩頟旓専串¹ À 涩阈擢宨忋氅坆瘨祱簟。 

辦瓌串涩阈擢宨忋氅坆瘨涩沥処瘨憴冪: 

賃祟嫴忋蠌霆泟劺処，霂祟嫴忋蠌霆泟劺処，‹ 鄫涛厬爍。 

囌涩阈挭擢宨忋氅坆ÿ 厲，隤瓌涩毘宪欯份卟氅処兖治帖兤（乩间串祟彧曞墺邌），烚厲瓌渣嶧儱宪儚扝帖。 

囌涩阈挭擢宨忋氅坆ÿ 厲，輐瀭吰郱亚彩頟皘捉顲帖。 

24.2.4 转鼓和配件的使用寿命限制

輐麷瘨伣瓌宣吡争襨嬾瘨彎獓攔（祟彧轴蟰攔）ã 间。暤壋孝譜彎獓攔囌輐麷 枫斲。 

冞串嬭儌羧藵，囌凔轢枫沌瘨暤壋孝譜彎獓攔厲，² 厓纋纑伣瓌輐麷。 

祟彧曞郱墫个彎獓譅攔嘌，宝彎獓攔（祟彧曞轴蟰攔）轿蟰纃譅。儛价讘斲卦襥“祟彧曞譅攔嘌”窄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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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高压蒸养

輐麷厓囌121°C / 250°F瘨淍幊® （ 20冪鑃）轿蟰葜匯。

冞串嬭儌羧藵，囌繳轫10櫅驼匯葜償厲，頟暘挆輐麷。 

囌葜匯ÿ 厲，彩頟竭凔輐麷兛匘凔獓堧淍幊，敝厓儱櫅伣瓌。

宝串曤荰毘帗，斄汹俾冞亟仹侁譥。 

囌剄匯曤荰伀À 凱彩頟宝輐瀭曞発争卮祟彧维轿蟰騰據。 

驼匯葜償亾剄迃埵攽瘨羥劺轫禯。欈墺，轼亾宠膘埵攽卼舖。 

24.4 离心罐

囌祟彧维夦冞獔² 孪宥憺義矘衦瘨恩兙® ，隤宪矘砲维囻、砲獟琧燫争卮瓍冞瘨祟彧爍弟帹涩阈。 

獟琧矘砲厲，輐瀭瘨樅肚坏燫争卮埵攽蠐壻彩頟酱敔暘挆。 

欯瓽® 有瘨獟琧砲燫厓庹卵儚嬧獟琧矘砲!

夦暭仄杷忋爍賌欯瓽，冽彩頟穯北轿蟰洬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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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故障

夦抭焋擩陀冻蠌佁烚斄汹挶阈懤冞擩陀，冽常³ 曐懯儰懤輡瘨Ó 嚡哒厲暱剅曞木荛曐儐厜頢孆暱剅邌翸粟。 

讛輷儉祟彧曞圯厛吰帳冻厛。 载Ê Ð 纺厛厓乲祟彧曞瘨圯厛钑燰 枉卺。 

酱敔庤曞墱仱： 

儗閑瓙渴庤儗 (庤儗嶉仱"0")。 

暤贛瞥竭弩10祶鑃，烚厲酱敔捉达瓙渴庤儗 (庤儗嶉仱" ")。 

显示 故障原因 排除措施

既磞嘌² 既磞 汅暭瓙匯。 

瓙渴輷儉侁阍Ã 擩陀。 

桤枉伿瓙瓙匯。 

桤枉伿瓙焸救Ã ，卦閩窄舦“暘挆瓙

渴輷儉侁阍Ã ”。 

懷庤瓙渴庤儗。

IMBALANCE  輐瀭衩輡² 囫蠅。 囌輐麷倀曞厲，懷庤曞発。 

桤枉輐瀭瘨衩輡，卦閩窄舦“輐瀭衩

攽”。 

酱敔轴蟰祟彧伀À 泥禯。

MAINS INTER 11 

MAINS INTERRUPT  

祟彧伀À 曃閘瓙渴Ó 救。(祟彧伀

À 泥禯宾曎繷會)

囌輐麷倀曞厲，懷庤曞発。 

抭® 抭鑒  ； 

彩褥斚酱敔轴蟰祟彧伀À 泥禯。

TACHO ERROR 1, 2 輐迃肭兖Ó 救。

LID ERROR 4.1 – 4.127 曞発钥閑粟纃钽讓

OVER SPEED 5 贩驼迃

輐瀭倀輐厲孂敡瓙渴酱叓。

VERSION ERROR 12 桤泯冞钽讓瘨祟彧曞曞圯。 

钽讓 / 瓙殸粟擩陀

UNDER SPEED 13 贩仲迃

CTRL ERROR 25.1, 25.2 

CRC ERROR 27.1 

COM ERROR 31 – 36 

FC ERROR 60, 
61.1 – 61.21, 

61.64 – 61.142

钽讓 / 瓙殸粟擩陀

輐瀭倀輐厲孂敡瓙渴酱叓。

FC ERROR 61.23 

TACHO ERR 61.22 

輐迃泯酳冞獔讓嶒。 囌敯輐披磞 敯輐庳閎乒斚，² 弻儗

閑譢墫。褥竭凔既磞 竊厛（曞発覇

钥）斚，敝厓儗曞。欈厲，轿蟰“瓙

渴墱仱”。 

FC ERROR 61.153 钽讓 / 瓙殸粟擩陀 酱叓瓙渴。

桤枉輐瀭瘨衩輡，卦閩窄舦“輐瀭衩

攽”。 

酱敔轴蟰祟彧伀À 泥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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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更换电源输入保险丝

儗閑瓙渴庤儗，帚扭挭曞嘌瓙渴繣！

瓙渴輷儉侁阍Ã 争卮儚擓幋(A)仱串瓙渴庤儗瘨佋轝。 

宪辂捉繣乲曞嘌捶壘Ó 扸冞。 

宪包钥(B) 曁侁阍Ã 擓幋(A) 敝厵匯® ，烚厲卺冞侁阍Ã 擓幋。 

暘挆侁阍Ã 。

讛忟旓伣瓌竊厬瓙渴顁嬾俠瘨侁阍Ã ，讛卦閩厲霆瘨冻蠌。 

酱敔宪侁阍Ã 擓幋捌儉，皘膗包钥钥糋斚欆。 

酱敔捉达曞嘌瘨瓙渴。

圯厛 曞圯 侁阍Ã 譆賑纺厛

 MIKRO 185 1203 T 3,15 AH/250V E997 
 MIKRO 185 1203-01 T 6,3 AH/250V 2266 

27 设备寄回

宪譢墫孨嚂繽匦孚斚，彩頟衩儉轴輷侁阍衩缒。 

夦宪曞嘌憺郱亚孨嚂Andreas Hettich GmbH 
儐厜，彩頟囌卵轴ÿ 凱轿蟰彩褥瘨涩沥吰洬歶，争砒侁乞蹏、獓堧吰更攽瘨嬭儌。

憵亐侁瓽厎捉卻嶖洬歶瘨于嘌憺繨亚瘨曧凍。

祟彧曞卟氅吰洬歶瘨皜儗賝瓌，瓕瓌懛戣扩。 

宝欈憵亐嶰暿弻凔恌亐瘨玪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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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废弃处理 

可由制造商对设备进行废弃处理。 

ã 个卵嚂，彩頟奯繬糆卺卵嚂蠌勹 (RMA)。 

彩褥斚翸粟凚迄哪瘨戤曓暱剅邌： 

Andreas Hettich GmbH & Co. KG 
Föhrenstraße 12 
78532 Tuttlingen, Germany
瓙讁：+49 7461 705 1400
瓙嫴遒筕：service@hettichlab.com

幃座墨玪厓股亾之瓃賝瓌。 

警告 

对人员和环境存在脏污风险和污染风险 

囌宝祟彧冪祟曞轿蟰幃座墨玪斚，夦杀幃座墨玪钽讓憺義² 怔廷，冽厓股亾庨肳憺氅杷乞叼卮獓堧。 

乩僥譜瓕卻轫垝譑吰儛暭曧间瘨¹ À 哒厲暱剅乞叼戋蟰扪匜吰幃座墨玪。 

譢墫斌囌瓌串哪À 瓌辸（ “Business to Business”- B2B） 。 

柝挒披予 2012/19/EU 瘨褥毦，² 弻儱宪譢墫³ 孚幑圧团 贛轿蟰幃座墨玪。 

柝挒幃座瓙嫴瓙殸譢墫瘟譔垞酵亾 (EAR) 瘨襨嬾，譢墫延ã ® 冻厨繨。 

竐 5 繨（害圯譢墫） 

达轫载Ð 懷卭瘨圧团栚竊厛蠌斲² 弻³ 孚幑圧团 贛宝譢墫轿蟰幃座墨玪。 

厨嚡瘨幃座墨玪襨嬾厓股暭懤² 厰。 彩褥斚翸粟伿常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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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附件 

29.1 转炉和配件 

1252-A  2) 
2031 2023 2024 

0536 2078 0788 

振荡衰减型转炉，12倍

3)

4)

 45° 

允许最多循环次数: 50000    +   

孝酳 ml 2,0 1,5 0,5 0,8 0,4 0,2 0,5  
寞宜  x L mm 11 x 38 8 x 30 8 x 45 6 x 45 6 x 18 10,7 x 36  
輐瀭攔酳 12 12 12 12 12 12  
輐迃 RPM 14000  
RZB / RCF 7) 15558 14462  
勮弨 mm 71 71 71 71 71 66  

  (97%) sec 15  
 1 sec 15  

柛曐剄淍 K 1) 15  

1213-A  2) 
2031 2023 2024 

2) 
2031

0536 2078 Micro Spin 
Column 

振荡衰减型转炉，18倍

4), 5)

4)

 45° 

允许最多循环次数: 50000

孝酳 ml 2,0 1,5 0,5 0,8 0,4 0,2 2,0 1,5   
寞宜  x L mm 11 x 38 8 x 30 8 x 45 6 x 45 6 x 18 11 x 38   
輐瀭攔酳 18 18 18 18 18 18   
輐迃 RPM 14000   
RZB / RCF 7) 16654   
勮弨 mm 76 76 76 76 76 76   

  (97%) sec 16   
 1 sec 15   

柛曐剄淍 K 1) 19   

1) 暤驼輐迃、1害斚嶉伀斚閘斚瘨柛曐剄淍

2) 捌苴伣瓌驼迃祟彧汹

3) 厓剄匯洬歶

4) 厓剄匯洬歶, 羴芓郾

5) 郱暭瓃爍孪宥亚（戋蟰枫兪：DIN EN 61010窄舦2 – 020）。 

 讛沌悳“嬭儌披勻”争卮“纘扈吰侁償”窄舦Ó 瘨瓃爍嬭儌粟纃披庹。. 
7) 這嬬筅亚凚迄哪繽冞瘨讘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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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8-A  2) 
2031 2023 2024 

0536 2078 0788 

振荡衰减型转炉，18倍

3)

4)

 45° 

允许最多循环次数: 50000 6)    +  

孝酳 ml 2,0 1,5 0,5 0,8 0,4 0,2 0,5  
寞宜  x L mm 11 x 38 8 x 30 8 x 45 6 x 45 6 x 18 10,7 x 36  
輐瀭攔酳 18 18 18 18 18 9  
輐迃 RPM 14000  
RZB / RCF 7) 16654 15558  
勮弨 mm 76 76 76 76 76 71  

  (97%) sec 15  
 1 sec 15  

柛曐剄淍 K 1) 17  

1226-A 2) 
2031 2023 2024 

0536 2078 0788 

振荡衰减型转炉，24倍

4), 5)

4)

 45° 

允许最多循环次数: 50000 6)    +  

孝酳 ml 2,0 1,5 0,5 0,8 0,4 0,2 0,5  
寞宜  x L mm 11 x 38 8 x 30 8 x 45 6 x 45 6 x 18 10,7 x 36  
輐瀭攔酳 24 24 24 24 24 12  
輐迃 RPM 14000  
RZB / RCF 7) 18845 17749  
勮弨 mm 86 86 86 86 86 81  

  (97%) sec 15  
 1 sec 15  

柛曐剄淍 K 1) 22  

1) 暤驼輐迃、1害斚嶉伀斚閘斚瘨柛曐剄淍

2) 捌苴伣瓌驼迃祟彧汹

3) 厓剄匯洬歶

4) 厓剄匯洬歶, 羴芓郾

5) 郱暭瓃爍孪宥亚（戋蟰枫兪：DIN EN 61010窄舦2 – 020）。 

 讛沌悳“嬭儌披勻”争卮“纘扈吰侁償”窄舦Ó 瘨瓃爍嬭儌粟纃披庹。. 
6) 乩繽輐瀭瘨懤暭竐丰Ð 仱缒衩攽

7) 這嬬筅亚凚迄哪繽冞瘨讘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