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ANK YOU FOR PURCHASING OUR COMPANY'S DIELECTRIC THERMOMETER.

WHEN USING THE DEVICE FOR THE FIRST TIME, PLEASE READ THE OPERATION MANUAL 

CAREFULLY FOR INSTALLATION AND USE!

感谢您购买使用我公司的介电温谱仪
第一次使用该设备时，请您仔细阅读该操作手册，进行安装使用！

DMS-2000
高低温介电温谱仪  

简易操作手册



用网线将DMS-2000的网线接口端与WK6500网线接口端相连接。  (如下图) 

① 电源连接 

② 网线端口连接 

电源接口在后面板上，连接电源线，接通电源。(如下图) 

拆开包装箱，取出仪器（检查仪器在运输过程中是否有缺陷和损坏）。

对应连接
测量导线接口

DMS-2000和WK6500的测量导线接口分别有四个， 从 到左依次是黄色导线对应HCUR接口，绿色导线

对应HPOT接口，红色导线对应LPOT接口，黑色导线对应LCUR接口，WK6500如右下图对应连接即可。 

DMS-2000 右

③ 测量导线连接 

DMS-2000高低温介电温谱仪 WK6500阻抗分析仪

电源接口

电源接口

网线端口 网线端口

1.DMS-2000拆包安装

DMS-2000与WK6500的连接设置 2.

HCUR

HPOT

LPOT

LCUR



检查DMS-2000和阻抗分析仪（WK6500）网线连接是否

成功，在WK6500界面右上角提示 即表

示网线接通（如果DMS-2000软件未打开，阻抗分析仪右

上角则不会显示LAN Remote）。 （ ）

 LAN Remote，

如右图 

网线通讯失败的情况下：需要重新检查并设置DMS-2000和WK6500的IP地址。

DMS-2000的IP地址的设置，右键点击桌面图标"我的电脑"，点击"属性"，找到"控制面板"，点击"网络和Internet",点

击"网络和共享中心"，点击"本地连接"，点击"属性"勾选"Internet 协议版本4（TCP/IPv4）"点击属性，设置IP地址：

192.168.10.30，子网掩码255,255,255,0。

WK6500的IP地址设置，选择Mode-Settings，点击IP&Subnet Mask，将IP Address 设置为192.168.10.36 将

Subnet Mask 设置为255.255.255.0即可。 

DMS-2000和WK6500的IP设置完成后，重新打开DMS-2000的软件后，WK6500提示 LAN Re-mote ，表示网线通

讯成功。 

开机，O关机，开机后显示屏亮起。 开机时绿色指示灯亮起，指示灯一直闪烁，开机完成

后停止闪烁。 

④ DMS-2000与WK6500开机

⑤ 网线连接设置

DMS-2000开机 Wk6500开机

!

打开软件界面，在数据曲线界面点击右键菜单栏，选择Vacuum（抽真空），系统弹出提示如下图所示。

抽真空 泄压

气压显示区域

3. 泄压处理

双击桌面DMS-2000高低温介电温谱测量系统软件快捷方式，启动软件。

选择                   进行泄压处理。（首次使用仪器时，在运输过程中，仪器会进入少许气体）



按住黑色卡扣向后推， 盖子，放到适应的角度。打开

系统弹出提示，如下图：

点击OK，恢复出厂默认设置。 

系统弹出提示，如下图：

根据提示移除绝缘体，让夹具上下电极接触，形成短路状

态点击OK，进行短路校准。

此时系统会弹出短路校准进度条，显示短路校准进程直至

校准成功。 

系统弹出提示，如下图1：

图1 图2

图3

通过向上拉动弹簧杆来控制电极上下活动，方便夹

持样品，放置样品，样品放置完成后，请开始校准。

① 进入软件校准界面

② 放置样品

③ 点击校准选项—RESET（恢复出厂设置 )

④ 点击校准选项—OPEN（开路校准）

⑤ 点击校准选项—SHORT（短路校准）

回到软件主界面。

点击软件界面菜单栏的校准功能 (Calibration)

弹出界面，如下图所示：

根据提示将一个绝缘体放置夹具上，让夹具上下电极分开

形成开路状态后点击OK按钮，进行开路校准（图2）。

此时系统会弹出开路校准进度条（图3），显示开路校准

进程直至校准成功。 

夹具

卡扣

白色绝缘块体

4.仪器校准



系统弹出提示，如下图：

根据提示将一个100Ω的电阻标准件放入夹具上下电

极之间，点击OK，进行电阻校准。

系统会弹出校准进度，直至校准通过。

系统弹出提示，如下图：

根据提示将一个100Ω的电阻标准件放入夹具，点击OK。

在阻抗分析仪端查看测量的电阻值是否在98-101Ω之间。 

系统弹出提示，如下图：

根据提示将100pF电容标准件放入上下电极之间，点击OK。

在阻抗分析仪端查看测量的电容值是否在100-102pF之间。 

如果测量的值不在范围内，首先换一个标准件再次测量，

如果依然不对，说明之前的校准结果并未通过。  
*

系统再次弹出提示，如下图：

根据提示将100Ω的电阻标准件移出，将一个100pF

的电容放入上下电极之间，然后点击OK，继续校准。

系统会弹出校准进度，直至校准成功。

⑥ 点击校准选项—LOAD（负载校准）

⑦ 点击校准选项—MEAS R（测量电阻值）

⑧ 点击校准选项—MEAS C  （测量电容值）

⑨ 校准完成

100Ω电阻标准件

（有芯片一面朝上）

100pF电容标准件

（有芯片一面朝上）



放置样品后，关闭盖子。

达到所需真空环境后，开始连接液氮泵。

选择Project（项目）界面，弹出界面如右图：

用波纹管将DMS-2000和液氮泵进

气口连接，上出口为进气口，下出

口为出气口。

用雷莫线连接两端的雷莫通讯接口。

用串口线连接两端的GBIP接口。

液氮泵连接完成。

连接如右图所示。

选择测量通道

根据需要选择需要测量的通道（如是单通道

仪器，则没有此选择）。

新建项目名称

根据需要设置项目名称。

保存项目文件夹

根据需要选择数据保存的路径。

设置完成后，点击ok按钮，新建项目设置完成。

打开软件界面，在数据曲线界面点击右键菜单栏，选择Vacuum（抽真空），系统弹出提示如下图所示。

点击                   开始抽真空，注意观察气压显示区域的数值，当数值达到所需要的气压环境时，点击                  结束抽

真空。（一般真空数值为2.0 e+02Pa）

抽真空 开始
抽真空

结束
抽真空

气压显示区域

项目

新建项目名称

测量通道

保存项目文件夹

① 新建项目 

5. 抽取真空度（初次使用液氮泵时）

6. 液氮传输泵连接

7.界面设置

进气口

出气口

雷莫通讯接口
GBIP接口



选择Select （功能）界面，弹出界面如右图：

FSM 

介电/阻抗频谱测量 

TSM

介电/阻抗温度谱测量 

EMCF 

机电耦合系数 

根据需要选择对应的测量功能，点击OK按钮。

设置完成后，点击OK按钮。

（举例TSM—介电/阻抗温度谱测量） 

② 选择功能

功能

介电/阻抗温度谱测量 

介电/阻抗频谱测量 

机电耦合系数 

选择Config（设置）界面，弹出界面如右图：

点击开始测量界面软件会在后台进行测量，如开

始测量界面没有错误提示，将在正常测量， 测量

过程中可实时查看数据情况。 

点击停止测量界面软件会停止测量，如需要重新

测量，点击开始测量即可。 

先关闭软件，再关闭仪器，最后关闭电源开关和拔掉电源线。

测量结束后，点击数据存储功能，测量结果保存

到DMS-2000的硬盘内或USB存储器内。

测量完成。

Measure Configuration（测量配置） 

Environment Configuration（环境配置） 

Frequency Measurement Point（频率测量点） 

勾选真空度检查

根据测量所需设置测量功能、偏压流量、幅值、

测量速度。 

根据测量所需设置温度、测量模式、开始温度、

停止温度、步进、升温斜率、真空度、勾选真空

度检查。 

根据测量所需设置当前频率测量点个数。

③ 设置参数

④ 开始测量（Run）

⑤ 停止测量  （Stop）

⑥ 数据存储  （Save）

设置

开始 结束 数据储存

数据图显示区

8. 测量结束-关机

两项为定制功能

一般不显示



电话 027-86697559

邮箱：xpyang@partulab.com        

网址：www.partulab.cn

：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光谷二路219号光谷新动力9-602

遍及全球电学领域

All over the world in electr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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