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www.partulab.cn 

LNP-95 低温液氮传输泵 

User  Manual 



 

2 

目录 
前言 ................................................................................................................... 3 

注释 ................................................................................................................... 4 

安全符号 .......................................................................................................... 5 

保修 ................................................................................................................... 6 

检查装运 .......................................................................................................... 9 

LNP-95 附件 ................................................................................................. 10 

维护保养 ........................................................................................................ 13 

佰力博服务 .................................................................................................... 14 

 

第一章 概述 ................................................................................................... 15 

1、产品介绍 .................................................................................................. 16 

2、面板：各部分的名称和功能 ................................................................ 17 

 

第二章 测量原理与技术规格 ...................................................................... 18 

1、测量原理 .................................................................................................. 19 

2、订购信息 .................................................................................................. 20 

 

第三章 设备安装调试及操作步骤 ............................................................. 21 

1、低温液氮传输泵的应用操作 ................................................................ 22 

2、低温液氮传输泵的模式选择 ................................................................ 23 

 

第四章 维修及保养 ...................................................................................... 27 

 

第五章 常见问题 ........................................................................................... 30 

 



 

3 

            前 言 
  

本章介绍设备仪器使用的注意事项、认证、保修、更换和调整及保修范围

之外的项目介绍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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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阅读以下信息 

 

在安装和试运行LNP-95高压极化装置前，为确保一开始就处于最佳条件且

安全地工作，请认真阅读本说明书和下列信息。 

 

只有按照本说明书正确使用佰力博LNP-95高压极化装置，才能保证高压极

化装置安全和有效运行。认真阅读、严格遵守本章和说明书中所述所有安

全防护措施是用户的责任。 LNP-95高压极化装置仅在适当的环境和说明

书中描述的条件下运行。 本产品必须由经过培训的人员才能进行操作和维

护。对仪器的特殊要求和规定，请向佰力博咨询。有关进一步安全、运行

和维护的任何问题，请向最近您的佰力博销售咨询。 

 

    危险是指紧急危险情况，如果无法避免会导致死亡或严重的伤害。 

  

 

    警告是指潜在危险情况，如果无法避免会导致死亡或严重的伤害。 

 

 

    小心是指潜在危险情况，如果无法避免会导致较小或中度伤害。 

 

 

     注意是指无伤害的，用于告知用户的一些重要的安装、运行、程序或维

护信息。 

 

 

不遵守下述防护措施会导致严重的人员伤害！ 

LNP-95传输液氮传输泵的设计不适于: 

◼ 抽除含有粉尘的、活泼的、有腐蚀性的、易燃或易爆的气体或气体混

合物 

◼ 抽除氧浓度大于大气氧浓度(21%)的气体或其它高活性气体 

◼ 工作在易燃、易爆或粉尘的环境下 

 

对于上述所有的情况，要使用特殊的设备。如有疑问，请与佰力博联系。 

 

 

我们保留本说明书设计与数据的修改权。图例是不受约束的。 

 

请保留本说明书以备将来使用  

注 释 

注意 

危险 

警告 

小心 

注意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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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符号 

设备操作要求 

设备不允许将夹具暴露在空气中启动软件测量，夹具升起时，自动

切断高压电源输出，这是启动软件测量无效。 

只有按正常使用条件操作才能保证次设备的性能和操作安全。设备

外壳正面、背面和侧面的通风槽旁至少应留4英寸的间隙。操作员

应有足够的空间来安全地执行测试。 

电源和电涌保护 

取决于订购的设备配置，首次启动设备之前，请检查设备的配置是

否符合当地的干线电源电压要求。 

请使用电涌保护功能来增加测量装置对下列现象所导致的单向瞬变

的抵抗能力： 

电网切换（即电容器组、电感负载和电动马达等的切换） 

电网故障 

间接雷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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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 修  
 

自产品装运之日起，佰力博科技将就其产品材料和工艺缺陷，为客户提供为期十二个 

(12) 月的保修服务。在保修期内，佰力博科技将有权单方决定维修或更换已证明有缺陷

的产品。为了保证维护或修理质量，请务必将此产品返回到佰力博科技指定的服务机构。

正常使用中的消耗品不属于保修之列。佰力博科技承担的所有保修性零部件的更换或修

理，仅限于佰力博科技认定为由于 (或可追溯至) 原材料或工艺缺陷而导致的设备故障。

如出现对设备的滥用、意外损害、改装、误用或疏忽使用，则本保修所涵盖的所有销售商

责任即告终止。对于保修期内已修理或已更换的零部件，仅在该零部件原保修期的剩余期

限内继续保修。保修期满后，客户应按时价支付之后维修所需的零部件款、人工费和运输

费，客户必须合理保养产品以避免损害。 

不提供任何其他明示或暗示的担保。特别是，佰力博科技对用于特定目的的适销性和适

应性的暗示担保不承担责任。 重要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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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换和调整 

 
当保修情形发生时，客户必须立即提出保修要求且必须在有效保修期内向佰力博科技或

其授权代表提交保修资料。保修资料中应包括产品序列号、装运日期及对保修情形的详

尽描述。在退回产品以供维修和/或调整之前，客户必须首先获得佰力博科技或其授权

代表所提供的产品退回方式及退回地点的书面授权函。  

 

任何退回检测的产品应按销售商指明为可接受的方式运输，且客户预付运费。如果未及

时提出保修要求，或对改装项目提出保修要求，或未按佰力博科技可接受的运输方式退

回保修产品，则销售商有权拒绝保修。 

 

当为了检测和检查或任何其它原因而退回产品时，客户应对错误包装或搬运而造成的损

害以及运输过程中的产品遗失负责，任何情况下，佰力博科技全权负责产品故障原因和

性质的认定，且此认定为最终裁定。如果佰力博科技发现其产品被无故退回且仍可正常

使用，将会通知客户并将该产品退回客户，而运费及产品的检测和检查费用需由客户承

担。  

 

 

保修限制 

上述保修不适用于因以下情况导致的缺陷：买方维护不当或不充分；买方提供软件或接

口；未经授权的改装或误用；在产品环境规范职位的环境中操作；或者工作场地准备或

维护不当。 

 

不提供任何其他明示或暗示的担保。特别是，佰力博科技对用于特定目的的适销性和适

应性的暗示担保不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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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 

产品维护协议及其它客户协助协议适用于佰力博科技的产品。 

如欲获得任何协助，请与最近的佰力博科技销售和服务处联系。本手册的背面提供了这

些销售和服务处的地址。 

示例程序 

为了便于内部使用，客户将拥有个人使用、复制或修改本手册中示例程序的权利， 

但这种权利不可转让 。客户可根据自己的用途独自使用示例程序，但不得许可、租赁、

买卖或散布示例程序，也不得对其中的任何部分进行修改。 

佰力博科技将不对示例程序的质量、性能或运行状况负责。 

佰力博科技不保证程序的运行不间断或无差错,示例程序按照原样提供。 

佰力博科技对用于特定目的的适销性和适应性的暗示担保不承担责任。 

佰力博科技将不对由示例程序或其使用引起的任何专利、商标、版权或其它所有权的侵

权行为负责。佰力博科技不保证示例程序没有对第三方的这些权利造成侵权。但是，佰

力博科技不会故意侵权或提供侵犯第三方专利、商标、版权或其它所有权的软件。 

    示例操作  

 

为了便于用户操作，本操作手册制定一套完整的示例操作教程，该示例将帮助用户 

理解佰力博科技开发的设备仪器，佰力博将不对由示例程序或其使用引起的任何专利、商

标、版权或其它所有权的侵权行为负责。佰力博科技不保证示例程序没有对第三方的这些权

利造成侵权。但是，佰力博科技不会故意侵权或提供侵犯第三方专利、商标、版权或其它所

有权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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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装运 

用户收到仪器之后，必须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拆包检查。 

如果仪器的外观（例如外壳、前/后面板、LED屏幕、电源开关和端口连接器）在 

运输过程中发生损坏，切勿接通电源开关；否则会引发触电危险。 警告 

步骤1.       检查用于包装仪器的包装箱或减震材料有无损坏。 

如果包装箱或减震材料受到损坏，先让其保持原样，再按照以下步骤继续完

成其他项目的检查： 

步骤2.       检查包装箱内仪器附带的装箱项目是否有损坏或缺陷。 

步骤3.       参见表1-1和图1-1，检查仪器附带的所有装箱项目是否为指定的选件。 

步骤4.       检查完毕后，如果发生以下情况之一，请与最近的佰力博科技销售和服务处联系。 

1.  用于包装仪器的包装箱或减震材料受到损坏或减震材料呈现受过巨大压力的痕

迹。 

2.  仪器附带的装箱项目有任何机械性损坏或缺陷。 

3.  任何仪器附带的装箱项目丢失。 

4.  在以后仪器的操作检查中发现任何缺陷。 

如果在步骤1中检查出异常现象，请与负责运输仪器的公司联系，也可以与最近的佰

力博科技销售处联系。为方便运输公司的检查，请妥善保管收到的包装箱、减震材料

和包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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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装运 

LNP-95 低温液氮传输泵的装箱项目 

表 1-1 

名称 产品/部件编号 数量/规格 

标准附件 

❑ LNP-95低温液氮传输泵 

❑ 电源线  

❑ 产品操作说明书 

 

 

LNP-95 

 

 
 

1台 

1根/1.8M 

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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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附件 

 

图 1-1 

LNP-95 

产品操作手册 

电源线 

  www.partulab.cn 

LNP-95低温液氮传输泵 

User  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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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和连接电源线 

连接LNP-95的三线电源线中有一根线为地线。利用这根电源线可使LNP-95接地，从

而保护用户免遭电源出口的电击。 

 步骤1.  确认电源线完好无损。 

 步骤2.  使用所提供的电源线将LNP-95后面板的电源线插座与固定在地槽中带接地插脚的三线

电源线插口相连。 

警告 切勿使用任何损坏迹象的电源线，以免遭到电击。 

警告 使用所提供的带接地线的三线电源线，确保LNP-95接地。 

注 
LNP-95不带3相-2相转换适配器。当需要3相-2相转换适配时，请与佰力博科技销售人员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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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要求维修、替换、常规校准等的预防措施  

 

 

运送仪器时的预防措施 

 

如果有必要将仪器运送到佰力博科技的服务中心，请遵守以下指示。  

 

待运送的设备  

 

若要求在服务中心维修仪器或对仪器进行常规校准，用户只需将不带任何安装选件的主机运送到

服务中心。除非特殊说明，一般没有必要运送其附件。  

 

包装 

 

运送仪器时，使用普通包装和减振器，或具有相同效果的抗静电包装材料。 

  

 

运送地址  

 

有关距离最近的佰力博科技服务中心的地址请直接在本手册最后的客户联系部查找。本仪器的校

准周期为一年。佰力博科技建议用户请求服务中心对仪器进行每年一次的常规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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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佰力博服务 

 

❑  提供1年免费维修，终身维护服务 ; 

 ❑  提供出厂检验报告 ,提供日常预防性维护服务 ; 

 ❑  提供相关技术支持及服务 ; 

 ❑  NIST可追溯性校准泄漏检测和验证服务 ; 

 ❑  免费培训服务 ;  

 ❑  软件免费升级服务 。 

 

    联系佰力博 

 

客服部E-mail：xpyang@partulab.com   

技术部E-mail：tech@partulab.com 

服务热线：027-8669 7559 

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www.partulab.cn 

mailto:%0d技术部E-mail：
mailto:tech@whpusi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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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本章通过图解介绍设备仪器各组成部分，并对仪器的功能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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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介绍 

Partulab 佰力博开发的低温液氮传输泵是依靠LN2作为冷却介质，是利用加热杜

瓦里的液氮使液氮汽化从而使杜瓦内的压力增加而将液氮压到需要制冷的平台

上，满足电子显微镜、电子探针、超高真空溅射仪、X光机、激光器、加速器等

贵重仪器设备的降温需要。LNP-95低温液氮传输泵大多数使用在需要精确控温

低温温度或LN2传输的科学仪器、物理实验室、研究中心等应用领域的，是医药

卫生、化学工业、食品工业、冶金工业、大专院校、科研、遗传工程、高分子工

程等实验室的必备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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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面板：各部分的名称与功能 

① 电源线端口 

③ 雷莫通讯接口 

② 串口线 

① 电源线端口 

连接电源线，接通电源。 

② 串口线 

连接低温液氮泵和其他配套设备的通讯方式。 

③ 雷莫通讯端口 

通过雷莫通讯可外接液氮泵，实现配套设备低温环境功能测量。 

④ 液氮进/出口 

通过此端口可以将低温液氮传送到配套设备，实现低温环境下的测量。 

④ 液氮进出/气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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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测量原理与技术规格 

  

本章通过图解介绍设备仪器的测量原理和技术规格。 



 

19 

1、测量原理 

工作原理 

 

Partulab佰力博开发的低温冷却系统是依靠LN2作为冷却介质，是利用加热杜瓦里

的液氮使液氮气化使杜瓦内的压力增加而将液氮压到需要制冷的平台上，满足电子

显微镜、电子探针、超高真空溅射仪、X光机、激光器、加速器等贵重仪器设备的降

温需要。 

 

应用领域 

 

自动填充小杜瓦  ，自动填充CCD探测器杜瓦，自动填充FTIR 红光光谱仪自带杜

瓦，自动填充低温恒温器，液氮冷却热分析仪 (TGA, STA, TMA, DMA, DMTA)用的

低温泵，冷却激光器用的低温泵，冷却电子显微镜，冷却低温平台，冷却MCT 探测

器，冷却小样品用的低温泵，自动冷却SEM EDX XRF FTIR，自动冷却显微镜冷却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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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订购信息 

LNP-95 低温液氮传输泵 Part Number 

LNP-95 只带模式1和模式2功能，主要用于填充杜瓦容器 LNP-950102 

LNP-95 只带模式1、2、3、4功能，主要用于仪器设备冷却 LNP-9501020304 

LNP-95 全功能模式 LNP-9501040608 

01 液氮杜瓦 Part Number 

/A  70L液氮杜瓦 HRMS8H01A 

/B  90L液氮杜瓦 HRMS8H01B 

/C  180L液氮杜瓦 HRMS8H01C 

NOTE： 

标准配置：含低温液氮泵、低温杜瓦35L、测量分析软件、液氮传输管、电源线、传感器及线、

测试报告、操作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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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设备安装调试及操作步骤 
  

本章介绍LNP-95低温液氮传输泵的硬件安装调试及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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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连接电源线 

 

插上DC24V电源适配器并打开电源，设备发出滴长声开机。 

 

 

2、串口线连接 

连接低温液氮传输泵的网线端口，和其他配套设备的网线接口，相互连接，达到设备通讯； 

 

 

3、雷莫通讯端口 

连接液氮传输泵的雷莫通讯端口和DMS-2000的雷莫通讯端口，实现低温环境功能测量。 

 

 

 

④ 液氮进/出口 

通过此端口可以将低温液氮传送到配套设备，实现低温环境下的测量。 

一、低温液氮传输泵的应用操作  

DMS-2000与液氮泵的连接 

注 
LNP-95提前连接好电源线接口、串口线端口、雷莫通讯端口、液氮进/出口，可以避免

玻璃管结冰，影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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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二、低温液氮传输泵的模式选择 

8种工作模式，值得您信赖和选择 

 

 

1、模式1：直接抽送模式（无传感器） 

 通过UP和DOWN选择mode1-8，选中mode1。 

 按enter键进入mode1，通过中间UP和DOWN可选择工作模式work或睡眠模式sleep。 

 再按enter键进入所选工作模式，液氮启动工作，LCD显示当前工作状态working或sleeping。 

 需要停止或切换工作状态时连续按ESC键即可停止液氮泵的工作并回到所想要的菜单栏。 

 NOTE: 如果无法启动工作且伴有嘀嘀报警，应根据LCD显示信息解决问题。LCD显示SYSTEM ER-

ROR为罐内和液氮出口液位传感器是否有连接正确或损坏。NO LN2为液氮太少或没有液氮。 

2、 模式2=填充控制模式（1个传感器） 

泵上的按钮可切换工作/睡眠状态,工作状态=泵在抽送中,睡眠状

态=泵停止工作，把内置冷冻保护器打开，防止管子被冰塞住,泵

上的电位计可以设置流速。 

泵上的按钮可切换工作/睡眠状态,工作状态=如果传感器是热

的，泵会一直工作，传感器变冷后，泵停止工作，返回睡眠状态,

睡眠状态=泵停止工作，把内置冷冻保护器打开，防止管子被冰

塞住,泵上的电位计可以设置流速。 

 通过UP和DOWN选择mode1-8，选中mode1。 

 按enter键进入mode2，通过中间UP和DOWN可选择工作模式work或睡眠模式sleep。 

 再按enter键进入所选工作模式，液氮启动工作，LCD显示当前工作状态working或sleeping。 

 需要停止或切换工作状态时连续按ESC键即可停止液氮泵的工作并回到所想要的菜单栏。 

 NOTE: 如果无法启动工作且伴有嘀嘀报警，应根据LCD显示信息解决问题。LCD显示SYSTEM ER-

ROR为罐内和液氮出口液位传感器是否有连接正确或损坏。NO LN2为液氮太少或没有液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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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模式3：定时自动注入控制模式（1个传感器） 

 通过UP和DOWN选择mode1-8，选中mode1。 

 按enter键进入mode3，通过中间UP和DOWN可选择工作模式work或睡眠模式sleep。 

 再按enter键进入所选工作模式，液氮启动工作，LCD显示当前工作状态working或sleeping。 

 需要停止或切换工作状态时连续按ESC键即可停止液氮泵的工作并回到所想要的菜单栏。 

 NOTE: 如果无法启动工作且伴有嘀嘀报警，应根据LCD显示信息解决问题。LCD显示SYSTEM ER-

ROR为罐内和液氮出口液位传感器是否有连接正确或损坏。NO LN2为液氮太少或没有液氮。 

4、 模式4：1个液位控制模式（1个传感器） 

泵上的按钮可切换工作/睡眠状态，工作状态=如果传感器是热

的，泵会一直工作，传感器变冷后，泵停止工作，1小时候重新

启动，睡眠状态=泵停止工作，重置定时器，把内置冷冻保护

器打开，防止管子被冰塞住，泵上的电位计可以设置流速。 

泵上的按钮可切换工作/睡眠状态，工作状态=如果传感器是热

的，泵会一直工作，传感器变冷后，泵停止工作，保证液位传

感器位置一直有液氮。睡眠状态=泵停止工作，把内置冷冻保

护器打开，防止管子被冰塞住。泵上的电位计可以设置流速。 

 通过UP和DOWN选择mode1-8，选中mode1。 

 按enter键进入mode4，通过中间UP和DOWN可选择工作模式work或睡眠模式sleep。 

 再按enter键进入所选工作模式，液氮启动工作，LCD显示当前工作状态working或sleeping。 

 需要停止或切换工作状态时连续按ESC键即可停止液氮泵的工作并回到所想要的菜单栏。 

 NOTE: 如果无法启动工作且伴有嘀嘀报警，应根据LCD显示信息解决问题。LCD显示SYSTEM ER-

ROR为罐内和液氮出口液位传感器是否有连接正确或损坏。NO LN2为液氮太少或没有液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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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个液位控制模式（2个传感器） 

 通过UP和DOWN选择mode1-8，选中mode1。 

 按enter键进入mode5，通过中间UP和DOWN可选择工作模式work或睡眠模式sleep。 

 再按enter键进入所选工作模式，液氮启动工作，LCD显示当前工作状态working或sleeping。 

 需要停止或切换工作状态时连续按ESC键即可停止液氮泵的工作并回到所想要的菜单栏。 

 NOTE: 如果无法启动工作且伴有嘀嘀报警，应根据LCD显示信息解决问题。LCD显示SYSTEM ER-

ROR为罐内和液氮出口液位传感器是否有连接正确或损坏。NO LN2为液氮太少或没有液氮。 

6、 模式6：1点液位流量控制（1个传感器） 

泵上的按钮可切换工作/睡眠状态，工作状态=当低位传感器是

热的时，泵开始工作，高位传感器变冷后，泵停止工作，保证液

位在两个传感器之间，睡眠状态=泵停止工作，把内置冷冻保护

器打开，防止管子被冰塞住。泵上的电位计可以设置流速。 

泵上的按钮可切换待机/睡眠状态，待机状态=如果传感器是热

的，泵会一直工作，传感器快要变冷时，泵会减速；传感器完全

变冷后，泵会停止工作。睡眠状态=停止待机，把内置冷冻保护

器打开，防止管子被冰塞住，泵上的电位计可以设置流速。 

 通过UP和DOWN选择mode1-8，选中mode1。 

 按enter键进入mode6，通过中间UP和DOWN可选择工作模式work或睡眠模式sleep。 

 再按enter键进入所选工作模式，液氮启动工作，LCD显示当前工作状态working或sleeping。 

 需要停止或切换工作状态时连续按ESC键即可停止液氮泵的工作并回到所想要的菜单栏。 

 NOTE: 如果无法启动工作且伴有嘀嘀报警，应根据LCD显示信息解决问题。LCD显示SYSTEM ER-

ROR为罐内和液氮出口液位传感器是否有连接正确或损坏。NO LN2为液氮太少或没有液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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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模式7：本地温度控制（1个传感器） 

 通过UP和DOWN选择mode1-8，选中mode1。 

 按enter键进入mode7，通过中间UP和DOWN可选择工作模式work或睡眠模式sleep。 

 再按enter键进入所选工作模式，液氮启动工作，LCD显示当前工作状态working或sleeping。 

 需要停止或切换工作状态时连续按ESC键即可停止液氮泵的工作并回到所想要的菜单栏。 

 NOTE: 如果无法启动工作且伴有嘀嘀报警，应根据LCD显示信息解决问题。LCD显示SYSTEM ER-

ROR为罐内和液氮出口液位传感器是否有连接正确或损坏。NO LN2为液氮太少或没有液氮。 

8、模式8：外部信号控制流量（无传感器） 

泵上的按钮可切换待机/睡眠状态，工作状态=传感器在上面时，

泵会持续工作，传感器低于温度选点（*1）时，泵会减慢或停止

抽送；抽速取决于温度变化的速度（PID） 

睡眠状态=停止工作，把内置冷冻保护器打开，防止管子被冰塞

住，泵上的电位计可以设置流速。 

泵上的按钮可切换待机/睡眠状态，工作状态= 0-5V外

部信号控制泵的抽速（0V=停止抽送）（*1），睡眠状

态=停止工作，把内置冷冻保护器打开，防止管子被冰

塞住，泵上的电位计可以设置最大流率，*1：25D接头

10#针上的外部模拟信号传输泵上流量计设置的流量，

0-5V对应流量计0-100%的调整。 

 通过UP和DOWN选择mode1-8，选中mode1。 

 按enter键进入mode8，通过中间UP和DOWN可选择工作模式work或睡眠模式sleep。 

 再按enter键进入所选工作模式，液氮启动工作，LCD显示当前工作状态working或sleeping。 

 需要停止或切换工作状态时连续按ESC键即可停止液氮泵的工作并回到所想要的菜单栏。 

 NOTE: 如果无法启动工作且伴有嘀嘀报警，应根据LCD显示信息解决问题。LCD显示SYSTEM ER-

ROR为罐内和液氮出口液位传感器是否有连接正确或损坏。NO LN2为液氮太少或没有液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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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维护及保养 
 

 本章描述了使用设备仪器使用过程中的维护和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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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检查是否工作正常 

 

通电检查 

 

将总电源打开，检查系统各个设备是否工作正常。 

 

 

清洁仪器预防措施： 

 

1、始终保持连接器的清洁。  

2、不要用手触摸连接器的接触表面。 

3、不能将已损坏或有刮痕的连接器插入测试端口。 

4、任何情况下均禁止使用研磨剂。  

5、清洁未知终端和直流源端口以外的部件。 

6、用干的或带有少量酒精的软布轻轻擦拭部件。 

 

 

 

 

 

 

1、为了保护用户免受电击伤害，清洁仪器之前务必要拔下插座的电源电缆。 

2、请勿清洁仪器的内部元件。 

3、污斑或者是对连接器的其它损害都会显著影响测量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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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要求维修、替换、常规校准等的预防措施  

 

 

运送仪器时的预防措施 

 

如果有必要将仪器运送到佰力博科技的服务中心，请遵守以下指示。  

 

待运送的设备  

 

若要求在服务中心维修仪器或对仪器进行常规校准，用户只需将不带任何安装选件的主机运送到

服务中心。除非特殊说明，一般没有必要运送其附件。  

 

包装 

 

运送仪器时，使用普通包装和减振器，或具有相同效果的抗静电包装材料。 

  

 

运送地址  

 

有关距离最近的佰力博科技服务中心的地址请直接在本手册最后的客户联系部查找。本仪器的校

准周期为一年。佰力博科技建议用户请求服务中心对仪器进行每年一次的常规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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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常见问题 
 

 本章全面介绍了设备仪器常见故障以及故障排除指南，方便用户及时快速

解决问题。如果下面的内容没有涉及到，请及时联系佰力博科技的售后服

务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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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故障 

1、显示屏故障 

1）电源线未接入 

● 解决方法：检查电源线路 ； 

2）保险丝烧坏 

● 解决方法：请检查保险丝是否烧坏，如果烧坏请更换10A以下保险丝； 

3）显示屏故障 

● 解决方法：请联系厂家售后服务人员。 

2、液氮传输泵堵塞故障 

1）电源线未接入 

● 解决方法：检查电源线路； 

2）加热丝损坏 

● 解决方法：更换铠装加热丝； 

3）传感器损坏 

● 解决方法：更换陶瓷传感器； 

4）软件程序BUG 

● 解决方法：请联系厂家售后服务人员； 

5）线路损坏 

● 解决方法：请联系厂家售后服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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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关注佰力博微信公众号 

 佰力博   

           优势服务 

优势服务旨在确保设备在整个生命周期内保持最佳状态，为您

的成功奠定基础。我们不断投资开发新的工具和流程，努力提

高校准和维修效率，降低拥有成本，以便您保持卓越的竞争

力。您还可以使用网上服务更有效地管理设备和服务。通过共

享测量与服务方面的专业经验，我们能够帮助您设计创新产

品。 

www.partulab.cn 

如欲获得佰力博科技的产品、应用和服务信息, 请与

佰力博公司联系。如欲获得完整的产品列表, 请访问: 

http://www.partulab.cn 

请通过 Internet、电话得到测试和测量帮助。 

 

热线电话: 027-8669 7559 

 

佰力博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总部：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光谷新动力9-602 

电话：027-8669 7559 

销售：xpyang@partulab.com 

技术：tech@partulab.com 

网址：http://www.partulab.cn 

 

生产工厂：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光谷新动力9-602 

电话：027-8669 7559 

邮编：430000 

佰力博科技渠道合作伙伴 

www.partulab.cn 

黄金搭档: 佰力博科技的专业测量技术和丰富产品 

与渠道合作伙伴的便捷供货渠道完美结合。 

本文中的产品指标和说明可不经通知而更改 ，出版号: 5990-6618CHCN  ，2018年 05月 印于武汉，Partulab Technologies, Inc.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