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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示

● 请在使用本仪器前，详细阅读本说明书。

● 仪器超过一年必须送计量部门或有资格的单位复检，合格后方可使

用。

● 玻璃电极的保质期为一年，出厂一年以后，不管是否使用，其性能

都会受到影响，应及时更换。

● 第一次使用的 pH电极或长期停用的 pH电极，在使用前必须在

3mol/L氯化钾溶液中浸泡 24h。“雷磁”pH电极在出厂时，pH电极保

护瓶中有保护液，正常情况下 pH电极可直接使用。

● 如果本说明书中有关 pH电极的使用说明与 pH电极说明书上的表

述有所不同，请以 pH电极说明书上的说明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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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HS-3C 型 pH 计的安装

1.1 开箱

在 pH计装运包装箱中可找到以下部件：

1． 多功能电极支架 1只

2． PHS-3C型 pH计 l台

3． E-201-C型 pH复合电极 1支

1.2 PHS-3C 型 pH 计安装

打开 PHS-3C型 pH计（套装）包装，取出 pH计、多功能电极支

架以及相关附件。

PHS-3C型 pH计的前面板图（图 1）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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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S-3C型 pH计的后面板图（图 2）

l ─ 机箱

2 ─ 键盘

3 ─ 显示屏

4 ─ 多功能电极架

5 ─ E-201-C 型 PH 复合电极

6 ─ 测量电极插座

7 ─ 参比电极接口

8 ─ 保险丝

9 ─ 电源开关

10 ─ 电源插座

11 ─ Q9 短路插

12 ─ E-201-C 型 pH 复合电极

13 ─ 电极保护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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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多功能电极支架的安装

拉出仪器右侧电极架插座，将多功能电极架(4)(如图 1)插入多功能

电极架插座中，并拧好电极架(4)下部的固定螺丝。

1.2.2 E-201-C 型怕 pH 复合电极的安装

● 将 E-201-C型 pH复合电极(12)(如图 2)安装在电极架(4)上。

● 在 pH计的背面找到 6 ──测量电极插座,拔去 11──Q9短路插，

● 然后，将 E-201-C型 pH复合电极插口插入测量电极插座(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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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HS-3C 型 pH 计操作指南

2.1 简介

使用 pH计之前，请确保已阅读 PHS-3C型 pH计安装指南和操作

指南。使用 pH计时注意的问题有：

● 必须有良好的接地。

● 防止腐蚀性气体侵入。

● 仪器的接口必须保持清洁、干燥，切忌与酸、碱、盐溶液接触。

● 仪器可供长期稳定使用。测试完样品后，所用电极应浸放在蒸馏水

中。

● pH计属于高精度的测量仪器，为了避免仪器的高阻器件受到损坏，

当仪器不连接 pH测量电极时，应将随机提供的 Q9短路插头插入测量

电极插座(6)(如图 2)上。当仪器连接电极时，必须将短路插头放置在干

燥、干净的环境，防止短路插头受潮，再次使用时影响仪器性能，甚至

损坏仪器。

2.1.1 术语解释

pH斜率：每变化 1pH值产生电位的变化量，通常用 mV/pH或%表示。

pH的 E0：又称“零电位”，通常是指 pH为 7时的电位值。

pH的一点标定：用一种 pH缓冲溶液进行的校准。

pH的多点标定：用两种以上 pH缓冲溶液进行的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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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PHS-3C 型 pH 计的特点

● 采用全新设计的外形、大屏幕 LCD段码式液晶，显示清晰、美观。

● 具有自动标准缓冲溶液识别功能，具有识别 4.00pH、6.86pH、

9.18pH等三种标准缓冲溶液的能力，方便用户使用。

● 适用于大专院校、研究院所、工矿企业的化验室取样测定水溶液的

pH值和电位(mV)值。此外，还可配上离子选择性电极，测出该电极的

电极电位。

2.1.3 PHS-3C 型 pH 计的主要技术性能

PHS-3C型 pH计的主要技术性能包括测量范围、分辨率、电子单

元基本误差、仪器正常工作条件以及外形尺寸和重量。

1 仪器级别：0.01级

2 测量范围： pH：(0~14.00) pH

mV：（0~±1999）mV

3 最小显示单位：0.01 pH，l mV

4 温度补偿范围：手动（0~60）℃

5 电子单元基本误差： pH：±0.01 pH mV：±0.1%FS

6 仪器的基本误差：±0.02 pH±1个字

7 电子单元输入电流：不大于 1×10-12A

8 电子单元输入阻抗：不小于 l×1012Ω

9 温度补偿器误差：±0.01 pH

10 电子单元重复性误差： pH：0.01 pH mV：l 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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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仪器重复性误差：不大于 0.01 pH

12 电子单元稳定性：0.01 pH±l 个字／3h

13 外形尺寸 1×b×h， mm：290×210×95

14 重 量：1.5kg

15 正常使用条件

(1) 环境温度：(5~40)℃；

(2) 相对湿度：不大于 85％；

(3) 供电电源：AC (220±22)V，(50±l )Hz；

(4) 周围无影响性能的振动存在；

(5) 周围空气中无腐蚀性的气体存在；

(6) 除地球磁场外无其他磁场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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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PHS-3C型 pH计的前视图(图 3)

PHS-3C型 pH计的后视图（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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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盘

操作盘由显示屏和操作键盘组成。

显示屏（图 5）

显示屏可显示 PHS-3C型 pH计上目前正在执行的活动和工作状态。

操作键盘（图 6）

PHS-3C型 pH计有 5个操作按键，分别为：

1 “pH/mV”键

2 “定位”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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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斜率”键

4 “温度”键

5 “确定”键

分别介绍如下。

1 “pH/mV”键，此键为双功能键，在测量状态下，按一次进入“pH”

测量状态，再按一次进入“mV”测量状态；在设置温度、定位以及设

置斜率时为取消键，按此键退出功能模块，返回测量状态。

2 “定位”键，此键为定位选择键，按此键上部“△ ”为调节定位数

值上升；按此键下部“▽”为调节定位数值下降；

3 “斜率”键，此键为斜率选择键，按此键上部“△ ”为调节斜率数

值上升；按此键下部“▽”为调节斜率数值下降；

4 “温度”键，此键为温度选择键，按此键上部“△ ”为调节温度数

值上升；按此键下部“▽”为调节温度数值下降；

5 “确定”键，此键为确定键，按此键为确认上一步操作。

2.1.5 使用 pH 计的方法

pH计是适用于精密测量各种液体介质的仪器设备，主要用来精密

测量液体介质的 pH值。使用 pH计测量溶液 pH值时需要进行 3个主

要步骤。它们是：

1 功能设置

2 电极准备

3 pH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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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过程期间，会显示来自 PHS-3C型 pH计的状态消息，而且可以

通过操作键盘相对应的按键更改用户的参数设置。

pH计由电子单元和电极系统组成，电极系统包括 pH复合电极,以

实际的装箱单为准。

2.2 操作基本知识

操作 pH计涉及下列任务：

● 启动 PHS-3C型 pH计。请参阅“启动 PHS-3C型 pH计”。

● 设置温度。请参阅“设置温度”。

● pH电极准备。请参阅“电极准备”。

● pH电极的标定。请参阅“电极的标定”。

● 电极斜率的复位。请参阅“电极的斜率的复位”。

● pH值的测量。请参阅“pH值的测量方法”。

● 电极电位(mV 值)的测量。请参阅“电极电位(mV 值)的测量方法”。

● 关闭 PHS-3C型 pH计。请参阅“关闭 PHS-3C型 pH计”。

2.2.1 开机

成功的操作首先要正确地安装和维护 PHS-3C 型 pH 计，开机前，须

检查电源是否接妥，应保证仪器良好接地。电极的连接须可靠，防止

腐蚀性气体侵袭。

仪器插入电源后，按 9（如图 2） ── 电源开关开机。仪器首先显示

“PHS－3C”字样，显示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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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等，会显示上次标定后的斜率以及 E0值，

仪器显示电极斜率示意图 仪器显示电极 E0示意图

然后进入测量状态，显示当前的电位值或者 pH值，如图：

仪器开机时型号显示示意图(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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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为了保护和更好的使用仪器，每次开机前，请检查仪器后面的电极插口，必

须保证它们连接有测量电极或者短路插，否则有可能损坏仪器的高阻器件。

2、仪器不使用时, 短路插头也要接上，以免仪器输入开路而损坏仪器。

3、为了保证仪器的测量精度，建议用户开机预热 0.5h后进行测量。

其中显示屏上方为当前的电位值或者 pH值，下方为设定的温度值。

在测量状态下，按“mV/pH”键可以切换显示电位以及 pH值；

按“温度”键设置当前的温度值；

按“定位”或“斜率”键标定电极斜率。

2.2.2 功能设置

● 设置温度

如果用户需要设置温度，

用温度计测出被测溶液的温度，

然后按“温度△”或“温度▽”

键，仪器显示如图：

按“温度△”或“温度▽”

键调节显示值，使温度显示为被

测溶液的温度，按“确定”键，

即完成当前温度的设置，按

“pH/mV”键放弃设置，返回测量状态。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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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电极的准备

1 将 pH复合电极下端的电极保护瓶(13)(如图 2)拔下，并且拉下电极

上端的橡皮套使其露出上端小孔。

2 用蒸馏水清洗电极。

2.2.3 pH 电极的标定

仪器使用前首先要标定。一般情况下仪器在连续使用时, 每天要标

定一次。

本仪器具有自动识别标准缓冲溶液的能力，可以识别 4.00pH、

6.86pH、 9.18pH三种标液，因此对于标准缓冲溶液 4.00pH、6.86pH、

9.18pH，用户按“定位”键或者“斜率”键后不必再调节数据，直接按

“确定”键即可完成标定。

用“定位”进行一点标定，用“斜率”进行二点标定。

对于其他的非常规标准缓冲溶液，仪器也允许用户标定使用。如

果用户需要标定，则只须在标定状态下调节显示的 pH数据至该温度下

标准溶液的 pH值，然后按“确定”键即可。

● 一点标定

一点标定即一点定位法，使用一种标准缓冲溶液定位 E0，斜率设

为默认的 100.0％，这种方法比较简单，用于要求不太精确的情况下的

测量。

注意：进行一点标定即定位操作后，仪器会自动删除上一次的标定数

据，一点标定后，斜率默认设置为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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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仪器的测量状态下，把用蒸馏水清洗过的电极插入某种标准缓冲

溶液中（如 pH=6.86pH的标准缓冲溶液中）；

2 用温度计测出被测溶液的温度值，按前面设置温度的方法设置温度

值；

3 稍后，待读数稳定，按“定位”键，仪器会提示用户是否进行标定，

显示“Std YES”字样，如图，如果用户需要标定，则按“确定”键，

仪器自动进入一点标定状态，否则按任意键退出标定，仪器返回测量状

态。

进入标定状态后，仪器会自动识别当前标液并显示当前温度下的标

准 pH值，显示如图(此时显示的数据可能与测量状态下的 pH值不同)，

按“确定”键，仪器存贮当前的标

定结果，并显示斜率和 E0值，返回测量状态；如果用户想放弃标定，

可按“pH/mV”键，仪器退出标定状态，返回当前测量状态。

4 如果用户使用的是其他非常规标准缓冲溶液，例如 6.80pH，按“定

位”键，仪器会提示用户是否进行标定，显示“Std YES”字样，如图(图

12)，然后需要按“定位△”或“定位▽”键调节显示值，使 pH显示

为该温度下标准溶液的 pH值，如 6.80pH，然后按“确定”键，完成标

仪器提示是否标定显

示示意图（图 10）
一点标定（定位）状态

显示示意图（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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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如图(图 13)，

● 二点标定

通常情况下我们使用二点标定法标定电极斜率。

1 准备二种标准缓冲溶液，如 4.00pH、9.18pH等；

2 按照前面的叙述进行一点标定：即在仪器的测量状态下，把用蒸馏

水清洗过的电极插入标准缓冲溶液 1中（如 pH=4.00pH的标准缓冲溶

液中）； 用温度计测出溶液的温度值（如 25.0℃），按照前面设置温

度的方法设置温度值；稍后，待读数稳定，按“定位”键，再按“确定”

键进入一点标定状态，仪器识别当前标液并显示当前温度下的标准 pH

值 4.00pH；然后按“确定”键完成标定！仪器返回测量状态。

3 同理，再次清洗电极并插入标准缓冲溶液 2中（pH=9.18pH的标准

缓冲溶液中）；用温度计测出溶液的温度值（如 25.2℃），并设置温度

值；稍后，待读数稳定后，按“斜率”键，再确认，仪器自动识别当前

标液并显示当前温度下的标准 pH值（如 9.18pH），显示如图 14：

仪器提示是否标定显示示意

图（图 12） （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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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然后按“确定”键完成标定！仪器存贮当前的标定结果，并显示斜

率和 E0值，然后返回测量状态。

5 手动标定：如果用户使用的是其他标准缓冲溶液，例如 6.80pH和

3.95pH，用 6.80pH定位，3.95pH标定电极斜率。则首先需要按“定位”

键，仪器会提示用户是否进行标定，显示“Std YES”字样，如图 15，

然后需要按“定位△”或“定位▽”键调节显示值，使 pH显示为该温

度下标准溶液的 pH值，如 6.80pH，然后按“确定”键，完成标定。如

图 16，

二点标定(斜率)状态显示

示意图（图 14）

仪器提示是否标定显示

示意图（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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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再次清洗电极并插入标准缓冲溶液 2中（pH=3.95pH的标

准缓冲溶液中）；用温度计测出溶液的温度值（如 28.0℃），并设置温

度值；稍后，待读数稳定后，按“斜率”键，再确认，仪器自动识别当

前标液并显示当前温度下的标准 pH值（如 3.95pH），显示如图：

然后按“确定”键完成标定！仪器存贮当前的标定结果，并显示斜

率和 E0值，然后返回测量状态。

● 电极斜率的复位

由于某些原因，如意外断电等原因导致当前的电极斜率不正确（开

(图 16)

二点标定(斜率)状态显示

示意图（图 18）

仪器提示是否标定显示

示意图（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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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时会显示上次标定的电极斜率值），有两种办法可以帮助恢复。

1 按照前面的方法重新标定电极；

2 按住任意键并再次开机，或者在测量状态下，按住“确定”键 3

秒以上，仪器显示“SYS rSt”字样表示系统复位（System reset），

此时须放开“确定”键，稍等，仪器开始闪烁显示，此时如果用户按“确

定”键，仪器将复位电极标定数据，并设为默认的 4.00pH和 9.18pH二

点标定（斜率为 100.0%，E0为 0mV），然后回到测量状态；按其他键

可以放弃复位操作。

2.2.4 pH 值的测量

经标定过的仪器，即可用来测量被测溶液，被测溶液与标定溶液

温度是否相同，所引起的测量步骤也有所不同。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 被测溶液与定位溶液温度相同时，测量步聚如下：

1 用蒸馏水清洗电极头部，再用被测溶液清洗一次：

2 把电极浸入被测溶液中，用玻璃棒搅拌溶液，使溶液均匀，在显示

屏上读出溶液的 pH值。

● 被测溶液和定位溶液温度不同时，测量步骤如下：

1 用蒸馏水清洗电极头部，再用被测溶液清洗一次

2 用温度计测出被测溶液的温度值；

3 按“温度”键，使仪器显示为被测溶液温度值，然后按“确定”键。

4 把电极插入被测溶液内，用玻璃棒搅拌溶液，使溶液均匀后读出

该溶液的 pH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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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电极电位(mV 值)的 测量

1 把测量电极（离子选择电极或金属电极）和参比电极夹在电极架上；

2 用蒸馏水清洗电极头部，再用被测溶液清洗一次；

3 把离子电极的插头插入测量电极插座（6）处

4 把参比电极接入仪器后部的参比电极接口(7)处；

5 把两种电极插在被测溶液内，将溶液搅拌均匀后，即可在显示屏上

读出该离子选择电极的电极电位(mV值)，还可自动显示±极性。

6 如果被测信号超出仪器的测量范围，仪器将显示“Err”字样。

7 使用金属电极测量电极电位时， 用带夹子的 Q9插头，Q9插头接

入测量电极插座(6)处，夹子与金属电极导线相接；或用电极转换器，

电极转换器的一头接测量电极插座(6) 处，金属电极与转换器接续器相

连接。参比电极接入参比电极接口(7)处。

（注：：电极转换器为选购件，需另购。）

2.2.6 关闭 PHS-3C 型 pH 计

用户使用完毕，按仪器的“开/关”键关闭仪器。测试完样品后，所

用电极应浸放在蒸馏水中。如果仪器长期不用，请注意：

1 断开电源！

2 仪器的插座必须保持清洁、干燥，切忌与酸、碱、盐溶液接触。

3 仪器不使用时，短路插头也要接上，以免仪器输入开路而损坏仪器。

4 测量结束，建议将电极存放在参比填充液中。长期不使用时，将电

极放回盒体内室温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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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HS-3C 型 pH 计仪器维护

3.1 仪器的维护

仪器的经常地正确使用与维护，可保证仪器正常、可靠地使用，特

别是 pH计这一 类的仪器，它必须具有很高的输入阻抗，而使用环境

需经常接触化学药品，所以更需合理维护。

● 仪器的输入端(测量电极插座 6)必须保持干燥清洁。仪器不用时，

将 Q9 短路插头插入插座，防止灰尘及水汽浸入。

● 电极转换器（选购件）专为配用其他电极时使用， 平时注意防潮

防尘。

● 测量时，电极的引入导线应保持静止，否则会引起测量不稳定。

● 仪器所使用的电源应有良好的接地。

● 仪器采用了 MOS集成电路，因此在检修时应保证电烙铁有良好的

接地。

● 用缓冲溶液标定仪器时，要保证缓冲溶液的可靠性，不能配错缓冲

溶液，否则将导致测量结果产生误差。

3.2 电极的使用、维护

● 电极在测量前必须用已知 pH值的标准缓冲溶液进行定位校准，其

pH值愈接近被测 pH值愈好。

● 取下电极护套后，应避免电极的敏感玻璃泡与硬物接触，因为任何

破损或擦毛都会使电极失效。

● 测量结束，及时将电极保护瓶套上，电极套内应放少量外参比补充

液，以保持电极球泡的湿润，切忌浸泡在蒸馏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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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合电极的外参比补充液为 3mol／L

氯化钾溶液，补充液可以从电极上端小孔

加入，复合电极不使用时，拉上橡皮套，

防止补充液干涸 。

● 电极的引出端必须保持清洁干燥，绝

对防止输出两端短路，否则将导致测量失

准或失效。

● 电极应与输入阻抗较高的 pH计(≥

1012Ω)配套，以使其保持良好的特性。

● 电极应避免长期浸在蒸馏水、蛋白

质溶液和酸性氟化物溶液中．

● 电极避免与有机硅油接触。

● 电极经长期使用后，如发现斜率略

有降低，则可把电极下端浸泡在 4%HF(氢

氟酸)中（3~5）s， 用蒸馏水洗净、然后

在 0.1 mo l／L盐酸溶液中浸泡，使之复

新。

● 被测溶液中如含有易污染敏感球泡

或堵塞液接界的物质而使电极钝化，会出

现斜率降低，显示读数不准现象。如发生

该现象，则应根据污染物质的性质，用适

当溶液清洗，使电极复新。

（图 19）

（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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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选用清洗剂时、不能用四氯化碳、三氯乙烯、四氢呋喃

等能溶解聚碳酸树脂的清洗液，因为电极外壳是用聚碳酸树脂制成的，

其溶解后极易污染敏感玻璃球泡，从而使电极失效。也不能用复合电极

去测上述溶液。

注 2： pH 复合电极的使用，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外参比电极的液接界

处，液接界处的堵塞是产生误差的主要原因。

注 3： 如果本说明书关于 pH电极的使用说明与 pH电极配套说明书上

的表述有所不同，请以 pH 电极配套说明书为准。

3.2.1 电极污染物质和清洗剂参考表

污染物 清洗剂

无机金属氧化物

有机油脂类物质

树脂高分子物质

蛋白质血球沉淀物

颜料类物质

低于 lmol/L 稀酸

稀洗涤剂(弱碱性)

酒精、丙酮、乙醚

5%胃蛋白酶+0.1mol/L Cl溶液

稀漂白液、过氧化氢

3.3 常见故障排除

1 接通电源后，若显示屏不亮，应检查电源器是否有电压输出。

2 仪器不使用时，短路插头也要接上，以免仪器输入开路而损坏仪器。

3 仪器必须有良好的接地，防止腐蚀性气体侵入。

4 若上述各种情况排除后，仪器仍不能正常工作，则与有关部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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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HS-3C 型 pH 计的附件信息

型号 名称 描述

PHS—3C pH 计 标配

多功能电极支架 标配

标准缓冲试剂 pH4.00、6.86、9.18 标配，各 5包

E—201—C 塑壳可充式 pH 复合电极 标配 0-14pH、5-60℃

E-201 pH不可充式复合电极 选配 0-14pH、5-60℃

E-201-Z pH 锥形复合电极 选配 0-14pH、5-60℃

E-201-P pH 平板复合电极 选配 0-14pH、5-60℃

65-1C pH 玻壳复合电极 选配 0-14pH、5-60℃

231-01 pH 玻壳电极 选配 0-14pH、5-60℃

221 pH 玻壳电极 选配 0-14pH、5-60℃

501 可充式复合 ORP 电极 选配 ±1999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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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录
附录 1：缓冲溶液的 pH 值与温度关系对照表

温度℃
0.05mol/kg

邻苯二钾酸氢钾

0.025mol/kg

混合磷酸盐

0.01mol/kg

四硼酸钠

5 4.00 6.95 9.39

10 4.00 6.92 9.33

15 4.00 6.90 9.28

20 4.00 6.88 9.23

25 4.00 6.86 9.18

30 4.01 6.85 9.14

35 4.02 6.84 9.11

40 4.03 6.84 9.07

45 4.04 6.83 9.04

50 4.06 6.83 9.02

55 4.07 6.83 8.99

60 4.09 6.84 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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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仪器显示信息对照表

显示现象 原因 解决办法

1、开机后仪器始终显示

“Err”字样

仪器有自检功能，当仪

器检测存贮芯片有问题

时，将显示此信息

关机，稍等，然后再试几次。

如果问题依然，请与我公司

联系。

2、仪器显示 mV区显示

“Err”字样，但下面显

示温度部分正常。

当输入电位超出测量范

围时，仪器将显示此信

息

将随机携带的短路插头插入

电极插口试试，如果问题依

然，请与我公司联系。

3、测量状态下，按

“pH/mV”键无法切换

到 pH测量状态

当 pH测量范围超出

+20.00pH时，仪器先显

示“Err”字样，然后强

制切换到 mV测量状态

1.、减小输入信号。

2、将随机携带的短路插头插

入电极插口试试，如果问题

依然，请与我公司联系。

4、测量状态下，按“确

定”键 3秒以上显示

“sYs rst”字样

标定数据复位功能。

表示“System reset?”，

即提示用户是否需要复

位。

如果用户需要复位，此时请

按“确定”键，否则按其他

键即退出。

5、按定位键、或者斜率

键后，仪器闪烁显示

“std YES”字样

此为正常现象。仪器为

了防止用户误按键而设

置的，表示“Standard

yes?”，即提示用户是

否标定的意思。

如果用户需要标定电极，此

时请按“确定”键，否则按

其他键即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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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果仪器不是在设置

温度、定位、设置斜率

时显示出“设定温度”、

“定位 Set E0”、“斜率

Slope”、“按△▽调节”

等字样，或者显示的数

字不全

仪器显示有问题 请与我公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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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术语解释

pH斜率：每变化 1pH值产生电位的变化量，通常用 mV/pH或%表示。

pH的 E0：又称“零电位”，通常是指 pH为 7时的电位值。

pH的一点标定：用一种 pH缓冲溶液进行的校准。

pH的多点标定：用两种以上 pH缓冲溶液进行的校准。

附录 4： 缓冲溶液的配制方法

1 pH4.00溶液：用 GR邻苯二甲酸氢钾 10.12g，溶解于 1000ml

的高纯去离子水中。

2 pH6.86溶液：用 GR磷酸二氢钾 3.387g、GR磷酸氢二钠 3.533g，

溶解于 1000mL的高纯去离子水中。

3 pH9.18溶液：用 GR四硼酸钠 3.80g、溶解于 1000mL的高纯去离

子水中。

注意：配制 2、3 溶液所用的水，应预先煮沸（15~30）min，除去溶解

的二氧化碳。在冷却过程中应避免与空气接触，以防止二氧化碳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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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仪器简要操作流程

仪器操作流程示意图(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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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 本系列产品订购信息

产品型号及名称 技术参数

PHSJ-5 型 pH计

0.001 级，触摸式大液晶屏，RS-232 和 USB 接口，手\

自动温补，5点校准。范围：-2.000～18.000pH，精

度：±0.002pH

PHSJ-4F 型 pH 计

0.001 级，大液晶屏显示，USB 接口，手\自动温补,

范围：-2.000～20.000pH，精度：±0.002pH；三点校

准， GLP 规范

PHSJ-4A 型 pH 计
LCD 显示，RS232 接口，手\自温补, 范围：0.000～

14.000pH，精度：±0.005pH

PHSJ-3F 型 pH 计（新）

0.01 级，大液晶屏显示，USB 接口，手\自动温补，范

围：-2.00～20.00pH；精度：±0.01pH；三点校准，GLP

规范

PHS-3G 型 pH计
0.01 级,LCD 显示,带搅拌功能；范围：-2.00～19.99

pH；精度：±0.01pH

PHS-3E 型 pH计
0.01 级,大液晶屏显示,手\自动温补,范围:-2.00～

18.00 pH,精度:±0.01pH

PHS-2F 型数字 pH计 LED 显示，范围：0.00～14.00pH，精度：±0.02pH

PHBJ-260 型便携式 pH

计

0.01级,宽屏LCD显示，手\自温补，RS-232接口，IP65，

范围：0.00～14.00pH,精度：±0.01pH

PHB-4 型 pH 计
0.1 级,LCD 显示，范围：0.00～14.00pH，精度：pH：

±0.03pH

PHS-25 型 pH计 指针式显示，范围：0.00～14.00pH，精度：±0.05pH

PHS-25 型数字 pH计 LCD 显示，范围：0.00～14.00pH，精度：±0.05pH

PHS-29A 型数字 pH 计 LED 显示，范围：0.00～14.00pH，精度：±0.02pH



PHS-3C 型 pH计使用说明书

31


	1PHS-3C型pH计的安装.................................
	1PHS-3C型pH计的安装
	1.1开箱
	1.2PHS-3C型pH计安装
	2PHS-3C型pH计操作指南
	2.2操作基本知识
	3.3常见故障排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