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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价表明细 

序号 设 备 名 称 数量 单价 

备注说明 

1 

IPX12 滴水试验装置 1 台 ￥32,800.00 元 满足防水等级 IPX1、IPX2 的滴水雨试验 

2 

IPX34 摆管淋雨试验装置 1 台 ￥36,000.00 元 满足防水等级 IPX3、IPX4 的淋雨试验 

3 

IPX56 喷水试验装置 1 套 ￥25，000.00 元 满足防水等级 IPX5、IPX6 的手持淋雨试验 

4 

IPX7 模拟耐压浸水试验 1 套 ￥9,000.00 元 满足防水等级 IP7、防水等级试验 

5 

智能供水装置（强喷型） 1 台 ￥12,000.00 元 满足 IPX1—IPX6 防水要求 

6 

可升降旋转试验台 1 台 ￥￥5,000.00 元 Ø700mm、 

7 智能控制柜 

1 套 ￥11,000.00 元 控制 IPX3-7 等级操作测试项目 

合计人民币大写:拾贰万壹仟捌佰元整。 ￥130800.00 元  

 以上报价含 17%增值税发票及安装送货调试费用。 

付款方式：预付 50%货款，余款货到 30 天内付清。 

 供货时间：合同签订收后到订金 30天内交货。 

 

 

 

 

 

 

 

 

 

 

 

 

 

 

 



  创鑫仪器             您的满意是我们的追求 

专业品质 值得 信赖   

IPX1-7 防水试验装置技术资料 
IPX1-7 防水试验设备（共计 7项） 

特点说明: 

   此套 IP防水设备主要由垂直滴水试验装置（IPX1-2），摆管淋雨试验装置（IPX3-4）、手持式软管喷咀试验装

置（IPX5-6）、浸水试验（IPX7）、升降旋转试验台、智能供水装置组成（其中智能供水装置由俩个水箱组成、摆

管淋雨试验装置（IPX3-4）为一个，反渗透超滤技术、电子流量计与变频自动追踪系统，500W 卧式不锈钢水泵、水

箱容积为 500L；手持式软管喷咀试验装置（IPX5-6），带压力、流量自动控制，水箱容积为 1000L） 

   此防水试验装置采用反渗透超滤技术,可将自来水过滤到纯净水标准，杜绝滴水孔易堵塞的故障烦恼；验完成后

且可风干自动排除积水, 避免积垢堵塞针咀.（现场气源由客户自备）。 

   摆管淋雨装置人性化设计，更换摆管轻松省力，采用伺服驱动系统，摆动角度准确且任意可调。 

   自动变频调节水流量技术，只需在界面点选防水试验等级，即可自动达到相应的 IP水流量要求。 

   旋转试验台不锈钢及氧化铝型材质,防水防漏电,网状设计, 满足全方位喷淋试验与全自动流量控制安全保护系

统：具备试验工作异常报警装置 

具备电源缺相、电源异常报警、漏电、短路、断路保险装置、IPX1-4 试验状态 15-35℃水温恒定控制系统。 

具备水路安全保护装置、缺水、低水位报警装置 

 

第（1）项：滴水试验装置[IEC60529、GB7000.1 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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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滴水面积：1200X1200X 高 350MM  

2、滴水针孔：￠0.4mm   

3、针孔距距:20x20mm 

4、滴水时间：1-99MM 每分钟或更多可以通过触摸屏设置 

5、降雨量 ： 1mm/min~3 mm/min ~5 mm/min 可调，用户自设定参数 

A、 IPX1 1mm/min（+0.5mm/min、-0mm/min） 

B、 IPX2 3mm/min（+0.5mm/min、-0mm/min） 

6、滴水高度：样品距离针头 200MM，滴水盘最大离地高度 1500MM，可调节 

7、空气压力清洁：试验完毕后，自动排干滴水箱水，然后喷气 3 分钟，时间可设定。 

8、机架材料：镀膜铝合金型材 

9、安装方式：挂墙式安装 

10、升降：直流电动升降马达驱动，不锈钢丝杆、滑轮导轨辅以锁紧螺母升降装置 

11、试验台：角度调节 0°-- 45° 

 

第（2）项：摆管淋水试验装置[IEC60529、GB7000.1 等标准] 

·适用于防水等级为 IPX3 之淋水试验及 IPX4 之溅水试验。 

·将被测试物品安装或放置在半圆形弯曲管的中心位置并使被测样品的底部与摆动轴线处于一水平位置，在试验期

间样品围绕其中心线旋转。 

·摆管标准配置：R600mm、R800mm、R1000mm、（客户根据试验选用合适的摆管），摆管内径Φ14mm，外径Φ19mm，

所钻Φ0.4的孔，使水射向圆心,装置入口的水压应为相当约 10M的水面，淋雨水压 80-100kpa. 

·喷水管可以摆动 120º、180º、360º，垂线两侧各 60º，90º，175º。 

完成一次摆动（2X120º）的时间为 4S。 

完成一次摆动（2X180º）的时间为 6S。 

完成一次摆动（2X360º）的时间为 12S。(实际摆角为 350º) 

·可手动预设各项试验参数，完成测试后自动关闭水源，摆管角度自动归零,且自动排除积水, 避免积垢堵塞针咀. 

·三菱 PLC、台湾威纶面板试验程序控制箱，不锈钢弧形水管，合金铝机架，不锈钢外壳。 

·根据流量值的不同，进行 IPX3 等级试验时，可将两端多余针咀封堵。 

·伺服驱动机构，保证摆管角度之精准性，下图整体摆管结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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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项：手持式软管喷咀装置 

依据 GB4208-93图 6    试验功能(IPX5、IPX6) 

·适用于产品进行防水等级为 IPX5 的喷水试验及 IPX6 的强烈喷水试验。 

·喷咀内径：Φ6.3mm，水流量：12.5L/min(适用于 IPX5 喷水试验), 

  Φ12.5mm，水流量：100L/min(适用于 IPX6 强喷试验) 

·8000L/h流量计：满足强喷水流量要求。 

·指针式压力表 1 只，采用防锈材料，配套 8米软管，能承受试验高水压。 

 

第（4）项：
浸水试验（IPX7） 

IPX7 要求最大水深为 1.5 米，深度可调并可外部观察，水箱箱体为 6 菱形，最大放置 800*600

的试样；主材材质为 304 不锈钢。 

1、箱体尺寸：800mm×800mm 六角，高度为 1800mm（含脚轮） 

2、水位标识：1-1800mm，透明可观察水位高度 

3、箱顶部开口处可密封，盛满水后无渗漏现象，底部配有排水手阀，方便将水排出。 

4、不锈钢材质及成型铝支架,加强筋连接工艺，保障整体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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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箱底座配有万向刹车脚轮,可随意移动及固定. 

 

 

 

 

 

 

 

 

 

 

 

 

 

 

 

 

 

 

 

 

 

 

第（5）项：
 
升降旋转试验台

 

· 旋转台面：Ø700mm 。 

· 转台承重：30kg。 

· 转台转速：1转/分钟, 亦可每分钟 360°分四段 90°间续转动。 

· 全不锈钢载物台, 网状管焊接台面,工业铝型材底座, 万向脚轮可随意转动。 

· 转台台面可升降至测试中心点、可调节高度：600-1200mm 。 

· 正反转控制、转动动作由控制柜控制。 

 

第（6）项：IPX3—7智能供水装置 

·满足（IPX3-IPX7）功能之防水试验，贮水箱容积：1000L, 满足水流量要求。 

· 多级立式不锈钢水泵提供试验水压, IPX1-4 电子流量计自动追踪，IPX5-6玻璃流量计显示，水质过滤器可以观

察状况，且更换方便,电子流量计追踪变频调节流量；IPx8 压力传感器自动追踪设定的压力值。 

,电磁水阀根据试验要求自动关闭启动气路，保证各项水试验所需流量与压力要求。 

·供水管路：4路（垂直滴雨、摆管淋雨、手持软管喷水、高压潜水试验） 

·供水管道：供水系统联接配件均采用防锈材料；根据 4 组水路结构布置分配，水路标识清晰明了，方便使用者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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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成型铝及铝塑板机箱，材质氧化防锈处理，装有脚轮可随意移动。 

第（7）项：IPX3—7智能控制箱
 

 

 

 

《IP 防水实验室装修指导细则》 
 

IP 防水实验室的装修因客户的不同而各有差异，但为了保障设备的正常使用和实验室的正常运转，有必要在此做出

以下细则指导，请客户和施工单位在装修予以注意。 

 

1． 请客户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好实验室后，如室内无实心墙体做承载体，防水设备请尽量选购落地式垂直滴雨及

摆管淋雨装置。确认装修最终尺寸后，请将实验室长、宽、高数值告诉我们，方便我司技术人员依据实验室尺

寸确定设备高度，力求实验室的整体协调性。 

2． 为了 IP实验室的美观及便于观察，不受力墙体及门体部分请尽量多采用玻璃装修。门亦可根据实验室的空间大

小装修成推拉门。 

3． 因 IP 试验室地面长期淋雨，为了防止地面渗漏，需做防水处理，特别是高层写字楼，装修时地面一定要做防渗

水处理，具体可征求施工队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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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保证地面积水能顺畅排出，地面装修高度要高于排水管道，且排水管径（或地漏）应尽量大些或多装两个 。 

5． 装修地面的水流应从一边高地势流向低地势，要求施工队掌握好倾斜尺寸，不能过于倾斜，只要能保证水流能

流向储水沟的倾斜度就行，总之倾斜度越小，地面就越平，利于旋转试验台的平面稳定性。 

6． 排水沟的装修尽量请从两头往中间排水管处倾斜，形成低洼，便于排水管导流到地漏（排水沟）。 

7． 实验室的门坎要高出地面一定距离（高出 30-50mm 即可），防止水流出，可与施工队说明。 

8． 当确认供水系统的摆放位置后，水路装修需将出水口引到此处，方便供水系统就近接驳管路。 

最好有两个出水口，一个接驳供水系统，一个可备用。 

9． 由于电控箱不能受潮，所以电控箱应装在实验室外（以操作面板与眼睛平行的高度为准），但要保证透过玻璃

能观察到设备的运行情况。当确认电控箱的安装位后，装修电路接驳口需留至电控箱旁边，并在电控箱与实验

室之间的墙体高度上开一个约 40x60mm 的方孔，否则电控箱无法与防水设备连线使用。（强喷试验供水需提

供三相 380V/15A 供电，不需强喷供水需提供单相 220V 供电就可） 

10． 淋雨试验时有些样品要通电测试，为了测试的安全，实验室的插座请务必采用防水插座。 

11． 装修完成后，为了后面设备安装调试工作的顺利展开，请依据电控箱与设备、出水口与设备之间的距离存

留相应长度的线槽和 4 分 PVC 水管。 

 

我厂摆管淋雨试验机的优势说明： 

 
项目 优势说明 

 挂墙式摆管淋雨结构 1． 独特设计理念，外观简易美观 

2． 单边挂墙安装工艺，直线滑轮固定结构，更换装配摆管简易省力 

3． 自动弯管、激光打孔工艺，旋扭压紧喷咀，保证水流一致喷射至中心 

4． 伺服电机驱动摆管，摆动刚劲稳定，摆幅角度、速度精准 

5． 摆管入水口配装压力表，实时显示参考压力值 

6． 试验完成摆管角度自动归零, 且能风干排除积水, 避免积垢堵塞针咀. 

7． 根据流量值的不同，进行 IPX3 等级试验时，可将两端多余针咀封堵 

 IP 防水试验程序 1． 多年设计生产经验，程序周祥细致，功能稳定可靠 

2． 中央处理器+人机操作面板+智能供水系统，程序全面依据防水试验标准要求编

写，只需进入界面点选 IP 防水试验等级，无需设定参数即可自动完成淋雨试

验，科学简易，真正实现自动化控制。 

3． 中央处理器+多级增压水泵+变频器+电子流量计+电磁水流管路，实现强大的

智能水路控制系统，能准确分流、快速增流增压、显示流量压力时间数值，为

试验提供精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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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全保护系统： 具备试验工作异常报警装置 

                 具备水路安全保护装置 

                  具备电源缺相、漏电、短路、断路保险装置 

5． 试验完成摆管角度自动归零, 且能风干排除积水, 避免积垢堵塞针咀. 

 旋转升降试验台 1． 底部封装直流调速电机，防水防漏电，确保操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2． 台面网状设计，保证水流在底部喷射时亦能履盖至样品 

3． 转台 0-15 度倾斜可调，满足 IPX2 防水试验要求 

4． 两种转动模式：1圈/min；另 10 分钟分四段走完，每段停留 2,5 分钟 

5． Ø700mm 的宽台面，升降高度可调，能满足各类型的样品摆放 

6． 不锈钢加铝合金材质，承重 30kg，防锈稳定耐用 

 反渗透超滤净水系统 采用美国领先超薄膜逆渗透水处理技术，达到纯净水级别，水满自动停机，使用

简单，能将针咀堵塞的故障在试验前就得以杜绝，保证了试验的通畅与准确性，

省去后期人工维护成本 。 

 伺服电机摆管驱动系

统 

采用日本三菱或松下品牌伺服驱动系统，保障较大摆管在摆动时的刚性需求与稳

定性，避免因采用步进电机而产生的失步现象，为摆管摆动角度提供了强力而精

确的保证。 

 智能强喷供水系统 满足(IPX1-IPX6)防水试验之等级要求，优质不锈钢多级立式增压水泵提供试验

水压, 配合反渗透超滤净水系统，可以观察试验水压及水流量显示值，根据不同压

力及工况自动进行调整，使流量稳定在所设参数值上，无需人为干预，过滤器之

管通及连接件均采用不锈钢材质，保证设备的强劲功能及耐用品质。 

 管路风干技术系统 本厂独特理念设计，试验完成后可将摆管内的剩余水份及时风干排空，避免水份

在摆管内形成氧化颗粒，再次杜绝了针咀堵塞的维护烦恼，省去人工维护成本。 

 主要配置说明 主要配件采用进口品质，保证了试验的稳定及设备的使用周期，提高了产品性价

比 

1． 以 304#不锈钢、氧化成型铝、氧化合金铝等防锈材质作为设备主体工件，除

长久防锈外，外观亦高档美观 

2． 日本三菱或松下品牌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1 套 

3． 触摸面板...................................................................................1 台 

4． 日本三菱处理器..........................................................................1 台 

5． 三菱 A/D 转换模块.....................................................................1 台 

6． 美国反渗透超滤净水系统..............................................................1 组 

7． 多级立式不锈钢增压水泵+变频器..................................................1 组 

8． 精准电子流量感应计....................................................................1 套 

9． 优质国产流量计...........................................................................2 只 

10． 优质国产压力表....................................................................2 只 

11． 直流调速旋转电机................................................................1 台 

12． 电磁感应水阀.......................................................................3 只 

13． 优质电气元件（如德力西、正泰等）.......................................1批 

14． 耐压防锈管路元件................................................................1批 

15． 不锈钢喷头：ф6.3mm、ф12.5mm......................................各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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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不锈钢摆管：R600mm、R1000mm.........................................各 1

根 

 主要损耗件及附送件 1． 淋水针咀.................................................................................50 套 

2． 针咀密封圈..............................................................................50 个 

3． 针咀堵头..................................................................................50 个 

4． 针咀通针..................................................................................5 根 

5． 净水滤芯..................................................................................2 个 

6． 24V继电器..............................................................................2 个 

7． 操作说明书..............................................................................1份 

8． 保修卡....................................................................................1份 

 

产品质量保证 

乙方就电子产品（货物）提供质量保证，质量保证期：12 个月。质量保证内容如下： 

 1）乙方保证提供的产品是采用一流的工艺和最佳材料并根据贵方要求制造的、完全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规格和

性能技术的要求。乙方保证提供的产品（货物）经正确的安装、运行、操作和保养在其使用寿命期内具有满意的性

能。 

2） 在质量保证期内，如果产品（货物）的数量、质量或规格与合同不符，或证实产品（货物）是有缺陷的，包括

潜在的缺陷或使用不符合要求的材料等，贵方尽快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提出处理出现问题的意见及索赔。 

3）“三包”服务，经查实属我方责任，产品包修、包换、包退。 

4） 在收到通知后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乙方将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响应，及时的进行免费维修或更换有缺陷的产

品（货物）或部件。 

合同设备的安装 

（1）到货后，乙方负责卸货、搬运、安装。 

（2）乙方负责合同项下设备的安装调试，一切费用由乙方负责。 

（3）乙方安装时须对各安装场地内的其他设备、设施有良好保护措施。 

甲方提供设备安装必备的场地和条件：准备好 12 平方米以上房间壹间及 1张 120cm×60cm 工作台，220V 多功

能接线板三块，且有良好的大地线后，通知乙方需要安装调试，供方负责上门安装调试，培训需方使用人员 1-2名。 

设备的验收 

（1）到货后，乙方一周内到甲方指定地点进行安装。 

（2）合同设备安装完成后 7 个工作日内验收，验收应在甲乙双方共同参加下进行。 

（3）验收按标准 IEC 60695-11-5：2004 和技术协议进行。验收时如发现所交付的设备有短装、次品、损坏或

其它不符合本合同规定之情形者，甲方应作出详尽的现场记录，或由甲乙双方签署备忘录。此现场记录或备忘录可

用作补充、缺失和更换损坏部件的有效证据。由此产生的有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4）验收以通过第三方（ 华南国家测试中心 ）计量合格后为合格。   

（5）如果合同设备运输和安装调试过程中因事故造成货物短缺、损坏、乙方应及时安排换装，以保证合同设备安

装的成功完成。换货的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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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保证合同项下提供的设备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商标或版权。否则，乙方须承担对第三方的专利或版权的

侵权责任并承担因此而发生的所有费用。 

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 

1.乙方保证合同的设备是深圳市创鑫仪器有限公司生产，其质量、规格及技术特征符合本技术协议的要求。 

2.对涉及分包商的供货、质量、设备性能、技术接口、服务等方面问题负全部责任。按本技术协议附表规定的关键

部件为原装进口，并经需方认可。 

3.对设备制造过程中出现的质量缺陷及时向需方代表通报，不隐瞒。若设备缺陷超过合同规定的标准，供方无条件

更换。在安装和试运过程中，一切以满足工程进度需要为准则。 

4、为所供的设备在制造、运输等过程中投保，一旦发生意外，我方将按需方要求对所供设备尽快进行免费更换、

修理，直到需方满意为止。 

5.在开箱过程中如发现缺件及其他原因引起的零部件丢失，我方负责尽快免费补齐所缺零部件。在设备的安装、调

试过程中以及今后在设备运行中发现的质量问题，如属我方原因，我方将承担责任。 

6.合同设备保质保用期为用户单位首次计量合格之日起 1 年。 

下列情况乙方不负责免费保修： 

①不按照乙方提供的正确使用方法而引致设备故障损坏； 

②擅自改装设备；  

③各种人为因素或天灾等外来因素造成的损坏。 

7.免费质保期内维修人员接到维修通知后到场时间： 1 个工作日内到现场。 

8.技术在线支持响应时间为  1   工作小时，售后服务电话： 0755-61577692   。 

9.保修期过后，乙方仍负责仪器维修，如仪器发生故障，接电话通知，工程师 24 个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按乙方

承诺优惠价格收费。 

10.乙方为甲方提供操作及维护培训，主要内容为设备的基本结构、性能、主要部件的构造及修理，日常使用操作、

保养与管理，常见故障的排除，紧急情况的处理等，培训地点主要在设备安装现场。 

11.培训目标 

    通过培训使买方能够熟练掌握灼热丝试验仪的日常及紧急情况下的操作、维护和简单故障排除，达到能够独立

进行管理、常规故障的处理、日常设备维护等工作目标，以保障系统能够正常、安全的运行。 

12.培训安排 

培 训 形 式 现 场 培 训 

人员数量 
培训人员 卖方技术工程师 

受训人员 按买方要求 

时间安排 在设备安装完毕后 

培训时间 按买方要求 

培训费用 免费 

13.设备的售后服务由深圳市创鑫仪器有限公司完成。 

售后服务承诺书: 

深圳市创鑫仪器有限公司售后服务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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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需要我公司支持配合的，可来电话咨询，必要时也可派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技术指导

及服务。 

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一般质量问题，在 6 小时内由公司作出妥善答复。重大质量问题，公司 48 小时内派人员到位。 

深圳市创鑫仪器有限公司负责送货上门（按用户要求送到指定地点），如延迟送货，我们愿意按照合同规定接受客

户的罚款。 

为了使我公司提供的产品品质能得到充分的保证，我们欢迎用户、有关部门领导、专家及工作人员光临我公司进行

参观、考察、指导和技术培训，我们将保证热情接待、周到安排。 

深圳市创鑫仪器有限公司希望广大用户对我们提供的产品质量进行跟踪监督，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以利于我们在

要求厂家进行产品完善中不断满足用户的要求。 

用户如需要购买相关产品附件，我公司将按成本价提供，根据您所需的时间、地点发送。 

在质量保证期内，我们对产品实行三包。 

十、用户告示：
 

a、当您发现有什么质量问题及需要服务、咨询之时，在您当地有我们公司的办事处的，可直接与办事处联系。 

b、或者您可与深圳市创鑫仪器有限公司售后服务部联系。 

全国服务电话：0755-23702756 

如您对我们的服务承诺还有什么要求的可以提出，我们将积极采纳。用户满意是深圳市创鑫仪器有限公司始终不渝

的追求。 

深圳市创鑫仪器有限公司与您的合作！ 

                联系人：吴洪钦 

                      手  机：136315761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