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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过了保修期也不用担心，您可以用经济的价格购买我们的维护保养

服务。 

购买产品后在半年内回寄保修登记卡，或登陆网站www.testo.com.cn
进入“服务与支持”页面进行注册，并提供发票信息至 testo，即免费

得 6 个月延长保修。 

为确保客户享受完善的产品售后维修服务，德图仪器国际贸易（上海）

有限公司特别设计了防伪标识。所有的中国境内由德图和德图授权的代

理商出售的德图产品，都会贴上该防伪标识。 

防伪标识由 7 位数字组成。德图公司每售出一台仪器，都会在数据库中

录入防伪标识上的号码。当客户送修仪器时，我们会核实该号码。如果

仪器不带防伪标识，或者防伪标识被强行撕破，那么客户将不能享受在

德图的维修中心维修产品之权利。该举措一方面充分保障了用户的合法

权益，另一方面也完善了德图产品的质量管理体系。

当产品产生了些许故障，您无须辛苦地奔波，拿起话筒拨打热线电话

021-5456 9696-800。我们会有便捷的上门取货服务，让您足不出户解

决问题。 

如果您的仪器出现故障，德图可出借仪器给您使用，直到产品修好送到

您手中。您不会有中断工作的后顾之忧。 

保修延长 

防伪标识    —— 德图质量保障 

维护保养协议

上门取货服务

维修期间样机出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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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手册中的简单介绍概括性描述了产品 重要的功能。使

用产品之前，务必请先阅读使用说明，并绝对遵照使用说

明进行操作。 

本手册介绍 testo 350 产品及该仪器的设定。 国别版本 | 中国 

1.1. 技术数据 
Pos：5 /TD/Sicherheit und Umwelt/Zu diesem Dokument/testo 350 Landesversion @ 6\mod_1275394546987_79.doc @ 62043 @  
 

1.1.1. 量程和分辨率 

分析箱 

测量参数 所有传感器无稀释

功能时的量程 
所有传感器配稀释功能（选

配）时的量程 
O2 0…25%（体积分

数） 
显示屏中不显示读数 

CO，氢气补偿
1 0…10000 ppm 2500...50000ppm 

COlow，氢气补偿 0…500 ppm 500...2500ppm 

NO 0…4000 ppm 1500...20000ppm 
NOlow 0…300 ppm 300...1500ppm 
NO2 0…500 ppm 500...2500ppm 
SO2 0…5000 ppm 500...25000ppm 
H2S 0…300 ppm 200...1500ppm 

CO2（IR） 0…50%（体积分

数） 
显示屏中不显示读数 

HC 1, 2 天然气： 
100…40000 ppm 

丙烷： 
100…21000 ppm 

丁烷： 
100…18000 ppm 

天然气： 
500...8000000ppm 

丙烷： 
500...42000000ppm 

丁烷： 
500...36000000ppm 

所有传感器的稀释功能均会导致额外的测量误差（测量不精确

性）。 

                                                           
1  检测极限：50 ppm。 
2  必须严格遵守爆炸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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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39 /TD/Leistungsbeschreibung/Technische Daten/testo 350 Technische Daten/weitere Gerätedaten testo 350 @ 5\mod_1261404947397_79.doc @ 53432 @   

1.1.2. 其他仪器数据 
 

手操器 

特性 数据 

充电电池使用时间 大约 5 小时（显示屏开启，蓝牙
®
关闭） 

分析箱 

电池使用时间 2.5 小时（使用气体预处理器和红外模块）/  
4.5 小时（不使用气体预处理器和红外模块） 

 Pos：40 /TD/Überschriften/4. Produktbeschreibung @ 0\mod_1173774846679_79.doc @ 31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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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说明 

2.1. 手操器 

2.1.1. 概览 
 

 
 

1 红外接口； 

2 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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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磁性固定架（背面）； 

注意

强磁性 

可能损伤其他设备！ 

> 与可能被磁性损坏的产品（例如显示器、电脑、起搏器、信用卡

等）保持安全距离。 
 

4 显示器； 

5 键盘； 

6 与分析箱接触棒（用于通信）（背面）； 

7 接口：USB 2.0、充电器接口、德图数据总线接口。 
  
 

2.1.2. 键盘 
 

按键 功能 

[ ] 测量仪器的开/关。 

[OK]（确认）

举例 

功能键（橘红色，3x），相关功能显示在显示屏

中。 

[▲] 向上翻动，增加数值。 

[▼] 向下翻动，减小数值。 

[esc]（退出） 退出，取消功能。 

[ ] 打开主菜单。 

[ i ] 打开 Instrument diagnosis（仪器诊断）菜单。 

2.1.3. 连接 / 接口 

 
 

1 USB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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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德图数据总线； 

3 电源 0554 1096 连接插槽； 

4 与分析箱锁紧用卡槽； 
 

2.2. 分析箱 

2.2.1. 概览 

 
1 冷凝槽； 

2 手操器锁紧/解锁按钮； 

3 烟气过滤器 ； 

4 新鲜空气过滤器（选配：新风阀/量程扩充全套装（5x））； 

5 与手操器通信用的接触棒； 

6 用于锁紧手操器的卡销； 

7 单槽稀释气体过滤器； 

8 状态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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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状态显示 
 

状态显示部分显示了测量盒的运行状态： 
 

显示 状态 

绿色 / 常亮（测量盒已开启） 使用电源或者充电电池操作 
/ 充电电池已完全充满 

红色 / 闪烁（测量盒已开启） • 充电电池操作 / 充电电

池残余电量 < 20% 

• 其他装置故障 

绿色 / 闪烁（测量盒已关闭） 充电电池充电 

绿色 / 常亮（测量盒已关闭） 充电电池已完全充满，正在

涓流充电模式 

绿色、红色 / 交替闪烁 激活升级模式 
 

2.2.3. 连接 / 接口 
 

 
 

1 数据总线终端拨动开关； 

2 环境空气温度传感器； 

3 烟气探针接口； 

4 传感器输入（模拟信号输入）； 

5 USB 2.0； 

6 触发器输入； 

7 稀释气体入口（量程扩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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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电源接口，100...240 V AC，47...63 Hz； 

9 直流电压输入 11…40 V DC（选配）； 

10 气路盖板（仅用于维护目的）。 

 已插入盖板帽：位置（ ）不得改变！ 

11 压力检测端口 p+和 p-；  

12 德图数据总线接口 

2.2.4. 分析箱菜单说明 
 

主菜单 菜单 说明 

Applications（应用） - 按照将要执行的测量任务，选择

某项应用。 

Folders（文件夹） - 建立和管理文件夹及测量场所。

Fuels（燃料） - 选择和设置燃料 

Measurement records
（数据记录） 

- 显示和管理测量记录 

Device settings Dilution（稀释） 设定稀释系数 

（仪器设定） Measurement view
（显示编辑） 

针对所选择的应用和测量类型，

配置显示屏，成套测量参数和单

位。 

 Units（单位） 设定显示屏上变量的单位。 

 Date / time 
（日期/时间） 

设定日期、时间、时间格式： 

 Power Options 
（电能管理） 

仪器自动开启/关闭； 

在使用电池模式下开启/关闭显示

屏背光。 

 Display brightness
（显示器明亮度） 

设定显示屏的亮度。 

 Printer 
（设定打印机） 

选择打印机，输入打印文档。 

 Bluetooth® 

（蓝牙
®
） 

蓝牙
® 
开启/关闭 

 Language（语言） 设定仪器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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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菜单 菜单 说明 
 Country version 

（国家版本） 
设定国家版本 

 Password 
protection 
（密码保护） 

改变密码 

 Analog input 
（模拟输入） 

设置模拟输入 

 Databus 
（数据总线） 

显示总线地址，输入总线长度。 

Sensor settings 
（传感器设置） 

- 进行传感器设定，进行标定/ 校准 

Programs 
（测量程序） 

- 设置和激活测量程序。 

Instrument diagnosis
（仪器诊断） 

Error diagnosis 
（故障诊断） 

显示存在的错误。 

 Gas path check 
（气路检查） 

进行气密性测试。 

 Sensor diagnosis 
（传感器诊断） 

进行传感器诊断。 

 Instrument 
information 
（设备信息） 

显示仪器的信息。 

 

2.2.5. 模块化烟气探头 

 
 

1 可拆卸过滤腔，配有粉尘过滤器；  

2 探头手柄； 



3  初操作步骤 

   13 

3 连接软管； 

4 连接分析箱的卡口插头； 

5 探针模块锁紧/解锁装置； 

6 探针模块。 

3 初操作步骤 

3.1. 调试 

3.1.1. 手操器 
手操器中装有一块固定的可充电电池。 

> 取下显示屏上的保护膜。 

> 在使用手操器之前，应将充电电池完全充满。 
 

为手操器的可充电电池充电 

只有当环境温度介于±0...+35 ℃之间时，充电电池才能充电。若充电

电池完全放电，则室温下的充电时间将为大约 7 小时（使用电源适

配器充电）或大约 14 小时（通过德图数据总线充电）。 

通过分析箱充电 

 手操器固定在分析箱上，或通过德图数据总线电缆，与分析箱相

连接。 

 分析箱通过主电源供电。 

在低电量时或在关闭状态下进行操作。 

3.1.2. 分析箱 
分析箱中有一块充电电池。  

> 在使用分析箱之前，应将充电电池完全充满。 

为分析箱的充电电池充电 

只有当环境温度介于±0...+35 ℃之间时，充电电池才能充电。若充电

电池完全放电，则室温下的充电时间将为大约 6 小时。 
  

✓ 分析箱已关闭。 
  

> 将电源插头与分析箱的电源插座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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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电过程开始，风扇自动开始转动。充电电池充电期间，LED 状

态指示灯为绿色。  

- 当充电电池充电完毕，仪器自动进入涓流充电模式。LED 状态指

示灯为绿色常亮。 

分析箱使用直流电压输入工作 

需要配备电池端口和连接分析箱用适配器的电缆（0554 1337，附

件）。 

- 若分析箱关闭，则会自动开始充电电池充电过程。使用手操器开

启烟气分析仪会终止电池充电过程。 
Pos：46 /TD/Überschriften/5.3 Produkt kennenlernen @ 0\mod_1185342901015_79.doc @ 1894 @  
 

3.2. 了解产品 

3.2.1. 连接探针 / 传感器 
 

 
传感器检测功能在激活过程中发生：所需使用的传感器必须

在烟气分析仪开启之前安装到分析仪上，否则必须关闭分析

仪，并在更换传感器后再次打开，以便可以读入正确的数

据。  
 

> 将所需探头/传感器连接到相应的端口上。 
Pos：47 /TD/Erste Schritte/testo 350/testo 350 Produkt kennenlernen Netzteil_Akkus_Batt @ 5\mod_1263214969357_79.doc @ 54406 @ 

3.2.2. 连接系统部件 

3.2.2.1 使用接触片进行连接 
 

 
 
 
 

手操器可以连接并固定到分析箱上。 

1. 将手操器底面上的导槽放在分析箱导销之上。 

2. 将手操器压入分析箱中，直至锁定/解锁按钮发出明确声响两次，

锁定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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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护显示屏（例如在运输过程中），手操器也可以面朝

下的方式插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手操器和分析箱之间

不形成连接。 
  

3.2.2.2 使用数据总线电缆（附件部分）进行连接 
可以使用德图数据总线电缆，连接各个组件（例如手操器与分析

箱，或分析箱与分析箱）。 

> 将数据总线电缆连接到数据总线接口上。 

在对数据总线电缆连接进行设定时，请遵守如下要点： 

• 只使用德图的数据总线电缆。  

• 不要将数据总线电缆排布在供电电缆附近。  

• 使用电源为每台分析箱充电，以确保充足的电源供应。 

• 在启动系统之前，先连接好电缆。也可在运行时进行插接（热插

拔），但是根据系统组成的不同，系统可能需要再次关闭开启。 

• 在承受负荷时，不得断开连接。 

•  数据总线用户：每个数据总线系统中， 多可容纳 16 个分析箱。 

• 电缆长度：手操器和分析箱之间为 大 50 米，数据总线系统中

的所有分析箱之间 大 800 米。 

• 数据总线系统中的每个组件必须拥有明确的总线地址。 

• 总线系统必须具备一个已定义的电气终端，参见下文。 

总线系统的电气终端 

数据总线系统的结构式线性的。手操器或使用 USB 接口的德图数据

总线控制器代表线的开端。 

系统中 后连接的组件（分析箱或模拟输出盒）代表总线的终端。

这一组件必须有已定义的电气终端。 

若模拟输出盒是 远端的用户。  

> 将数据总线终接插头插入模拟输出盒上空着的数据总线插座中。 

若分析箱是 远端的用户。  

> 将分析箱上数据总线终接滑动开关）拨动到右侧开关位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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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3 通过蓝牙®（选配）进行连接 

 
或 

 
或 

 
控制装置可以通过蓝牙®，连接到分析箱或电脑/笔记本电脑上，只要

两个组件均配备此功能即可。 
Pos：51 /TD/Erste Schritte/testo 350/testo 350 Produkt kennenlernen Messsystem Ein-/ausschalten @ 5\mod_1266217918677_79.doc @ 57533 @  
 

3.2.3. 启动 

在启动之前 

> 连接所有系统组件。 

> 连接所有所需探头/传感器。 

> 将所有系统组件接通电源。 

当启动时，手操器应已被插接到分析箱的接触片上，或通过数据总

线电缆相连， 

或加入分析箱的供电电缆，以便可以通过蓝牙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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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 

> 按下[ ]按钮。 

- 显示启动画面（持续时间：大约 5 秒钟）。 

- 显示手操器显示画面。 

- 手操器搜索所连接的分析箱并在显示屏上的独立标签栏中显示这

些分析箱。 

 
手操器和分析箱未连接： 

若手操器已经开启，则必须再次短时间按下[ ]按钮，以便

建立与分析箱的连接。 

3.2.4. 打印数据 / 保存数据 
通过菜单 Option（选项）进行打印和保存。通过左侧功能键，可以

访问菜单 Option（选项），很多不同的菜单（例如菜单

Measurement Type（测量类型））中也可以访问菜单 Option（选

项）。 

给右侧功能键分配功能 Save（保存）或 Print（打印）功能。 
 

 
只有在经过分配的测量视图中有显示区域的测量值，才会被

保存 / 打印出来。 
 
 

 
测量数据可以在保存过程的同时进行打印，而测量过程可保

持运行。 
  

3.2.5. 关闭 
 

 
关闭烟气分析仪时，未经保存的测量数据即告丢失。 

 

吹洗阶段 

关闭时，分析箱检查传感器中是否存留有烟气。若有必要，以新鲜

空气吹洗传感器。吹洗阶段的持续时间取决于传感器中的气体浓

度。 

> 按下 [ ] 按钮。 

- 吹洗阶段开始。 

- 烟气分析仪关闭。分析箱风扇继续转动一段时间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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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52 /TD/Erste Schritte/testo 350/testo 350 Ordner @ 6\mod_1268732065519_79.doc @ 60314 @  

3.3. 文件夹 / 存储单元 
（仅可通过 Meas. Box（分析箱）选项卡使用） 

所有测量读数均可保存在当前激活的储存单元下。测量仪器关闭

时，尚未保存的读数即告丢失。 

文件夹和储存单元可以生成、编辑、复制和激活。文件夹和储存单

元（包括协议）也可以被删除。 

调出某项功能： 

> [ ] → Folder（文件夹） → [OK]（[确认]）。 

调节显示： 

> 在概览（显示每个文件夹的储存单元的数量）和详细视图（显示

每个文件夹的所有储存单元）之间切换：[Overview]（[概览]）
或[Details]（[详细]）。 

激活一个储存单元： 

> 选择储存单元 → [OK] （[确认]）。 

- 该储存单元激活，菜单 Measurement Type（测量类型）打开。 

生成一个新储存单元： 

储存单元总是生成在文件夹中。 

1. 选择需要生成储存单元的文件夹。 

2. [Options]（[选项]） → New Location（新测量点） → [OK] 
（[确认]）。 

3. 输入数值或进行设定。   

可以进行以下输入/设定： 

参数 说明 
Location 
（测量点） 

输入名称 

Application
（应用） 

选择应用 

Fuel（燃料） 选择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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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Profile（截面） 输入直径、长度、宽度、高度和面积。 

为了能正确测量体积流量，你必须设定截面形状和

面积。体积流量是由此处输入的几何形状和所测得

的流速计算而得的。 
Pitot Tube 
Factor 
（皮托管因数）

参数“皮托管因数”影响流速、体积流率和质量流量

的测量。皮托管因数取决于所使用的皮托管的类

型： 

直皮托管：因数= 0.67 

普朗特皮托管（弯皮托管）：因数= 1 

Humidity 
（湿度） 

参数“湿度”（助燃空气的湿度）影响 qA（烟气热

损失）和烟气露点的计算。出厂设定的湿度为

80.0 %。为了实现更高的精度，可以调节此数值

节达到实际环境条件。 
Pressure 
absolute 
（绝对压力） 

绝对压力影响流速、体积流量、质量流量和烟气露

点的计算。出厂设定是 980 mbar。为了实现更高

的精度，可以调节此数值节达到实际环境条件。 
  

 
若安装有二氧化碳（红外）模块，则会自

动使用此处所测得的绝对压力值。 
   

Barometric 
Pressure 
（大气压力） 

  

 
只有当无法获得绝对压力时（无二氧化碳

红外模块可用），则需要输入大气压力和

海拔高度。 
  

大气压力影响流速、体积流量、质量流量和烟气露

点的计算。为了实现更高的精度，可以调节此数值

节达到实际环境条件。 

不考虑海拔，年均大气压力为 1013 mbar。根据当

前的天气，压力在年平均值附近波动，范围为±20 
mbar。 

Altitude 
（海拔高度） 

海拔高度影响流速、体积流量、质量流量和烟气露

点的计算。为了实现更高的精度，可以调节此数值

节达到实际环境条件。 

Dewpoint 
（露点） 

参数“露点”（助燃空气的露点）影响 qA（烟气热

损失）和烟气露点的计算。出厂设定的露点为 1.5 
℃。为了实现更高的精度，可以调节此数值节达到

实际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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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终完成输入：[Finished]（[结束]）。 

其他储存单元选项： 

> [Options]（[选项]） → Edit Location（编辑测量点）：对一个

已经存在的储存单元进行修改。 

> [Options]（[选项]） → Copy Location（复制测量点）：在同

一个文件夹中复制一个已经存在的储存单元。 

> [Options]（[选项]） → Delete Location（删除测量点）：删除

一个已经存在的储存单元。 

生成一个新文件夹： 

1.  [Options]（[选项]） → New Folder（新建文件夹）→ [OK]
（[确认]）。 

2.  输入数值或进行设定。 

3.  终完成输入：[Finished]（[结束]）。 

其他文件夹选项： 

• Edit Folder（编辑文件夹）：对一个已经存在的文件夹进行修

改。 

• Copy Folder（复制文件夹）：复制一个已经存在的文件夹。 

• Delete Folder（删除文件夹）：删除一个已经存在的文件夹，包

括文件夹中生成的存单元。 

• Delete All Folders（删除所有文件夹）：删除所有已经存在的

文件夹，包括文件夹中生成的所有储存单元。 
Pos：53 /TD/Erste Schritte/testo 350/testo 350 Protokolle CU @ 5\mod_1266224723825_79.doc @ 57892 @  
 5 /TD/Überschriften/6. Produkt verwenden @ 0\mod_1173774928554_79.doc @ 328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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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使用 

4.1. 设定方法 
Pos：57 /TD/Produkt verwenden/testo 350 neu/testo 350 Geräteeinstellungen CU/testo 350 Rechte Funktionstaste @ 7\mod_1282133452803_79.doc @ 69294 @  
 

4.1.1. 设定右侧功能键 
可以从选项菜单为右侧功能键分配一项功能。通过左侧功能键，可

以访问菜单选项，很多不同的菜单中也可以访问菜单选项。这一项

只对当前打开的菜单/功能有效。 

✓ 打开菜单 / 功能，在其中按下左侧功能键，显示选项菜单。 
 
 

1.  按下[Options]（选项）。 

2. 选择选项：[ ]、 [ ]。 

根据打开[Options] （选项）菜单的菜单 / 功能的不同，可使用多项

功能。 
 

3. 将所选择的功能分配给右侧功能键。 点击 [Config. key]（配置

键）。 
Pos：58 /TD/Produkt verwenden/testo 350 neu/testo 350 Geräteeinstellungen CU/testo 350 Geräteeinstellungen_Ueberschrift @ 5\mod_1266322627982_79.doc @ 58663 @ 3 
 

4.1.2. 仪器设定 
Pos：59 /TD/Produkt verwenden/testo 350 neu/testo 350 Geräteeinstellungen CU/testo 350 Verdünnung AA @ 5\mod_1266243593190_79.doc @ 58628 @  
 
Pos：60 /TD/Produkt verwenden/testo 350 neu/testo 350 Geräteeinstellungen CU/testo 350 Messwertanzeige AA @ 5\mod_1266243266413_79.doc @ 58597 @   

4.1.2.1. 测量参数显示 
（仅可通过 Meas. Box（分析箱）选项卡使用） 

可以设定参数 / 单位和显示表示法（每页显示页面所显示的读数的数

量）。 

设定只对当前选择的应用和测量类型的组合有效，这些信息均在信

息域内以符号（应用）和文本（测量类型）表示。 

以下为选择的参数和单位一览表（可以的选择取决于选定的应用/ 测
量类型）： 

 

显示 测量参数 
FT 烟气温度 

AT 环境温度 

HCT 载热体温度 

Δp 差压 

Draught 烟道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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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测量参数 
O2 氧气 

O2ref 氧气基准值 

CO2 二氧化碳计算值 

CO2max 高二氧化碳含量 

qAnet  烟气损失 

Effn 效率 

CO  一氧化碳 

uCO  未稀释的一氧化碳 

AmbCO 环境中的一氧化碳含量氧气基准值 

NO 一氧化氮 

NO2 二氧化氮 

NOx 氮氧化物 

SO2 二氧化硫 

H2S 硫化氢 

CxHy 碳氢化合物 

H2 氢气 

λ 空气比率 

SmNum ø 平均烟度 

Oil deposits 积油（是/否） 

Vel 流速 

Volume flow 体积流量 

DP 烟气露点温度 

MCO 质量流量 CO 

MNOx 质量流量 NOx 

MSO2 质量流量 SO2 

MH2S 质量流量 H2S 

CO2IR 二氧化碳红外（实测值）  

Pabs 绝对压力 

MCO2 质量流量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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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测量参数 
Pump 泵流量 

UI ext 外部电压 
A ext 外部电流 

调用功能： 

> [ ] → Instrument Settings（仪器设定） → [OK] （确认）→ 
Readings Display （读数显示）→ [OK] （确认） 

变更某一行中的参数 / 单位： 

1. 选择某一行：[▲], [▼] → [Edit]（编辑）； 

2.  选择参数：[▲], [▼] → [OK] （确认）； 

3.  选择单位：[▲], [▼] → [OK] （确认）； 

4.  保存变更：[OK] （确认）。 

选项： 

> [Options] （选项）→ Number of Lines（行数）：改变每显示

页可显示的测量数据的数量。 

> [Options] （选项）→ Insert Empty Lines（插入空白行）：在

所选择行的前面插入空白行。 

> [Options] （选项）→ Delete Line（删除行）：删除所选择的

行。 

> [Options] （选项）→ Factory Setting（出厂设定）：将读数显

示恢复到出厂设定。 
Pos：61 /TD/Produkt verwenden/testo 350 neu/testo 350 Geräteeinstellungen CU/testo 350 Einheiten @ 6\mod_1268318250124_79.doc @ 60175 @   
Pos：62 /TD/Produkt verwenden/testo 350 neu/testo 350 Geräteeinstellungen CU/testo 350 Datum_Uhrzeit @ 5\mod_1266223016729_79.doc @ 57574 @  
 

4.1.2.2. 日期 / 时间 
在分析箱和手操器内都提供此项功能。对于手操器及对于分析箱来

说，都能接受该功能的变更。 

可以设定日期、时间的模式和时间。 

调用功能： 

>  [ ] → Instrument Settings （仪器设定）→ [OK] （确认）

→ Date/Time（日期 / 时间）→ [OK] （确认）。 

设定日期/时间： 

1.  选择参数：[◄], [▲], [▼] → [Edit]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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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定参数：[▲], [▼] 并部分使用 [◄], [►]→ [OK] （确认）； 

3. 保存变更：[Save] （保存）。 
Pos：63 /TD/Produkt verwenden/testo 350 neu/testo 350 Geräteeinstellungen CU/Testo 350 Energieverwaltung @ 5\mod_1266223679925_79.doc @ 57613 @  
 Pos：74 /TD/Produkt verwenden/testo 350 neu/testo 350 Messsystem einrichten/testo 350 Programme @ 6\mod_1269246896777_79.doc @ 60473 @  
 

4.1.3. 程序 
可以设定、保存和执行五种烟气测量程序。 

只有具有触发输入选项的仪器才提供 Trigger （触发）功能（触发

信号作为启动/停止判据）。 
 
 
  
 

 
如果一个程序被激活或正在运行中，则不能更改仪器的设

定。 
 

 
程序 Flue Gas (before + after cat)（烟气测量（催化系统

前后））检测测量盒是否配备了新风阀。若未配备新风阀，

则将加入一项正常烟气测量的测量程序，而非使用程序 Flue 
Gas (before + after cat)（烟气测量（催化系统前后））。

在未配备新风阀的情况下使用程序 Flue Gas (before + after 
cat)（烟气测量（催化系统前后）），不会带来任何切合实

际的测量结果。 
 

调用功能： 

> [ ] → Programs （程序）→ [OK] （确认） 

激活/关闭某项程序： 

> 选择程序：[▲], [▼] → [Enable] （启用）或者[Disable]（关

闭）。 

- 当激活某种程序时：程序激活，打开与该程序匹配的测量类型。 

编辑测量程序： 

可调整的参数： 
 

参数  功能  

测量程序 
(Measurement 
program) 

编辑程序名 



4  产品使用 

   25 

参数  功能  

测量类型 

(Measurement 
type) 

选择烟气菜单： 

• 烟气 

• 烟气 + m/s 

• 烟气 ΔP 

• 烟气（在催化系统之前和之后） 

• 固体燃料 

平均读数 

(Reading per 
mean value) 

在平均值 Yes 下，只保存平均值。 

开始(Start) 确定开始判据 

•  
测量程序随时开始（功能键自动改为停止功

能）。 

• 时间 
按照预编程的时间开始测量 。 

• 外部信号 
触发信号控制测量程序的开始。 

停止(Stop) 确定停止判据 

•  
测量程序随时停止（功能键自动改为开始功

能） 

• 时间 
按照要求的时间停止读数记录。 

• 外部信号 
触发信号控制测量程序的停止。 

• 持续时间 
设定保存读数的循环。 

• 内存已满 
当内存已满时，结束读数保存。 

气体时间 

(Gas time) 

选择气体时间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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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功能  

吹洗时间 

(Rinse time) 

输入吹洗时间（参阅推荐吹洗时间, 第 106 页）.  
  

 
测量程序总是以一个吹洗阶段（时长：6
分钟）开始的。 

测量阶段（气体时间）与吹洗阶段（吹洗

时间）按照编程值交替实现。 
   

测量率 

(Meas. Rate) 

测量率是平均值的保存循环。它是秒、分钟为单

位编程的，可能 低的测量率取决于所连接的探

头的数量和型号。 
 

1. 选择程序：[ ], [ ] → [OK] （确认）； 

2. 点击 [Change] （更改）； 

3. 点击 [Change] （更改）； 

4. 编辑程序名： [ ], [ ], [◄], [►]； 

5. 确认输入：[OK] （确认）； 

6. 按要求重复第 4 步和第 5 步操作； 

7. 点击 [Next]（下一步）； 

8. 按照更多的判据，相应重复第 4 步～第 7 步操作； 

9. 点击 [Finished]（结束）。 
Pos：75 /TD/Überschriften/6.3 Messungen durchführen @ 0\mod_1184584650078_79.doc @ 1872 @ 2 
 

4.2. 测量 
Pos：76 /TD/Produkt verwenden/testo 350 neu/Testo 350 Messung durchführen/testo 350 Messung vorbereiten @ 6\mod_1269264166762_79.doc @ 60505 @  
 

4.2.1. 测量准备 

 
利用装在分析箱内的温度传感器连续测量环境空气温度

（VT）。如果未安装新风阀（选配件），通过排气口引入归

零阶段所需的新鲜空气；如果安装了新风阀，则通过新风阀

的进气孔吸入新鲜空气。 于是，烟气探头在归零阶段之前或

之中就可已经插入烟道。 
 

在仪器接通电源之前 

> 检查是否： 

• 所有系统部件已正确连接。 

• 所有需要的探头/ 传感器已连接。 

• 所有系统部件都已保证获得电源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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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着的归零阶段 

在归零阶段，任何已连接的环境一氧化碳探头和测量盒的传感器均

完成归零操作。检查传感器的零点和漂移情况。含氧量设定为 21% 
O2。 

> 确认归零期间环境空气中不含干扰气体（如 CO, NO）! 

在下来的测量操作之前 

> 为待测量的窑炉系统设定燃料。 

> 为测量画面中的显示域分配所需的测量参数和单位。 

> 激活分配读数的存储单元。 

> 确认气体出口畅通无阻，这样气体的逸出不会受阻拦，否则测量

结果不可靠。  
Pos：78 /TD/Produkt verwenden/testo 350 neu/Testo 350 Messung durchführen/testo 350 Applikationen @ 6\mod_1268728010011_79.doc @ 60283 @  
 

4.2.2. 应用 
你可以选择固定保存的应用和用户自定义的应用（根据测量对象确

定应用类别）。 

内存中存有适于测量盒和典型燃料的仪器设定值和针对这些应用的

计算值。这些数据可为你根据相关的测量任务快速地提供 佳的仪

器配置，而且仪器也将自动地通知你有关的重要应用细节（显示屏

上显示信息）。  

调用功能： 

1. [ ] → Applications（应用） → [OK] （确认）； 
 

 
点击功能键 Options（选项），打开配置菜单。 

 

2. 选择某项应用：[ ], [ ] → [OK] （确认）； 

3. 选择燃料：[ ], [ ] → [OK]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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