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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１．本使用说明书记录了本产品的正 使用、和调整方法等内容．

在正式使用前，请一定要认真阅读。此外，请将本说明书放置在方便查看的地方．

２．本说明书记载了与我司标准规格相 的内容．

因此，当我司向贵司提供特殊规格的产品时，

其部分详细内容有可能会和实际产品存在一定的差 ．

３．我司有可能随时会变更本说明书的相 内容，恕不 行通知．

４．如果 发现此说明书的内容存在疏漏、或者错误的话，请与我司的销售窗口取得联系．

５．为了提高品质，对产品进行改良，有时可能不会提供同一部件，

而提供其替代部件或者产品．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我司的销售窗口．

在此说明书内，我司使用的安全提示的意义如下．

警告：表示如果存在使用错误，有可能会导致使用者死亡、或者重伤．

注意：表示如果存在使用错误，有可能会导致使用者受伤或者带来物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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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警告 本产品不具备防爆 造．请不要在存在可燃性、爆炸性气体的场所使用．

1）开箱时，请查阅其铭牌，确认该产品的型号和贵司订购单产品的型号相同．

如果存在差异的话，请和我司取得联系。

2）确认本产品是否有损伤．

如果存在损伤，有可能是运输过程中的事故造成的，请与我司取得联系．

3）请不要给本产品施加过大的冲击．如果发生跌落、倾倒的情况，有可能会造成破损．

4）请不要在本产品上方叠放其他物品．如果施加过大的力，可能会导致其破损．

5）在给本产品喷漆时，连同铭牌一起喷涂的话，就不能阅读上面的内容，

会给今后的维护工作带来不便．

6）请不要在有腐蚀性的环境（ＮＨ３、ＳＯ２、Ｃｌ２等）内使用、或者存放该产品．

腐蚀性气体侵入本产品内部后，有可能会腐蚀其内部的部件，引起破损．

7）请不要在有较大振动的地方使用或者保存本产品．

当有大的振动时，请消除振动的发生源，或者阻止该振动的传播．

２．产品的概要

２．１产品的用途

本产品是利用罐体、料斗等容器内存在的液体、粉体、颗粒体、

泥浆等被探测物的静电容量值（C),在固定本产品的水平位置上，

 定是否存在被探测物的传感器．

２．２工作原理

静电容量式料位  是电 （接地电 、探测电 ）和电路 成，

其中电 充当的是电容器的角色．此外，由于接地电 接触了罐体，

因此就形成了一个包括罐体在内的电容器．决定电容器容量值的条件有形状、

尺寸、配置、周围条件等因素，如果被探测物的介电常数(*1)以外的条件均相同，

那 就可以通过被探测物的介电常数变化来决定电容器的容量值．

如果将空气作为被探测物时的容量值作为基准，

就可以判断介电常数不同的被探测物的相应容量值和基准值间的差别．

 外，如果将介电常数不同的  被探测物的一方作为基准，

还可以同时鉴别出  被探测物．

本产品可以探测出被探测物的静电容量值，并输出相应的信号．

＊1 介电常数是指电容器  间的被绝缘体（诱电体）充满时的静电容量和去除该绝缘体后的真空状态

下的静电容量的比值，各 物质的介电常数均是一个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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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规格（标准规格）

电源电压 ＡＣ１００Ｖ／ＡＣ２００Ｖ －１０～＋２０％（５０／６０Ｈｚ）

消耗电力 2.０ＶＡ

输出 继电器输出（１Ｃ接点） ＡＣ２５０Ｖ ３Ａ（负载电阻）

ＤＣ ３０Ｖ ３Ａ（负载电阻）

 敏度 高 敏度 ０．５ ～ １０ｐＦ

一般 敏度 ２ ～ ２０ｐＦ

低 敏度 ５ ～ １ ０ ０ ｐ Ｆ

超低 敏度 ２０ｐＦ以上

（初次设置 敏度时，请通过指拨  切换）

工作显示 红色 LED

定时器功能 ON-delay 计时器时间 0～约 10 秒（可变）

使用环境温度 －１０～＋６０℃

保护结 外 部分：相当于 IP－65

外 材质 铝制铸件 ADC12

４．外形图

标准外形尺寸

对于个别外形图，我司会单独对应．

请联系我司销售部门．

３

探测电极
SUS304

绝缘体
聚缩醛

胶垫
硅酮橡胶

接地电极
SUS304

安装螺丝R1"
SUS304

铝制
浇铸件 O型圈

铝制
浇铸件

导线引出口



５．型式说明表

ＴＳ□－□□□－□□□

４

L尺寸

025 Ｌ－ ２５０ｍｍ

200 Ｌ－２０００ｍｍ

A00 Ｌ－ １０ｍ

放大器规格

A 一体式标准扩大器 AC100/200V －10～＋20％

D 一体式标准扩大器 DC24V ±10％

F 其他

罐体内温度

A ＭＡＸ ８０℃

B ＭＡＸ １５０℃

C ＭＡＸ 200℃

D 特殊耐热

安装

1 旋入式安装 Ｒ １″

2 旋入式安装 Ｒ ３／４″

3 滑动旋入式安装 Ｒ １″

4 标准法兰安装 ５Ｋ６５Ａ铝

5 套圈安装 ２Ｓ

6 其他型号的旋入安装

7 所有其他型号的滑动式安装（包括法兰式）

8 其他型号 材质的法兰安装

9 其他型号的套圈安装

电 

SA 标准棒状电 

WA 标准丝电 丝径φ５ｍｍ

WB 标准丝电 丝径φ８ｍｍ

XA 标准平端面电 

FA 棒状特 龙敷料电 

SZ 特殊棒状电 

GA 承重棒状电 

WZ 特殊丝电 

XZ 特殊平端面电 

FZ 特殊敷料电 

GZ 特殊承重棒状电 

※平面型 L 尺寸为空



６．安装时的注意事项

６．１安装的 认

1）在设置本产品时，从符合标准作业程序来看，

请尽量在罐体周围设置安装空间或者维护区域．

同时还应该为今后的维护保养预留出足够的空间．

（最少应该预留出和本产品整体长度相当的空间．）

2）在通过短管等安装到罐体内时，接地电极应该比罐体内壁至少突出 10mm 以上．

3）在排列使用本产品时，各电极间的距离应该保持在 250mm 以上．

4）请将罐体侧壁和感知电极间的距离保持在 100mm 以上．

5）请将丝电极设置在当投入或者排出被探测物时，即便线缆和电极发生摇晃，

也不会接触内壁或者其支柱的位置．

注意：如果不能满足此条件，就可能发生被探测物附着、探测 敏度降低、

或者无法进行调整等 常现象，以致不能正常使用．

6）当安装到金属罐体时，请使接地电 （法兰、固定螺丝等部件）和罐体间接通，

使它们可以导电． 外，安装在非金属罐体上时，为使接地电 接地（D 类接地 100Ω以下），

请设置地线．设置时，请有效利用接地电 和接通场所的，用于固定放大器面板、

接线端子的螺丝等．

7) 请不要将其安装在产生噪音的电机、水泵、换流器，以及产生高频电场的超声波清洗装置、

收发 用机等的附近．否则会引起工作故障．

５

探测部位

探测部位

请使料位计的接地电极比罐体内壁（或喷嘴）突出
10mm以上的距离。

在并排使用时，请保持250mm以上的间距。
和罐体内壁保持100mm以上的距离。

请安装在线缆摇晃时，也不会接触到其他
物体的位置。



8） 在探测粉体、颗粒体时，请注意其安息角．

请不要将其安装在安息角的作用下，

粉体不能滑入的场所．

否则会引起工作故障．

9） 请注意容器底部的积存料．请不要将其安装

于存在粉体等积存料的场所．

否则会引起工作故障．

10）用于探测粉体、颗粒体时，请将其安装在不会产生架桥现象的地方．

发生架桥现象的话，不仅会引起工作故障，还有可能在其崩 时损坏传感器．

11）请不要将其安装在有块体垂直下落的地方．除了引起工作故障，

还有可能破坏传感器的探测部位．请根据需要设置必要的保护装置．

 外，在设置保护装置时，请 保和探测电 保持 100mm 以上的距 ．

12）请不要安装在受到振动或冲击的地方．

如果将其安装在振搅机或爆震器的附近，有可能会引起工作故障或者破损．

13）如果将其安装在温度较高的场所，请遵守电 部件（罐体内）的容许温度、

度量仪表的容许温度（60℃）．否则会引起工作故障．

14）如果将其安装在受到 光直射的地方，且超过度量仪器的容许温度，会引起工作故障．

请根据需要设置遮 蓬盖．

15）如果机 部分会被溅上水滴(雨水等)的话,请注意以下事项．

虽然对溅落到机 部分的水采取了噴流水级别(相当于 IP65)的防水措施，

但如果盖子未能装好，或者导线引出口没有处理好的话，水侵入后，就会造成工作故障．

所以请进行可靠处理．

16）在以横置的方式安装本产品时，请 保导线引出口向下．

６．２安装方法

注意 请不要手持 体来进行安装或者拆卸作业．

有可能会导致机 脱落、造成破损．

1） 用旋入式方法安装时，请选用合 的工具，固定本产品的六边形部位．

如果需要在罐体内施加压力的话，请进行必要的密封处理．

请不要手持 体进行旋入或拆卸作业．否则有可能使机 脱落，造成破损．

2） 采用法兰安装时，请 认罐体一侧的配对法兰和本产品法兰的口径是否一致．

如果没问题，请夹好垫圈，用合 的工具和符合规格的螺栓固定好．

 外，我们不提供螺丝和垫圈．如有需要，请咨询销售部门．

６



６．３ 于安装方向

1）水平（横向）安装时，由于电 和被探测物水平设置，

探测被探测物的电 就会面积变大．因此，即便被探测物有一个微小的变动，

也会产生一个大的容量变化，探测精度会更好．

但是，如果被探测物的附着性好的话，检测的稳定性有可能会变差．

可以将电 下方设计成倾斜面， 到缓解被探测物堆积或者附着的目的．

2）如果垂直（纵向）安装的话，被探测物不易附着在电 上，可以稳定地工作．

但是，探测被探测物的电 面积变小，检测精度会变低．同时，探测罐体的下限时，

还存在一个电 变长的缺点． 外，如果被探测物是导体，

由原来的探测电 单方检测，变为探测电 和接地电 共同接触被探测物，

这时会发生电阻修正作用，引发工作故障．这时，可以通过调整 敏度来解决，

如果比较困难的话，还可以通过 装绝缘物质来解决．

７．接线

７．１接线上的注意事项

警告 进行接线作业时，请一定要切断供给电源、以及与输出相 的电源．

有触电、漏电，以及短路、诱发火 的危险．

警告 请不要在 0－100V 的接线端子上链接 200V 的电源．

有可能引起破损，或者人身事故．

警告 进行 0-100V 的接线作业时，200V 的接线端子上会产生 200V 的电压，

请注意不要接触到接线端子．有可能会触电或者引发短路．

注意 连接继电器时，负载请不要超过其接点的额定值．

有可能导致继电器的接点破损、老化．当负载的容量超过接点的额定值时，

请安装可以满足负载和本产品输出端子间负荷容量的继电器．

由于继电器的输出端子上没有连接负载，所以请不要直接将电源连接在上面．

会引起短路或者破损．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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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電源 リレー出力

AC100V

AC200V

７．２接线的方法

1）进行作业前，请先卸下盖子，将各端子进行正 连接，并 认．端子螺丝的型号为 M3．

请选择匹配的螺丝刀。请使用和 R2-3 型号匹配的压着端子．

我们推荐使用外径为φ6～12mm 的电缆．

2）选用和导线引出口尺寸（G1/2″）相匹配的电缆密封接头和电线管等配件，

并将电缆从中穿过．

3）使用电压为 90～120V 时，连接 1 和 100 的接线端子，电压为 180～240V时，

连接 0 和 200V 的接线端子．

4）输出是通过继电器输出来完成的无电压接点输出．c的接线端子为共用端子，

c和 a的接线端子在不检出时断 ，检出时连通，c 和 b 的接线端子在不检出时连通，

检出时断 ．

5）接线及相 作业完成后，请一定将盖子盖好．请切实地将盖子盖紧．

接线端子排列及接线图

７．３导线引出口

电缆有通过导线引出口固定到电缆密封接头,和电线管连接到机 等方法．

无论采用  方法，都要设法在水通过电缆或者电线管传导过来时，

使其不要直接进入机 内部，应该通过使电缆或者软管先向下走线，再向上走线，

然后进行连接的方法来处理． 外，如果电缆密封接头的电缆未固定好，

或者电线管的连接不完善的话，  或者灰尘等 物就有可能侵入到机 内部，

水也有可能浸入，以致引起故障，所以安装时请将导线引出口朝向下方设置．

８

供给电源 继电器输



８．控制板的说明

控制板图

＜各部位的说＞

・ 主调整刻度盘

用于调整和被测定物相匹配的灵敏度．虽然调整的范围是“0～10”的半圈，

但旋转角度是没有限制的．

・ 副调节器（工厂发货时已调整完毕．）

用于主调整刻度盘的初期设置．

调整的有效范围是自凹槽（褐色一面为上、银色一面为下）呈水平状态时开始旋转半圈，

但是旋钮旋转角度没有限制．

・ 粗调开关（工厂发货时已调整完毕．）

当超出副调整调节器的调整范围时使用．

它可以向两个方向任意旋转，进行初期设定时，请向顺时针方向旋转．

・ 灵敏度切换开关（通常匹配一般灵敏度，工厂发货时已经调整完毕．）

请选择和被探测物相匹配的灵敏度．关于切换方法，请参考「11 页 10.初期设定的方法」．

・ 指示等（红色）

当探测出被探测物时亮起．

・ 延迟计时器

从检出到输出为止的计时器时间在 0～10 的范围内可变．

调整有效范围及旋转范围为“Ｓ～Ｌ”，大概调整 120°．

・ 接线端子

用于供给电源、继电器输出的端子．

９

副调节器

主调整刻度盘

延迟计时器
灵敏度切换开关

粗调开关

指示灯
接线端子



測定物に埋没させて

パイロットランプが

消灯する目盛り

（ 小調整位置） 感度調整位置

測定物がない状態で

パイロットランプが

点灯している目盛り

（ 大調整位置）

調整例

９． 敏度调整方法

在使用前，请通过主调整刻度盘设定和被探测物的物性相匹配的 敏度值．

安装完传感器，接完线后，请按照以下顺序调整 敏度．

调整 敏度时，请尽量按照实际的测定状态进行．

９．１ 大调整位置的 认

请在罐体内部呈空置（电 部位没有被探测物的状态）状态时进行 认．  电源，

在主调整刻度盘的“7.5～9.5”的范围内寻找指示灯亮起的位置．

该位置就是调整范围的 大值．工厂发货时，该值被设定为“8.0”,

因安装的状况不同，设定值会前后变化．如果超出上述范围的话，

请参考「11页 10.初期设定的方法」中的内容，再次进行设定．

９．２ 小调整位置的 认

在到 罐体内部的测定位置前， 认过程中要不断保持投料状态．

此时，请 保电 部分不被埋在被探测物里面． 定指示灯亮起，

通过逐 调小主调整刻度盘来寻找指示灯熄灭的位置．

该位置就是调整范围的 小值．如果主调整刻度盘的刻度值到“0”时，

指示灯仍不熄灭，则认为 小值为“0”． 小值的位置会因被探测物的物性、

 敏度区分的不同而变化．如果被探测物的物性、 敏度区分存在变化，

请随时进行 认、调整．

９．２调整位置的 定

在步骤 1和步骤 2 中确定的刻度值的中间点就是灵敏度调整位置．

将主调整刻度盘上的刻度调整到灵敏度调整位置后即可．

请务必不要过多地上下调整调整位置．否则会引起工作故障．

请确认上述步骤 1 和步骤 2 中确定的刻度位置的范围是否在 1 刻度以上．

在 1 刻度以下时，有时工作状态会不稳定，不能使用．

１０

棒状电极（水平） 棒状电极（垂直） 平端电极 丝电极

接地电极

绝缘体

探测电极

到电极部位被埋起来为止 探测电极头端
超过探测电极10mm以上为止

到电极部位被埋起来为止 到砝码部位被埋起来为止

将其埋在被测定物内

指示灯熄灭的刻度

（ 小调整位置）  敏度调整

无被测定物状态下

指示灯亮起的刻度

（ 大调整位置）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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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321

ＯＮ

654321

ＯＮ

ＯＮ

1 2 3 4 5 6

感度切替スイッチ

１０．初始设定的方法（如果需要进行初期设定，请参阅此处．）

虽然工厂发货时已经完成了设定，但存在下述情况时，需要重新进行初期设定．

・ 按照安装情况， 大调整位置产生大幅偏移．

・ 因在其他场所使用，或使用其他形状的电 ，需要更换放大器时．

・ 由于变换被测定物，需要变更 敏度区分时．

・  敏度区分和被探测物不匹配时．

・ 电 尺寸发生变化时．（电线长度等）

・ 其他

警告 由于需要在接通电源的状态下进行作业，所以请一定注意不要接触接线端子．

有可能会触电或者引发短路．

注意：进行调整作业时，请注意不要对各个部件施加过大的压力．

请 定罐内是否为空置状态（电 部分没有被探测物的状态）．

如果存在被探测物的话，则不能进行调整．请接通电源．

请注意在调整的过程中，会出现几次输出的 闭动作．

1）进行 敏度区分的设定．敏感度区分为 4 类，分别是一般 敏度、高 敏度、低 敏度、

超低 敏度．请通过 敏度切换  拉进行切换．

一般 敏度：仅将“2”和“6”设为ＯＮ的状态．

高 敏度：仅将“1”设为ＯＮ的状态．

低 敏度：仅将“3”和“6”设为ＯＮ的状态．

超低 敏度：仅将“4”和“5”和“6”设为ＯＮ的状态．

１１

SW1 SW2 SW3 SW4 SW5 SW6

OFF ON OFF OFF OFF ON

SW1 SW2 SW3 SW4 SW5 SW6

ON OFF OFF OFF OFF OFF

SW1 SW2 SW3 SW4 SW5 SW6

OFF OFF ON OFF OFF ON

SW1 SW2 SW3 SW4 SW5 SW6

OFF OFF OFF ON ON ON

 敏度切换  



主調整ダイヤル

Ｈ Ｌ

副調整トリ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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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色茶色

　

9ABCDEF012
34
56

78

粗調整スイッチ

关于电极尺寸为 L-200mm 以下的棒状电极在使用电极尺寸为 L-200 以下的棒状电极时，

请将灵敏度开关的 5 号切换至 0N 的状态．

一般 敏度：仅将“2”和“5”和“6”设为ＯＮ的状态．

高 敏度：将“1” 和“5”设为ＯＮ的状态．

低 敏度：仅将“3”和“5”和“6”设为ＯＮ的状态．

超低 敏度：仅将“4”和“5”和“6”设为ＯＮ的状态．

注意：在使用电 尺寸为 L－200mm 以下的棒状电 时，

如果将 敏度  的 5号设为 OFF，会引起工作故障．请一定将其设定为

2）将主调整刻度盘的刻度调整到“8．5”的位置．

此位置就是调整范围的 大值．

3）将副调整调节器的褐色一面调整为“H”，

银色那一面（焊锡面）调整为“L”,凹槽为垂直方向．

4）请先尝试将粗调节   位到“0”．此时，

如果指示灯熄灭的话，请进入下一操作．

如果指示灯亮起，请将数字逐个调大．

指示灯有亮起变为熄灭．然后和熄灯的数字匹配．

１２

SW1 SW2 SW3 SW4 SW5 SW6

OFF ON OFF OFF ON ON

SW1 SW2 SW3 SW4 SW5 SW6

ON OFF OFF OFF ON OFF

SW1 SW2 SW3 SW4 SW5 SW6

OFF OFF ON OFF ON ON

SW1 SW2 SW3 SW4 SW5 SW6

OFF OFF OFF ON ON ON

ＯＮ

1 2 3 4 5 6

ＯＮ

1 2 3 4 5 6

ＯＮ

1 2 3 4 5 6

ＯＮ

1 2 3 4 5 6

感度切替スイッチ

 敏度切换  

主调整刻度盘

微调节器

粗调  



副調整トリマ

ＬＨ

副調整トリマ

ＬＨ
パイロットランプ

が消灯する位置を

探します。

パイロットランプ

が消灯から点灯す

る位置を探します。

Ｈ Ｌ

副調整トリマ

　

主調整ダイヤル

　"８．０～８．５"

5）将副调整调节器慢慢旋转至“H”，

使其和指示灯由熄灭状态转变为  状态时的位置相重合．

如果，即便旋转半圈（褐色和银色翻转的位置）后，

指示灯仍不能亮起的话，请转向下面的操作。

6）将副调整调节器恢 到 3）的状态．

请慢慢地向逆时针方向旋转粗调整  1 个刻度指示灯点亮．

接下来，慢慢地将副调整调节器旋转至“L”的一侧，

使指示灯熄灭．从那一侧 始慢慢地旋转回“H”的一侧，

将其调整至指示灯从熄灭到点亮时的切换位置．

7）将主调整开关的刻度盘降至刻度“8.0”，确认指示灯是否熄灭．

至此，初期设定就完成了．

在 使用前，请按照「10页 9. 敏度调整的方法」中的内容，调整 敏度．

１３

微调节器

微调节器

微调节器

主调整刻度盘

寻找指示灯熄灭的位置．

寻找指示灯由熄灭

状态切换为点亮状态时的位置．



Ｓ Ｌ

遅延タイマ

回転範囲

１１．延时器的设定

本产品可以延迟自探测出被探测物时 始，到做出输出动作时的间隔时间．

将延迟计时器的调节器向“L”方向旋转的话，延迟时间就会变长，

大可调整间隔时间为 10 秒．调节器在 S 方向和 L 方向都有停止位置．

请不要过度旋转．否则可能会产生破损．

１２．故障的排除

１２．１调整时的故障

1）在 认 大调整位置时，当主调整刻度盘的刻度在“7.5～9.5”之间时，

指示灯不能亮起．

・・・请 认是否已经  电源，或者电源方面的接线是否正 ．

2）在 认 大调整位置时，指示灯一直保持亮起的状态，不能熄灭．

・・・请 认紧挨着电 的地方是否有支柱之类的物品．

・・・或者请 认一下周围是否有露水．

3）在 认 小调整位置时， 小位置不稳定．

・・・请 认罐体和电 是否正 接地．

・・・请 认电 是否正 地埋没在了被探测物内．

4）在 定 小调整位置时， 大值和 小值间的间隔在 1 刻度以下．

・・・请将 敏度区分提高后，再进行 认．

・・・请 认电 和罐体壁之间的距 是否在 100mm 以上，

接地电 是否比短管喷嘴突出 10mm 以上等,安装方面应该注意的事项．

5）可以检测出但没有输出．

・・・请 认输出方面的接线是正 ．

１２．２使用过程中的故障

1）被探测物已经超过探测位置，但是探测不到．

・・・请确认是否是安息角、和架桥现象的问题．

・・・请确认使用位置是否低于灵敏度调整的位置．

2）明明被探测物还没有达到测定位置，确得到了检出结果．

・・・请确认是否在灵敏度调整过高的位置使用．

3）被探测物的水平明明已低于测定位置，但是仍不能解除检出状态．

・・・请确认是否有积存的被探测物残留在里面。

4）探测工作不稳定．

・・・请确认附近有没有电机、泵、换流器等噪声源．

１４

旋转范围

延迟计时器



5）始终呈检出的状态．

・・・请 认是否有被探测物附着在电 上面．

・・・请 认机 内部、电 内部等部件是否有结露现象发生．

6）输出消失、或者始终处于输出状态．

・・・请 认输出端子间的接触电阻．（1Ω以下为正常值）

如果已经 认了上述所有事项，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的话，请联系我司销售部门的窗口．

１３．维护保 

进行维护点检作业时，除了进行工作 认以外，请一定要在切断供给电源、

警告 和与输出相 的供给电源后，再进行相 作业．

有触电、漏电，以及短路、诱发火 的危险．

点检部位 点检时期 检验项目 处理方法 点检方法

电 

 周 1 次 是否有被探测物附着 清扫 目视

 月 1 次  件是否有偏移、龟裂、变形
修理 更换零件

目视

 半年 1 次

拆下放大器后，探测电 和接地电

 间的电阻值是否在 10MΩ以上

修理 更换零件 DC500V

绝缘电阻测试仪

 体

 周 1 次
盖子是否已经拧紧

拧紧 目视、手摸

 周 1 次
是否有污渍、水、尘埃等侵入 清扫 侵入途径的处理

目视

 月 1 次 是否有腐蚀、结露、变形

修理 更换零件

 认使用环境
目视

 月 1 次 O 型圈是否龟裂、老化 更换部件 目视

放大器
 月 1 次 螺丝紧固处是否松动 拧紧 螺丝刀

半年 1 次
各外部端子和 体间的绝缘电阻值

是否在 10MΩ以上

更换放大器
DC500

绝缘电阻测试仪

 转  月 1 次

  电源，用螺丝刀等金属物接触

放大器的基板中心的螺丝，观察指

示灯是否亮起、输出是否发生切换．

更换放大器
螺丝刀等

万能表

１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