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CHP 
JX-6AT热解析仪 

 

使 

 

用 

 

说 

 

明 

 

书 

 

北京中惠普分析技术研究所 

BCHP 

 

受控文件



 

 

 

 

敬告 

使用仪器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 

加热体温度较高，请避免直接接触 

请使用符合标准的吸附管（美标） 

务必使用钢瓶气体作为载气 

建议使用单独的钢瓶气或气源发生器作为驱动气 

 

声明 

北京中惠普分析技术研究所只为购买我所JX-6AT型全自动二次（冷

阱）热解析仪的用户提供本说明书。未经本研究所书面许可，任何个人和

机构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本文档的任何部分。 

中惠普未就本说明书包含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做出承诺。  

本文档的内容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北京中惠普分析技术研究所是本文档所述仪器的制造商，同时有偿负

责本仪器的安装、调试、维修（包括寄件、返厂或上门）和改装。在用户

遵守保管和使用条件的前提下，以制造商发货给用户之日起12个月，因产

品质量原因需要维修的，我所无偿为客户更换零部件或修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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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天宁寺前街2号北院F座 

电       话：010-68033419/20/21       803/804技术部     

802/808商务部 

传        真：010-68033367 

电子邮件：support@bchp.com.cn  技术部 

                    sales@bchp.com.cn  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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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品满足GB/T 18883-2002 

本产品满足GB 50325-2020 

本产品满足HJ/583-2010 

本产品满足HJ/644-2013 

本产品满足HJ/734-2014 

企业通过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产品通过国家分析仪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 

产品通过国家标准物质检测中心检测 

产品荣获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产品被联合国开发计划《CEB-Q91211》项目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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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介绍 

        北京中惠普分析技术研究所成立于1994年，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

的气相色谱仪器配套气源发生器的生产厂家之一，产品系列多，品种

全，涵 盖 高 纯 度 氢 气（200ml/min  –  9000ml/min）、高 纯 度 氮 气

（300ml/min – 1000ml/min）、低噪音空气源（2L/min – 10L/min）

等各种流量单体机及各种相关组合机，拥有多项国家专利，并曾荣获

国家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国内外同行所有的

气源技术和产品，我们都已掌握并有同类产品生产和销售。 近来又于

业内首创以贵金属为材料的超高纯度氢气发生器（99.99999%），另有

纯水型氢气发生器、热解析仪以及顶空进样器等产品。 

        近年来，我们在气相色谱前处理装置的研究和应用上也取得了长

足的进步。在热解析（热解吸）领域，推出了多种产品，基本涵盖全

部应用领域。在顶空进样器方面，推出了半自动和全自动的仪器，获

得广泛的应用和好评。  

        我研究所技术实力雄厚，可为用户定制研发特定气体发生器。多

年来坚持质量第一、用户至上的服务准则，产品遍及全国，并出口挪

威、阿根廷、韩国、日本、德国、法国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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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概述 

         JX-6AT全自动二次（冷阱）热解析仪是我研究所研发的产品，其

综合了国内和国际标准的检测方法，在原有热解析仪器的基础上，对

进样气路进行了改造和升级。该产品利用气动抓手实现了吸附管的自

动进样，仅需要设置各项温度、时间、进样序列和进样数量，即可自

动运行，所有样品解析、进样完毕后，仪器自动停止运行。利用低温

冷阱闪蒸原理，通过进样阀转换进样，降低了人为因素对数据的干

扰，提高了实验数据的重复性，不停机运行这一优点，降低人工成

本，提高了实验室的工作效率。 

 

三、工作原理 

        将采集有一定体积样品的吸附管，按样品盘上的序列号，顺序置

于热解析仪样品盘上，设置进样序列和数量后，方可实现全自动解

析、进样。经过高温脱附和冷阱闪蒸进入保温输送管，之后导入毛细

管气相色谱仪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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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仪器各部位名称 

1.样品传输管 

2.液晶显示屏 

3.控制面板 

4.样品盘及吸附管 

5.散热风扇 

6.驱动气入口 

7.氮气入口 

8.标定接口 

9.载气入口 

10.废气出口 

11.启动端子 

12.RS232 

13.PS2 

14.电源开关和保险管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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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面板 按键说明图 
 

 

   

 

 

 

 

 

 

    

 

              运行键：运行当前设定流程 
              停止键：停止当前步骤，最终回到初始状态 
              设置键：在自检结束后按设置键进入设定界面 
              状态键：查看各个部件实时温度状况 
              标定键：做标样时使用 
              上下键：在设定界面中用来调节时间和温度 

15.氮气压力 

16.标定流量调节 

17.吹扫流量调节 

18.氮气压力调节 

19.富集流量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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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仪器的安装与使用 

1、启动前的准备： 

将仪器从包装箱内取出，检查有无因运输不当而造成的损坏，核

对仪器备件是否齐全。 

2、仪器的安装： 

a）将钢瓶氮气与热解析的氮气进口连接，将空气或氮气（0.4MPa输

入）与驱动气入口相连。 

b）将色谱注样口前端的载气气路截断，将出气的一端接到热解析的载

气进口，将热解析的样品传输管接到截断管路的另一端。 

c）用导线将热解析仪与色谱工作站的启动端子和色谱仪的启动端子连

接（可按不同品牌色谱的要求选配）。 

d）调节仪器上方调节阀，将氮气压力至0.1MPa。接通电源，打开电源

开关后，设置仪器的各项参数（参考“设置方法”），待温度达到

设定值后进行进样操作。（参考“仪器的运行”） 

设置方法： 

 等待仪器复位完成后，按设置键进入设定状态： 

1. 按     和    设定解析温度，然后按设置键； 

2. 按     和    设定阀箱温度，然后按设置键； 

3. 按     和    设定管路温度，然后按设置键； 

4. 按     和    设定闪蒸时间，然后按设置键； 

5. 按     和    设定标定时间，然后按设置键； 

6. 按     和    设定富集时间，然后按设置键； 

7. 按     和    设定脱附时间，然后按设置键； 

8. 按     和     设定分析时间，然后按设置键； 

9. 按     和     设定起始位数，然后按设置键； 

10. 按     和     设定样品数量，然后按设置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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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按停止键返回到准备就绪状态。 

 

仪器的运行： 

1.开机后等待仪器复位，按照“仪器的设置方法”进行设置，等待仪器

的解析温度、阀箱温度和管路温度分别达到设定温度，仪器自动进入

状态就绪界面（按下状态键可随时查看实时温度）。 

2.在状态就绪界面按下标定键，仪器进入标定状态（吹扫状态），仪器

会根据用户的设置自动运行，待标定结束后，系统提示标定结束，按

停止键退出并返回到状态就绪界面。（在标定状态中按停止键可以直

接退出并返回到状态就绪界面） 

3.在状态就绪界面，按下运行键，仪器会从用户设置的起始位数开始运

行，依次进行装管、富集、脱附、分析和退管的操作，根据样品数量

重复以上过程，按停止键退出并返回到状态就绪界面。 

在设定状态下反复按设置键可循环选择各个项目。 

 

调整标定吹扫气的流量： 

1.在就绪状态下，按下标定键。 

2.将仪器后方标定气出口连接皂膜流量计，调节流量控制阀的旋钮，将

流量调节到所需流量（参考国标），调节范围是16-160mL/min。 

 

吸附管的活化方法： 

1.全新吸附管：初次活化，时间不少于1小时，活化完成后，需要做一

个空白吸附管的实验，检查是否活化干净。 

2.使用过的吸附管：活化时间大于半小时即可。 

活化温度高于解析温度20℃。 

建议选配JH-1活化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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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方法： 

将采集好样品的吸附管两端加装聚四氟密封帽，按照样品盘上标号的

顺序，依次放入样品盘，注意吸附管缺口向上。设置完成后，直接按

运行键直至顺序做完全部样品。 

 

 

 

 

 

 

 

 

 

 

 

 

 

 

 

 

 

 

 

采样时空气流向如左上图； 

吸附管放置到样品盘时方向如右上图，吸附管带有缺口的一端向上

（缺口位置在右图黑框中）。仪器运行过程中气动抓手会将吸附管两

端的密封帽摘下，整个流程运行结束后，会先重装两端的密封帽，再

将吸附管按如图方向重新放回样品盘原位。 

样品采集方向 吸附管密封方式及放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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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电源开关，显示欢迎界面及仪器型号

后，首先出现的是等待复位页面，此时样品

盘等部件都在恢复到初始位置的过程中 

显示屏状态： 

所有部件复位成功后，仪器进入准备阶段，

设定温度等项目的初始值均为出厂默认值，

升温达到设定温度后会进入就绪状态 

各项温度、时间和数量等参数均可以通过上

下键进行调节，按设置键进入下一项目的调

节，按停止键返回准备阶段 

显示就绪阶段时，各部分温度均已达到设定

温度，随时可以开始运行或者标定 

按下标定键后，进入标定阶段，默认标定时

间为2分钟，标定结束后显示提示，按停止

键返回就绪状态 

例如：设置起始位数是15，其他参数为默认

值，按下运行键后，开始装管，则显示第一

个样品01的位置是15，之后的样品位置依次

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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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管进入预定位置后，首先进入富集阶

段，默认富集时间为8分钟 

富集结束后自动进入脱附阶段，默认脱附

时间为3分钟 

脱附结束后自动进入分析阶段，默认分析

时间为40分钟 

分析结束后，气动抓手自动取出样品01，

放回样品盘位置15（根据设置），然后重

复以上操作处理位置16的样品02 

运行中按下停止键时，仪器会停止当前的

操作，将吸附管重新放回样品盘原位置，

系统返回就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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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仪器特点 

a）采用半导体制冷，节约使用成本。 

b）样品传输管线全部采用进口高惰性脱活管路，无残留、无交叉污

染，保证样品进样的重复性和准确性。 

c）采用高温进样阀，最高使用温度可达240℃（可定制330℃）。 

d）进样阀与传输管线的连接位置处于加热保温箱内，无传输冷点，

保证了样品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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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仪器主要技术参数 
 

一次解析加热范围 50 - 380℃    控温精度 1℃ 

进样阀加热范围 50 - 240℃（可定制330℃）   控温精度 1℃ 

样品传输管加热范围 40 - 240℃    控温精度 1℃ 

二次解析温度范围 -35 - 450℃ 

二次解析升温速率 ＞70℃/s 

一次解析分流 0 - 500mL/min可调 

进样分流 0 - 200mL/min（选配） 

富集和进样时间 1 - 60min 可调 

模拟采样时间（标定） 1 - 60min 可调 

样品管规格 美标管 

样品位 40位 

功率 峰值500W 

RSD ≤2.5%（0.05μg甲醇中苯） 

模拟采样流速 0-200mL/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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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二次解析升温速率＞70℃/s。 

f）进样阀采用电机驱动，无需外接驱动气体，安全又方便。 

g）全中文液晶显示，操作简单。 

h）配备通用驱动接口，可自动启动色谱和工作站协同工作。 

i）采用气体驱动，稳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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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自动二次热解析仪 1台 

2 备件 

  电源线  1根 

  进样针头 Φ0.7×70mm 3根 

 聚四氟针头卡套  3个 

 加热管路固定铝筒  1个 

  气路密封圈 Φ6×5  内径Φ3     硅胶 20个 

 气路密封圈 Φ6×5  内径Φ1.6  硅胶 5个 

 锥形密封圈  5个 
 聚四氟卡套  2个 
  两通接头   1套 

 三通接头  2套 

 转接头 1/16转Φ2 1套 

 接口螺帽 M8×1 10个 

  铜管 Φ3×2m 2根 

 不锈钢气路 Φ1.6×1.5m 1根 

  Tenax 吸附管 美标 10支 

 聚四氟密封帽  20个 

  保险管 4A  1支 

 标定口  1套 

3 产品使用说明书 1本 

4 产品合格证 1份 

5 产品保修卡 1份 

 启动线  1根 

 进样垫 Φ5×5   10个 

 硅橡胶圈 Φ10×2.4   10个 

八、仪器的成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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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路连接方法 
 

九、制造商保证： 
在用户遵守保管和使用规定的条件下，以制造商发货给用户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产品因质量不良而发生的损坏或不能正常使用，我所无偿为用
户更换零部件或修理产品。 

仪器如有问题请有我所技术服务中心联系： 
电话：（010）68033419，68033420，68033421 BC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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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惠普分析技术研究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天宁寺前街2号北院F座 

电话：（010）68033419  68033420  68033421 

传真：（010）68033367 

邮编：100055 

Email:  sales@bchp.com.cn ; support@bchp.com.cn 

网站：http://www.BCH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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