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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仪器整体介绍

1.0 仪器正面构成

图 1-0:仪器正面图

1.2 仪器背面构成

图 1-0:仪器背面图

1.3 仪器治具接口尺寸

Log 和 名称

停止按键 NG 指示灯

负压力调节 φ6 溢水口

φ6 水口（使用纯净水）

电源（注意电源正负） φ6 排水口

φ8 源接口

通信 RS232/485 接口

启动按键 （同时按下 ）OK 指示灯

外部 I/O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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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仪器治具顶视图

1.4 仪器尺寸大小

图 1-4:仪器侧视和正视图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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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仪器安装与连接

2.1 透气膜真水测试仪使用安装

a) 仪器工作环境温度，尽量保持在 26C°±1°；

b) 仪器摆放桌面要稳定可靠，仪器周边不得摆放杂物，不能对着出风口；

c) 真水测试必须使用纯净水作为进水源；

d) 进气气源要稳定；

e) 溢水口和排水口要使用φ6 管子接到处理装置；

f) 电源接口必须正确连接正负 24V 直流电源；

g) 仪器外部 I/O 口要专业人员操作；

h) 通信接口的通信线使用公司 RS232/RS485 专用线；

2.2 透气膜真水测试仪测试原理

a) 如图 2-2 所示，首先将仪器摆放到平整且稳定的桌面，将电源线一端插进仪器电源

接口，另一端插入 220V/50HZ 单相电源插座上；

b) 将φ8的气管一端接到仪器进气接口，另一端接到工厂气源上；

c) 将测试接口的气管接到工件或者模具上（一般测试口已自带模具）；

d) 打开电源开关，等待 2-3 秒，仪器启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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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透气膜真水测试过程

3.1 透气膜真水测试全过程

图 3-1:全程测试步骤

3.2 第一步：抽气

说明：

a) 参数抽气时间控制抽负压的时间，抽气压力大小由仪器背面的压力调压阀控制。

b) 若抽气压力-30kPa < P < -10kPa ,则抽气步骤 Pass,否则报警抽气压力超上下限。

c) 抽气压力可调范围；-75 < P < 0kPa。

3.3 第二步：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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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a) 吸水时间=1S。

b) 若吸水压力 10<P<30 kPa,则抽气步骤 Pass，否则报警吸水压力超上下限。

c) 该步骤通过负压方式将产品腔体注满水，相关参数设置：预压上限=10kPa，预压下

限=30kPa，预压值=20kPa，吸水时间=1S。

3.3 第二步：加压

说明：

a) 测试压力 Min=45kPa，测试压力 Max=55kPa，平衡时间=5S。

b) 平衡步骤中若压力 45<P<55 kPa,则 Pass，否则报警压力超上下限。

3.4 第二步：平衡（稳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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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a) 测试压力 Min=45kPa，测试压力 Max=55kPa，平衡时间=5s

b) 平衡步骤中若压力 45<P<55 kPa,则 Pass，否则报警压力超上下限。

3.5 第二步：排水

说明：

a) 排水时间=3S，排水步骤包含排水时间 3S，将产品和腔体中泄露的测试水抽走。

第二章、软件介绍

1. 启动软件

1.1 启动软件

a) 打开对应的 Debug 真水测试软件，找到里面的应用程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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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启动之后会出现【线体/站别】COM 口选择界面，点击下拉框选择串口号，不清楚

串口号可以从电脑设备管理器中查看，如图 1-1 所示：

图 1-1

c) 选择好 COM 口之后点击确认进入真水测试主界面，如图 1-2 所示：

图 1-2

d) 真水测试主界面如图 1-3 所示：

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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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界面概述

a) 此软件是四工位真水测试使用，同时显示四工位的测试结果。

b) 四工位的测试结果和状态显示以此类推。

c) 对应的工位 MES 交互信息和测试结果都会显示在对应的 info 信息栏。

2. 软件操作

2.1 软件【设置】操作

d) 【工具参数设置】

e) 【仪器参数设置】

f) 【仪器 I/O 调试】

2.2 【工具参数设置】操作

a) 点击进入【工具参数设置】，输入初始密码：1234 登陆。

SN 扫码显示

通信 RS232/485 接口通信 RS232/485 接口

当前测试结果
MES 信息显示

本工位的测试结果
及 MES 交互信息

MES 连接
状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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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可以根据需要修改对应的信息栏。

2.3 【仪器参数设置】操作

a) 点击进入【仪器参数设置】，输入初始密码：1234 登陆。

b) [测试时间参数] 根据实际测试要求填写参数。

修改界面登陆密码

不建议修改

根据情况修改

根据情况修改

仪器 RS485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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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测试压力参数] 根据测试要求和判断标准填写参数。
d) [测试前外部输出状态] 根据外部控制需求选择对应的时间参数及[开/关]外部控制。
e) 根据仪器的 RS485 站号及刷新对应的设置参数，需要对哪一台仪器设置参数要选

择对应的 RS485 站号才能设置对应的参数。通过[上一设备] 和 [下一设备] 选择对
应 RS485 站号。

2.4 【仪器 I/O 调试】操作

a) 点击进入【仪器 I/O 调试】，输入初始密码：1234 登陆。

b) 【仪器 I/O 调试】非厂商指定人员不能操作，非指导操作后果自负！

3.1 软件【模式】操作

a) 【测试模式】

b) 【产品/硅胶寿命】

3.2 【测试模式】操作

a) 点击进入【测试模式】，输入初始密码：8888 或 1234 登陆。

压测为自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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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测试模式主要设置当前测试的在线和离线两种模式；在线测试需要联通 MES 才能
测试，离线模式不连接 MES 测试，测试结果保存到本地 Log 文件夹。

c) 修改密码主要修改当前界面的登陆密码。

3.3 【产品/硅胶寿命】操作（此功能暂未使用）

a) 点击进入【测试模式】，输入初始密码：8888 登陆。

b) 【产品/硅胶寿命】此功能暂未使用。

4.1 软件【关于】操作

a) 点击【关于】可以看到此软件的版本号及软件测试名称。

b) 主要显示正在使用软件的版本号和软件测试名称。

5.0 关于软件更新

a) 关于透气膜真水测试仪的基本使用和软件操作说明暂更新到此。

b) 后续透气膜真水测试仪的使用说明联系公司业务。

软件测试名称 软件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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