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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简介和特点 

TY-7062型露点仪是我公司最新独立研制的采用多维半导体温差制冷的冷镜型露点仪。

具有结构设计紧凑，高的应用灵活性，测量精确无漂移、易于使用等特点，是功能强价

格合理的理想选择。其主要无漂移，高精度和长期稳定性是一般的电容式的无法匹敌的。

能满足各种工业和实验室应用场合的需要，凡是工业过程中需要精确的持续的露点或湿

度测量的场合都适合。 

应用领域包括石油化工、空分、冶炼、电子电力、环保等行业 

特点： 

 采用光电原理，精度高，稳定性好 

 制冷采用帕尔贴致冷 3 级制冷 

 制冷器采用风冷，在 25度的条件下可以达到-60℃。 

 LCD显示，多种湿度参数同时直接显示（PPM，%，DEW） 

 热敏打印机可以实时测量的数据 

 各种外部的接口信号输出：电流，电压，RS232/485 

 每次测量时的基准信号的自动修正，保证了精度和一致性 

   

二． 工作原理和功能 

   它组成部分为：镜面制冷，镜面温度控制，露点检测，露点温度测量等。 

镜面致冷采用多级半导体致冷，即帕尔贴致冷。当镜面温度降至湿气露点温度时，镜面

上开始结露（霜），光照在镜面上出现漫反射，光电传感器感应到的反射信号随之减弱，直

到达到出露，并锁定出露的温度。镜面温度由一紧贴在冷镜面下方的铂电阻温度传感器感应。 

仪器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每次测量前，为了消除镜面的污染，仪器自动的进行光电信号的

校准，从而保证了测量的精度和稳定性。 
 

三． 技术参数 

测量范围：+50～-70℃  

基本误差：±1℃ 

分辨率：0.1℃ 

最大功率：225W 

光路检测：单路 

样气温度：< 35℃ 

压力：常压 

气体流量：450-700mL/min 

电源：220V±10%AC 

显示：128*64液晶，带汉字和背光显示 

打印机：热敏打印机可以实时的保存测量的结果 

   镜面温度测量：Pt100 

   环境温度测量：-5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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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时间周期： 5 分钟 

   实时时钟的显示和校准。 

   通讯输出：RS485/RS232，标准 MODBUS协议 

   模拟输出：4~20mA 或 0~5v 

   报警输出：上下限继电器 

四． 操作说明 

 

 

按键说明 

  面板上共设有 5 个按键： 

●：测量中按下进入参数的设定。 

参数设定中按下可以退回到上级菜单，直至最终退回到测量状态 

↙：参数设定中按下进入下级菜单参数的设定和设定后的确定。 

 测量中按下切换显示的内容。可以分别显示 PPM 和环境温度测量的数据和镜面温度底

层采集和标定的数据 

►：参数设定中按下可以移动数据修改的位置、 

▲: 参数设定中按下表示数据加 1 或菜单数加 1 

▼：参数设定中按下表示数据减 1 或菜单数减 1 

 

 

 

 

 

镜面盖子 

注：请不要随便打开。如

要打开请和厂家联系 

操作按键 

显示窗口 

出露指示灯。亮表示出露了；灭表

示测量进行中 

 

流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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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设定说明 

1． 功能菜单介绍： 

本仪器总共有 13 个功能菜单设定，分别包括了测量量程，报警值。标定，通讯和具体说明

如下：  
（1） 露点量程设定    

测量的量程的上下限范围，默认上限 50.00，下限-70.00 

（2） 露点报警设定 

测量高低报警值 

（3） 电流输出设定 

电流输出的范围，默认默认上限 50.00，下限-70.00,这个参数请不要自行修改 

（4） 通讯地址设定 

rs485 地址范围：0~255 

（5） 温度标定点数， 

出厂时已经调好。请不要自行的改动 

（6） 温度第 1 点的标定 

      出厂时已经调好。请不要自行的改动 

（7） 温度第 2 点的标定 

      出厂时已经调好。请不要自行的改动 

（8） 温度第 3 点的标定 

      出厂时已经调好。请不要自行的改动 

（9） 温度第 4 点的标定 

      出厂时已经调好。请不要自行的改动 

（10） 温度第 5 点的标定 

           出厂时已经调好。请不要自行的改动 

（11） 实时时钟校对 

     可以调整实时的时间，包括年，月，日，小时，分钟，秒 

（12） 开机预热时间设定 

（13） 出露信号偏量 

           出厂时已经调好。请不要自行的改动 

（14） 露点标定值 

        出厂时已经调好。请不要自行的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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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输入密码 

0000 

请输入密码 

0007 

1.量程设定 

2.报警设定 

3.电流输出 

4.通讯地址 

d.出露信号偏移量 

 

9 温度第 4 点标定 

a.温度第 5 点标定 

b.实时时钟校对 

c.预热时间设定 

5.温度标定点数 

6.温度第 1 点标定 

7.温度第 2 点标定 

8.温度第 3 点标定 

量程上限 

+050．0℃ 

量程下限 

-070．0℃ 

 

按下●键 
密码不对按↙退出设定 

密码对按↙进入设定菜单 

按移位键和上 

下键输入密码 

按向上键切换菜单 

按向上键切换菜单 

按↙进入，按移

位键和上下键输

入量程上限 

量程上限 

+050．0℃ 

量程下限 

-070．0℃ 

 

按↙保存上限设

定参数并进入下

限设定。按移位

键和上下键输入

量程下限。 

按↙保存退出退出 

按向上键切换菜单 

按向上键切换菜单 

按向上键切换菜单 

按向上键切换菜单 

按●键，不保存

并退回上一级菜

单 

按●键，不保存

并退回上一级菜

单 

设定方法

同上 

设定方法

同上 

设定方法

同上 

按 ●

键 ，

退 回

参 数

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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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后面板图 

 

 

 

 

六.通讯协议 

 

通讯方式    

  采用半双工 RS485 的通讯方式。默认的通讯设置为 9600bps，8 位数据位，1 位停止位，

无校验位。 

通讯协议 

支持标准 modbus的 RTU协议中的功能码 03H（读单独寄存器数据）、每个寄存器存储长度

为双字节，寄存器地址也为双字节。 

1．寄存器地址定义： 

 0000H：露点值  

 0001H：镜面温度值 

 0002H：光电信号大小 

 0003H：环境温度 

  

2．详细介绍： 

2.1功能码 03（03H）-------（读寄存器数据） 

 描述： 

读取二进制的保持寄存器数据，地址类型为双字节。 

 主站询问： 

读取 0000~0009的寄存器数据。 

打印机 

485 通讯接口， 

DB9 接头定义：3：485A 

              4：485B 

 

散热风扇风

道入口 

4~20mA 接口 

红：正 

蓝：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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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ve Address xx 

Function 03 

Starting Address Hi xx 

Starting Address Lo xx 

Number of Points Hi xx 

Number of Points Lo xx 

CRC16 Lo xx 

CRC16 Hi xx 

 

 子站回答： 

子站返回数据中，每个寄存器地址由两个字节组成，第一个字节包含高位信息，第

二个字节包含低位信息。Byte Count字节的内容指数据的长度。 

Slave Address xx 

Function 03 

Byte Count xx 

Data Hi  xx 

Data Lo  xx 

Data Hi  xx 

Data Lo  xx 

CRC16 Lo xx 

CRC16 Hi xx 

例如：上位机发出查询命令（地址为 1）： 01 03 00 00 00 01 84 0A  

本仪表的答复：01 03 02 00 FF F8 04    

表示当前的测量值= (0x00ff)255 / 10 =25.5℃ 

 

七． 注意事项 

1． 露点镜面为精密器件，被测气体压力不能过大。当气体压力大于 0.3Mpa 时,应当使用适

当的阀门减压节流,否则可能造成仪器的损坏。 

2．被测气体的温度不宜过高或过低，适宜的温度为 0~35℃。 

3．被测气体中如有较多的油分或颗粒杂质，应在进样前除油或过滤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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