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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选用 TW-2051SR 型石油破/抗乳化测定仪，您在使用仪

器前，请认真阅读使用说明书。 

 

第一章    概    述 

 

TW-2051SR 型石油破/抗乳化测定仪，符合 GB/T 7305-87、GB/T 

7605-87 方法要求。仪器采用了 32 位高性能微处理器，高清晰彩色

触摸屏显示及 PID 自整定控制技术，使仪器具有温控精度高，重复

性好，搅拌装置自动升降，可同时测试四个样品，测试结果智能存

储方便查询等特点。是石油、电力、化工等行业替代进口产品的专

用仪器。 

 

第二章   技术参数 

 

温度测量：铂电阻 

水浴温度：54℃、82℃ 

控制精度：±0.1℃ 

搅拌速度：1500±15 转/分 

量筒数目：4 个 

自检功能：搅拌装置升降、搅拌器旋转 

显示器：高清晰彩色触摸屏 

使用电源：交流 220V±22V 

电源功率：1800VA 

频    率：50Hz±2.5Hz 

使用环境温度：10℃~35℃ 

使用环境湿度：≤85% 

重    量：约 24kg 

外型尺寸：358mm*302mm*858mm 

 

第三章    工作原理 

 

该仪器按照 GB/T 7305-87、GB/T 7605-87 方法要求，由 CPU 控



制加热器对水浴加热，高清晰彩色触摸显示器显示状态、温度、设

定值，当水浴温度达到设定值时，操作人员可通过键盘，使搅拌装

置自动下降到量筒内，静置时间结束后，搅拌器自动搅拌，搅拌五

分钟后，搅拌装置自动升起，分离时间自动开始计时，当分离完毕

后，操作人员可记录下分离时间。同时分离四个试样，时间自动计

时。 

 

第四章    结构特征 

 

一、仪器前、后面板（图 1、图 2） 

 
1、搅拌叶片      2、加热器    3、水浴玻璃缸           

4、量筒                       5、电源开关 

6、搅拌调整：用于水浴搅拌速度的调整 

7、显示屏衬板                 8、显示器 

9、插座：交流 220V 电源输入   10、保险管 

11、风机                      12、搅拌电机 

13、固定螺母：用于固定搅拌叶片 



14、信号端：温度传感器测量信号输入 

15、加热控制端                16、手把 ：用于量筒手动旋转 

17、钢圈：固定水浴缸          18、接线端子：连接加热控制线 

19、搅拌装置                  20、试管支架 

 

第五章    使用方法 

 

一、仪器功能 

1、打开仪器包装箱，取出主机，放于稳固的工作台上，正面朝前。

然后接通 220V 交流电源（电源必须有良好的接地）。打开电源开

关(5)，使搅拌装置(19)自动上升到顶部。同时把加热控制端(15)引

出的线悬空放好。 

2、接通电源后，升降头升起，显示屏显示： 

 
 

3、按任意键或等待 5 秒钟进入“试验”界面： 

 



点击相应的功能菜单显示不同的页面： 

自检界面： 

 
设置界面： 

 
 

记录界面： 

 



 

设置菜单参数说明： 

(1)水浴温度 54℃：按 GB/T 7305-87《石油和合成液抗乳化性能测

定法》和 GB 7605-87《运行中汽轮机油破乳化度测定法》，该温度

适合于测定 40℃运动粘度为 28.8~90mm2/s 的油品。 

a、静置 10 分钟：适合 GB/T 7305-87《石油和合成液抗乳化性能测

定法》规定，可选择该静置时间。 

b、静置 20 分钟：适合 GB 7605-87《运行中汽轮机油破乳化度测定

法》规定，可选择该静置时间。 

(2)水浴温度 82℃：按 GB/T 7305-87《石油和合成液抗乳化性能测

定法》，该温度适合于测定 40℃运动粘度大于 90mm2/s 的油品。

选择该项所显示的内容同(1)。 

 

二、仪器安装 

1、让搅拌装置返回到仪器顶端，然后关断电源，拔下交流电源线。 

2、取出水浴玻璃缸(3)，放于主机箱上部的环形钢圈(17)内，箭头

朝前，然后倒入蒸馏水，把白色的搅拌子放于缸底中央。（如图 3） 

 
 

3、把试管支架（圆盖）(20)轻轻放于玻璃缸上，旋转使其上的“V”

形角铁恰好能固定于主机立臂上，然后用两个手拧螺钉把角铁紧固

于主机立臂上。（如图 4、图 5、图 6） 

注：安装良好，否则将造成磕碰，损伤配件，影响使用。 



 
 

4、取出两接线头的温度传感器，轻轻旋于试管支架边上的小孔内，

然后接于仪器后盖板的红、黑接线柱(14)上（颜色对应）拧紧，确

保无接触电阻。(传感器旋紧位置如图 7) 

注：旋转传感器时，一定要注意整体旋转，否则将损坏传感器。 

 
5、把加热控制端(15)引出的白色电缆接于加热炉丝的两个接线端子

(18)上，拧紧以确保无接触电阻。然后把白色的绝缘帽盖好，拧紧(如

图 7)。 

6、把搅拌叶片(1)插入搅拌装置的固定夹内，深度到叶柄上的红色

刻度线，然后把固定螺母(13)拧紧。(如图 8) 

 

 



 

7、把一试管放于试管支架上，旋于底部。然后轻轻旋转试管架上

的小转盘，找正搅拌叶片与试管的正确对应位置。当听到有轻微的

响声时，表示已到位，可进行下一步。 

8、重复引入 220V 电源，打开电源开关，按本书第五章第一部分的

第 3 项进行测试仪运行检验。 

注意：(1)应先检查搅拌叶片搅拌是否有摆动（符合国标要求），可

适当调整。 

(2)然后检查搅拌叶片与试管的配合。在检查中如发现有磕碰现象，

须马上关断主机电源。隔 5~6 秒之后再打开电源，让仪器复位。 

(3)如果搅拌叶片能顺利达到试管底部，可进行搅拌检查，应先用手

轻轻旋转叶片，观察其与试管有无碰触现象，如无，可进行仪器的

搅拌测试。如有碰触，可根据碰触点的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9、然后观察玻璃缸内搅拌子的旋转情况，可以通过调节旋钮进行

调节。 

10、上述步骤做好，确定仪器安装无误的情况下，可以进行样品试

验。 

 

第六章     试样分析 

 

一、准备工作 

1、打开主机电源，5 秒后自动转入试验界面： 

 
2、设置菜单选择好 试验温度、静止时间，然后返回“试验”界面, 



 点击温控开启按钮： ，仪器开始升温，状态显示：升温。如需停止

升温，请按温控停止按钮： 结束升温。 

 

3、用工业汽油、石油醚、乙醇依次清洗搅拌叶片。 

4、用铬酸洗液、自来水、蒸馏水清洗量筒至水呈中性，量筒内壁

不挂水珠为止。 

二、分析步骤 

1、在室温下向干净的量筒内慢慢倒入 40ml 蒸馏水，然后倒入 40ml

的试样，至量筒 80ml 刻度线。 

2、待水浴温度恒定至设定值±1℃时，将量筒放入试管支架的“1”

处，旋转试管支架，参照本书第五章第二部分的仪器安装第 7 步适

当调整叶片与试管的对应位置。 

3、按试管 1 一行对应的开始按键 ，搅拌装置即沉入试管底部，

同时仪器以设置的静置时间计时。 

显示器显示： 

 
4、静置时间到，搅拌电机自动启动，搅拌叶片开始搅拌。 

5、五分钟后停止搅拌，同时升降电机动作，搅拌叶片自动升起，

试样开始分离，显示器显示： 



 
6、操作者可按国标方法规定，用玻璃棒把搅拌叶片上的油刮落到

量筒内。同时注意观察试样分离情况，然后把另一支试样按上述方

法倒好，放于试管“2”上，轻轻旋转试管支架，使“2”与搅拌叶

片对齐，即可进行第二个试样的测试。 

7、如果试样分离时间到，可按对应的试管右边的绿色停止按钮  

，分离时间会自动记录到存储记录中。 

 

三、报告记录方法 

记录方法分为两种： 

1、GB/T 7305-87《石油和合成液抗乳化性能测定法》规定报告方

法如下：（要求每隔五分钟，记录油、水、乳化层体积数）。 

(1)如果搅拌后静置时间在 1h 以内，乳化层等于或少于 3ml，则记

下此时各层的毫升数，报出试验结果。如果搅拌后，静置时间超过

1h，乳化层仍大于 3ml，则记录此时油、水和乳化层的毫升数，报

出试验结果。 

(2)示例： 

a、15min 后残留 3ml 以上的乳化层，20min 完全分离，应记为

（40-40-0）20min。 

b、20min 未完全分离，乳化层已降为 3ml 应记为（40-37-3）20min。 

c、经过 1h 后，乳化层在 3ml 以上（如 5ml），此时油层为 39ml，

水层为 36ml，乳化层为 5ml 时应记为（39-36-5）60min。 

注：其余事项规定请参阅该国标。 

2、GB 7605-87《运行中汽轮机油破乳化度测定法》规定报告方法



如下： 

(1)仔细观察油、水分离情况，当油、水分界面的乳浊液层体积减至

等于或小于 3ml 时，即认为油、水分离，从停止搅拌到油、水分离

所需的时间即为该油品的破乳化时间。 

(2)该方法的精密度要求： 

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差值，不能超过下列数值：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 

第七章    注意事项 

一、仪器安装时，水浴缸上面的标志必须与上盖红线对齐。否则将

影响搅拌。 

二、量筒的每个位置都有顶紧装置，转动量筒手把时要注意位置是

否正确。 

三、加热炉丝不能干烧，水的深度必须达到浴缸刻度线。 

四、使用时请参照本书所讲国标使用。 

 

 

 
用户支持 

公司名称：北京天宇沃特仪表科技有限公

司 

通信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超前路

甲 1号 13号楼 

传    真：8610-57325751 

销售电话：8610-57325752 

技术支持：8610-57325752-805 

Email:bjtywt@126.com 

主页：http://www.bjtywt.com 



 

装箱单 

TW-2051SR 石油破/抗乳化测定仪 

序号 配件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 

1 主机 1 台  

2 交流电源线 1 条 220V 

3 量筒 4 个  

4 水浴缸 1 个  

5 温度传感器 1 个  

6 搅拌叶片 1 个  

7 试管固定夹 1 个  

8 搅拌子 1 个  

9 固定角铁 1 个  

10 手拧螺丝 2 个  

11 使用说明书 1 份  

12 合格证 1 份  

13 装箱单 1 份  

 

 

 

此装箱单所列内容是指包装箱内应包括的设备和资料，请仔细检查， 

   如有不符，请立即与厂家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