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D116 型多路寿命巡检仪 
   

 

使 

 

用 

 

手 

 

册 

 

 

 
—————————————————— 

杭州伏达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益乐路 223 号银江科技园 A 幢 3 楼  

电话：0086-571-88858219 88910474 

传真：0086-571-88866377                           

邮编：310012               

www.volnic.cn 

                        



伏 达 仪 器 
 

 1

目  录 

第一章 前言………………………………………………………..2 

第二章 特点和技术指标………………………………………...2 

2.1 主要特点……………….…………………...……………...2 

2.2 主要技术指标……………………………………………...2 

2.3 适用范围…………………………………………………...3 

第三章 面板说明…………………………………….……………3 

3.1 显示说明…………………………………………..……….3 

3.2 按键说明…………………………………………………...4 

第四章 功能操作说明………………………………….……..….4 

4.1 打印操作……………………………………………...……4 

4.2 设置参数……………………………….…………………..4 

4.3 清除全部数据………………………….…………………..5 

4.4 清除单个数据…………………………..………………….6 

4.5 查看操作……………………………..…………………….6 

第五章 接线方法……………………………………………….…6 

第六章 操作步骤……………………………………………….…7 

第七章 其它事项………………………………………………….8 

第八章 装箱清单………………………………………………….9 



伏 达 仪 器 
 

 2

第一章 前言 

 

寿命一直是电子镇流器、节能灯质量控制中的重中之重，生产企业都给予

了高度的重视。但寿命试验一直是费时、费力的工作，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合

适的试验设备。一般企业所具有的设备仅是通用的加速老化仪。那些设备的最

大缺点是无法判断、记忆单个产品的开关寿命，这个工作主要由工作人员自己

来完成，造成效率低。 

针对市场的需求，本所研制出智能型多路寿命巡检仪，该仪器能够同时对

16 路产品进行开关寿命试验，并且能够判断、记忆单个个体的开关寿命，可

供查看、打印。 

省时、方便、智能是该仪器的最大特点。 

 

第二章 特点和技术指标 

2.1 主要特点 

1．可同时进行 16 路产品试验、能够判断、记忆单个产品的开关寿命，这是通

用设备所不具备的。  

2．即时试验。随时增加、更换试验产品。而通用老化仪必须在当前进行的批

次试验结束后，才能换上下一批。 

3．内用无触点固态继电器，无噪声、理论寿命无限长。内部继电器容量：

250V/30A。 

4．实时监测供电电压，数字显示。 

5．16 路负载的开关寿命随时可查看。 

6．通电时间、断电时间可任意设定，最小分辨率为 1秒。 

7．断电自动保存数据，来电自动继续工作。 

8．打印相关参数。 

9．声光报警功能。 

2.2 主要技术指标 

1．正常试验负载电流的范围为 30mA-----1000mA（有效值），负载电流小于

30mA 仪器将无法判别。 

2．试验负载寿命的范围为 0－100 万次。 

3．通电、断电时间设定范围：1秒 ~ 99 小时 59 分 59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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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适用范围 

本仪器适用于工作电流在 30mA-----1000mA（有效值）的负载，当电流小

于 30mA 仪器将无法正常判别。 

对于有异常保护电路的负载，本仪器可能无法适用。 

 

 

第三章 面板说明  

 

  

3.1 显示窗口说明 

本仪器共有三个显示窗口，分别显示：电压、路数、开关次数、通电

时间、断电时间。另加一个报警状态显示栏。 

 

电压：用于显示当前负载供电电压值。 

路数：当需要查看某一路负载状态时，可通过按查看键或↑键、↓键选

择到所要查看的某一路负载路数，该窗口显示当前所选择负载的

路数号。开机状态显示 01 路。 

开关时间、通电时间、断电时间： 

三个参数共用一个窗口显示，用一个显示键进行切换。 

报警：当某一路或某几路的负载已经损坏时，报警状态显示栏会在对应

路数的负载的指示灯点亮，表示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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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按键说明 

0―――9 数字键： 

用于在设定数据或查看状态或清零操作时，输入所需要的数字。 

确认键：在设定数据、查看、清零操作过程中，按此键，该操作有效。 

取消键：在设定数据、查看、清零操作过程中，按此键，该操作无效。 

打印键：用于打印相关参数。 

暂停键：当需要仪器暂停时（如更换负载等），按暂停键，仪器进入暂停

状态，且暂停指示灯点亮，固态继电器处于断开状态。再按一次

暂停键，仪器退出暂停状态，恢复正常工作有状态。 

全部键：按此键，所有的负载开关次数将被清为零。 

单路键：按此键，指定负载的开关次数将被清为零。 

查看键：查看指定某一路负载开关次数。 

显示键：此键用于开关次数与通电时间（或断电时间）之间的切换示。 

↑键与↓键: 

这两个键的作用分别是向上查看与向下查看。 

每按下↑键一当前负载路数值加 1，并显示加 1后的负载的开 

关次数。同样每按下↓键一次，当前负载路数减 1，并显示减 

1 后的负载的开关次数。  

设置键： 该键是用于设定通电时间与断电时间。 

复位键:  当仪器出现死机或不预测的情况下，按此键，相当于仪器软启 

动一次。 

 

第四章 功能操作说明 

4.1 打印操作 

当需要进行打印操作时，按下面的操作步骤进行。 

1. 将打印机与本仪器正确连接，确认无误后，打开打印机电源开关。 

2. 按下打印键，此时在 DISPLAY 窗口显示 PTINT 字样，表示正在执

行打印。 

3. 与打印机数据通讯完毕后，自动退出打印状态。  

4. 适用于 EPSON 针式打印机。Canon 的 BJC－4300、4310 等。 

4.2 设置参数 

当需要对通电时间、断电时间的参数进行重新设定时，可按下面的操

作步骤进行。 

1．按下设置键。仪器进入设定状态，通电时间指示灯点亮，在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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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第一位数据在闪烁，显示原来设定的数据，从左到右， 依次是

时、分、秒。 

2．设定通电时间：每按下一个数字键，闪烁位会往右移一位，当移到最

后一位时，再按下数字键，移到左边第一位。        

例如通电时间为 25 秒，则从左边第一位输入 000025 数字键。 

3．确认无误后，请按下确认键，如果输入有误，则先用数字键将闪烁位

移到左边第一位，重新输入即可。 

4．设定断电时间：每按下一个数字键，闪烁位会往右移一位，当移到最

后一位时，再按下数字键，移到左边第一位。 

5．确认无误后，请按下确认键，如果输入有误，则先用数字键将闪烁位

移到左边第一位，重新输入即可。 

6．设置完毕，仪器自动保存数据并退出设置状态。 

7．如若在中途不想继续设定，则可按取消键，那么本次设定的数据将无

效，保持原有的设定数据，仪器自动退出设定状态。 

举例说明，拟定设定通电时间为 0小时 01 分 25 秒，断电时间为 0小时

0分 15 秒。 

1． 按下设置键。 

2． 依次输入 000125 数字健。 

3． 按下确认键。 

4． 依次输入 000015 健。 

5． 按下确认键。 

上述五个步骤将数据设定完毕。 

4.3 清除全部数据 

此功能谨慎使用，否则将所有的数据清零！！！ 

1． 按全部键。仪器在 DISPLAY 的窗口显示 CLRALL。 

2． 接着连按三次数字键区的确认键，以示确认。 

3． 清除完毕自动退出清零操作。 

4． 当误操作或不想全部清时，按取消键或其它键退出清零操作。 

 

4.4 清除单个数据 

    当更换一个新负载时，必须对该路原记忆数据进行消除，否则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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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基础上进行累计。 

1. 按下单路键。仪器在 DISPLAY 的窗口显示 CLRONE，路数窗口显示

00，且处于闪烁状态。 

2. 用数字键输入要清除的路数（注：小于 10 的数，请在前添加一个

0）。如输入有误，可重新输入一遍。 

3. 按下确认键。 

此时单路清零操作完成，自动退出清零操作。 

当误操作或不想清零时，按取消键退出操作。 

  举例说明：将第 8 路的开关次数清除掉 

1．按下单路键。 

2．输入 0、8 键。 

3．按下确认键。 

此次操作完成。 

4.5 查看操作 

1．按查看键。此时路数窗口显示闪烁数据。 

2．输入负载路数号。 

3．按下确认键。即可查看到指定某一路负载状态。 

若不想查看，可按下取消键退出。此时 DISPLAY 窗口处在显示开关 

次数。         

举例说明：查看第 12 路负载的状态 

1．按下查看键。 

2．按下 1 键，2 键。 

4．按下确认键。即可查看到。 

 

第五章 接线方法 

 

如下图所示，在标有负载电源字样的红黑接线柱上接上负载供电。16 路

负载分别接在对应于标有 16 路负载接线端子字样的接线排上。接线排标有上

下对应的数字为一个负载接线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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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明： 

如何在第 12 路接上负载？具体操作如下： 

将负载的供电端，用接线引出，将这两根线接到标有 12 字样的接线

排的上下两个接线位上。 

注意严禁带电操作！！！ 

 

    

 

 

 

第六章 操作步骤 

1.  按照“接线方法”进行接线。 

2.  打开仪器电源，开始工作。 

3.  按照“设置参数”的方法，进行设定。 

4.  设置完毕，仪器开始工作，可接查看键、↑键、↓键，查看

各路开关次数。 

5.  当某路寿命结束时，仪器会发出连续六次的报警声，相应的

指示灯亮。同时保存该负载的寿命次数，以备查看和打印。

除非执行清零操作，否则该数据不会丢失。 

6.  当换上新负载时，必须对该路原记忆数据进行清零。否则开

关次数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累计。 

7.  在测试过程中，按暂停键，仪器进入暂停状态，且暂停指示

灯点亮，固态继电器处于断开状态。再按一次暂停键，仪器

退出暂停状态，恢复正常工作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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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116 的补充说明 

本仪器判断负载失效的依据: 

当负载工作电流小于某一值时，即认为该负载已坏，否则视为正常。 

这种判断方法有可能产生误判: 

有些电子镇流器有异常保护功能时，如果一端灯丝烧断，而灯已不亮。但

电路中异常保护功能在起作用，这样负载仍有较大的工作电流，一般有几十毫

安。所以，如果判断电流较小时，会产生误判，即认为负载还是正常。而判断

电流又不能太大，因为有些小功率负载的正常电流也只有几十毫安。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仪器设计了三个判断电流值：15mA 左右、30mA 左

右、60mA 左右分别为 1档、2档、3 档。 

可以通过设置来修改： 

1. 在仪器正常工作时，连续按六次“消音”键，仪器显示 PAN-1 或 2 或

3。 

2. 根据需要键入数字键“1”、“2”、“3”，代表判断电流为 15mA 左右、30mA

左右、60mA 左右。 

3. 按“确认“键予以确认，设置有效。 

按“取消“键取消设置，此次操作无效。 

设置原则： 

1. 一般的一体式紧凑型电子节能灯用“1”档即可。 

2. 有异常保护的电子镇流器用“2”档或“3”档。 

 

 

   

第七章 其他事项 

1． 开机预热 5分钟。 

2． 严禁带电接线。 

3． 不得私自打开机箱，否则后果自负。 

4． 非人为损坏，二年保修，终身维修。 

5． 外形尺寸：宽×高×深 = 330mm×310mm×120mm。 

 

 

第八章 装箱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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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机   １台 

2． 电源线   １根 

3． 说明书   １份 

4． 合格证   １份 

5． 保修卡   １份 

6． 保险丝      若干 

 

 

 

 

 

如有不清楚的地方可向本所或当地总代理咨询。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