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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和责任

1.1 安全和使用注意事项

本手册包含了 Hygropin 的安全、使用和保养方面的重要信息。请在首次使用该仪器前仔细阅读本
手册。请安全保管本手册以备将来参考。

1.2 责任和保修

Proceq 的“销售和交付一般条款和条件”适用于所有情形。由于下列某种或多种原因造成的人身伤

害或财产损失，我们不予担保，也不承担任何责任：

•  未按照本手册所述的使用方法使用该仪器。

•  错误进行操作性能检查和对仪器及其组件进行不当维护。

•  未按照本手册的说明对仪器及其组件进行性能检查、操作和保养。

•  未经授权对仪器及其组件进行结构更改。

•  由异物、意外事故、故意破坏和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的严重损坏。 

Proceq SA 出于善意提供本文档的所有信息，并相信这些信息正确无误。对于信息的完整性和/或准

确性，Proceq SA 不做任何担保，也不承担任何责任。

1.3 安全说明

严禁儿童或者受酒精、毒品或药物制剂影响的任何人操作本仪器。不熟悉本手册的人员在使用仪器

时必须有人监督。

1.4 正确使用

•  该仪器仅可按照本手册所述用于其设计用途。

•  仅可用 Proceq 原装组件替换故障组件。

•  只有在 Proceq 明确认可之后，才可将配件安装或连接到仪器上。如果将其它配件安装或连接到

仪器上，Proceq 将不承担任何责任，产品保修也随之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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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程

Hygropin 是一款具有数据记录功能的多功能手持指示器，可用于发现、诊断和监控可能的潮湿问
题。可单独配置两个探测器输入。集成式实时时钟可在记录数据时记录日期和时间。

测量湿度的实用建议
测量相对湿度时，最常见的误差原因是探测器温度和环境温度之间的差异。在 50 % RH 的湿度环境
下，1°C (1.8 °F) 的温度差异通常会导致 3 % RH 的相对湿度误差。
使用 Hygropin 时，使用显示屏监控温度稳定性是个很好的做法。应当留出足够的时间，以便探测
器与要测量的环境达到平衡。探测器和环境之间的温度差异越大，温度平衡需要的时间越长。 
在极端情况下，当探测器温度低于环境温度时，传感器上可能出现冷凝现象。只要不超过湿度传
感器的湿度/温度限制，冷凝便不会影响传感器的校准。但是，传感器必须干燥，才能提供有效测
量。

3. 入门指南

3.1 插入电池

3.2 连接现场探测器和/或环境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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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键盘概述

 开/关  打开或关闭仪器。
 菜单  激活内部菜单。再次按下此键可返回。

 向上  更改显示的数据、在菜单中导航、进行选择或更改值。
 向下  

 确定  确认选择和数据获取。

3.4 标准显示屏

视设置而定，Hygropin 能够显示：
•  两个探测器测量的相对湿度和温度
•  计算湿度参数，例如两个探测器的露点/霜点
•  两个探测器测量的值之间的差异

轻轻按下  按钮开启 Hygropin：

趋势指示器
 渐增的值
 渐减的值

 稳定值

湿度和温度

数据记录
探测器 1 的记录功
能已启动。 

选择的探测器

日期和时间

电池充电指示器

使用  或  按钮更改显示的探测器或在测量值之间滚动。

按      键即启动/取消保持功能

通过按 ，保存所选探测器的温度和湿度值。在“数据获取”章节中可找到更多信息。 

按  按键，进入“菜单”屏幕和“设置”屏幕。 



6© Proceq SA.

3.5 屏幕和菜单结构概述

标准 H+T+Calc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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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详细的菜单结构和设置

设备信息

序列号

软件版本

设备类型

设备名称

电池充电状态

设备设置

显示设置子菜单

本地设置子菜单

输入 1/输入 2 设置子菜单

用于计算的气压 参见“已计算的参数”

显示屏刷新间隔 1 秒/10 秒/1 分钟/10 分钟

通过 USB 为电池充电 开/关

手动日期设置

手动时间设置

显示设置子菜单

显示屏上的趋势指示器 开/关

十进制显示精度 0.x / 0.xx

显示屏对比度调节 0..50

背光模式 开/关/按下按键

显示模式 标准/H+T+Calc/大

显示探头1的%CM 和%M 开/关

本地设置子菜单

日期格式 dd mm yyyy
mm dd yyyy
yyyy mm dd

日期分隔符 “.” 或 ”/”

时间格式 24 小时制/12 小时制

单位制 公制/英制

实时时钟不会自动调节夏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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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器设置子菜单

探测器类型 HygroClip/模拟/压力

计算（仅数字探测器） 参见“已计算的参数”

输出电压（模拟探测器）

…

测量范围（模拟探测器）

…

已计算的参数
Hygropin 可计算基于湿度和温度的下列任意湿度参数： 
•  高于和低于冰冻的露点 (Dp)
•  低于冰冻的霜点 (Fp) 和高于冰冻的露点
•  湿球温度计温度 (Tw)
•  热函 (H)
•  蒸汽浓度 (Dv)
•  比湿度 (Q)
•  按重量计算的混合率 (R)
•  饱和时的蒸汽浓度 (Dvs)
•  蒸汽分压力 (E)
•  蒸汽饱和压力 (Ew)

在“探测器设置”子菜单中可设置上述任一参数。 

计算这些参数中的某些参数要求将气压作为输入参数。在“设备设置”菜单中可指定固定气压值。

探测器菜单

数字探测器子菜单详细信息

湿度调节子菜单

温度调节子菜单

这些功能仅用于维修和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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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获取
可以手动获取最多 250 个相对湿度和温度记录，并组织在 8 个数据批次的每个批次中（非易失性
存储器）。获取的数据自动带有日期和时间标记。不能获取已计算的参数。 

获取数据： 
•  使用  或  按键选择探测器
•  按  
•  用  或  按键选择目标数据批次
•  按  启动“数据获取”功能
•  在 Hygropin 显示屏上确认数据获取

数据获取

数据批次 1    [记录数]

…

数据批次 8    [记录数]

选择要查看的数据批次

批次子菜单 1..8

查看数据子菜单

查看总批次子菜单

清除数据批次

查看数据子菜单

查看每个数据记录，包括日期和时间戳。

概要子菜单

查看每个批次的最大、最小和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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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记录
Hygropin 可自动记录单个探测器测量的最多 10,000 个湿度-温度值。每个记录对对应标记日期和
时间。不能记录已计算的参数。当同时记录两个探测器的数据时，每个探测器的记录能力将减少为
原来的一半。

Hygropin 具备两种数据记录模式：开始-停止（存储器满时记录结束）和循环（存储器满时，清除
最早的记录，为新记录腾出空间）
可以通过键盘开始和停止数据记录。HygroLink 软件可下载记录的数据，以便进一步分析。

数据记录

状态数据记录 开/关

获得的样本数 最大 10’000 H+T

状态记录间隔 5 秒…1 小时

状态记录模式 开始-停止/循环

开始/停止记录

设置子菜单

设置子菜单

间隔设置 5 秒..1 小时

记录模式设置 开始-停止/循环

记录探测器 1 开/关

记录探测器 2 开/关

当 Hygropin 正在记录数据时，不能更改。

4. HygroLink软件

安装

要启动软件和驱动程序的安装向导，请执行随附的 CD ROM 中的 HygroLink_Setup.exe。

取下红色罩盖，将 USB 线缆连接到接口中。

1.  建立到 Hygropin 的连接  

2.  从 Hygropin 中下载所有数据并保存为 Excel 格式

3.  删除 Hygropin 上的所有数据

4.  断开 Hygropin 的连接

5.  检查 HygroLink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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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逐步式指南 “根据 ASTM F2170 进行相对湿度检测”
有关详情，请参考 ASTM F2170-09 标准。  

步骤 1： 检查仪器的正确功能（第 8 章，ASTM F2170-9）

•  每年重新校准探测器
•  通过湿度标准试管，定期检查仪器和探测器的正确功能 (780 10 470)

步骤 2： 调节（第 9 章，ASTM F2170-9）

混凝土水泥板和水泥板周围的空间应在至少 48 小时处于保养温度/湿度。

步骤 3： 定义试验孔的数量（第 10.1 节，ASTM F2170-9）

•  第一个 1000 ft2 / 100 m2 有 3 个试验孔
•  其它 1000 ft2 / 100 m2 至少多出 1 个试验孔

步骤 4： 定义试验孔的深度（第 10.2 节，ASTM F2170-9）

•  如果水泥板从顶部开始干燥，则厚度为水泥板的 40%
•  如果水泥板从顶部和底部开始干燥，则厚度为水泥板的 20%

步骤 5： 钻出并准备试验孔（第 10.3 节，ASTM F2170-9）

 

使用 8 毫米（5/16 英
寸）的钻头钻孔

清洁试验孔 根据测量深度切断套管 将套管插入到试验孔中
并盖上盖子

 浇铸试验孔（第 10.4 节，ASTM F2170-9）

 

使用“塑性混凝土附
件”(780 10 370)

根据测量深度切断套管
和测杆

混凝土变硬后取走测杆 盖上盖子

步骤 6： 等待 72 小时，以便让湿气平衡(第 10.3.4 节，ASTM F2170-9）

步骤 7： 测量（第 10.5 节，ASTM F2170-9）

 

将现场探测器插入到
套管中

等待温度平衡 在记录数据前检查稳定的
值（趋势指示器）

测量环境条件

步骤 8： 报告（第 11 章，ASTM F2170-9）

 使用“试验报告”模板（第 6 章）记录和报告所有必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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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试验报告范例

结构的名称和位置： 楼层： 

面积：....................   m2    ft2

孔数  .................... 
水泥板厚度：....................    毫米    英寸 

试验位置（使用
房号或建筑物坐
标方格）

距离水泥板顶部的
深度

 毫米  英寸 

混凝土中的相
对湿度 %

混 凝 土 中 的
温度

 °C  °F 

环境温度
 °C     °F 

环境相对湿
度  % 

备注：  

使用的仪器：制造商、型号、序列号 使用的仪器：探测器的最后一次校准日期

进行的试验：名称 进行的试验：日期

进行的试验：公司名称 进行的试验：公司地址

位置图

说明：用试验孔的符号和编号指示传感器位置。显示门、房间、柱子或其它位置指示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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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技术规格

显示装置

电源

电池 9 V 碱性电池（标准）

Ni-MH 8.4V, 170…250mAh（通过 USB 充电）

电源线 通过 USB 充电的充电器

一般信息

探测器输入 两个独立的数字探测器输入

实时时钟 是

湿度计算 是

启动时间 3 秒

数据刷新率 1 秒

接口类型 USB

数据记录

存储器 最多 10’000 个读数

间隔 5 秒到 1 小时

显示屏

显示屏 像素图形 LCD

背光

显示模式 % RH 和温度，日期和时间

% RH、温度以及计算的参数

% CM(电石法），% M(Darr方法）

机械数据

尺寸 270 x 70 x 30 毫米（10.63 x 2.76 x 1.17 英寸）

重量 大约198 克（7.0 盎司）

IP 等级 IP 40

环境条件

操作温度 -10 °C 到 60 °C（14 °F 到 140 °F）

湿度 0 到 100% RH，无冷凝

现场探测器

测量范围 0 到 100% RH
- 40 °C 到 85 °C（-40 °F 到 185 °F）

精确性 ± 1.5 % RH / ± 0.3 K

反应时间 < 15 秒

尺寸 直径为 5 毫米（0.2 英寸）

线缆长度 200 厘米（79 英寸）

探测器处的最大气流速度 20 米/秒（3,935 英尺/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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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的标准和准则

CE / EMC 抗干扰性
• EMC 指令 2004/108/EG：
• EN 61000-6-1: 2001
• EN 61000-6-2: 2005
• EN 61000-6-3: 2005 
• EN 61000-6-4:2001 + A11

技术标准

• ASTM F 2170-09

特别显著的 NIST 可追溯性：

依据瑞士校准服务 (SCS)，Hygropin 的所有探测器在工厂经过校准。每个探测器附有一个校准
证书。SCS 由瑞士联邦计量局授权，它是 BIPM (http://www.bipm.org/) 的签约者。依据互认协
议，NIST 认可在 BIPM 数据库中注册的所有机构。

8. 产品编号和配件

8.1 装置

部件号 描述

780 10 000 Hygropin 装置包含：仪器包括现场探测器、携带式仪器箱以及附件（10 件测量
套，CD 包含 HygroLink、文档）

8.2 零件和配件

780 10 400 现场探测器

780 10 450 环境探测器

780 10 470 湿度标准 75%RH

780 10 350 测量套 20 件

780 10 360 测量套 100 件

780 10 370 塑性混凝土附件 10 套

9. 保养和支持

9.1 支持理念

Proceq 致力于为本仪器提供完善的支持服务。我们建议用户在 www.proceq.com 上登记产品信息，
以便获得可用更新的重要信息和其它有用信息。 

9.2 标准保修和延期保修

标准保修期：仪器的电子部件为 24 个月，仪器的机械部件为 6 个月。仪器电子部分的一年期、两
年期或三年期延期保修，可在购买产品后 90 天内购买。 



15© Proceq SA.



瑞士制造

Proceq Europe
Ringstrasse 2
CH-8603 Schwerzenbach
电话 +41-43-355 38 00
传真 +41-43-355 38 12
info-europe@proce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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