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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AA-6300 系列仪器是应用了计算机技术的高性能和高灵敏度的仪器。本资料概述了为

了顺利安装仪器需要用户准备的条件，为了能准确分析和保证仪器的长寿命的使用，请准确理

解并按要求准备安装条件。 

2. 安装条件 

2.1 安装位置  

图 2.1 给出了 AA-6300 GFA-EX7i 及 ASC-6100 的安装尺寸图 

2.2 安装环境 

(1) 仪器的安装位置需满足如下条件 

(a) 仪器附近不能有产生强磁场强电场或高频电磁波的设备。 

(b) 仪器要安装在有良好通风的位置 

(c) 安装的位置不能有振动或只能有轻微震动 

(d) 避免仪器安装在有灰尘高湿度和有腐蚀性气体的位置 

(e) 避免仪器安装在有阳光直射的位置 

 

注意：AA-6300 系列是使用光传感器作为安全监测装置的仪器，如果安装位置靠近窗户，要

确保遮挡外面的强光。要防止阳光（强光）直射仪器，因为那会使用于火焰法安全监视的部

件出现故障，也可能使石墨炉法的光温度传感器出现故障。 

 

(f)空调等的气流不能直吹仪器. 

      (g)工作时的温度范围：10-35 °C 

如果使用 GFA-EX7i, 冷却水温也应在此范围内, 在有的地区的冬天,水温会低于此范围,

此时需要安装冷却循环水设备来保证水温.可用的湿度范围为 20%~80%(但是,温度高于

30°C 时,湿度必须小于 70%). 

(h) 要有地线端子(接头)(电阻小于 100 Ω ) 

 



 

 

                            图 1 尺寸图 



 

(2) 气体钢瓶的安装  

为了安全，我们强烈建议把气体钢瓶安放在满足如下条件的室外。 

(a) 把钢瓶放在没有阳光直射的通风的地方，还要防风防雨。 

(b) 要确保钢瓶温度不超过 40 °C 另外，钢瓶 2 米周围不能有火。 

(c) 要用链条保护钢瓶不会倾倒，特别小心溶解气钢瓶（乙炔气）不能倾倒。保证每一钢瓶

垂直站立。 

(3) 请用能承受如下重量的足够结实的桌子 

- AA-6300    100 千克  

- 计算机 (包括显示器和键盘) 大约 25 千克 

- 打印机大约 15 千克 

- 自动进样器 ASC-6100+ASK-6100 8 千克 

- 石墨炉 GFA-EX7 41 千克 

- 氢化物发生器 HVG-1 大约 10 千克 

          - 测汞单元 MVU-1A 大约 10 千克 

(4) 因为仪器后部有气管、水管和电源线，仪器后部与墙之间要留有 30－40 厘米的空间。 

(5) 仪器右侧与墙之间要留出 15-20 厘米的距离,为的是能打开灯罩并换灯. 同样,如果仪器

右侧放置了计算机或其它设备,也必须留出 15-20 厘米的距离. 

※ 灯罩的打开关闭 

(6) 仪器左侧与墙之间要留有15-20厘米的距离,以便连接仪器左侧的通讯电缆接头.同样,如

果仪器左侧有计算机或其它设备,也请留出 15-20 厘米的距离. 



2.3 电源 

下表中给出了需要的电力容量，为了安全，我们建议使用带漏电保护的电源。 

表 2.1 电力规格 

 AA-6300 GFA-EX7i ASC-6100 计算机/打印机 

电压 220V 220V 100-240V 

电 压 允 许

范围 

±10%以内 ±5%以内 ±10%以内 

电容量 600VA 6KVA 50VA 

电源频率 50Hz 

参考计算机和打印

机手册 

连接 带地线的插头 

（线长约 2.4 米） 

带地线的 M6

端子（长约

10 米） 

带地线的插头 

（线长约 2.4 米） 

带地线的插头 

（1）能把插头插入电源的合适插座。 

   (2) 为了安全，确认仪器机壳与地线端子连接。 

     如果电源线不能与地线端子连接，请用单独的地线与电源的地线端子连接。 

   (3)如果电力公司更改线路，请确认 GFA-EX7 所用电源为单项 220V。 

   (4)如果电压不稳，请使用电子交流稳压电源。 

 

 



2.4 冷却水 

如果购买了 GFA-EX7i 石墨炉，则需要冷却水。 

 (1) 输水设备必须在距仪器 5 米内。 

(2) 要求供水压力在 0.08MPa - 0.15MPa 之间.水压上限 0.17MPa, 当水压低于 0.05MPa, 安全

设备将启动, 就会造成加热和测量不能进行.  

(3) 消耗水量大约 0.6L/min 以上. 对 GFA-EX7, 当流量低于 0.6L/min 或高于 1.5L/min, 安

全设备就将启动，会造成加热不能进行.  

 如果供水压力太高或流量过大，请使用稳压器或进行分流。 

 

GFA 会自动检查冷却块的温度是否已冷却，如果温度超过 50°C. 警告标签会显色, 如果温度太低，

安全设备会启动，会造成不能加热和不能测量。 

 

2.5 气体的准备 

  (1) 原子吸收火焰法气体规格。会用到助燃气（例如压缩空气，氧化亚氮）和燃气（例如乙炔气）. 

如果压缩空气中有油、水或灰尘进入仪器，会导致仪器气路堵塞和导致测量结果错误，要防

止此类错误，要保证压缩空气的纯净度。空气压缩机要有除油除水及除尘功能。  

需要的气体规格见下表 2.2.  

气体 供气压力 最大消耗量 纯度 

空气 0.35±0.03MPa 24L/min 无油无水气无灰尘 

氧化亚氮 0.35±0.03MPa 15L/min 纯度 98％以上湿度 1％以下 

4.9L/min 空气乙炔火焰 乙炔气 0.09±0.01MPa 

9.9L/min 氧化亚氮乙炔火焰

98％以上 

 

注意：如果分析中供气压力波动，会导致气体消耗波动以及火焰波动，造成测量重复性不良。因此，

要确保供气压力稳定。 

同样，要使用工业用的氧化亚氮气，不要用医用氧化亚氮气。 

氧化亚氮减压阀要用有加热功能的，以防冰冻及气压变化。  

 

 

 



对石墨炉法测量系统，所用气体规格见下表 2.3 

在灰化含有机物样品时，有时要用氧气或空气，如果需要，请准备气管。 

     表 2.3 气体规格 

气体 供气压力 最大消耗量 纯度 

氩气 0.35±0.03MPa 3.5L/min 99．9％以上 

氧气或空气 0.35±0.03MPa 1.5L/min 无油、无水、无灰尘

 

(2) 气体钢瓶的放置 

      为确保安全，气体钢瓶应放在室外，钢瓶放置位置要满足如下条件： 

      (a) 要防止阳光直射，气体钢瓶，要远离热源如石墨炉或其它加热设备。 保证钢瓶温度永远

低于 40°C 。 

(b) 不允许靠近任何火源例如电源分配器、地线或高压电源。  

(c) 不允许附近有可燃性液体如油、汽油有机溶剂等。 

(d) 把钢瓶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  

(e) 如果放在室外，要防止风吹雨淋。 

 

注意: 不要把液态气体（如乙炔气、氧化亚氮气）钢瓶放在旁边。确认钢瓶放在防静电的地上，如

不要把钢瓶放在橡胶等能汇集静电的物质上。 

 

(3) 气管 

(a) 当气瓶放在室外时，需要把气体接入到离仪器 5 米以内，因此，连接管路时要遵守以下

几项：要用不锈钢管 ，禁止使用含铜 62％以上的材料的管材用于乙炔气管。 

  当使用乙炔气时，请确认使用的减压阀是乙炔气瓶专用阀，注意不要使用银管或含有银或汞的管，

因为 乙炔与其反应会形成化合物，受震动会引起爆炸。  

 

 

(b) 确认管径不能太细。请使用合适内径的管子来让表 2.2 中的气压的气体通过。一般选择管

子内径在 6-7mm 或更粗，以使气体顺利通过。 

(c) 对于空气管, 请按图 2.2 所示安装气液分离器， 如果所供空气非常干燥，则不需要气液

分离器。 

(d) 管路图参考图 2.2 所示. 



(e) 请用标准附件中的橡胶管(内径7.9mm)连接仪器和管路气体出口 ,请准备管路出口外径为

8.4-8.9mm 的气体接口.  

 

 

图 2.2  原子吸收管路安装推荐图 

2.6 通风系统 

在原子吸收分析时,有毒元素或样品会从燃烧头烧出, 因此, 要确认安装了在燃烧头上方有

烟罩的排风设备. 

     (1) 烟罩、通风管道及风扇必须是金属材料制造。如使用树脂材料会因为火焰的烧烤使其变软。 

( 氧化亚氮– 乙炔火焰会产生 5870 kcal/h 的热量)  

(2) 当火焰由空气－乙炔变为氧化亚氮－乙炔火焰时，火焰高度会达到 40 厘米高，要注意烟

罩的高度。  

(3) 排气设备的合适流量为 600-1200m
3
/小时. 如果吸力太强，会使火焰摆动，造成噪音增大，

数据不稳定。所以，在烟道中要安装风门，用于调节空气流量在最佳流量。 

请参考图的 2.3 通风示意图. 



 

             图 2.3 排气系统示意图 

2.7 自动进样器 ASC-6100   

如要使用自动进样器 ASC-6100, 需要使用如下的标准附件.  

- 火焰方式: 自动进样器 ASC-6100  

- 石墨炉方式: 自动进样器 ASC-6100 和 自动进样器 Kit ASK-6100  

- 当 ASC-6100 和 HVG-1 联用时: 自动进样器 ASC-6100 和 HVG-1 专用管 

3. 其它需要的项目  

测量时可能要用到如下的仪器或设备。 

注意: 对于 HVG-1 或 MVU-1A, 如果仪器前面没有充足的空间，请使用边桌或类似的桌子

放置 

(1) 空心阴极灯 

要测量的每种元素都需要准备相应的空心阴极灯.  

(2) 标准液 

对每种要测量的元素都要准备标准液.  

(3) 石墨管  

根据测量元素准备合适的石墨管: 高密石墨管, 热解涂层石墨管, 或平台石墨管.  



(4) 高温燃烧头 

当需要氧化亚氮－乙炔火焰时要准备高温燃烧头  

(5) 蒸馏水  

不能用去离子水 

(6) 废液瓶 

     请准备非玻璃制的废液瓶. 对火焰法分析,废液从仪器的废液罐流出，对石墨炉法，废

液从 ASK-6100 流出. 请参照图 2.4 所示的示意图。 

(7) 对 HVG-1 

 氢氧化钠, 硼氢化钠, 盐酸, 碘化钾 (用于分析 As) 

 (8) 对 MVU-1A  

气体流通池, 池架, 汞标准溶液, 氯化亚锡溶液，硫酸 

(9) 电源插座 

请准备有 4－6 个插座的电源插座。根据配置不同所用插座数量可能不同（例如

ASC-6100 和计算机） 

 

4．计算机 

      （1）硬件：CPU 1.0G 以上、带RS-232串行口一个，带CD ROM、 硬盘30G以上，打印机 

（2）操作系统：Windows XP 或Windows 2000  

 Office 2000或 Office 2003 



 

 

5. 安装前检查单   

下面的这张表是前面说明的安装条件的总结。请询问用户并填写此表，以便安装的

顺利完成。 

 

 

 

 

 

 

用户名 :                                     

 

地   址:                                      

 

电   话：                                        

 

 

 

 

 

 

 

 

 

 

 

 

 

 

 



 

 

项目  要检查的条件 确认 

1. 安 装

环境 

1-1 温度 

1-2 湿度 

1-3 安装场所 

 

 

 

 

 

1-4 安装空间 

空间 

强度 

后部空间 

侧面空间 

10°C - 35°C 

45%-80%（但当温度大于 30°C 时湿度应小于

70％） 

远离强磁场强电场和高频设备 

-通风良好 

-无明显的震动 

-无明显的灰尘无湿气和腐蚀性气体 

-无阳光直射或强光照射 

 

参考图 2.1(推荐的安装尺寸图) 

完全能够承受仪器重量 

30cm 以上 

25cm 以上 

 

 

2.电源 2-1 AA-6800/6650 

2-2 GFA-EX7 

2-3 ASC-6100 

2-4 计算机/打印机 

2-5 地线 

220V ±10%,600VA 

220V ±5%,6k VA 

100-240V±10%,50VA 

参考计算机打印机手册 

准备好地线端子 

 

 

 

3 冷却水 

 

3-1 位置 

3-2 水压 

3-3 冷却水设备 

3-4 连接套件 

3-5 水压调节器 

 

应该距仪器 7 米之内 

0.08 - 0.15 MPa 

当水压水温波动大或长时间使用有水垢时要使用 

当使用 CA-1111 时需要 

当水压过大时调节水压用 

 

 



项目  要检查的条件 确认 

4 气体 4-1 空气 

4-2 氧化亚氮 

4-3 乙炔 

4-4 氩气（石墨炉法） 

4-5 氧气或空气（石墨炉

法） 

4-6 气体钢瓶的放置 

 

 

 

 

 

4-8 管路 

无油、无水、无灰尘 

纯度高于 98％湿度低于 1％（工业用） 

纯度高于 98％ 

纯度高于 99.9% 

无油、无水、无灰尘 

根据需要（可选） 

-无阳光直射，远离热源 

-保证温度在 40°C 以下 

-远离火源如电源分配器、地线、高压设备 

-远离可燃性液体如石油、汽油或有机溶剂等 

-储存地通风良好 

-如在室外要防风雨 

参照图 2.2 推荐的原子吸收气路系统 

 

 

 

 

 

5 通风系

统 

5．1 通风系统 参照图 2.3 安装通风设备  

6 自动进

样器 

6．1 自动进样器 

ASC-6100 

ASK-6100 

 

当需要连续分析时使用 

用于石墨炉法分析用 

 

7 其它 7-1 空心阴极灯 

7-2 标准溶液 

7-3 石墨管 

 

 

 

7-4 高温燃烧头 

7-5 蒸馏水 

对每种要测量的元素 

对每种要测量的元素 

根据分析目的准备合适的石墨管 

高密石墨管 

热解涂层石墨管 

平台石墨管 

当需要氧化亚氮－乙炔火焰时需要 

去离子水不可用 

 

 

 

 



项目  要检查的条件 确认 

7 其它 7-6 废液容器 

7-7 HVG-1A 

 

 

 

 

7-8 MVU-1A 

 

 

 

 

7-9 电源插座 

准备合适的非玻璃等易碎的废液容器 

-氢氧化钠 

-硼氢化钠 

-盐酸 

-碘化钾（测砷时用） 

-氩气 

-气体流通池 

-流通池架 

-汞标准溶液 

-氯化亚锡溶液 

-硫酸 

准备有 4-6 位置的电源插座 

 

8 计算机 8-1 硬件 

 

8-2 操作系统 

CPU 1.0G 以上、硬盘 30G、以上带 CD ROM、9针

RS-232串口一个、打印机  

WINDOWS 2000 或 WINDOWS XP   

OFFICE 2000 或 OFFICE 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