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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警告 

尊敬的用户： 

您在使用仪器的过程中可能涉及以下项目请注意： 

一、 设备在首次使用时在通电 12 个小时后，氧传感器才能到达稳定

状态。 

二、 使用规定的电压，仪器用电应有接地线。 

三、 测试样品时，某些材料会释放有毒有害气体。建议检测应在通风

橱内进行，并做好人体防护。 

四、 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煤气等燃气源时，各管路接口不应漏气，

通气管老化应及时更换。 

五、 试验时操作人员不能离开试验现场。 

六、 计算机控制的设备应防止病毒的侵袭。 

七、 配备灭火器材。 

八、 试验结束时应关闭所有电源、气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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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JF-3型氧指数测定仪，是根据国家标准 GB/T2406规定的技术要求研制

的新型号产品。该仪器是用来测定聚合物燃烧过程中所需要氧的体积百分

比，聚合物氧指数值是在该物质引燃后，保持燃烧50mm长或燃烧时间为180s

时所需要的氧、氮混合气流中，刚好维持式样燃烧所需的最低氧浓度（亦

称氧指数）。 

该仪器不仅可以作为鉴定聚合物难燃性的手段，而且可以作为一种研究

工具，对实验室研究阻燃配方，开发新型阻燃材料提供了有力的测试手段。

适合于固体材料，层压材料、泡沫塑料、织物、软片和薄膜等材料的燃烧

性测试。 

仪器结构设计合理，操作使用维修方便。测试系统采用进口氧传感器，

并用数字显示结果。具有判定准确，重现性好等优点，是科研、生产质量

控制理想的测试设备。 

 

二、 主要技术指标 

1. 采用进口氧传感器，数字显示氧气浓度无需计算，精度更高更准确，范

围 0—100%   

2. 数字分辨率：±0.1%  

3. 测量精度：0.4级  

http://sy17.jiubai.org/product.php?id=5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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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流量调节范围：0-10L/min（60-600L/h）  

5. 响应时间：＜5S   

6. 燃烧筒：内径≥75㎜  高 400mm 

7. 燃烧筒内气体流速：40mm±2mm/s   

8. 压力表精度 2.5级，分辨率：0.01MPa 

9. 流量计：1-15L/min（60-900L/H）可调 

10. 氧气/氮气混合气体入口：包括稳压阀，流量调节阀，气体过滤器和混

合室。  

11. 试样夹可用于软质和硬质塑料、纺织品、防火门等   

12. 丙烷（丁烷）点火系统，火焰长度 5mm-60mm 可自由调节   

13. 气体：工业用氮气、氧气，纯度＞99%；（用户自备）。 

14. 点火器：有一根金属管制成、尾端有内径Φ2±1mm 的喷嘴，能插入燃

烧筒内点燃试样，火焰长度： 16±4mm ， 大小可调 

15. 自撑材料试样夹：能固定在燃烧筒轴心位置上、并能垂直夹住试样 

16. 非自撑材料试样夹：能将试样的两个垂直边同时固定在框架上 

 

三、 仪器的工作条件 

1. 环境温度：23℃±2℃ 

2. 相对湿度：﹤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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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压及功率：220V、50HZ、100W 

4. 使用气体：GB3863 工业用气态氧；   GB3864 工业用气态氮；两瓶气体

均要调压阀； 

5. 输入压力：0.2-0.3MPa 

6. 工作压力：氮气 0.1-0.15Mpa   氧气 0.1-0.15Mpa操作程序 

四、 仪器的安装（见图 2） 

（1） 把仪器放入通风橱内或工作平台上。 

（2） 把配置的橡胶管一端分别插入仪器背面氧气、氮气接口，另一端对应

插入氧气、氮气气钢瓶接口（钢瓶需配减压阀，）；尼纶管（白色管

子）一端接燃烧筒底座，另一端接背面燃烧筒接口。 

（3） 放入金属网，式样夹、套上玻璃燃烧筒。 

（4） 仪器的校正 

a.  校正满度：接通仪器电源，开启已知氧浓度值（钢瓶上有充气标定值） 

氧气钢瓶总阀并调节减压阀，压力为 0.2 -0.25Mpa；顺时针调节仪器面

板氧气“稳压”阀（稳压阀旋钮需要向外拔出才能调节，推进去锁定），

使仪器压力表指示值调节约在 0.1 -0.15Mpa 之间，逆时针调节氧气压

力表上方的“流量”旋钮，使流量计指示值为 10L±0.5L/min（圆球中

间部位在刻度线上），此时仪器数显表显示的数值应符合已知氧浓度值，

否则应调节“满度”，使数显值与钢瓶中的氧气浓度一致。（满度校准

完毕后，满度旋钮就不可以再动了，直到下次校准满度） 

b. “满度”校准完毕后，将氧气瓶关闭，打开氮气瓶调节压力和流量到 1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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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法与氧气一样），此时如数显表数字能在 1.0以下，说明仪器

是准确的，然后可以做试验了；如果数值在 1.0 以上说明氧传感器已过

期，需更换氧传感器。 

c.  b 步骤的操作是为了验证传感器的准确度，不需要每次开机都操作，一

般新设备使用半年以后再开始验证即可 

五、 测试步骤 

1. 取标准式样至少 15 根，分别在式样的任意一端 50mm 处划线，将另一端

插入燃烧拄内式样夹中。 

2. 式样类型、尺寸和用途列下表 

类型 型

式 

长 宽 厚 用途 

基本

尺寸 

极限

偏差 

基本尺

寸 

极限偏

差 

基本

尺寸 

极限

偏差 

 

自撑 

材料 

I  

 

80-15

0 

 

 

— 

 

 

10 

 

 

 

±0.5 

 

4 

±

0.25 

用于模塑材料 

II 10 ±0. 

5 

用于泡沫材料 

III ﹤

10.5 

— 用于原厚的片

材 

IV 70-15

0 

6.5 3 ±

0.25 

用于电器用模

塑材料或片材 

非 自 撑

材料 

V 140 -5 52  ≤

10.5 

 用于软片或薄

膜等 

注：不同形式，不同厚度的式样，测试结果不可比。 

3. 根据经验或式样在空气中点燃的情况，估计开始的氧浓度。如在空气中

迅速燃烧，则开始试验时氧浓度为 18％左右；在空气中缓慢燃烧或时断

时续，则为 21％左右；在空气中离开点火源即灭，则至少 25％左右。（此

条只是一个评估方法，不比拘泥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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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新打开氮气、氧气“稳压”阀，仪器压力表指示值为 0.1-0.15 Mpa

并同时调节流量，使氮气、氧气混合流量为 10L±0.5L/min（球型浮子

看最大直径处），此时数显窗口显示的数值，即为当前的氧浓度值（亦

称氧指数值）。若提高氧浓度则增大氧流量，减少氮流量，否则反之，

并始终保持总流量 10L/min 不变。 

氧浓度确定后稳定 30s，然后用点火器（火焰长度 12mm—20mm）点燃

式样顶端，点火时间根据材料着火快慢而定，最长不超过 30s，移出点

火器，并立即计时，式样刚好燃烧 3min 或 50mm 长自然熄灭所需的最低

氧浓度为氧指数。试验结束后关闭电源、气源并清理残留物。 

六、设备的维修 

 1．仪器长时间不用，应将氧传感器卸下，放入冰箱冷藏室，否则会影响

传感器使用寿命。 

 2．开机前阅读使用说明书和氧指数法国家标准，对正确使用仪器和氧指

数值的计算将会有所帮助。 

 3．新购设备，开始测试的试样，剩余部分最好妥善保存，便于日后对仪

器的性能进行比对测试，看氧指数值是否前后有变化。如果超过原精

度等级，应考虑更换传感器。 

 七、氧传感器的维护与保养 

   在氧指数测试的试验中，氧传感器的作用是将燃烧的化学信号转换成

电子信号展示在操作者面前。传感器相当于一个电池，每试验一次就耗费

一次， 用户的使用频率高或者测试材料氧指数值高，氧传感器都会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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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消耗。 

   排除正常的损耗，在维护与保养方面有以下两点有助于延长氧传感器

的使用寿命： 

1. 如设备长时间不需要进行试验，可按第八项的操作指导将氧传感器卸

下，以一定手段在较低温度下封闭保存隔绝氧气保存。简单操作方法可

以以保鲜膜适当保护，放置在冰箱冷藏室中。 

2. 如设备使用频率相对较高（例如间隔三四天的使用周期），在当天试验

结束时，可以先关氧气瓶隔一、两分钟再关氮气瓶，让氮气在其他的混

合装置里面充满以此减少氧传感器与氧气的接触的无效反应。 

八、氧传感器的更换 

 1．切断电源、气源 

 2．卸下面板两边 6 颗螺钉，抓住“稳压”阀旋钮并往外拉动。 

 3．拔下仪器面板背面中心的三芯插头，逆时针取下氧传感器（端面为五

角形），换上新的传感器。并把插头插好，仪器装好。 

 4．按四（2）条校正满度后即可使用。 

九、点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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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图：点火器火焰出口可自由弯曲 

 

我厂生产的点火器（见上图）是外采购经改装的产品,火焰出口为黄铜管，

可任意弯曲，便于在燃烧筒内点火,可长期火焰朝下点燃使用.但该点火器

不能自动打火，需用打火机引燃。点火器下方瓶内气体用完后，可在商店

购买同类成品气罐更换即可（卡式气罐/气罐罐口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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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故障的判断及处理方法 

现   象 原  因 处 理 方 法 

1．管路不通气 ①N2或 O2 钢瓶总阀、减压

阀未打开或压力不够 

②N2或 O2 稳压阀开到底 

打开并调节 

 

重新调节 

2.流量调节阀螺杆不进不退 螺杆滑丝 更换 

3.通气后仪器有较大声响 N2 或 O2稳压阀弹簧移位 调整 

4.数显表满度达不到 传感器老化 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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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数显表数字波动较大 ① 气源的气瓶压力

不稳 

 

 

② 设备安装时各路

气管有漏气 

③ 设备本身减压阀

不稳 

 

a. 单独打开氧气或者氮气

观察一下减压阀显示表

上指针是否自己来回

跳，如有跳动请更换减

压阀 

b. 安装设备后检查各个气

路接口排除漏气部分 

c. 这点在排除前两种原因

后单独打开氧气或者氮

气观察设备上减压阀显

示表指针是否会自己来

回调，如来回跳请联系

返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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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玻璃燃烧筒           2—试样           3—试样夹         

        4—刚丝筛网             5—燃烧筒底座     

       7—分布板               8—M10×1 螺钉    9—尼龙管 

       10—氮气接口            11—氧气接口      12—M10×1 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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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装箱清单 

1. 主机                           1 台 

2. 燃烧筒                         1 套 

3. 点火器                         1 个 

4. 电源线                         1 根 

5. 玻璃管                         1 根 

6. 尼龙管Ф4                      1.2 米（连接燃烧柱与主机） 

7. 密封圈                         若干（已套在Ф4 尼龙管上） 

8. 尖头试样夹                     1 套 

9. 金属网                         1 个（放入燃烧柱内） 

10. 出气板                         1 个（已放入燃烧筒内） 

11. 进气管                         2 根 

12. 卡箍                           4 个 

13. M8×1 内接头螺钉              1颗（接燃烧柱内） 

14. M10×1 接头螺母                1 颗（接主机） 

15. 说明书                         1 份 

16. 合格证                         1 份 

17. 非自撑式试样夹                 1 套（需选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