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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事项。在使用校验仪之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在充分理解

的基础上，再对校验仪进行操作。 

 公司遵循持续发展的原则。我们保留在预先不通知的情况下，

对此说明书中描述的任何产品进行修改和改进的权利；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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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硬件、附件在材质和制造工艺上都不存在任何缺陷。若

在仪表到货之日起的 1 年质保期内收到用户有关这类缺陷的

通知，本公司将对确实有缺陷的产品实行免费修理或更换。

本公司的所有产品均承诺终身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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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说明书使用的标志说明 

 危险：若不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将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

校验仪损坏或重大的财产损失等事故。 

 注意：提醒对产品有关的重要信息或本说明书的特别部分格

外注意！ 

 

 危险 

 严禁擅自拆卸、加工、改造或修理多功能过程校验仪，否

则可能导致其动作异常，故障或报废。由此造成的事故，

我公司恕不负责。 

 插孔之间的最高允许电压是 30VDC，最大电流是 24mA。 

 当测试表笔的一端被插入电流插孔时，切勿将表笔另一端

碰触电压源。 

 切勿使用已损坏的校验仪及其配件。 

 请严格按照本说明书的各项说明进行操作，否则可能损坏

校验仪。 

 注意 

 首次使用校验仪前，请确保电池电量充足。 

 使用前务必保证校验仪正常供电，并测量已知电压以确认

校验仪工作正常。 

 使用校验仪前应确定电池盖已关紧，在打开电池盖前请务

必先把校验仪的测试表笔拆下。 

 根据使用要求选择正确的功能和量程档。 

 使用测试探针时，手指应保持在探针的护指装置后，切勿

触碰探针的金属触点。 

 报废本产品时，按工业垃圾处理，避免污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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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多功能过程校验仪是一种手持式、使用电池供电的过程校验

仪表，能用来测量和输出多种信号，主要应用于工业现场和实验

室信号的测量和校准。该产品全面采用 EN55022、EN55024 等国

际标准，无论在外观设计、软硬件功能还是工作可靠性方面都代

表了当今一流水平。过程校验仪主要功能除表 1 外，还具有： 

 冷端温度标定功能； 
 摄氏度及华氏度两种温标显示； 
 自动斜坡和阶梯输出； 
 冷端手动和自动补偿； 
 10 组保存和调用功能； 
 自动冷端补偿可作当前室温测量； 
 智能插孔闪光指示，避免误操作； 
 电池电量显示，电量不足自动关机； 
 白色背光液晶屏，可在低照明条件下使用。 

 

2 标准设备 

开箱使用前，请根据装箱清单检查货物，若发现物品有损坏

或缺件，请立即与我公司联系。 

 多功能过程校验仪 
 鳄鱼夹（一对，一红一黑） 
 测试引线（一对，一红一黑） 
 测试探针（一对，一红一黑） 
 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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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测量和输出功能一览表 

测量端 输出/测量端 功能

名称 测量 测量 输出 
直流电压 V (0~30)V (0~20)V (0~10)V 

直流电压 mV (0~100)mV (0~100)mV (0~100)mV 

直流电流 mA (0~24)mA —— (0~24)mA 

电流环 (0~24)mA —— —— 

脉冲计数 —— 0~99999 —— 

频率 —— (1~10000)Hz (1~5000)Hz 

电阻 —— (0~3200)Ω (35~3200)Ω 

热电偶 J，K，T，E，R，S，B，N 

热电阻 —— Cu50 
Pt100(385) 

 

 
图 1 标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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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初识校验仪 

使用校验仪前，请确保电池电量充足，推荐使用 4 节高容量

Ni-MH（镍氢）电池。 

将电池装入电池盒内，按以下步骤进行输出/测量电压测试。 

(1) 按  打开校验仪电源。 

(2) 设置测量端的测量信号类型，按 V  直至屏幕上方显示

“V”测量。 

(3) 按 

测量

输出  选择输出模式，然后按 V mA  直至屏幕下方显示

“V”输出。 

(4) 根据闪光插孔提示，使用校验仪表笔连接输出/测量端电压输

出插孔及测量端电压测量插孔，如图 2 所示。 

(5) 按数字键输入需要输出的电压值，并按 

确

认
。 

(6) 校验仪将同时输出和测量直流电压。屏幕下半部显示直流电

压的输出值，屏幕上半部显示直流电压的测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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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输出/测量电压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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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校验仪概述 

4.1 插孔 

测试表笔的插孔见图 3，具体功能说明见表 2。 

使用校验仪测量或输出信号时，相应功能的插孔会闪光提示

操作。如使用输出/测量端进行电压测量时，图 3 中的插孔⑥、⑦

会闪光，此时便可将测试表笔插入该插孔。 

 

图 3 输出和测量插孔 

表 2 插孔功能说明 

序号 名称 说明 
①② 电压、电流、热电偶测量插孔 显示在屏幕上方 
③ 热电偶冷端测量孔 测量室温，冷端自动补偿

④⑤ 直流电流输出插孔 显示在屏幕下方 

⑥⑦ 
电压、频率、电阻、热电阻、

热电偶输出/测量及脉冲计数

功能插孔 
显示在屏幕下方 

④⑥⑦ 3 线制电阻、热电阻测量插孔 显示在屏幕下方 
④⑤⑥⑦ 4 线制电阻、热电阻测量插孔 显示在屏幕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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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校验仪按键 

图 4 为校验仪正视图，各按键功能见表 3。 

 
图 4 校验仪正视图 

表 3 校验仪各按键功能说明 

序号 按键名称 说明 

① 删除 删除输入数据的最后一位数字，脉冲计数清零 

② 保存 保存设置模式 

③ 调用 调用设置模式 

④  电源开关 

⑤ 背光  背光控制开关 

⑥ 回路

 mA

 
测量端选择电流测量或电流回路功能 

⑦ V  测量端选择电压测量功能 

⑧ TC  测量端选择热电偶测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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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测量

输出
 

选择输出/测量端的测量或输出模式（屏幕下方显

示） 

⑩ Ω Hz  
测量方式中，选择电阻、频率或脉冲计数功能； 
输出方式中，选择电阻或频率功能 

 RTD  输出/测量端选择热电阻功能 

 V mA  输出/测量端选择电压或电流功能 

 TC  输出/测量端选择热电偶功能 

 设置  设置冷端温度、切换温度显示及标定模式等 

  

循环选择： 
慢重复 0%~100%~0%的斜坡 
快重复 0%~100%~0%的斜坡 
阶梯 0%~25%~50%~75%~100%~0%的斜坡 

 
 

增加输出值，最小有效位+1 
减少输出值，最小有效位-1 

 
确

认
 

确认信号是否进行输出 
启动/停止脉冲计数 
标定模式时，确认信号输入值 

 数字键盘 直接输入数字 

 

 

4.3 显示屏幕 

图 5 为典型的显示屏幕。 

 
图 5 典型显示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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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测量模式 

5.1 测量端测量电压 

使用测量端测量电压 V 和 mV 时，请按以下步骤进行： 

(1) 按 V  直至屏幕上方显示直流电压“V”或“mV”测量。 

(2) 按照图 6 方式连接校验仪。 

(3) 屏幕上方将显示正确的测量值。 

5.2 测量端测量电流 

使用测量端测量电流时，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按 
回路

 mA

 直至屏幕上方显示“mA”。 

(2) 按图 7 方式连接校验仪。 

(3) 屏幕上方将显示正确的测量值。 

5.3 利用回路电源测量电流 

使用回路电源测量电流时，请按以下步骤进行： 

注意：在回路测量电流模式下，切勿将两测试表笔直接短

路！ 

 

(1) 按 
回路

 mA

 直至屏幕显示“测量回路”。 

(2) 如图 8，将测试表笔接到电流回路插孔。 

(3) 当校验仪处于电流回路模式内部的 24V 电源会打开。  

(4) 屏幕上方将显示测量的回路电流值及其在(4~20)mA中所占百

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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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测量端测量电压 

 

图 7 测量端测量电流 

 

图 8 利用回路电源测量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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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输出/测量端测量电压 

使用输出/测量端测量电压 V 和 mV 时，请按以下步骤进行： 

(1) 按 

测量

输出  选择测量模式。 

(2) 按 V mA  直至屏幕下方显示“V”或“mV”测量。 

(3) 按照图 9 方式连接校验仪。 

(4) 屏幕下方将显示正确的测量值。 

 

5.5 输出/测量端测量电阻 

 
使用输出/测量端测量电阻时，请按以下步骤进行： 

(1) 按 

测量

输出  选择测量模式。 

(2) 按 ΩHz  直至屏幕下方显示“Ω”测量。 

(3) 按  选择二线、三线或四线连接。按照图 12 方式连接校

验仪。 

(4) 屏幕下方将显示正确的测量值。 

 

图 9 输出/测量端测量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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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输出/测量端测量频率 

使用输出/测量端测量频率时，请按以下步骤进行： 

(1) 按 

测量

输出  选择测量模式。 

(2) 按 ΩHz  直至屏幕下方显示“Hz”测量。 

(3) 按照图 10 方式连接校验仪。 

(4) 屏幕下方将显示正确的测量值。 

 

5.7 输出/测量端脉冲计数 

使用输出/测量端脉冲计数时，请按以下步骤进行： 

(1) 按 

测量

输出  选择测量模式。 

(2) 按 ΩHz  直至屏幕下方显示“COUNT 0 SEC”。 

(3) 按 认

确

 启动计数时，秒表同时启动，再按 认

确

，计数停止，

按 删除 ，计数清零。 

(4) 按照图 10 方式连接校验仪。 

屏幕下方显示脉冲计数值，范围为 0~99999，溢出时显示满标

-OL；右下角点阵区显示时间，以秒表形式显示，单位为秒。 

 

图 10 输出/测量端测量频率/脉冲计数 

 

X系列多功能过程校验仪 

12

 5.8 使用热电偶测量温度 

本校验仪的测量端和输出/测量端都可使用热电偶测量温度，

且能接受八种标准的热电偶，包括 J、K、T、E、R、S、B、N 类

型。表 4 是以上热电偶的温度范围及特性一览表。 

若要改变热电偶信号的温度显示单位，校验仪提供了温度单

位切换功能，具体步骤详见第 19 页，《8.温度单位切换功能》。 

以输出/测量端为例，按以下步骤使用热电偶测量温度： 

(1) 按 

测量

输出  选择测量模式。 

(2) 按右侧 TC  选择热电偶测量，继续按 TC  可切换测量热

电偶类型。 

(3) 按图 11 所示连接校验仪。 

(4) 屏幕下方显示测量的热电偶温度值，右下角点阵区显示当前

的冷端补偿温度值。 

注意：测量前请观察当前冷端温度，如有必要，按 
设置

 

手动设置冷端补偿温度。 

 

表 4 热电偶类型表 
类型 量程（℃） 

J -200~1200 
K -200~1370 
T -200~400 
E -100~950 
R -20~1750 
S -20~1750 
B 600~1800 
N -20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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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输出/测量端热电偶测量温度 

 

5.9 使用热电阻测量温度 

校验仪可测量的热电阻类型如 

表 5 所示。热电阻的特性是以 0℃的电阻来表示，通常称为“冰

点”或 R0。 

热电阻测量可采用二线、三线或四线连接，其中采用三线或四

线方式可提高测量准确度。 

若要改变热电阻信号的温度显示单位，校验仪提供了温度单位

切换功能，具体步骤详见第 19 页，《8.温度单位切换功能》。 

以输出/测量端为例，欲使用热电阻测量功能，请按以下步骤

进行： 

(1) 按 

测量

输出  选择测量模式，屏幕下方显示“测量”。 

(2) 按 RTD  选择热电阻测量。如果需要，继续按 RTD  键可切

换测量热电阻类型。 

(3) 按  选择二线、三线或四线连接。如图 12 所示，把热电

阻接到仪表的输出/测量插孔上。 

(4) 屏幕下方显示正确的测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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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热电阻类型表 

类型 冰点 R0 材质 α（Ω/℃） 量程（℃） 
Cu50 50Ω 铜 Cuprum 0.00428 -50~150 

Pt100(385) 100Ω 铂 Platinum 0.00385 -200~800 
IEC 标准热电阻是 Pt100(385)，α＝0.00385Ω/℃ 

 

 
图 12 输出/测量端热电阻测量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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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输出模式 

在输出模式下，校验仪能产生电压、电流、频率、模拟电阻、

热电偶和热电阻等标准的信号用来校准过程仪表，屏幕下方显示

输出值。 

6.1 输出电压 

欲使用输出电压功能，请按以下步骤进行： 

(1) 按 

测量

输出  选择输出模式。 

(2) 按 V mA  选择直流电压“V”或“mV”输出。 

(3) 按图 13 连接测试表笔。 

(4) 按数字键输入需要输出的值，然后按 认

确

。 

 

6.2 输出电阻 

欲使用输出电阻功能，请按以下步骤进行： 

(1) 按 

测量

输出  选择输出模式。 

(2) 按 ΩHz  直至屏幕下方显示“Ω”输出。 

(3) 按图 13 连接测试表笔。 

(4) 按数字键输入需要输出的值，然后按 
认

确

。 

 

6.3 输出频率 

欲使用输出频率功能，请按以下步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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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 

测量

输出  选择输出模式。 

(2) 按 ΩHz  直至屏下方显示“Hz”输出。 

(3) 按图 13 连接测试表笔。 

(4) 按数字键输入需要输出的值，然后按 
认

确

。 

右下角点阵区显示频率幅值。当输出频率信号时，按  调

节频率幅值，每调节一次频率幅值变化 0.5V，可调节的最大范围

为(0~8)V。 

 

6.4 模拟热电偶输出 

欲使用模拟热电偶信号输出，请按以下步骤进行： 

(1) 按 

测量

输出  选择输出模式。 

(2) 按右侧 TC  选择热电偶输出。若有需要，继续按 TC  键

可切换热电偶类型。 

(3) 按图 13 所示连接测试表笔。 

(4) 按数字键输入需要输出的温度值，然后按 认

确

。 

注意：测量前请观察当前冷端温度，如有必要，按 
设置

 

手动设置冷端补偿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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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模拟热电阻输出 

欲使用模拟热电阻信号输出，请根据以下步骤进行： 

(1) 按 

测量

输出  选择输出模式。 

(2) 按 RTD  选择热电阻输出。若有需要，继续按 RTD  键可切

换热电阻类型。 

 注意：校验仪可模拟 2 线的热电阻输出，3 线和 4 线插孔

仅供测量使用，不可用来模拟输出。若要连接 3 线或 4 线

变送器，可使用叠式插头以提供额外接线。 
 

(3) 按图 13 所示连接测试表笔。 

(4) 按数字键输入需要输出的温度值，然后按 认

确

。 

 
图 13 输出/测量端电压/电阻/频率/模拟热电偶/模拟热电阻输出 

 

6.6 输出电流 

欲使用输出直流电流功能，请按以下步骤进行： 

(1) 按 

测量

输出  选择输出模式。 

(2) 按 V mA  直至屏幕下方显示“mA”输出。 

(3) 按图 14 连接测试表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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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数字键输入需要输出的值，然后按 认

确

。 

 

图 14 输出/测量端输出电流 

 

6.7 斜坡和阶梯输出 

有两种方式可供调整输出值： 

 用  或数字键，手动方式输出。 

 斜坡增/减输出。 

斜坡和阶梯功能适用于所有输出功能。 

自动斜坡方式改变输出 

自动斜坡功能可连续输出一个变化的信号到外部设备。当按下 

 时，校验仪将产生一个连续、重复(0％~100％~0％)的斜坡输

出。有三种波形可供选择。 

 慢重复斜坡：0％~100％~0％（单程 40 秒） 

 快重复斜坡：0％~100％~0％（单程 10 秒） 

 阶梯-步进斜坡：0％－25％－50％－75％－100％－0％（阶梯

单程 25 秒） 

欲退出斜坡输出功能，请按除背光键和左部功能键外的任意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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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冷端补偿 

冷端补偿有两种方式： 

 自动冷端补偿 

开启后，校验仪默认状态为自动冷端补偿。 

 手动冷端补偿 

(1) 按 设置
，屏幕提示“SET COLD JUNC”，此时仪表已进入冷

端设置状态。 

(2) 按数字键输入所需补偿冷端温度，按 
认

确

。屏幕提示“COLD 

JUNC OK”，冷端设置结束。 

(3) 按任意键退出冷端设置状态。 

(4) 若需从手动补偿回复到自动补偿状态，关机后重新启动即可。 

 

8 温度单位切换功能 

若要改变热电偶及热电阻信号的温度显示单位，可按以下步

骤操作。 

以将℃改成℉为例： 

(1) 按 设置  后，按  直至屏幕提示“ TO℃ ℉”。 

(2) 按 
认

确

。 

(3) 若需将℉改成℃显示，操作步骤同上。 

 

X系列多功能过程校验仪 

20

 
9 保存和调用工作模式 

多功能过程校验仪具有保存和调用工作模式功能。您可将 10

组工作模式（0~9）存储在内存中供日后使用。电池电量低或更换

电池不会丢失所储存的工作模式。 

若要保存工作模式，请按以下步骤进行： 

(1) 选择一组校验仪工作模式后，按 
保存

 。 

(2) 按数字键选择所存的位置。 

若要调用工作模式，按 调用  ，再按相应数字键选择先前存

入的工作模式组。 

 

10 校准变送器 

多功能过程校验仪可模拟各种信号输出来校准变送器。以下例

子说明如何校准温度变送器。在本例中，校验仪模拟热电偶的输

出并测量来自变送器的输出电流。其他变送器也使用同样方法。 

(1) 按 
回路

 mA

 直至屏幕上方显示“测量回路”。 

(2) 按 

测量

输出  选择输出模式，屏幕显示“输出”。 

(3) 按右侧 TC ，选择需要的热电偶类型。 

(4) 如图 15 所示连接校验仪和被测仪表。 

(5) 按  或数字键设定变送器的零点和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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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校准变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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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性能指标 

若无特殊说明，以下所有指标适用于+18℃到+28℃的温度范

围。所有指标假定 5 分钟的暖机时间，温度系数从-10℃到 18℃及

+28℃到 55℃为±0.005％/℃ 

校验仪最高允许输入电压为 30VDC，输入电流为 24mA。 

表 6 综合指标 

工作温度 -10 ~55℃ ℃ 

储存温度 -20 ~70℃ ℃ 

(10~30)℃时，90% 
(30~40)℃时，75% 
(40~50)℃时，45% 
(50~55)℃时，35% 

相对湿度 
（无凝结）

<10℃时，不控制 
电磁兼容性 EN55022，EN55024 

振动 随机性，2 倍加速度，5 到 500Hz 
冲击 30g，11 毫秒，半正弦波冲击 

电源要求 4 节 AA Ni-MH、Ni-Cd 电池 
（不开背光且无电流输出时，使用 4 节 2000 mAh 的

Ni-MH 电池，待机时间不低于 15 小时；有 20mA 电流

输出且背光打开时，使用 4 节 2000 mAh 的 Ni-MH 电池，

待机时间不低于 6 小时） 
外型尺寸 215mm×109mm×44.5mm 

重量 约 500 克 
认证 CE 

 

表 7 电流测量/输出指标 

电流 量程 准确度 
测量 (0~24)mADC ±0.05% 

(0~24)mADC ±0.05% 
输出 

负载能力：750Ω/20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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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电压测量/输出指标 

电压 量程 准确度 
(0~100)mVDC(测量端) ±0.05% 

(0~30)VDC(测量端) ±0.05% 
(0~100)mVDC(输出/测量端) ±0.05% 

测量 

(0~20)VDC(输出/测量端) ±0.05% 
(0~100)mVDC ±0.05% 

(0~10)VDC ±0.05% 输出 
最大负载：3 mA。 

 
 
 
 
 
 

表 9 电阻测量/输出指标 

准确度 
电阻 量程 

4 线 2 线和 3 线* 
(0~400)Ω ±0.2Ω ±0.3Ω 

(0.4~1.5)kΩ ±1.0Ω ±2.0Ω 
(1.5~3.2)kΩ ±2.0Ω ±3.0Ω 测量 

(输出/测
量端) 激励电流：0.5mA。 

*3 线：假设使用相配的测试线，其总电阻不超过 100Ω。 
分辨率： 0.1Ω。 

量程 来自测量装置的

激励电流 准确度 

(15~400)Ω (0.15~0.5)mA ±0.3Ω 
(15~400)Ω (0.5~3)mA ±0.2Ω 

(0.4~1.5)kΩ (0.05~0.8)mA ±1.0Ω 

输出 

(1.5~3.2)kΩ (0.05~0.4)mA ±2.0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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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0 频率测量/输出指标 
 

频率 量程 分辨率 准确度 
(1~1100)Hz ±0.05% 

(1.0~10.0)kHz 
0.1 Hz 

±0.05% 
测量 

灵敏度： 至少 1V（峰-峰）。 
波形： 方波。 

(1.0~1100)Hz ±0.05% 
(1.0~5.0)kHz 

0.1 Hz 
±0.05% 

输出 
波形：(0~8)V 方波（峰-峰）。 
负载驱动能力：3mA。 

 
 

表 11 热电偶测量/输出指标 
 

热电偶 类型 量程 准确度 
(-200~0)℃ ±0.8℃ 

J 
(0~1200)℃ ±0.5℃ 
(-200~0)℃ ±1.0℃ 

K 
(0~1370)℃ ±0.6℃ 
(-200~0)℃ ±1.0℃ 

T 
(0~400)℃ ±0.6℃ 
(-100~0)℃ ±0.7℃ 

E 
(0~950)℃ ±0.5℃ 
(-20~0)℃ ±2.3℃ 
(0~500)℃ ±1.6℃ R 

(500~1750)℃ ±1.2℃ 
(-20~0)℃ ±2.3℃ 
(0~500)℃ ±1.6℃ S 

(500~1750)℃ ±1.3℃ 
(600~800)℃ ±2.0℃ 
(800~1000)℃ ±1.6℃ B 

(1000~1800)℃ ±1.2℃ 
(-200~0)℃ ±1.3℃ 

测量和输出 
(冷端为 0℃

时) 

N 
(0~1300)℃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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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热电阻测量/输出指标 

准确度 
类型 量程 

测量 4 线
测量 2 线

和 3 线 输出 

Cu50 （-50~150）℃ ±1.2℃ ±2.0℃ ±1.2℃ 
Pt100(385) （-200~800）℃ ±0.6℃ ±1.0℃ ±0.6℃ 

分辨率：0.1℃。 
允许的激励电流（输出）： (0.15~3.0)mA； 
3 线：假设使用阻值相同的测试线，其总电阻不超过 100Ω。 

 

12 可选附件 

 鳄鱼夹（一对，一红一黑） 

 测试引线（一对，一红一黑） 

 测试探针（一对，一红一黑） 

 充电电池（一套，4 节 AA）、充电器 

 多功能过程校验仪便携包 

 
 
 
 
 

13 索引 

Ｂ 

保存工作模式, 20 
标准设备, 1, 2 

Ｃ 

测量电流, 8 
测量电压, 8 
测量电阻, 10 

Ｄ 

调用工作模式, 20 

Ｊ 

阶梯输出, 18 

Ｌ 

冷端补偿, 19 

Ｍ 

模拟热电偶, 16 
模拟热电阻, 17 

Ｒ 

热电偶测量, 12 
热电偶输出, 16 
热电阻测量, 13 
热电阻输出, 17 

Ｓ 

输出电流, 17 
输出电压, 15 
输出电阻, 15 
输出频率, 15 

Ｗ 

温度单位切换, 12, 13, 19 

Ｘ 

校准变送器, 20 
斜坡, 18 
 



14 服务指南 

尊敬的用户： 

您好！ 

感谢您选择了 X 系列多功能过程校验仪。上海绎捷自动化科

技有限公司将以优质的服务答谢您对我公司的信任。 

我们建议您在初次使用前，务必仔细阅读“X 多功能过程校验

仪须知”及“保修原则”部分，这一步骤将方便您使用 X 系列多

功能过程校验仪，了解可享受的保修服务等信息。 

初次使用 X 系列多功能过程校验仪，首先核对产品的实际配

置与装箱单是否一致，随机资料、配件是否齐全。如有异议请先

与我们联系。 

a) 读随机资料：请认真阅读随机资料和保修原则，并完整收

存。 

b) 在购机后，妥善保管好购机发票，仔细填写下表，以便您

享受到相应服务。 

保修原则： 

1． 维修周期：自收到产品之日起五个工作日。 

2． 维修费用： 

1) X 系列多功能过程校验仪免费保修期为壹年（产品质量问

题）。 

2) 保修期自用户购买之日起计算，以用户的购买发票（注明

产品型号、主机序列号）或复印件为凭证。若无法提供发

票者，则依我公司出品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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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修期内，由于客户使用不当而损坏的产品，

或客户已开启产品合格封条，需收一定费用。产品修复后，

可再免费保修半年。 

3． 客户须知： 

1) 请务必将产品寄回，并附带产品故障说明，帮助工程师

尽快修复。 

2) 请准确填写电话/传真号码，通讯地址及联系人，以便

维修品返还。 

3) 若您希望工程师去现场进行维修，则须负担由此产生的

费用。 

4) 公司一般以快件方式送回（不附保险），若需以其他方

运输，请在表内注明，并支付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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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未经本公司的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手段复制或传播

本手册的任何部分用于商业目的。 

本说明书的描述如有不详之处，欢迎您来电咨询。 

全国统一服务热线：400-658-0003 

 

单位： 姓名：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故障描述： 产品型号： 

运输及备注： 

（本表和发票复印件随货品一同寄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