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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C.A 876 是用于测量温度的便携式仪器。它带有红外测温技术并能与 K 型热电偶配合
使用，可以方便的进行温度的远距离测量。
用户可以根据测量对象的材料来改变红外发射率，以达到远距离测量物体的温度，它拥
有激光定位功能，可以精确的测量物体上的你所需要测量的点。
各种 K 型热电偶同样可以应用于多种情况下。
该测温仪可以进行温度过高或者温度过低的报警设置，还有最大/最小值测量功能。我
们还提供了抗撞击的温度传感器 SK6 柔性温度传感器（-50℃-285℃）。
CA876 的特性：LCD 显示屏，HOLD 功能，定时关闭系统。

发射率操作
所有温度都高于绝对零度（-273.15K）的对象都会发射红外能量。这个能量是以光速
向周围发送。当用户把探头（温度传感器）指向测量对象，探头会感应到这种红外能量并通
过一组在红外侦测器对其进行测量。根据温度的高低侦测器会传送一个相对应的电压信号给
接收器，此时意味着温度信号已被转化成模拟的电压信号。
物体不仅会发射红外能量同样也反射红外能量。有光泽的表面，发亮的或者很光滑的表
面都会反射红外能量。这个反射被描述为一个因数叫发射率其范围在 0.1（高反射）到１（黑
色物体，一般无反射）之间变化。
CA876 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推荐使用 0.95 的反射系数，电流值将覆盖大约 90%左右。
在其它情况下，根据测量对象的材料来调整其发射率至一个适合的值。
（见 B9-发射率表）

概述
见 B 10 前面板（在操作手册的最后一页）
-红外测量镜头
-激光口

-Ｋ型热电偶传感器
-液晶显示：
－主显示： 温度值(±) 3 个字或者 OL 出错代码
－符号：
K 型热电偶传感器
电池电量低
保持最后一次的测量值
温度单位的显示
温度测量的最大值
温度测量的最小值
处于参数设置模式（用于调节 E，ALM Hi，ALM Lo 等参数）
温度过高报警
温度过低报警
发射系数
z

双功能键：
液晶背光灯开/关
向上按键，用于发射率的调整或者高低温度报警（先按下 MODE 按键该功能就被

激活）
z 双功能键：
激光口开/关
向下按键，用于发射率的调整或者高低温度报警（先按下 MODE 按键该功能就被
激活）
MODE 键：
连续地按下该键来选择所需要的设定功能，该顺序如下所示：

操作方法
4.1 推荐的测量方法
如果测量对象的表面直径小于 2î/50mm，那么尽可能的靠近目标表面(<20î/50cm 处).
如果测量对象表面覆盖了水气或者其它任何物质，请在测量前把其清洗干净。
如果测量表面反射性过高，请在测量对象上放一些不光滑的带子或者涂一些不光滑的涂料后
在进行测量。
如果发觉温度测量仪不能正常工作或者测量数据不稳定，请查看一下传感器部分是否保持清

洁以及是否有不洁的东西粘在上面。
4.2 操作方法
4.2.1 红外操作
1．持续按住黄色的测量按键 –MEAS。该温度测量仪会短暂的在液晶上显示 SET，并对仪
器进行自动检测。
2．把测温仪对准测量目标。
3．如果使用激光对准，去下激光保护盖，并按下

键来开启或者关闭激光口。当 MEAS

被按下，该激光仍然工作。
4． 红外温度传感器需要一段时间来确定周围的环境温度，记得让测温仪得到周围温度的
数据。
5． 按下

来开启背光灯。

6． 如果测量的温度超过了所规定的范围，则屏幕会显示 OL.
7． 只要用户一直按着 MEAS 键，则测温仪将会一直进行测量。当用户松开按键后，测量
结果会在测温仪上保留 15-20 秒。HOLD 将会在左下角处显示。
8． 温度仪将会在之后的 15-20 秒内关闭。
4.2.2 K 型热电偶的操作
1．连接 K 型热电偶至仪器。
2． 按下 MEAS 键开启测温仪
3．按下 MODE 键（六次）已进入热电偶模式。
“Ｋ”将被显示在屏幕的右下角。
４．将Ｋ型热电偶放在被测物体附近或者其上进行测试。
５．按下ＭＥＡＳ键进行测量。热电偶需要一段响应时间。当测量数据稳定后，就可以进行
读数。该读数会显示在Ｋ符号之前的小行显示。主显示行将显示红外测量的读数。
６．只要用户一直按着 MEAS 键，则测温仪将会一直进行测量。当用户松开按键后，测量
结果会在测温仪上保留 15-20 秒。
７．当结束测量后，把热电偶从测量物上移去，并从测温仪上拆下。温度仪将会在之后的
15-20 秒内关闭。
注意：红外测量会和Ｋ型热电偶同时启动。
4.2.3 温度单位的设定

或者

：当测温仪处于关闭状态时，一直按住
：当测温仪处于关闭状态时，一直按住

并按下 MEAS。
并按下 MEAS。

将会被显示。
将会被显示。

选择单位后将会一直保存在仪器中，直到用户再次修改它。
4.2.4 持续测量
如果用户想进行长时间的测量并不希望一直保持按下ＭＥＡＳ键，那么可以进入持续测
量模式：
当测温仪是关闭状态时，一直按下ＭＯＤＥ键，并按下 MEAS。则仪器将会进入持续

测量模式。HOLD 将不会被显示并且激光也不会被启动。
当测量结束后，按下 MEAS 一词。ＨＯＬＤ将会被显示并且测温仪将会在１５－２０
秒内关闭。当然也可以再次按下ＭＥＡＳ再次进入持续测量模式。
4.2.5 各功能键的操作方法
黄色测量按键-MEAS：
这个主按键可以开启仪器并启动仪器进行测量。当按下该键并保持按压状态，温度测量
将会进行。当松开按键后，仪器将自动保持最后一次的测量读数大约十几秒，然后在 15-20
秒后自动关闭。重新启动仪器，该测温仪会使用最后一次的所使用的配置程序。
MODE 按键：
按下这个按键测温仪进入并且进一步选择多种功能进行配置。MODE 按键用于选择特
定的功能（例如 MIN，MAX） 或者调节警告或者发射率的参数。当进入模式设置，按下
MODE 一次。SET 将会被显示在右下角。当连续按下 MODE 键， 它将会有如下显示：

当选择了一个功能进行设置后，SET 将被显示在液晶屏幕的右下角。
： 发射率将可以通过 和 按键来调整到合适的值。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推荐使用 0.95。
：温度过高报警功能可以通过 和 按键来调整。当测量值超过所设定的报警值，蜂
鸣器将会报警，屏幕将会显示 ALM HI
：温度过低报警功能可以通过 和 按键来调整。当测量值超过所设定的报警值，蜂
鸣器将会报警，屏幕将会显示 ALM Lo
：在测量期间，测量温度的最大值将被显示。
：在测量期间，测量温度的最小值将被显示。
：在液晶的小行显示中可以读得 K 型热电偶所测得的数据
注意：如果测温仪处于关闭状态，按下 MEAS 按键按下大于 4 秒，仪器开机后并进入
MIN/MAX 记录模式。

背光灯以及

向上按键：

按下背光灯按键

来开启背光灯。

再次按下背光灯按键
在

来关闭背光灯。

模式下，这个按键 用于增加数值，如果长时间按下，则会加快增加数值的

速度。
激光口以及 向下按键：
在使用激光口之前请移除它的保护盖。
按下这个键 用来打开或者关闭激光口。激光只会在测量期间启动；当按下 MEAS 按键后
激光口将会放射激光。
在
模式下，这个按键 用于减少数值，如果长时间按下，则会加快减少数值
的速度。

4.3 测量距离/测量范围直径比
这个比率，也可以称为照射范围，指的是测量范围的直径与测量距离之间的关系，D/ÿ = 10/1
（如下图所见）
最小测量距离为 150mm 该测量距离相对的测量范围的直径为 15mm。
在测量点温度时，把握好测量距离与测量范围之间的关系可以避免测量到其他的点。

规格
电气参数
红外
● 温度单位: 摄氏 (∞C) 或者华氏 (∞F) 用户可选
● 温度测量: -4∞F 至 1022∞F (-20∞C 至 550∞C)
● 分辨率: 0.1∞C/∞F or 1∞C/∞F
● 精度: ±2% 读数 或者 ±6∞F/3∞C, 从 64.4 到 82.4∞F (at 18 to 28∞C) 的环境温度
● 温度系数: 根据周围的环境不同其精度也会改变
高于 82.4∞F/28∞C 或者低于 64.4∞F/18∞C:
±0.2% of 读数或者 ±0.36∞F/0.2∞C
● 响应时间: 1 秒
● 激光: 红色, <1mW (670nm) Class II, 范围：2 - 50ft.
● 光谱响应: 6 至 14μm 标称
● 发射率: 初始设置 0.95, 用户可从 0.10 至 1.00 间调整
● 侦测因数: Thermopile
● 光学透镜: Fresnel Lens
● 测量范围比: 10:1 (距离: 直径)
K 型热电偶
● 温度单位: 摄氏 (∞C) 或者华氏 (∞F) 用户可选
● 仪器所测温度范围根据传感器Ｋ型热电偶的选择而定(见 ß 6) : - 40 至 +1350∞C (-40
至 2000∞F)
-40 至 200∞C (-40 至 392∞F) 根据所提供的Ｋ型热电偶具体的测量标准而定。
● 分辨率: 0.1∞C/∞F 或者 1∞C/∞F
● 精度 (仪器): -40∞C 至 1350∞C: ±(0.1% rdg ± 1∞C) 在 -40∞F
至 2000∞F: ±(0.1% rdg ± 2∞F) (仪器本身的精度是在不超过 18∞C to 28∞C 的环境下规定
的，有效期为１年，不包括传感器)
● 温度系数: 仪器所规定的温度精度的 0.1 倍 per ∞C from 0∞C to 18∞C and 28∞C to
50∞C ？？
● 输入保护: 24VDC 或者 24Vrms 最大电压输入

● 采样率: 每秒 2.5 次.
● 输入连接: 标准小型热电偶接口 (flat blades spaced 7.9mm, center to center).
● 温度响应时间: 参考下面温度/电压 N.I.S.T. 表列出的 K 型热电偶的具体规格而定。
5.2 总规格
● 显示: 3Ω 数字液晶显示（LCD) 最大读数 1999
● 超过范围: (OL) 或 (-OL) 会被显示
● 电池指示: 如果电池电压下降到规定的操作电压以下，则会显示电池电量低标志。
● 采样率: 每秒 2.5 次
● 环境:
操作: 32∞F 至 122∞F (0∞C to 50∞C) ， < 80%相对湿度
存储: -4∞F 至 140∞F (-20∞C to 60∞C), 0 至 80% RH 移除电池
● 自动关闭: 大约 15 秒.
● 高度: 2000m 最大
● 输入保护: 24VDC 或 24rms 最大输入电压.
● 电池: 标准 9V 电池 (NEDA 1604, IEC 6F22 006P, 或者同类电池 t)
● 电池寿命: 100 小时 (持续) 典型碳化锌电池
● 尺寸: 173mm(H) x 60.5mm(W) x 38mm(D)
● 重量: 183g 包括电池
● 安全: EN61010-1 (1995-A2), 过压保护 Class III Category (CAT III, 24V), 污染等级 2,
室内使用

传感器
如下列出的Ｋ型热电偶传感器也可使用于使用与 CA861 以及 CA863。

维护
使用制造商所规定的备件来进行维护。如果不是在制造商指定的维修中心或者服务中心
进行维修的话，我们将不承担任何由于维修后所造成的事故，意外或者故障所引起的责任。
7.1 电池替换
一个标准的 9V 电池供电(NEDA 1604, IEC 6F22)。

当 LCD 显示屏上显示出电池没有电的时候，就需要更换电池。
z 关闭仪器
z 移去黄色外套
z 从仪器的背盖上拧下螺丝，并取消电池盖
z 替换电池，并重新安装好电池盖以及黄色外套。
7.2 清理
z 使用略湿的棉布如果需要可以使用少许的柔性肥皂定期地给机身擦洗
z 不要使用任何带有研磨或者腐蚀性的物体。
z 不要让液体进入机身内部或者传感器部分
7.3 计量检查
对于测量仪器定期进行校验时非常必要的。
为了检查您仪器的精度，请与我们认可的试验基地或者 Chauvin-Arnoux 代理商取得联系，
进行校验等相关工作。
7.4 维修
无论仪器是否在保修期内，如果仪器出现问题需要维修请把仪器送返给你所对应的经销商手
中。

订购
C.A 876.......................................................................P01.6514.03Z
并附有便携包，9V 电池，1 个 K 型热电偶以及操作说明。
选购件:
电池.............................................................................P01.1007.32
SK6 柔性传感器.........................................................P03.6529.06
附件:
参考 ß6. 传感器部分

发射率对照表
见发射率对照表

前面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