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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感謝您選購了我們的新型 oiltester 油質測試計。  

所有我們的測試儀器都在出貨前進行相關檢查，來確保其精確性。為了保證儀器

的高測量精度，我們建議您對儀器做定期的設定。 

對於 oiltester 的設定，您可以有以下選擇： 

1 ISO oiltester (  +/- 2 % TPM)： 

通過訂貨號0520 0028您能够從oiltester設定部門獲得ISO設定服務，在此設定

過程中，我們會對您的oiltester儀器在精密實驗室中進行2點校準（於约3%和

約24% TPM點）。  

此外，您還有以下選擇在任何時候自行檢查您的oiltester ： 

2 oiltester (  +/- 2.5 % TPM)： 

通過使用附帶的oiltester 指定油，您可以在需要的時候準備的檢測儀器並進行

校準（請遵照操作手册所描述的步驟進行）。 

您能够隨時訂購oiltester指定油，單瓶装的貨號為 (0554 2650)，三瓶套裝的貨

號為 (0554 2651)。 

3  (  +/- 3% TPM)： 

對於一個不需要校準的簡單測試功能，我們建議您在啟用您的新儀器時先對油

温150 到180 ℃.的未煎炸過的油中先做下測量。 

您最好連續反覆的執行這一測量，並留意各自的讀數。這些讀數的平均值將會

成為您今後測量的參考值。以後在校準儀器時，可以在未煎炸過的油温150 到
180 ℃ 的油中測量，並用之前的平均值做為參考校準。 

請注意，當更換其他類型的油或者更改油的供應商時，上述的參考值將需要重

新設定。  

 

您的參考值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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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請在使用本產品前仔細閱讀本文件, 並保證您已熟悉本產品的使

用，尤其注意安全指導和警告提示預防在使用過程中造成傷害和

對儀器的損壞。 

> 請妥善保存此手册，保證在您需要的時候能隨時找到它。  

> 請在產品移交给其他使用者時, 一併移交此操作說明。 
 

 

請隨時注意下列警告標誌，並執行制定的防範措施。  
 

 

警告！可能造成嚴重的人身傷害。 

小心！可能造成人身傷害或者損壞儀器。 
  

 ꅠꉠꍠꑠꕠꙠꝠꡠꥠꩠꭠ걠굠깠꽠끠녠뉠덠둠땠뙠띠론률멠뭠뱠뵠빠뽠쁠셠쉠썠쑠애왠읠졠쥠쩠쭠챠쵠칠콠큠텠퉠퍠푠할홠흠������怒 
 

  ꅠꉠꍠꑠꕠꙠꝠꡠꥠꩠꭠ걠굠깠꽠끠녠뉠덠둠땠뙠띠론률멠뭠뱠뵠빠뽠쁠셠쉠썠쑠애왠읠졠쥠쩠쭠챠쵠칠콠큠텠퉠퍠푠할홠흠������怒 

 
注意：基本資訊或詳細資訊。 

1. ... 
2. ... 

措施：多個步驟，須遵循此順序。 

> ... 措施：一個步驟或一個可選步驟。 

- ... 採取措施的結果。 

Manu 程序介面組成。 

[OK] 程序控制按鈕或者程序介面的按鍵。 

... | ... 菜單的功能/路徑。 

...  示例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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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請遵照使用目的和技術數據所指定的參數正確的使用此儀器，請

勿使用暴力。 

>  請勿在有可能損壞儀器外殼，電源或者導ቢ的場合使用此儀器。 

>  測量的對象或者環境也有可能造成危害：請於測量前留意測量環

境的安全規章。 

> 探頭和傳感器上所給定的温度顯示了傳感器的測量範圍。請不要

將手柄或導線暴露在温度高於 70 度的場合，除非它們被明確允

許在高温場合使用。 

>  請勿在未做絕緣的活動部件上做接觸式測量。 

>  請在專用的鋁製儀器箱中運輸和儲存本儀器，來預防對探頭的損

害。 

>  請不要將此儀器與溶液一起存放，請勿使用任何乾燥劑。 

>  僅在乾燥封閉的空間中使用本儀器，並做好預防雨和濕氣的措

施。 

>  遵照本手册所描述的方法來維護和修理本儀器，嚴格遵照所規定

的步驟，切記謹使用 oiltester原廠的附件。 
 

2.3.  
 

>  按照生效的法律規定處置報廢的充電電池/舊的充電電池。 

>  在有效壽命結束後，將本產品送至專門的電氣電子器件收集場所

（遵照當地法規成立）或寄回德國公司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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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ꅠꉠꍠꑠꕠꙠꝠꡠꥠꩠꭠ걠굠깠꽠끠녠뉠덠둠땠뙠띠론률멠뭠뱠뵠빠뽠쁠셠쉠썠쑠애왠읠졠쥠쩠쭠챠쵠칠콠큠텠퉠퍠푠할홠흠������怒 
 

oiltester是款便携式測量儀器，專門用於快速檢測煎炸油的使用狀況,

本儀器經過特殊設計，同樣適合於左手和右手的操作使用。  

TPM 值（總極性組織） 反映了食用油在煎炸過程中由於高温所導致

的劣變。 

下述的測量任務可由 oiltester完成：  

 顯示煎炸油的温度值：準確指示煎炸油的實際油温，校核煎炸鍋

自帶温度表準確度。 

 顯示 TPM 值: 煎炸油老化變質程度的指示。 

傳感器以電容的原理進行工作，來確定總極性組織的含量，以%作為

單位。 

酸價用於評估未煎炸過油的品質，oiltester不用於酸價的檢測。  

 
所測得煎炸油的油温至少為 40 ℃，最高為 200℃。 

 

 
 

 
產品的下列組件都是根據條例（EC）1935/2004 所設計，適

用於與食品的長期接觸式測量。 

探頭是從測量尖端至探頭手柄或塑料外殼前的 1cm 處，操作

時，請根據操作手册中的規定的浸入深度或者探頭上的標

誌。 
  

ྎఢ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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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性能 參數 

測量參數 温度：40.0～200.0 ℃ 

TPM：0.5～40% 
精度 温度：± 1.5 ℃ 

TPM1
：± 0.5 % 

分辨率 温度：± 0.5 ℃ 

TPM：± 0.5 % 
電源 電池：2 AAA 型電池

20℃下的電池使用

壽命 
連續使用時間約 25 小時（相應的 500 次測

量）。 
温度傳達器 PTC 傳感器 
TPM傳感器 電容傳感器 (oiltester) 
操作温度 0 ～ +50 ℃ 
儲存温度 -20 ～ +70 ℃ 
顯示 LCD，2 行顯示，背光 
重量（包括保護軟

套和手帶） 
164g 

外殼材質 ABS 
TPM響應時間

2 < 30s 
防護等級 裝上保護軟套時IP 65 
保固期 12個月，保修條款：見保修卡 
EC 標準 2004/108/EC 
20℃下的電池使用

壽命 
連續使用時間約25小時（相應的500次測

量）。 

                                                           
1
在環境温度為 25 ℃條件下 

2 在環境温度為 25 ℃條件下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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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ꅠꉠꍠꑠꕠꙠꝠꡠꥠꩠꭠ걠굠깠꽠끠녠뉠덠둠땠뙠띠론률멠뭠뱠뵠빠뽠쁠셠쉠썠쑠애왠읠졠쥠쩠쭠챠쵠칠콠큠텠퉠퍠푠할홠흠������怒   
 

 

警示 LED 燈 

顯示屏 

 

控制按鈕 

 

電池盒（儀器背面） 

 

 

探頭棒 

 

最大浸入深度 

 
最小浸入深度 

油質（%TPM）和温度探頭 
 
 

 
 

  / 

 超過温度的量程上限  

 低於温度的量程下限  

 LED 警報激活 

 聲音警報激活 

 配置模式或者 TPM 極限值被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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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電池容量低下（約還能使用 3 小時） 

 電池耗盡（約還能使用 1.5 小時） 

Alarm 超越 TPM 極限值 

Hold 讀數保持（手動） 

Auto Hold 讀數保持（自動） 

°C/°F 温度單位為℃ 或者 °F 
 
 

 

當LED被激活並且

000亮起：LED警報

亮成綠色 

儀器已經準備好進行測量了，探頭没有浸在油

中。 

温度讀數 >190並閃

爍 
測量温度高於 190 ℃。 

如果聲音警報在開啟狀態的話，雙聲音信號會

響起。 
 
 

 ꅠꉠꍠꑠꕠꙠꝠꡠꥠꩠꭠ걠굠깠꽠끠녠뉠덠둠땠뙠띠론률멠뭠뱠뵠빠뽠쁠셠쉠썠쑠애왠읠졠쥠쩠쭠챠쵠칠콠큠텠퉠퍠푠할홠흠������怒 
 

/

[ /Hold]  開/關儀器 

 手動保持讀數 

 配置儀器 

[ ]  設定 TPM 的上限值 

 配置儀器 

[ ]  設定 TPM 的下限值 

 配置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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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ꅠꉠꍠꑠꕠꙠꝠꡠꥠꩠꭠ걠굠깠꽠끠녠뉠덠둠땠뙠띠론률멠뭠뱠뵠빠뽠쁠셠쉠썠쑠애왠읠졠쥠쩠쭠챠쵠칠콠큠텠퉠퍠푠할홠흠������怒   

電池（AAA 型） 

鎖定 TPM 極限值的開關，見 17 頁和配置頁

19 頁。 
 

4.2.   
 

 

儀器通過 2 節 AAA 型電池供電。交貨附件中包含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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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ꅠꉠꍠꑠꕠꙠꝠꡠꥠꩠꭠ걠굠깠꽠끠녠뉠덠둠땠뙠띠론률멠뭠뱠뵠빠뽠쁠셠쉠썠쑠애왠읠졠쥠쩠쭠챠쵠칠콠큠텠퉠퍠푠할홠흠������怒 
 

5.1.  
 

 ꅠꉠꍠꑠꕠꙠꝠꡠꥠꩠꭠ걠굠깠꽠끠녠뉠덠둠땠뙠띠론률멠뭠뱠뵠빠뽠쁠셠쉠썠쑠애왠읠졠쥠쩠쭠챠쵠칠콠큠텠퉠퍠푠할홠흠������怒 
 

 

注意 

> 插入電池時，請留意電池的正負極方向（電池固定架表面上標有

標籤）。  
 

 
 

1. 卸下儀器的保護軟套（見圖片）。 

2. 打開儀器背部的電池盒。 

3. 插入電池。 

- 儀器自動開啟。 

- 顯示測試啟動，所有部分亮起。 

- 固件型號顯示。 

- 儀器進入測量模式。 

- 000燈亮起，LED 等亮成綠色，儀器可以開

始進行操作。 

4. 關閉電池盒。 

5. 重新裝上保護軟套。 

6. 如果需要的話關閉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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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ꅠꉠꍠꑠꕠꙠꝠꡠꥠꩠꭠ걠굠깠꽠끠녠뉠덠둠땠뙠띠론률멠뭠뱠뵠빠뽠쁠셠쉠썠쑠애왠읠졠쥠쩠쭠챠쵠칠콠큠텠퉠퍠푠할홠흠������怒 

 

 在使用儀器測量時 

✓  儀器裝備了保護軟套。 

1. 小心將手帶的開口穿過儀器的探頭棒。 

2. 將手帶和保護軟套的接口接上，並使其長度方便手穿

過。  

 

 

 儀器的儲存 

✓  儀器裝備了保護軟套。 

1. 將手帶和保護軟套的接口接上。 

2. 將手帶的開口掛在合適的吊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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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5.2.1. /

   

> 按下[ /Hold] (< 1 秒)。 

- 顯示測試啟動，所有部分亮起。 

- 儀器序列號顯示。 

- 儀器進入測量模式，儀器可以開始進行操作。 

 

> 按下[ /Hold] 约 3 秒。 

 - 顯示屏變暗，儀器自動關閉。 
 

5.2.2. LED  

LED 警報顯示了所測得 TPM 值所處的限值範圍：   
 

綠色 所測的TPM值低於下限值 
橙色 所測的TPM值位於上下限之間 
紅色 所測得TPM值高於上限值 

 

LED 警報在交貨時，兩個 TPM 極限值的缺省設置如下：   
 

極限值下限 20% 
極限值上限 24% 

 

想要激活/解除 LED 警報：請參考儀器的配置，第 17 頁。 

想要看到 TPM 極限值：請參照 TPM 極限值，第 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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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随著電池容量的不斷减少，顯示屏中會亮起（ ）標誌，這意味

著，剩餘的電池容量大概還能供儀器使用 3 個小時（約 60 次測

量）。如果電池耗盡的標誌 亮起意味着剩餘的電池容量可供儀器

使用 1.5 個小時（約 30 次測量）。 

如果電池電壓過低，儀器會自動關閉。 

> 更換電池，請見電池的更換，24 頁。 
 

5.2.4. 
測量值能够通過手動操作，進行保持。 

要求：探頭浸入在油中。 

1. 迅速按下[ /Hold] (< 1 s). 

- Hold 在屏幕中顯示。 

- 讀數被保持。 

2.  想要切換至測量模式: 迅速按下[ /Hold] (< 1 s)。 

- Hold 功能被解除。 

- 屏幕顯示當前讀數。 
 

5.2.5. 
當 Auto Hold 功能被激活時，測量值會在測量達到終值時自動保持

鎖定。 

想要激活/解除 Auto Hold 功能：請見儀器的配置，17 頁。 
 

5.2.6. 
當 Auto off 功能被激活時，儀器會在一段時間之後自動關閉。 

 如果儀器在測量模式中：儀器會在 2 分鐘後自動關閉。    

 如果儀器在保持，配置或者警報設置狀態中：儀器會在 10 分鐘

後自動關閉。    

想要激活/解除 Auto off 功能：請見儀器的配置，17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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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TPM
 

 
TPM 極限值能够在 4～40%的範圍内設置。上限值(High
Alarm)必須至少比下限值(Low Alarm)高 1%。 

 

TPM  

要求：儀器處在測量模式下： 

1. 按住[ ]約 2 秒。 

- High Alarm 和設置上限值選項顯示在屏幕中。 

- 如果 LED 警報處在激活狀態：LED 警報亮成紅色。 

2. 使用[ ]或者[ ]設置上限值（持續按住可快速更換數值）。   

3. 使用[ /Hold]確認。 

- 新的上限值被確認。 

- 儀器進入測量模式，並且可以進行操作。 

TPM    

要求：儀器處在測量模式下： 

1. 按住[ ]  約 2 秒。 

- Low Alarm 和設置下限值選項顯示在屏幕中。 

- 如果 LED 警報處在激活狀態：LED 警報亮成紅色。 

2. 使用[ ]或者[ ]設置下限值（持續按住可快速更換數值）。 

3. 使用[ /Hold].確認。 

- 新的下限值被確認。 

- 儀器進入測量模式，並且可以進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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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 TPM
TPM 極限值可以進行鎖定或者解鎖。儀器出廠設置為未鎖定的狀態 
(開關 1 處於 ON 的位置)。 

要求：儀器未安裝保護軟套。儀器處在測量模式或者關閉狀態。 

1. 打開儀器背面的電池盒。 

2. 使用細長的物體調節開關 1。 

- TPM 極限值被鎖定(位置 1)/未鎖定(位置 ON)。 

3. 關上電池盒。 
 

5.2.9. 

 ꅠꉠꍠꑠꕠꙠꝠꡠꥠꩠꭠ걠굠깠꽠끠녠뉠덠둠땠뙠띠론률멠뭠뱠뵠빠뽠쁠셠쉠썠쑠애왠읠졠쥠쩠쭠챠쵠칠콠큠텠퉠퍠푠할홠흠������怒 
 

 ꅠꉠꍠꑠꕠꙠꝠꡠꥠꩠꭠ걠굠깠꽠끠녠뉠덠둠땠뙠띠론률멠뭠뱠뵠빠뽠쁠셠쉠썠쑠애왠읠졠쥠쩠쭠챠쵠칠콠큠텠퉠퍠푠할홠흠������怒  ꅠꉠꍠꑠꕠꙠꝠꡠꥠꩠꭠ걠굠깠꽠끠녠뉠덠둠땠뙠띠론률멠뭠뱠뵠빠뽠쁠셠쉠썠쑠애왠읠졠쥠쩠쭠챠쵠칠콠큠텠퉠퍠푠할홠흠������怒 

設置温度單位 °C 或者°F 

設置Alarm LED  on：LED 警報被激活 

off：LED 警報被解除 
設置聲音Alarm  on：聲音警報被激活 

off：聲音警報被解除 
自動保持讀數(Auto Hold) 
 

on：儀器會自動保持讀數 

off：儀器不會自動保持讀數 
設置顯示屏背光  on：顯示屏背光啟動 

off：顯示屏背光關閉 
自動關閉儀器(Auto off) on：儀器會在一段時間之後自動

關閉 

off：儀器不會自動關閉 
執行設定(CAL) on：執行設定 

off：不執行設定 
執行歸位重置(rSt) 
 

on：恢復到出廠設定值 

off：不會進行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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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ꅠꉠꍠꑠꕠꙠꝠꡠꥠꩠꭠ걠굠깠꽠끠녠뉠덠둠땠뙠띠론률멠뭠뱠뵠빠뽠쁠셠쉠썠쑠애왠읠졠쥠쩠쭠챠쵠칠콠큠텠퉠퍠푠할홠흠������怒 

配置模式可退出以取消配置。注意：在校準和設定過程中，配置模

式不能進行取消。 

> 按下並按住[ /Hold]] 約 1 秒。 

- 配置模式被取消。 

- 儀器轉為測量模式。 

- 先前的設置會被應用。 
 

 ꅠꉠꍠꑠꕠꙠꝠꡠꥠꩠꭠ걠굠깠꽠끠녠뉠덠둠땠뙠띠론률멠뭠뱠뵠빠뽠쁠셠쉠썠쑠애왠읠졠쥠쩠쭠챠쵠칠콠큠텠퉠퍠푠할홠흠������怒  ꅠꉠꍠꑠꕠꙠꝠꡠꥠꩠꭠ걠굠깠꽠끠녠뉠덠둠땠뙠띠론률멠뭠뱠뵠빠뽠쁠셠쉠썠쑠애왠읠졠쥠쩠쭠챠쵠칠콠큠텠퉠퍠푠할홠흠������怒  

要求: 儀器處在關閉狀態。   

1. 打開儀器，並且在屏幕自檢過程中，同時按住[ /Hold]和[ ]至
少 3 s。 

- 顯示屏中°C 或者°F 亮起。 

2. 使用 或者  設置温度單位(℃/°F)。 

3. 按下[ /Hold]確認設置的温度單位。 

- 顯示屏中亮起 Alarm 和 on 或者 off。 

4. 按下[ ]或者[ ] 打開(on)或者關閉(off)LED 警報。 

5. 按下[ /Hold]確認。  

- 顯示屏中亮起 Alarm 和 on 或者 off。.  

6. 按下[ ]或者[ ]打開或者關閉 Auto Hold。 

7. 按下[ /Hold] 確認。 

- 顯示屏中亮 Auto Hold 和 on 或者 off。  

8. 按下[ ]或者[ ]打開或者關閉 Auto Hold。 

9. 按下[ /Hold] 確認。 

- 顯示屏中亮起 和 on 或者 off（顯示屏背光）。 

10. 按下[ ]或者[ ]打開或者關閉顯示屏背光。 

11. 按下[ /Hold]確認。 

- 顯示屏中亮起 Auto off 和 on 或者 off。 

12. 按下[ ]或者[ ]打開或者關閉 Auto off。 

13. 按下[ /Hold]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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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示屏中亮起 CAL和 on或者 off。 
 

 
如果您希望對儀器繼續進行設定和校正：請接下來閱讀儀器

的設定和校正章節，第25頁。 

如果您没有對儀器進行校正和設定的需要，請接下來看第 14
步驟。 

 
 

14. 按下[ ]或者[ ]來解除設定/校正功能(off)。 

15. 按下[ /Hold].確認。 

- rSt和 on或者 off亮起。 

16.  按下[ ]或者[ ]選擇 on (= 删除校準值: 出廠設定) 或者 off (= 
不設定)。 

17.  按下[ /Hold]確認。 

- 全部的設定值被確認。 

- 儀器進入測量模式。  
 

5.2.10. /
您能够鎖定/解鎖配置模式中的設定值。儀器出廠時，處於配置模

式。解鎖狀態(開關 2 處在 ON位置)。 

要求：儀器未安装保護軟套並且處於關機狀態。 

1. 打開儀器背面的電池盒。 

2. 用細長的物體撥動開關 2。 

- 配置模式鎖定(位置 2)/解鎖(位置 ON)。 

3. 關上電池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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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1.  ꅠꉠꍠꑠꕠꙠꝠꡠꥠꩠꭠ걠굠깠꽠끠녠뉠덠둠땠뙠띠론률멠뭠뱠뵠빠뽠쁠셠쉠썠쑠애왠읠졠쥠쩠쭠챠쵠칠콠큠텠퉠퍠푠할홠흠������怒  ꅠꉠꍠꑠꕠꙠꝠꡠꥠꩠꭠ걠굠깠꽠끠녠뉠덠둠땠뙠띠론률멠뭠뱠뵠빠뽠쁠셠쉠썠쑠애왠읠졠쥠쩠쭠챠쵠칠콠큠텠퉠퍠푠할홠흠������怒  
oiltester 可以實現快速的連續測量，在完成一次測量後無需等待即

可直接進行下一次測量。 

/

原則上，所有進行煎炸的油和脂類都能進行測量。 

如油菜油，大豆油，芝麻油，棕櫚油，橄欖油和花生油等植物油，

動物的油脂也能進行測量。根據油脂種類的不同，新鲜油的 TPM 值

會在幾個百分比之間浮動，煎炸油的最大使用時間也各不相同。 

例如，新鲜的棕櫚油擁有比其他油種更高的%TPM 初始值，但是其

老化的速度却比其他油慢的多。 

oiltester是為測量純的油/脂類產品所設計的，如果使用添加劑，所

測结果可能發生偏差。 

/oiltester 

煎炸油是不同極性物質的混合體。在煎炸油老化的過程中，高極性

成份的數量會增加。實驗室的層析柱法可以區分極性和非極性物

質，極性組織占煎炸油總組織的含量被定義為%TPM 值（總極性組

織）。 

層析柱法測%TPM 值可能會因為極性組織和非極性組織邊界的設置

而產生些微的變化。 

根據油脂的類型的不同，極性組織和非極性組織的極性可能也會產

生輕微的變化，但是此變化層析柱法是無法辨識出来的。 

而另一方面，oiltester可以測量煎炸油的整個極性，從而得到實際

的極性組織和非極性組織。因此，在某些測量中，oiltester的測量

值可能會高於或者低於層析柱法的測量结果。 

例如椰子油，oiltester 對其所測得的 TPM 值高於層析柱法，這種油

是不適合深度煎炸的，主要適合於平底鍋的短時間油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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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A) 

oiltester 測量深度煎炸油油脂中的極性組織的總量，通過這樣來評

估油在深度煎炸後的劣變。而自由脂肪酸是用於判断油脂在常温下

長期存放後的老化程度，該指標不適合用來判断油脂的煎炸變質。

oiltester 不用於測量自由脂肪酸。  

聚合甘油三酸脂(PTG)

聚合甘油三酸脂越來越多的被運用來評估煎炸油的品質。這種方法

的測量結果大多數情况下可與%TPM 值成比例。 

PTG ≈ % TPM/2   
 

6.2.  ꅠꉠꍠꑠꕠꙠꝠꡠꥠꩠꭠ걠굠깠꽠끠녠뉠덠둠땠뙠띠론률멠뭠뱠뵠빠뽠쁠셠쉠썠쑠애왠읠졠쥠쩠쭠챠쵠칠콠큠텠퉠퍠푠할홠흠������怒 
 

 

警告

( )! 

> 請勿觸碰儀器上的熱部位。 

> 如果被燙傷了，立即用冷水冲洗傷口，如果需要的話請就醫。 
 

 
 

 
請遵照下述要點，以便在測量中得到最正確的結果： 

 在測量中請關掉感應電煎鍋，因為電磁場會影響測量結

果。 

 請在測量中把油炸物移出煎炸油並等待 5 分鐘。 

 請在每次測量前或者下一次連續測量前清洗探頭，詳見

探頭的清洗，24 頁。 

 盡量避免讓探頭碰觸金屬物，例如，煎炸篮，鍋壁，因

為這些東西都可能影響測量結果，與金屬物的最小距離

應該為每一邊至少 1cm。 

 煎炸油中油温不均匀可能導致測量錯誤，請在煎炸油中

攪動儀器。 

 如果測量結果被懷疑因為包含水而發生錯誤：請再 5 分

鐘後重複測量（請勿在此期間煎炸，保持油脂的高

温）。如果新的讀數變低了，請在 5 分鐘後再測量一次

直到讀數穩定。 

 請在達到 24%TPM 時更換煎炸油，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

極限值，請務必在達到極限值前更換煎炸油。 

 我們建議您在使用本儀器時佩戴手帶，防止儀器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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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探頭浸入煎炸油，注意浸入深度！ 

- 如果温度在允許的測量範圍内(40 to 200 ℃): 屏幕會閃爍 Auto。 

2. 等待直到屏幕中出現 Auto Hold。 

- 儀器會自動保持讀數。 

3.  讀取讀數。 

4. 想要更改測量模式，短按[ /Hold] (< 1 s)。 

1. 將探頭浸入煎炸油，注意浸入深度！ 

2. 如果温度在允許的測量範圍内(40 to 200 ℃)：等待測量達到终值

(約 20 s)。 

- 屏幕中顯示讀數。 

- 如果温度顯示不再變化，測量就终止了。 

3. 想要保持讀數：短按[ /Hold] (< 1 s)。 

- 屏幕中顯示 Hold。 

- 讀數被保持。 

4. 讀取讀數。 

5.  想要更改測量模式，短按[ /Hold] (< 1 s)。 

6.3.  
客户可自行對儀器進行非調整性自測(精度 +/- 3 % TPM)，我們建議

您在啟用您的新儀器時先對油温 150 到 180 ℃.的未煎炸過的油中先

做下測量。 

我們建議在每次更換新的煎炸油後進行這樣的功能測試。 

1. 油温 150 到 180 ℃.的未煎炸過的油中做測量，見執行測量，21
頁。  

2. 注意讀數。 

3. 重複步驟 1 和 2 數次。 

- 這些讀數的平均值將會成為您今後測量的參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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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更換其他類型的油或者更改油的供應商時，上述的參考值

將需要重新確定。 
 
 

 
如果讀數很離譜，我們建議您在 oiltester 指定油中設定儀器，

請見儀器的設定/校正，25 頁。 
 

 

您的參考值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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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ꅠꉠꍠꑠꕠꙠꝠꡠꥠꩠꭠ걠굠깠꽠끠녠뉠덠둠땠뙠띠론률멠뭠뱠뵠빠뽠쁠셠쉠썠쑠애왠읠졠쥠쩠쭠챠쵠칠콠큠텠퉠퍠푠할홠흠������怒 
 

7.1.  ꅠꉠꍠꑠꕠꙠꝠꡠꥠꩠꭠ걠굠깠꽠끠녠뉠덠둠땠뙠띠론률멠뭠뱠뵠빠뽠쁠셠쉠썠쑠애왠읠졠쥠쩠쭠챠쵠칠콠큠텠퉠퍠푠할홠흠������怒 
  

注意 

> 插入電池時，請留意電池的正負極方向（電池固定架表面上標有

標籤）。 
 

  

要求：儀器 處在關閉狀態。  

1. 打開儀器背部的電池盒。 

2. 取出空電池，並裝入新電池（AAA 型）。 

- 儀器自動打開。 

3. 關閉電池盒。 

- 如果需要，關閉儀器。 
 

7.2.  ꅠꉠꍠꑠꕠꙠꝠꡠꥠꩠꭠ걠굠깠꽠끠녠뉠덠둠땠뙠띠론률멠뭠뱠뵠빠뽠쁠셠쉠썠쑠애왠읠졠쥠쩠쭠챠쵠칠콠큠텠퉠퍠푠할홠흠������怒 
 

 

警告

( )!  

> 請勿觸碰儀器上的熱部位。 

> 在清洗前先讓儀器充分冷却。 

> 如果被燙傷了，立即用冷水冲洗傷口，如果需要的話去就醫。 
 

 
 
 

> 使用弱性的清潔劑，標準的清水或者肥皂水清洗。 

> 用軟紙巾輕輕的清洗探頭，或者在清水中冲洗。 

> 用軟紙巾小心擦乾探頭。 

 

頭  ꅠꉠꍠꑠꕠꙠꝠꡠꥠꩠꭠ걠굠깠꽠끠녠뉠덠둠땠뙠띠론률멠뭠뱠뵠빠뽠쁠셠쉠썠쑠애왠읠졠쥠쩠쭠챠쵠칠콠큠텠퉠퍠푠할홠흠������怒 

1. 將探頭插入熱油。 



  25 

2. 將探頭和探頭棒冷却直到没有燙傷的危險。 

3. 在油渣冷却前清洗探頭。 
 

7.3. / /  
要求：儀器處關閉狀態，儀器未安裝保護軟套和手帶。 

 
 

注意

/ / ！

> 請勿使用尖利物。 

> 請勿使用侵蝕性强的清清潔劑和溶劑。 
 

 
 

 
保護軟套和手帶能在洗碗機中清洗。 

 

> 使用弱性的清潔劑，標準的清水或者肥皂水清洗。 

> 用濕布清洗外殼/保護軟套/手帶。 

> 乾燥外殼/保護軟套/手帶。 
 

7.4. /  
您能够運用oiltester 指定油對您的儀器精度進行校準。如果讀數與參

考值偏離較大，將來的其它讀數可以參照參考值做調整。 
 

 
 應定期用指定油對 oiltester進行校準，校準精度+/- 2.5 

% TPM 。我們建議您每月 1 次，以確保檢測精度、保證

品質。 

 我們建議您在標定/校準傳感器的時候使用oiltester的指定

油(訂貨號 0554 2650（瓶）或 0554 2651（3 瓶）。 

 由於傳感器經常暴露在温度變化大的環境或污染物質

中，所以我們建議您每年到oiltester售後部門做一次檢查，

更多的資訊請查閱 www.vitooil.com。 

 因為測量是生產品質保證的一部分(e.g. ISO 9001), 我們

建議每年對標定證書進行續約(精度+/- 2 % TPM). 更多的

資訊請查閱 www.vitooil.com。 
 
 
 

/ꅯꉯꍯꑯꕯ꙯ꝯꡯꥯꩯ걯굯깯꽯끯녯뉯덯둯땯뙯띯롯륯멯뭯뱯뵯빯뽯쁯셯쉯썯쑯앯왯읯졯쥯쩯쭯챯쵯칯콯큯텯퉯퍯푯핯홯흯������說/  

1. 在標定/校準前清洗探頭，見探頭的清洗，24 頁。. 
 

 
在標定油温很高時，禁止在標定油中加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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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水中加熱標定油瓶: 

 在室温中進行標定（约 20 ～ 25 ℃）。

 在約 50℃下進行校準。 

  
 

 
 

/  

1. 打開儀器，在屏幕測試時同時按下 [ /Hold] 和 [ ] 约 3 s。 

- 屏幕中亮起°C 或者°F 。 

2. 在配置模式中按住 [ /Hold] 直到 CAL 和 on 或者 off 在顯示屏

中亮起。 

3. 使用 [ ] 或者 [ ] 打開標定/校準功能。 

4. 按下 [ /Hold] 確認選擇。 

- 顯示屏亮起 OIL 和 CAL 。 
 

 

 
如果將標定油瓶持在手裡會對標定/校準產生消極的影

響。 
 

5. 將探頭浸入標定油，注意浸入深度！  

6. 按下[ /Hold]開始標定/校準程序。為了更快的獲得讀數，

在油中攪動探頭。 

 
當探頭未浸入在油中或從油中取出，標定/校準功能將

會終止。 

- 控制鍵被鎖定。 

- 如果 LED 警報被激活，LED 警報亮起成紅色。 

- 測量的 TPM 值和温度值會在儀器中顯示。 

- 當得到穩定的讀數並且 LED 警報被激活：控制鍵被解鎖，

LED 警報亮成綠色。 
  
 
  
 

7. 對比顯示屏中的值和標定油瓶標籤上的參考值。 

> 如果差值>1%，需要進行校準，繼續進行第 8 步。 

> 如果差值<=1%，不需要進行校準，直接進入第 9 步。 

 
與工廠校準相比，使用標定油校準精度要差

0.5%T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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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使用[ ]或者[ ]來設置 TPM 值，使之與標定油瓶標籤上的值相

同。 

9.  按下[ /Hold]確認選擇。 

- 屏幕亮起 rSt和 on或者 off。 

10.  使用[ ]或者[ ]選擇 on (= 删除校準值並恢復至出廠設置) 或者

off (= 不會重置校準值)。 

11.  按下[ /Hold]確認選擇。 

- 所有設置值將被確認。 

- 儀器進入測量模式。 
 

8
 

8.1.
 

  ꅠꉠꍠꑠꕠꙠꝠꡠꥠꩠꭠ걠굠깠꽠끠녠뉠덠둠땠뙠띠론률멠뭠뱠뵠빠뽠쁠셠쉠썠쑠애왠읠졠쥠쩠쭠챠쵠칠콠큠텠퉠퍠푠할홠흠������怒 

亮起並閃爍 40 低於測量量程 

> 提高油温。 

亮起並閃爍 200 高於測量量程 

> 降低油温。 

電池符号 亮起 電池容量低下（約還能使用 3 小時）  

> 更換電池請見 24 頁。 

電池符号 閃爍 電池耗盡（約還能使用 1.5 小時） 

> 更換電池請見 24 頁。 

000亮起 探頭未浸入油中 

> 將探頭浸入油中。 

Alarm亮起並且  閃爍 TPM 極限值鎖定 

> 解鎖 TPM 極限值，見鎖定/解鎖

TPM 極限值，17 頁。 

Conf 亮起並且  閃爍  配置模式鎖定 

> 解鎖配置模式，見鎖定/解鎖配置模

式，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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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ꅠꉠꍠꑠꕠꙠꝠꡠꥠꩠꭠ걠굠깠꽠끠녠뉠덠둠땠뙠띠론률멠뭠뱠뵠빠뽠쁠셠쉠썠쑠애왠읠졠쥠쩠쭠챠쵠칠콠큠텠퉠퍠푠할홠흠������怒 

Err 1 亮起 TPM 探頭損壞 

> 請聯絡oiltester售後部門或者您的

經銷商。 

Err 2 亮起 温度探頭損壞 

> 
 

Err 3 亮起 TPM 探頭和温度探頭都損壞 

> 
 

Err 4 亮起 其它部件損壞 

> 
 

SEr 亮起 當進行校準時，發現 TPM 值的偏差大

於 10%。 

> 我們建議您將儀器送至oiltester售後

部門檢查。  

 
 

如果您還有其他問題，請聯絡您的代理商或者德國的客服部門，聯絡

資訊請見文件背面或者上網站www.vitooil.com  
 

請聯絡oiltester售後部門或者您的

經銷商。

請聯絡oiltester售後部門或者您的

經銷商。

請聯絡oiltester售後部門或者您的

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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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ꅠꉠꍠꑠꕠꙠꝠꡠꥠꩠꭠ걠굠깠꽠끠녠뉠덠둠땠뙠띠론률멠뭠뱠뵠빠뽠쁠셠쉠썠쑠애왠읠졠쥠쩠쭠챠쵠칠콠큠텠퉠퍠푠할홠흠������怒 
 

  

oiltester包括保護軟套和手帶，鋁製儀器

箱和oiltester指定油 
0563 2700 

oiltester的鋁製儀器箱（備件）  0516 2650 

保護軟套，保護儀器不受損壞（備件） 0192 0963 

保護軟套附带的手帶（備件） 0192 1279 

oiltester的 ISO 標定證書，標定點 3%和
24%TPM 

0520 0028 

oiltester 指定油（1 瓶） 0554 2650 

oiltester 指定油（3 瓶） 

 

0554 2651 

 

如果您還有其他問題，請聯絡您的代理商或者德國的客服部門，聯絡

資訊請見文件背面或者上網站www.oiltester.com 



0970 2700 cn 02 V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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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02-2692-2288  FAX: 02-2692-1166

E-Mail: yanger.mail@msa.hinet.net

Http://www.justco.com.tw

JUSTCO


	封面.pdf
	p2.pdf
	p3.pdf
	p4.pdf
	p5.pdf
	p6.pdf
	p7.pdf
	p8.pdf
	p9.pdf
	p10.pdf
	p11.pdf
	p12.pdf
	p13.pdf
	p14.pdf
	p15.pdf
	p16.pdf
	p17.pdf
	p18.pdf
	p19.pdf
	p20.pdf
	p21.pdf
	p22.pdf
	p23.pdf
	p24.pdf
	p25.pdf
	p26.pdf
	p27.pdf
	p28.pdf
	p29.pdf
	p30.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