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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机器启动 

 

光谱仪启动时注意事项： 

（1）光谱仪两次开机之间至少应相隔 20min，以防频繁启动烧

毁内部元器件 

（2）光谱仪背面有 5 个开关，开机时按照编号 1~5 依次按下，

两开关按下之间应相隔 20s 左右。关机时，按照编号 5~1 依次按下。 

 

图 光谱仪开关 

（3）打开氩气阀，使气压保持在 0.2~0.4MPa 之间 

（4）维持瓶内气压在 2~3MPa 以上，若气压低于该值，则应更

换新的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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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登陆 

1、开机 

开机用户名：arlservice 

密码：369852147 

2、进入 OXSAS 系统 

账号：（1）!SERVICE!      密码：ENGINEER 

（2）！MANAGER！  密码：无 

（3）！USER！       密码：无 

 

通常使用“MANAGER”权限即可 

3、检查仪器状态 

快捷键 F7 进入仪器状态检查界面： 

VACUUM：真空度 

SPTEMP：真空室温度 

MAINS：电源电压 

NEG-LKV：-1000V 电源 

POS.5V：+5V 电源 

POS.12V：+12V 电源 

NEG.12V：-12V 电源 

POS.24V：+24V 电源 

NEG.100V：-100V 电压 

 

权
限
：
由
高
到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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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据备份及数据恢复 

数据备份及恢复分为软件内部操作、软件外部操作。 

1、数据备份 

（1）软件内部备份：操作页面中选择“脱机模式”，待页面变灰

后点击“备份数据”按钮，输入相应的文件名（例如：

20101019OXSAS_DB.BAK）以防止将先前数据覆盖，然后点击备份

即可。 

（2）软件外部备份：退出 OXSAS 操作系统，进入其相应的数

据备份及恢复程序“OXSAS Full Backup Restore”，然后选择“备

份数据库”按钮下的“备份”选项即可（系统自动选择路径并生成相

应文件名）。 

2、数据恢复 

（1）软件内部恢复：操作页面中选择“脱机模式”，待页面变灰

后点击“恢复数据库”按钮，选择之前备份的数据库，恢复即可。 

（2）软件外部恢复：退出 OXSAS 操作系统，进入其相应的数据

备份及恢复程序“OXSAS Full Backup Restore”，然后点击“恢

复数据库”按钮，选择相应数据库，点击“RESTORE”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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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积分描迹 

1、操作步骤 

（1）找出 RN19 样块，中心点至于激发台上 

（2）用 FELAST 激发一次样品（即做一次定量分析） 

（3）打完样品后不换点 

（4）进行狭缝定位 

①找到“工具”下的“光学检查”然后点击“积分描迹” 

②在“文件”菜单下点击“打开”，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

中打开“PROFILE RN19”文件 

③按规定方法[2]调节旋钮至相应位置（从 90°开始，每次

增加 2°，到 110°） 

④点击“测量下一刻度” 

⑤重复③④步，直到旋钮调节至 110° 

⑥完成后点击“峰值”下的“显示峰值位置” 

⑦按照所显示的“平均峰值”调整旋钮位置 

２、注意事项 

（１）操作过程中样品始终不换点 

（２）在由大到小调节旋钮时，应多退 10~15 个刻度，然后

再调至相应位置（例：将旋钮由 110°调节至 97°，应先将旋钮

调至 82°～87°之间，然后再调节到 97°） 

（３）当机器运输、搬动后，或者标准化后分析数据不理想

偏差较大时才进行该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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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漂移校正 

漂移校正又称作标准化  

由于电器元件，光学元件及环境不稳定，会造成仪器漂移。

漂移校正使仪器能够提供精确可靠地结果。 

1、操作步骤 

（1）“分析和数据”模式下选择“漂移校正”，其快捷键为 F3 

（2）在“任务”栏中选择“SUS”（Setting Up Sample） 

（3）选择与样块相应的漂移校正样 

（4）“元素格式”与“结果格式”均选择“SUS OES” 

（5）点击“样品名 OK+开始” 

（6）样品换点（换点时注意贴近样品边缘，以增加样品使用次

数） 

（7）该样品校正完成后点击“完成” 

（8）同样方法对另一样块进行分析 

（9）两样块均校正完成后，确定数据无误，点击“漂移校正”

下的“完成”，在随后弹出的对话框中均选择“Yes” 

2、注意事项 

（1）数据中标准偏差%一般不大于 5%（除数值较大时应根据实

际情况判断） 

（2）一般情况下选取三个有效点作为计算标准 

（3）两样块均要进行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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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需要做漂移校正的情况： 

    ①仪器运输、搬运后 

    ②根据要求定期进行 

    ③积分描迹后 

    ④更换氩气后 

    ⑤分析数据不理想，偏差较大时 

    ⑥仪器维护维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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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分析生产样品 

1、操作步骤 

（1）在“分析和数据”模式下选择“定量分析”，其快捷键为

F10 

（2）在“任务”栏中选择“Conc-Fe”（铁基体） 

（3）在“方法”栏中选择“FELAST”（铁基体低合金） 

（4）“结果格式”选择“ARL by RUNS”，“元素格式”选择

“Matrix-Fe” 

（5）填入相应的样品名称 

（6）点击“样品名 OK+开始” 

（7）激发后完成 

2、注意事项：生产样品通常激发两个有效点已经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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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利用“类型标准校正”程序对生产样品进行分析 

1、定义类型标样校正程序 

（1）在“操作设置”模式中选择“方法” 

（2）选择“FELAST”程序 

（3）点击“类型标准”窗口右下角的“从方法创建类型标准”，

在弹出对话框后点击“确定” 

（4）在“类型标准”中修改相应的类型名（例如：6140） 

（5）“默认参数选项”中选择“完整更新” 

（6）“基本校正模式”中选择“类型校正” 

（7）“类型”中选择“固定的” 

（8）“固定[H]”中填入“0” 

（9）打开类型名前的“+”展开菜单 

（10）编辑所要校正的元素，在“初始值”中填入标准值 

（11）“校正类型”选择“旋转” 

（12）保存 

2、更新类型标样 

更新类型标样又称为类型标样标准化 

（1）在“分析和数据”中选择“测量类型标准化”，其快捷键为

F4 

（2）选择“当前位置”标签 

（3）在“任务”栏中选择“TS”（Type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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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元素格式”选择“Matrix-Fe”，“结果格式”选择“Type 

Standard” 

（5）选择相应的类型标准（例如：6140） 

（6）放入相应的类标样品进行分析 

（7）点击“样品名 Ok+开始” 

（8）完成 

3、验证类型标样标准化 

（1）在“分析和数据”模式下选择“定量分析”，其快捷键为

F10 

（2）“类型标准”选择与样品对应的类型（例如：6140） 

（3）按照第五章步骤对类标样品进行分析 

（4）分析完成后比对测定值与初始值 

（5）若判定仪器测试结果无误，状态良好则可结束类型标样校

正 

4、利用“类型标样校正”程序对生产样品进行分析 

（1）在“分析和数据”模式下选择“定量分析”，其快捷键为

F10 

（2）“类型标准”选择与样品对应的类型（例如：6140） 

（3）按照第五章步骤对类标样品进行分析 

5、注意事项 

（1）“平移”校正类型是指通过初始值与测量值计算出二者的差

值，以此为基础进行标准化；“旋转”校正类型是指通过初始值与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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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值计算出二者的比例关系，以此为基础进行标准化。 

（2）只有在进行过类型标准化的验证后才可进行生产样品的分

析。 

（3）验证时需激发 3 个有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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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查询结果 

在“分析和数据”中选择“查看结果”，其快捷键为 F8。 

1、不同数据库 

当前页面右下角“载入数据库”中分为“近期结果”、“全部结果、” 

“MORE”。 

（1）近期结果：是指在系统存储的所有数据中，可显示的近期

1000 个数据 

（2）全部结果：是指在当前月份，系统还未对其进行打包的当

月数据 

（3）MORE：可查询到已被系统打包的所有数据包 

2、查看测量结果 

（1）选中某一文件时，右侧的“分析标题细节”栏下的“分析”

选项卡会显示该文件是否被保存，若未进行保存可点击任务栏中的保

存按钮。 

（2）点击所要查看文件前的“+”，展开菜单后即可查询到该次

测量结果，并可通过更改右上角的“选择结果格式”、“选择元素格式”

选择合适的显示格式 

3、修改数据库封存条件 

点击工具栏中的“show archive database”（显示归档数据库）

可对数据库的封存条件进行修改。“存档日程设置”中包括 

禁止：不对数据进行打包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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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以月为单位，对数据进行打包封装 

季：以季度为单位，对数据进行打包封装 

年：以年为单位，对数据进行打包封装 

n 个分析结果之后：在分析结果达到 n 个之后就进行一次打包封

装 

4、设置“样品标识”格式 

在“操作设置”中选择“任务和样式” 

在“样品标识提示”选项卡中，自定义一个新的标识提示名，在

“默认值”一栏中填入想要显示的内容后点击确定。 

在“样品标识”选项卡中选择相应的或自定义一个新的样品标识，

点击该标识前的“+”展开菜单，在下拉框中选择想要使用的已经建

好的“样品标识提示”，然后点击确定。 

回到“任务”选项卡，在相应的任务下（如：分析生产样品时使

用的“Conc_Fe”,或漂移校正时使用的“SUS”）修改其“样品标识”

（在其下拉框中选择已建好的相应的样品标识）即可。 

设置完成后，即可在下一次分析时显示出相应的样品标识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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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仪器的维护及保养 

1、电极的维护 

电极是用来激发样品的，每次激发后电极头上会残留未熔金属，

对下次激发带来影响。因此每次激发样品前或激发后应该用电极刷对

电极进行旋转清理。此时应小心不要使金属刷损伤激发台和分析孔边

缘。同时应清理激发台表面，以便去掉金属粉尘或可能由手指留下的

指纹，清理激发台时用干净的面巾纸擦拭。 

检查电极尖的角度是否为 90°，如若不是 90°，则应更换电极。 

磨损的金属刷已不能很好的用于清理，此时应该更换。 

2、燃烧室的清理 

电极和样品间的放电在燃烧室内发生。因放电燃烧样品留下灰尘

状的黑色沉积。一部分沉积物随着氩气排放到废气收集瓶中，一部分

留在燃烧室内，不及时清理会影响分析结果的准确性。 

清理燃烧室的步骤： 

首先拿下激发台旁的金属挡板，然后旋转激发台一侧的黑色旋

钮，待电极升起后将其拔出，此时应注意不要用手触摸电极头并小心

不要将内部玻璃杯损坏。将固定激发台的两个快速螺丝松开后取下激

发台，待将激发台下的玻璃杯小心取出后用吸尘器清理燃烧室。燃烧

室内有 4 个密封圈，清理时应注意不要丢失。 

清理完成后，再按照顺序将各部分装好。安装电极时应使用量规，

以确保电极位置和高度。电极的作用是产生能量燃烧样品，如果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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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距过大，会导致能量不足，数据偏低；而间距过小，会导致能量过

大，数据偏高，并使电极损耗过大。 

3、换气扇的清理 

光谱仪背面有一个换气扇，应定期将挡板卸下取出内部海绵膜片

用吸尘器进行清理。 

4、过滤器的清理 

光谱仪的过滤器起到了吸附金属粉尘，减少空气中金属污染的作

用。所以应定期清理。清理时将光谱仪后的过滤器桶扭下，将过滤器

芯拿出用吸尘器清理。清理完成后将过滤器芯装入桶内，注意卡住桶

内的底座。 

5、真空泵的维护 

检查真空泵油的液面高度，只有当真空泵的液面高度处于最高和

中间液面高度之间时，真空泵才具有最佳的性能和最长的使用寿命。

建议至少每周检查一次泵油的液面高度，如果液面高度低于中间液面

时，就应该添加少量油，但不能超过最高液面处。 

更换真空泵油 真空泵尤其是在磨合期泵油很容易脏。当油的颜

色变黄变深或泵的噪声加大时就必需更换真空泵油了。建议每半年更

换一次真空泵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