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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型结构图 

1.1. 外型正视图 

 
图表 1 外型正视图 

 
1. USB 插口：可连接 U 盘将数据、图像、视频导出至 PC 端回放 
2. 10 英寸彩色液晶屏； 



 

 

3. 总电源开关：给整个仪器通电，当电路主回路或控制回路发生故

障切断电源，避免事故发生；  
4. 电动开门按键：在仪器开机时可用于炉门的便捷打开； 
5. 视窗：炉门上的金属网孔，可以观察炉腔内的情况； 

1.2. 外型立体图 

 
图表 2 外型立体图 

 
6. 空气开关：用于漏电保护，当电流过载后会自动断开； 
7. 电源插座：可插拔电源线插座； 
8. 电源插头：16A 电源插头； 
9. 电源线：220V 交流电源插线; 
10. 排风口：用于连接耐高温、耐腐蚀的排风管道； 



 

 

2. 安装 

2.1. 整机安装步骤 

4.1.1 将包装物全部取出； 

4.1.2 Super 微波消解萃取工作站（以下简称消解仪）主机重约 80Kg，

请平稳放置在室内有足够支撑力的水平台面上； 

4.1.3 工作站应放在通风干燥、无腐蚀性气体的环境中，并请避开热

源、阳光直射以及蒸汽； 

4.1.4 不要靠近窗帘、门帘等易燃物品。 

4.1.5 请勿在工作站的顶部放置任何其它物件； 

4.1.6 工作站的左右两侧以及后壁与周围墙壁之间至少留出 20cm 空

间，并且不可除去底脚； 

4.1.7 切勿遮蔽工作站两侧以及后壁上的通风孔； 

4.1.8 将工作站的排风管接到通风良好处，或者通风柜中； 

4.1.9 请您务必保证工作站的良好接地，并最好确保额定载流量大于 

15A。仪器装机功率 3000W，须使用能承载 3000W 功率的电线，插

头为 16A 插头，承载插座的电线截面积应≥2.5mm2。 

 
2.2. 实验装置的安装 

各种不同工作模式的组装示意图中所列各部件如下 

 

 

 

注意：YXMD-II 的额定电压为 220V、额定电流为

14A，接地不好容易导致漏电。请您务必保证实验室

插座接地良好，额定载流量大于 15A。 ！ 



 

 

1. USB 插口：可连接 U 盘将数据、图像、视频导出至 PC 端回放 
2. 10 英寸彩色液晶屏； 
3. 总电源开关：给整个仪器通电，当电路主回路或控制回路发生故

障切断电源，避免事故发生；  
4. 电动开门按键：在仪器开机时可用于炉门的便捷打开； 
5. 视窗：炉门上的金属网孔，可以观察炉腔内的情况； 
6. 空气开关：用于漏电保护，当电流过载后会自动断开； 
7. 电源插座：可插拔电源线插座； 
8. 电源插头：16A 电源插头； 
9. 电源线：220V 交流电源插线; 
10. 排风口：用于连接耐高温、耐腐蚀的排风管道； 
11. 门勾： 
12. 120°角炉门：多层防护，具有良好的微波屏蔽效果； 
13. 转轴器总成：合金材料，表面防腐涂层，是压力传感器和温度传

感器电控制的连接件，随转盘一起被动旋转，避免传输线相互缠绕干

涉； 
14. 温度传感器航空插头：位于高温屏蔽线的上端，在单罐情况下与

温度传感器插座连接，在多罐平行情况下与转轴器总成上插孔连接 
15. 压力传感器航空插头：位于压力传感器传输线的上端，与转轴器

总成下插孔连接； 
16. 温度传感器针式探头：温度传感器针式探头：PT1000 铂电阻不锈

钢铠装，表面镀铂金防腐涂层； 
17. 消解罐架 
18. 测压螺母：中间有 1mm 小孔，内有螺纹的四氟连接件； 
19. 测压管：PFA 材料制成，具有耐腐蚀、耐高温高压的特性；测压

时将罐内的压力导出； 
20. 主罐顶丝：具备传感器插孔的顶丝，用于压紧 PEEK 垫片，密封

整个消解罐，结构有别于副罐顶丝，主罐顶丝具备传感器插孔； 



 

 

21. 传感器插孔：位于主罐顶丝上，直径为 4mm 的小孔，下端连接传

感器保护杆，传感器针式探头可以从该孔插入保护杆内对罐子内样品

测温； 
22. 测压螺栓: 为主内罐盖上的一个螺纹柱，中间有 1mm 小孔与罐内

相通，主要作用是连接测压管总成的测压螺母； 
23. PEEK 垫片： 
24. T 嘴主罐盖：材质为改性聚四氟乙烯，有温度和压力传感器接口，

模压聚四氟材料车制而成，密封性好，具有良好的耐腐蚀、耐高温、

耐蠕变性能； 
25. 泄压孔：  
26. 加强圈； 
27. 传感器保护套：在主内罐盖下端内径为 4mm 的盲管，上端为传感

器插孔，传感器针式探头从传感器插孔插入在传感器保护杆内测温； 
28. 内罐体：盛放样品的容器，改性聚四氟材料制成，具有良好的耐

腐蚀性、耐高温、抗蠕变性能。不区分主罐或副罐，可以互换使用； 
29. PEEK 杯式外罐：为进口 PEEK 复合材料制成，具有机械强度高、

耐高温、耐冲击、阻燃、耐疲劳等性能，主要功能是承载罐内的高温

和高压； 
30. 内罐盖：盛放样品的容器盖，不能连接温度或压力传感器。改性

聚四氟材料制成，密封性好，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耐高温、抗蠕变

性能； 
31. 副罐顶丝： 
32. 压力传感器测压螺栓：连接测压管总成，与测压螺母拧紧； 
33. 压力传感器传输线：将压力传感器采集的电信号传输给仪器主板； 
34. 压力传感器总成：用于测压的整套装置的统称,量程为 10MPa 的压

电陶瓷传感器； 
35. 压力传感器总成传输线插座：与压力传感器保护罩相连，主要功

能是防止线折死弯线受损，影响测温精度  



 

 

36. 压力传感器保护罩：用于屏蔽微波对压力传感器的干扰； 
37. 转轴器上插孔：位于转轴器总成两个插孔的上部，孔内有温度传

感器高温屏蔽线两针插座，与温度传感器航空插头形成连接件； 
38. 转轴器下插孔：位于转轴器总成两个插孔的下部，孔内有压力传

感器传输线两针插座，与压力传感器航空插头形成连接件； 
39. 高温屏蔽线：进口四氟屏蔽线，具有耐高温、耐腐蚀特性，内有

多层金属屏蔽网，具有屏蔽微波的功能； 
40. 消解转子：可放置 14 位消解管架及消解罐的转盘； 

 

2.2.1. 多罐平行高压微波工作模式安装步骤 

 
图表 3 多罐高压微波工作模式示意图 



 

 

2.2.1.1. 高压消解罐主罐的安装 

 
图表 4 消解主罐安装分解图 



 

 

2.2.1.2. 高压反应釜副罐的安装 

 

 
图表 5 消解副罐安装分解图 



 

 

2.2.1.3. 压力传感器总成 

 

图表 6 压力传感器总成 

 
 
 
 



 

 

2.2.1.4. 测压管总成 

测压管总成两端是测压螺母，中间是测压管，此组件两头可互换，

一端与压力传感器总成四氟螺纹接头拧紧，另一端与主罐测压管接头

拧紧。（必须拧紧，但避免拧滑丝） 

 
图表 7 测压管总成 

 
 
 
 
 
 
 



 

 

2.2.1.5. 温度压力控制系统 

 

 
图表 8 温度压力控制系统 

 



 

 

2.2.1.6. 转子总成 

 
 

1、转子总成安装步骤 

①将压力传感器总成放入转盘中间的凹槽中，将转盘平托放入仪器炉

腔里，手动旋转转盘使转盘下部联轴器与炉体底板下沉孔中中心部的

电机轴相互契合。手动旋转转盘使转盘卡入腔体底部电机中。 

②手握压力传感器航空插头，对准转轴器总成下插孔与两孔插针紧密

连接； 

③手握温度传感器航空插头，对准转轴器总成上插孔与两孔插针紧密

连接； 

图表 9 消解转子总成 



 

 

④将准备好的 5/7/9 个反应釜副罐分别放入炉腔转盘中的孔位中； 

⑤将温度传感器针式探头插入主内罐盖上的温度传感器插孔内（务必

插到底）并将高压反应釜主罐放入炉腔转盘指定孔位中； 

⑥将测压管总成的测压螺母一端与主罐的测压螺栓连接并拧紧，另一

端的测压螺母与压力传感器测压螺栓连接并拧紧。 

⑦按下液晶屏的转盘键，转盘开始旋转，检测传输线和测压管路连接

是否正确，是否相互有干扰，如果运转正常，既可以准备设置实验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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