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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WBD 系列数显白度仪由光源、光学系统、探测系统、数据处理与

显示系统等构成。 

    完全漫反射体在可见光谱范围内漫反射比均为 1的理想表面的白

度值为 100，光谱漫反射比均为零的绝对黑表面白度为 0。 

    本仪器完全按照国际照明委（CIE）规定的标准光源及照测条件

而设计，通过严格检测、调试、并执行企业标准 Q/IMRJ01-2005，可

适用 JJG 512—2002、GB2913、GB5950、GB8940.1、GB12097、GB13025.2

等国家标准。 

二 用途 

WBD 系列数显白度仪主要适用于白色和近白色物体或粉末表面的

白度测量。可以准确地得出与视感度相一致的白度值。对于经荧光增

白剂处理过的物体，可以定量反映荧光增白后的白度值。对于纸张的

不透明度可以准确测量。 

    本仪器可广泛应用于纺织印染、油漆涂料、化工建材、纸张张板、

塑料制品、白色水泥、陶瓷、搪瓷、瓷土、滑石粉、淀粉、面粉、食

盐、洗涤剂、化妆品等物体的白度测量。 

三 仪器特点 

1． 微电脑系统配置，操作简单，配置 RS232 通讯接口。 

2． 触摸式键盘，带背光液晶显示屏，可清晰显示时间、测量值。 

3． 内置时钟记忆储存系统，实时储存测量和校准数据，无需频繁的

校准仪器，能够长期储存最近 30 组测量数据，可用于历史查阅。 

4． 可靠的活动平台设计，可以有效避免测量孔口漏光现象。 

5． 合理、简洁的光路设计，采用经修正的滤色系统，可以定量反映

荧光增白后的白度值。 

6． 可以准确的测量纸张的不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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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采用国家标定白板来传递标准值，测量准确可靠。 

8． 完全符合白度计的国家一级计量性能标准。  

四 技术指标 

       型号 

技术参数 
WBD-2A 型 

白度公式 蓝光白度 wb=R457 

照测条件 符合 GB/T3978 规定 45/0 

显示器 LCD 液晶显示屏 

分辨率 0.01 

零点漂移 0.1 

示值稳定性 0.2 

测量重复性 0.2 

示值误差 1.0 

使用环境 温度：5℃∽35℃；湿度：≤85%RH 

贮存环境 温度：-20℃∽50℃；湿度：≤90%RH 

工作电源 220V±10%  50Hz 

功耗 不大于 35W 

配置 标准配置、微电脑型 

五 注意事项 

    本仪器属精密测量仪器，严禁随意拆卸，使用前请仔细阅读使用

说明书。 

1． 工作环境就无腐蚀性气体及震动源。 

2． 周围不得有强光源照射及强磁场干扰。 

3． 周围空气应干燥，不得有粉尘等漂浮物。 

4． 仪器四周应留有足够的散热空间，以利于散热。 

5． 仪器长时间停用后，应延长预热时间，以提高稳定性。 

6． 电源电压必须符合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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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电源插座必须有效接地，防止外界干扰。 

8． 不得将样品掉入测量筒内，以免影响测量精度。 

9． 不得用手直接触摸光学元器件，以免影响光谱特性。 

10. OVER MEASURE：表示超出仪器测量范围。 

六 测量技术 

为了获取准确的测量值，除了仪器本身必须具备优良的品质外，

还有赖于操作员良好的操作技能及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正确的操作

方法，确保仪器的工作条件，将使测得的结果更准确。 

（一）使用须知： 

1． 仪器使用前必须仔细阅读本说明书，严格按照规定的工作条件及

使用方法。 

2． 标准白板是供仪器作校准定标的。必须保持表面清洁，不能暴露

在灰尘中，应放入盛有硅胶的干燥器中保存，避免人为地影响其

标称值，测量时应注意白板的取向。 

3． 保持仪器光学零件的干净切勿用手擦摸，如光学零件有灰尘，应

用洗耳球吹去表面灰尘或用擦镜纸擦拭，如光学零件有油迹、霉

点等，应用脱脂棉球蘸无水酒精擦拭零件表面。仪器不用时，要

套上防尘罩，防尘罩自制。 

4． 在开机工作前，应用干净不落毛的棉布或纸将仪器的测量口擦拭

干净，以免沾污标准白板及测试样品。 

5． 被测试样品表面须均匀平整，在重复测试时应保持被测样品纵横

方向的一致性。对于非平整均匀被测试样（如粉末、颗粒、纤维

状等）的测试，其取样方法见样品制作。 

（二）样品制作 

1． 如果样品的测量面，存在着无法改善的“不均匀”现象，或具有

横、纵向纹痕的区别，则可将样品进行不同位置或不同角度的测

量，取所测得白度值的平均值，代表此样品的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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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纸张、布及各种纤维织品要取重叠若干层试样，使其不透光

为止（如纸张则要根据 QB534-67 规定取重叠 50*70 毫米的试样若

干张使其不透光为止，即增加试样的张数白度值不变为止即为不

透光）。 

3． 对于粉末或细小颗粒状样品，则应将样品盛放在粉末器中，用表

面干净光洁的玻璃板将样品表面压平。由于不同的测试条件会带

来不同的测试结果。所以，要想建立同类样品之间的白度值关系，

则须统一规定测试样品的取样方法。包括重量、粒度及压紧方法，

使样品之间有相近似的密度和表面平整度。若要求较高的测量精

度，应选购的恒压粉体成型器。 

4． 对于纤维状的物品，如棉花、化纤、羊毛、蚕丝等，先经整理，

梳成一个纵向的表面，然后要放在自制试样盒中进行测试，取样

方法（包括数量），应该统一，且要多做几个试样测其平均值为宜。 

（三）测量方法 

1．R457 白度的测量： 

对于无荧光物体的白度测量，将仪器校准好，即可将待测样品置

在测量孔上，按测试键就可以测量出白度值。 

2．荧光增白量的测量： 

a．仪器先将无荧光物体进行测量，并记下该白度值（设为 W1）。 

b．将加入荧光增白剂的物体进行测量，并记下增白的总白度值

（设为 W2）。 

C．荧光增白量的计算，F=W2-W1 

3．不透明度 T 的测量： 

符合 ISO2471-77 规定的方法测试。 

仪器对样品进行测试，样品应由足够的厚度层数以不透明为限。 

a．将试样放于仪器上测试，然后将试样最上层取下放到最低层

依次测定共测五层试样，记录每层试样的光反射因素 R∞。 

b．将上面已测过的五层试样分别以黑筒为衬底，记录每层表面

的光反射因素 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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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重复 a、b 步骤，分别测得原试样反面的的 R∞和 R0 值。 

d．计算正、反两面 R∞和 R0 的平均值。 

e．计算正、反面的不透明度（T）： 

T=100
R

R0
 

计算每面不透明度，准确至 0.5%，如果差值大于 0.5%，应分别

鉴定正反面的不透明度，若差值不大于 0.5%，则报告全体平均值。 

七  仪器按键功能说明 

移位键“”：在校正时作数字的移位。（注：时间调整时的作数字递

增键可循环选择）； 

方向键“∧” ：作菜单的翻转与校正时校准值的递增 (注:时间调整

时用此键向前移位)； 

测试键：进行测量计算显示； 

设置键：进入设置状态； 

调零键：将黑筒置入测量孔下，进行仪器调零； 

校准键：将标准白板置入测量孔下，进行仪器校准； 

查询键：查询已存贮的测量数据，自最近一次向上查询，共可查询 30

个数据； 

保存/打印键：可将当前的测量数据进行存贮,在校准状态下按此键将

返回测量准备状态。（打印需专用打印设备支持，需另

行购买） 

八 测量操作说明 

将已校准好的仪器接通工作电源，开启仪器后侧的电源开关，对

仪器进行 10 分钟的预热，显示屏显示“欢迎！劲佳公司”英文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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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闪烁。 

  

 

系统预热 15 秒后，自动进入准备测量状态，并显示当前时间。    

  例：             

 

 

 

将准备好的样品，放入测量孔下，注意样品与测量孔的结合不要

漏光。按测试键进行测量。屏幕显示 waiting...字样，微机对所采

样值进行计算，稍候显示出所测量的白度值。 

例如: 

 

 

注:   显示屏第一行为当前时间。 

Wb：为白度值表示符号。 

             80.00：当前测量值。 

再按测试键，即返回测量准备状态，又可进行下一次的测量。 

 

 

 

九 仪器校准设置和时间设定 

(一)仪器校准设置 

（本型号仪器具有记忆功能，校准后可长期使用。无需频繁的校准） 

接通工作电源，开启仪器后侧的电源开关，对仪器进行 60 秒钟 

的预热，显示屏显示“欢迎！劲佳公司”英文字样并闪烁。 

Welcome! 

JinJia. Co. 

2006-08-08  08︰28 

Wb     All  Ready 

2006-08-08  08︰28 

Wb      80.00 

2006-08-08  08︰28 

Wb     All  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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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预热 15 秒后，自动进入准备测量状态，并显示当前时间。    

    例：             

 

 

按设置键进入菜单（MENU），选择校准设置项（Adjust），再按设置

键即进入仪器校准状态， 

 

 

 

    注:  BZ 82.00  表示将要校准的标准白度值。 

（如果需要可通过按“”“∧、”键对校准值进行修改） 

****   表示仪器信号电压。（仪器制造时使用的） 

******  表示校准后的测量值. 

调零： 

将黑筒放在测量孔下，注意黑筒与测量孔的结合不要漏光，等显

示值稳定后，按调零键，使显示屏显示为 0.00。（调零后取下黑筒）。 

 

 

 

校准： 

将标准白板放在测量孔下，注意白板与测量孔的结合不要漏光

（注意标准白板的方向）。通过按键输入标准白板的白度值（例如:标

准白板的白度值为：82.0），等显示值稍稳定后按校准键，使显示值

与标准白板的白度值一致(±0.05)。（校准后取下白板）。 

 

 

Welcome! 

JinJia. Co. 

2006-08-08  08︰28 

Wb     All  Ready 

 BZ   82.00   

****        ****** 

2. Timer：时间 

Set Date：设置 

   BZ   82.00   

****        0.00 

1. Timer：时间 

Set Date：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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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保存/打印键，返回测量准备状态。 

 

 

 

(二)仪器时间设定 

在测量准备状态下，按设置键，进入菜单（MENU）状态，通过按 

“∧”键，选择 Timer（时间设定项）。 

 

 

 

再按设置键，进入时间设定状态，通过按 “”“∧”键，调整

日期、时间。 

 

 

 

再按设置键或保存/打印键即返回测量准备状态。 

十 仪器的维护和检修 

1．随机的标准白板，应定期送上级计量单位或行业测试中心站

核准，每一年一次。如果受到污染，经清洗后应及时送检并重新定标。 

2．标准白板应置于干燥器中避光保存 

3．光学系统元件，严禁用手触摸，以免留下汗迹，影响光谱透

过率，在使用较长日期后，应用脱脂棉蘸上无水酒精，用镊子夹持，

然后用干燥的脱脂棉擦拭干净（非专业人员请勿操作）。 

4．测试粉末或细小颗粒状样品时，要小心缓慢，避免样品进入

测量孔内，以免影响仪器测量精度。 

   BZ   82.00   

****        82.00 

3. Timer：时间 

Set Date：设置 

2006-08-08  08︰28 

Wb     All  Ready 

   MENU 

*  Timer 

4. Timer：时间 

Set Date：设置 

2006-05-12 

10：00：00   [2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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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用户遵守仪器规定的方法操作使用，自用户购机之日起一年内，

因制造质量问题而发生损坏或不能工作，制造工厂负责无偿为用户维

修，因用户使用不当而损坏仪器，制造工厂则相应收取零配件费及人

工费，保修期外产品，制造工厂负责终身维护。 

 

十一  仪器配置表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用途备注 

1 白度仪 台 1  

2 电源线 根 1  

3 黑筒 个 1 仪器调零 

4 标准白板 块 1 仪器校准（量值传递） 

5 工作标准白板 块 1 仪器校准 

6 粉末盒 个 2 用于装粉末状样品 

7 玻璃板 块 1 用于压平粉末状样品 

8 说明书 本 1  

9 合格证 份 1  

10 产品保修单 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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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标准白板的量值传递 

工作标准白板的标定： 

使用标准白板将仪器校准好后，将工作标准白板置于测量孔下进

行测量，测量的白度值即是工作标准白板的标定值。 

日常测量应以工作标准白板校正为主。作为日常校正仪器量值的

工作标准白板，应每月用标准白板自行标定，标定三次以上的平均值

为工作标准白板的白度值。 标准白板应密封干燥避光保存！ 

 

本公司生产的 WBD-2、WBD-2A 型号仪器具有记忆功能，校准后可

长期使用。因无需频繁校准仪器，可以直接使用标准白板校准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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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劲佳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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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88546128 82595673 

传真：010-82595673-811 

浊度仪网: www.zhuoduyi.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