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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真空干燥试验箱操作步骤 

1、电源开关：电源开关是控制操作面板的总电源，打开电源开关后，

电源指示灯通电正常显示，打开电源开关后 ，电源指示灯不亮， 

检查电源故障； 

 

2、加温开关：加温开关是控制加温供电与温控仪表的电源，如果需

要加温时需打加温开关，不需要关闭即可； 

 

3、真空开关:真空开关控制抽真空、解真空与停止真空泵工作控制,

需要抽真空时旋扭开关打到站压位置, 需要停止抽真空旋扭开关

打到中间为停止,需要放真空旋扭开关打到解压位置；真空不需要

动作时打到停止位置； 

 

4、打开计时器开关，计时器通电后请设定好需要计时单位及数据（计

时器操作详见计时器说明书）设定好后关闭，温度设定好后再打

开，计时器功能是温度达到计时，时间达到后停止加热，同时有

报警功能,时间达到后需要报警功能，请打开报警开关，若不需要

常关闭； 

 

5、超温表设定，在正常工作下，超温表设定的值通常要比主温控表

的值高，一般设定为高 15-25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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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数显示真空表操作设定见说明书； 

 

7、温度设定操作如下： 

7-1、温度设定：首先按一下“SET”键,，SV上的参数成为动态时,

然后按“   ”移位键,选择个、十、百位数；再使用“△”键

与“▽”键来设定温度；温度值设定好后按 SET键确认即可； 

 

7-2、温控仪表其它参数详见仪表说明书，在正常使用下，仪表上

其它参数不能修改，修改后会出现温控仪表不能正常使用故

障； 

 

7-3、其它参数详细说明详见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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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构造简介 

【2.1】箱体结构： 

1. 外箱采用优质冷轧钢板，表面静电粉末喷涂，涂层坚硬牢固，具

有极强的防锈能力。 

2. 工作室为优质不锈钢板，圆角造型、光滑、流畅、极易清洁。 

3. 箱体与工作室之间，充填超细玻璃棉隔热材料。 

4. 箱门为双层钢化玻璃结构，能清晰观察箱内的物品。 

5. 工作室与玻璃门之间装有橡胶密封圈，以保证箱内达到较高的真

空度。 

6. 规格型号：HE-WD-800 

7. 内箱容量：512升 

8. 内箱尺寸：宽 800 X 高 800X 深 800（MM） 

9. 外形尺寸：宽 1020 X 高 1630 X深 980（MM） 

10. 独立电箱,单门由右至左开启； 

11. 内箱平均分为 5层，层板边条为固定式； 

12. 门有视窗； 

13. 密封材料为：耐高温硅胶； 

14. 箱体结构为分体式（外置真空泵）； 

15. 箱体有安装固定脚座及活动脚。 

16. 内箱采用耐高温 SUS304#不锈钢，钢板厚 5mm；  

17. 外箱采用 1.2mmSECC钢板,钢板外表面粉体烤漆处理，防止生

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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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保温材质采用纤维岩棉，保温性能好。 

【2.2】密封及真空度： 

1. 本机采用高密封性的硅胶密封条保障整机的密封性； 

2. 同时采用数显式真空表来显示箱体内的即时真空度，让你即时

了解箱体内的真空状态，真空度达到 0－-0.1Mpa (即:100pa

真空度) 

3. 真空表为数显式，带上、下限控制功能，可控制真空泵自动抽

真空到上限设定值，自动停止；低到下限值自动启动，以此循

环使用； 

4. 真空度:   5Kpa～11.6Kpa可调（真空表指示值＜-0.0884Mpa） 

5. 气压：    133Kpa 

6. 压力波动：≤5% 

【2.3】高温型控温系统 

1. 温度控制为 PID数显仪表（台湾台松仪表），单点式控温,可自

动演算，PV/SV同时显示，按键设定，可设定常温到最高温度

之间的任意温度值； 

2. 定时器设定，0.1秒－999时（可选择设定小时、分钟、秒） 

3. 温到计时，时间至切断加热电流 (报警装置) （台湾 YANGMING）

本机台装有按小时，分钟，秒为单位来设定的三位显示的计时

器，按国标的要求，采用温到计时的电气原理，当按照设定时

间完成一个工作任务后，整机无功率输出，同时蜂鸣器报警提

示工作人员机台完成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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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感温线为（K）型； 

5. 输出为 3-32V； 

6. 电流控制器为 SSR+PID无接点； 

7. 升温速率：RT～100℃（约 30分钟） 

8. 采用三面加热的热辐射的方式； 

9. 加热体为耐高温发热管； 

10. 温度范围：常温～200℃ 

11. 显示精度：0.1 ℃ 

12. 精度解析:1℃ 

13. 箱内温度偏差均匀度：±8% 

14. 使用电源：AC 三相 五线 380V 50HZ 

15. 总功率约：16KW 

16. 真空泵：8升 

【2.4】保护系统 

1、超温保护系统：机台在整机的供电输入处，加装了超温保护系

统及功率过大时自动熔断保险丝系统； 

2、高温保护系统：当由于外力原因导致温度失控时，本系统会在

超过设定温度 10度时自动停止加热供电，从而保护你的产品及

机器的安全； 

3、过流保护系统：当由于外加电压过高或其它原因导致整机的功

率超出正常功率时，本系统会自动断电保护整机的工控组件不

被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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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配件组装材料明细 

1、电压：380V 50Hz 

2、温控器：台湾台松仪表，规格 48*48 

3、真空泵： 2XZ-8L，电压 220V 

4、真空显示：数显负压式 0至-100.0KPa 

5、加热元件：不锈钢高温加热管 

6、温度感应器：K型温度感应器 

7、面控制开关：船形带灯开关 ，旋扭多段开关 

8、面板指示灯：圆头 10mm  

9、电源线：三相四线+保护地线 

     10、定时器：9999计数定时器，规格 48*48 

11、超温保护器：EGO机械旋扭式常温-300度 

12、加温接触器：电流 20A，线圈电压 220V 

13、真空接触器：电流 20A，线圈电压 220V 

14、蜂鸣器：结束报警器￠25，电压 220V 

15、保险丝：快速保险 3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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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电源安装及方法 

1、使用机台之前首先查看本机台使用电源；（机台左侧上贴有

标示） 

2、注意电线之装置，避免践踏损坏漏电，确保外线安全； 

3、接上相符的电压插座（或无熔丝开关） 

4、详细电源说明：a、电压 380V   

b、总功率 16.0KW 

电线标识： 

红绿蓝线为:火线 

灰线为:零线 

花色线为:地线 

5、注意用电安全，以免发生其它不必要意外. 

 

五、注意事项与保养 

1、本机台不要放置在阳光直射或环境温度过高的地方，最佳环

境温度是 25℃~35℃，最佳环境湿度是 35%~65%的相对湿度；

且要保持放置处长期通风良好的位置。使用前注意电压是否

正确，仅适用机台上所标示之电压，避免电过量，而使电线

走火．请勿置于潮湿之场所，请勿直接用水冲洗，以防漏电； 

2、机台在工作时，禁止放置酒精、接着剂等具有挥发性之物品

之酸性物品在机台内，杜绝放入易燃易爆产品及易挥发有毒

气体的产品。请勿在机台附近使用可燃性物品 ，防止意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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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3、请小心将物品放入机台，关上箱门，检查是否密闭。试验结

速后，站侧面打开箱门，以免热气烫伤面部； 

4、本机器在做完试验后或工作后，一定要把试验室内的余物清

除干净，以免下次试验及用机时给其它产品带来不利影响。

要长期保持内外箱的洁净及干燥，同时断开主电源； 

5、经常听一听机台的运转时的声音是否与平常一致，如有听到

异常声音，停机查看，如操作人员现场不能解决，请来电到

我公司售后服务部，让我公司售后人员检修； 

6、机台在正常设定所要温度值后在开机工作过程中，不要轻易

再去修改设定值。无关人员或不懂操作人员不要去操作温控

仪表的设定按键，以免改变仪表的内置出厂参数．当显示温

度与实际温度（由标准温度计测出）差异甚大时，不可随意

调整线路板之零件，应通知本公司派员。使用过程中温度变

化时，请勿随意打开机台，需停止工作，断开电源，征询厂

商故障原因； 

7、使用前注意电压是否正确，仅适用机台上所标示之电压，避免

电过量，而使电线走火。 

8、当显示温度与实际温度（由标准温度计测出）差异甚大时，不

可随意调整线路板之零件，应通知本公司派员处理。 

9、请勿直接用水冲洗，以防漏电。 

10、要经常检查真空泵油位（平红色线）一般四个月换一次机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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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定时器操作说明 

1、定时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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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时器操作使用介绍 

 

 

A 

 

 

        B 

C 

 

 

 

                                           D 

 

A：显示当前所计时间，通电计时后才能看到； 

B：数据调节按键，‘+’为增加数值，‘-’为减少数值，跟据所需数

值调节； 

C：9999为时间数据框，采用加减键进行调节； 

D：S、M、H 为时间单位，跟据所需时间单位调节，同样采用加减键

调节，时间单位详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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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时间功能：当计时器在没通电的情况下，所设定的时间数据及单

位，在通电后生效当前设定值；当计时器在通电的情况下设定所

需时间数据及单位时，设定好后需要关掉计时后再打开，才能使

当前设定值生效； 

F：计时器停止状态：当显示框的所计数据与设定框的相同时，说明

所计时间达到停止计时能，同时输出报警提示；如需再次计时，关闭

后再打开即可生效，重新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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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故障指示 

1．指示灯不亮，本机亦不工作时：  

1-1． 检查保险丝是否烧坏，若有烧坏更换好的,  

1-2． 检查电源插上否，及电压是否正常； 

2．持续加热：  

2-1．检查内部装置加热是否不良或断路，  

2-2．检查 SSR是否故障； 

3．不加热：  

3-1．检查内部装置热电偶是否不良或断路， 

3-2．检查 SSR是否故障， 

3-3．指拔开关线路是否故障； 

4．压力表指标不动： 

4-1．检查真空泵是否正常起动，  

4-2．检查后面电磁阀是否打开，  

4-3．检查排气开关是否已关上，  

4-4．检查气管接合处是否有漏气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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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备  注 
本册若有疏漏之处，须要加以补充工更正，以及试验机因改良创新的，而变更设计，或

是换装较优组件，而使用方法必须另外说明者，均载于本栏。 

 

 

 

 

 

 

 

 

 

 

 

 

 

 

本册之编辑是为了协助贵公司了解之操作及应注意的事项，因此请妥为保管，以便必要时之

参考。 

本公司随时在创新及改良产品，本册之例举、图解及规范，概以本册发布时之机种型式为准 

 

未经同意 禁止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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