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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注意事項】

1）當電流流動或加熱時，請避免將手接觸到加熱器。
對於高溫，用戶可能會灼傷。

2）強光對眼睛有害。
直視鹵素燈時有失明的危險。
請用厚太陽鏡等保護眼睛。
當您看到燈絲的冷凝部分和燈的點加熱器在照明下。

3）HPH系列的最高工作溫度為160℃。
如果用加熱超過30秒超過指定的溫度160℃，請做冷卻。

4）HPH系列不防爆。
 如果在加熱和乾燥時遇到爆炸性易燃氣體，請安全通風。

5）當電流流過時，請勿將加熱物體接觸HPH系列
有可能根據短路洩漏和點火。

6）請使用耐熱電線，如玻璃塗層矽橡膠絕緣電線，
Siegel線或用於爐內佈線的特氟龍塗層電線。

7）鹵素燈不利於用發熱的眼睛檢查。
 請使用溫度計確認加熱器和加熱對象的溫度。

8）鹵素燈是直線狀的陽光，只有直接曝光對待乾燥或加熱的物體有影響。
根據工件的形狀，在旋轉和旋轉反轉時，請使鹵素燈均勻發光。

9）鏡面的劣化導致顯著的性能降低。
請將酒精和汽油等溶劑浸泡在軟布中，輕輕擦拭鏡子側的灰塵。

10）請將爐殼和框架接地。



鹵素燈線型加熱器 用途例
■第1號 造紙工程的水分控制

《　問題點  》
加熱器的起立慢，感到困難

《　⇒改善的要點  》
把水分用滷素燈線型加熱器濺起來了。
因為到最高溫度在5秒升溫所以從運轉開始立即可以工作了。
到現在，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第2號 造紙工程的藥品乾燥

《　問題點  》
加熱器的溫度控制是困難的麻煩

《　⇒改善的要點  》
用滷素燈線型加熱器乾燥了
因為能電壓線圈穩定的溫度管理質量提高了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第3號 造紙表面塗層乾燥工程

《　問題點  》
沒有加熱器的設置場所，感到困難

《　⇒改善的要點  》
用1台鹵素燈線型加熱器2M乾燥了
因為是強有力的滷素光，所以也能在狹窄的地方確保足夠的輸出了。
因為5秒鐘內到最高溫度溫升做，從駕駛開始緊接之後開始能了工作。

■第4號 膠版·照相凹版的硬化

《　問題點  》
加熱器的功率不夠，感到困難

《　⇒改善的要點  》
使用4台滷素燈線型加熱器，硬化了。
因為5秒鐘內到最高溫度溫升做，從駕駛開始緊接之後開始能了工作。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鹵素燈線型加熱器 用途例
■第5號 絲網印刷的乾燥

《　問題點  》
加熱器的溫度控制是困難的麻煩

《　⇒改善的要點  》
用滷素燈線型加熱器乾燥了
因為根據內容能改變溫度，產品品位提高了
因為5秒鐘內到最高溫度溫升做，從駕駛開始緊接之後開始能了工作。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第6號 塗料的乾燥

《　問題點  》
加熱器的溫度控制是困難的麻煩

《　⇒改善的要點  》
用滷素燈線型加熱器乾燥了
因為根據內容能改變溫度，產品品位提高了
因為5秒鐘內到最高溫度溫升做，從駕駛開始緊接之後開始能了工作。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第7號 粉狀體塗抹硬化乾燥工程

《　問題點  》
加熱器的溫度控制是困難的麻煩

《　⇒改善的要點  》
用滷素燈線型加熱器乾燥了
因為根據內容能改變溫度，產品品位提高了

因為5秒鐘內到最高溫度溫升做，從駕駛開始緊接之後開始能了工作。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第8號 樹脂顆粒的乾燥

《　問題點  》
加熱器的溫度控制是困難的麻煩

《　⇒改善的要點  》
用滷素燈線型加熱器乾燥了
因為根據樹脂的種類能改變溫度，產品品位提高了

因為5秒鐘內到最高溫度溫升做，從駕駛開始緊接之後開始能了工作。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鹵素燈線型加熱器 用途例
■第9號 樹脂成形，加熱的工程

《　問題點  》
沒有上昇的早的加熱方法，感到困難

《　⇒改善的要點  》
用滷素燈線型加熱器預熱了
因為5秒鐘內到最高溫度溫升做，從駕駛開始緊接之後開始能了工作。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第10號 樹脂裁斷時的熱源

《　問題點  》
加熱器的溫度控制，是困難的麻煩

《　⇒改善的要點  》
用滷素燈線型加熱器乾燥了
因為根據樹脂板厚的種類能改變溫度，產品品位提高了

因為5秒鐘內到最高溫度溫升做，從駕駛開始緊接之後開始能了工作。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第11號 粉末的乾燥

《　問題點  》
没有好的乾燥方法，是困難的麻煩

《　⇒改善的要點  》
用滷素燈線型加熱器乾燥了
由於紅外透射石英玻璃，它可以在自由下落進行乾燥。
揮發成分，從玻璃管上部排出了。
因為是非的接觸所以能確保了安全性和清淨性。
而且，因為到最高溫度在5秒鐘升溫，所以從運轉開始立即可以工作了

■第12號 塑料瓶成型

《　問題點  》
加熱器的溫度控制，是困難的麻煩

《　⇒改善的要點  》
用滷素燈線型加熱器乾燥了
因為根據樹脂板厚的種類能改變溫度，產品品位提高了
因為5秒鐘內到最高溫度溫升做，從駕駛開始緊接之後開始能了工作。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鹵素燈線型加熱器 用途例
■第13號 加熱和固化的塑料材料的

《　問題點  》
加熱器的溫度控制，是困難的麻煩

《　⇒改善的要點  》
用滷素燈線型加熱器乾燥了
因為根據樹脂板厚的種類能改變溫度，產品品位提高了
因為5秒鐘內到最高溫度溫升做，從駕駛開始緊接之後開始能了工作。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第14號 收縮處理

《　問題點  》
加熱器的溫度控制，是困難的麻煩

《　⇒改善的要點  》
用滷素燈線型加熱器乾燥了
因為根據收縮膜的厚度的種類能改變溫度，產品品位提高了
因為5秒鐘內到最高溫度溫升做，從駕駛開始緊接之後開始能了工作。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第15號 層壓加工

《　問題點  》
安裝空間不大，沒有超長小型強有力的加熱器感到為難

《　⇒改善的要點  》
用鹵素燈線型加熱器夾在上和下預熱做了。
因為根據樹脂板厚的種類能改變溫度，產品品位提高了
因為5秒鐘內到最高溫度溫升做，從駕駛開始緊接之後開始能了工作。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第16號 膠合板的黏附和完成乾燥

《　問題點  》
沒有瞬間在的起來超長小型強有力的加熱器感到為難

《　⇒改善的要點  》
用滷素燈線型加熱器預熱和乾燥做了。
因為根據樹脂板厚的種類能改變溫度，產品品位提高了
因為5秒鐘內到最高溫度溫升做，從駕駛開始緊接之後開始能了工作。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鹵素燈線型加熱器 用途例
■第17號 膠合板層壓的預熱

《　問題點  》
沒有瞬間在的起來超長小型強有力的加熱器感到為難

《　⇒改善的要點  》
用滷素燈線型加熱器預熱和乾燥做了。
因為根據疊層薄膜的厚度的種類能改變溫度，產品品位提高了
因為5秒鐘內到最高溫度溫升做，從駕駛開始緊接之後開始能了工作。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第18號 家電修理工場的潤色

《　問題點  》
沒有瞬間在的起來小型強有力的加熱器感到為難

《　⇒改善的要點  》
用滷素燈線型加熱器潤色和乾燥做了。
因為到最高溫度在5秒升溫，一邊防止其他的零部件的加熱損傷所以，
一邊可以了工作。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第19號 橡膠成型預熱

《　問題點  》
安裝空間不大，沒有超長小型強有力的加熱器感到為難

《　⇒改善的要點  》
用滷素燈線型加熱器預熱做了。
因為根據橡膠板厚的種類能改變溫度，產品品位提高了
因為5秒鐘內到最高溫度溫升做，從駕駛開始緊接之後開始能了工作。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第20號 橡膠組合層壓干燥

《　問題點  》
安裝空間不大，沒有超長小型強有力的加熱器感到為難

《　⇒改善的要點  》
用鹵素燈線型加熱器夾在上和下預熱做了。
因為根據橡膠板厚的種類能改變溫度，產品品位提高了
因為5秒鐘內到最高溫度溫升做，從駕駛開始緊接之後開始能了工作。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鹵素燈線型加熱器 用途例
■第21號 皮革的粘結

《　問題點  》
安裝空間不大，沒有超長小型強有力的加熱器感到為難

《　⇒改善的要點  》
用鹵素燈線型加熱器夾在上和下預熱做了。
因為根據皮革板厚的種類能改變溫度，產品品位提高了
因為5秒鐘內到最高溫度溫升做，從駕駛開始緊接之後開始能了工作。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第22號 皮革的完成乾燥

《　問題點  》
不作為照射漏洞的，沒有超長小型強有力的加熱器感到為難

《　⇒改善的要點  》
用2.5M的滷素燈線型加熱器乾燥了
因為根據皮革的種類能改變溫度，產品品位提高了
因為5秒鐘內到最高溫度溫升做，從駕駛開始緊接之後開始能了工作。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第23號 玻璃製品的乾燥

《　問題點  》
没有小型強有力的紅外線加熱器感到為難

《　⇒改善的要點  》
用鹵素燈線型加熱器夾在左和右加熱做了。
因為紅外線直接透過，對玻璃對水作用，所以產品品格提高了

因為5秒鐘內到最高溫度溫升做，從駕駛開始緊接之後開始能了工作。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第24號 陶器的烘焙印刷

《　問題點  》
在電爐，拿出高溫難了。

《　⇒改善的要點  》
用鹵素燈線型加熱器在再反射加熱法烘做了。
新的色彩就出來了。



鹵素燈線型加熱器 用途例
■第25號 硬化玻璃的對準層壓塑料增強

《　問題點  》
玻璃板妨礙，沒能用適當溫度加熱內部的樹脂。

《　⇒改善的要點  》
用鹵素燈線型加熱器透過玻璃直接加熱了。
因為根據玻璃板厚的種類能改變溫度，產品品位提高了
因為5秒鐘內到最高溫度溫升做，從駕駛開始緊接之後開始能了工作。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第26號 纖維布的水分的乾燥

《　問題點  》
加熱器上升緩慢，因此不能對應特快工作。

《　⇒改善的要點  》
在染色織物上洗滌後，由鹵素燈線型加熱器乾燥做了。
因為根據玻璃板厚的種類能改變溫度，產品品位提高了
因為5秒鐘內到最高溫度溫升做，從駕駛開始緊接之後開始能了工作。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第27號 防縮纖維布的樹脂加工

《　問題點  》
加熱器上升緩慢，防縮樹脂的塗敷和平衡沒能消掉。

《　⇒改善的要點  》
在織物塗敷後，由鹵素燈線型加熱器乾燥做了。
因為根據玻璃板厚的種類能改變溫度，產品品位提高了
因為5秒鐘內到最高溫度溫升做，從駕駛開始緊接之後開始能了工作。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第28號 可逆布的預熱和加熱

《　問題點  》
沒有2.5M超長小型強有力的加熱器感到為難

《　⇒改善的要點  》
用滷素燈線型加熱器，加熱雙面用的布料了。

在狹場所也被安裝，因為馬上變冷所以安全性也增加了。
因為5秒鐘內到最高溫度溫升做，從駕駛開始緊接之後開始能了工作。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鹵素燈線型加熱器 用途例
■第29號 印染的乾燥

《　問題點  》
沒有2.5M超長小型強有力的加熱器感到為難

《　⇒改善的要點  》
上升早，工程變得順利了。
而且，因為能根據顔料更換溫度所以產品品格提高了。

因為5秒鐘內到最高溫度溫升做，從駕駛開始緊接之後開始能了工作。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第30號 玻璃製造醫療物品的加熱滅菌

《　問題點  》
玻璃板妨礙，沒能對內部的細菌用適當溫度進行加熱殺菌。

《　⇒改善的要點  》
用滷素燈線型加熱器加熱了。
因為紅外線用玻璃透過，對內部的細菌由于高溫進行加熱殺菌所以安全性高漲了。

因為5秒鐘內到最高溫度溫升做，從駕駛開始緊接之後開始能了工作。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第31號 散藥的乾燥

《　問題點  》
沒有了為用藥粉乾燥好的東西。

《　⇒改善的要點  》
滷素燈線型加熱器既透過玻璃，又加熱，所以乾燥了。
因為根據藥效成分能改變溫度，產品品位提高了

因為5秒鐘內到最高溫度溫升做，從駕駛開始緊接之後開始能了工作。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第32號 藥品顆粒的乾燥

《　問題點  》
玻璃板妨礙，合適的溫度不能加熱內部的樹脂。

《　⇒改善的要點  》
滷素燈線型加熱器既透過玻璃，又加熱，所以乾燥了。
因為根據藥效成分能改變溫度，產品品位提高了

因為5秒鐘內到最高溫度溫升做，從駕駛開始緊接之後開始能了工作。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鹵素燈線型加熱器 用途例
■第33號 瓶子安瓿的殺菌乾燥

《　問題點  》
玻璃板妨礙，沒能對內部的細菌用適當溫度進行加熱殺菌。

《　⇒改善的要點  》
滷素燈線型加熱器既透過玻璃，又加熱，所以乾燥了。
因為根據藥效成分能改變溫度，產品品位提高了

因為5秒鐘內到最高溫度溫升做，從駕駛開始緊接之後開始能了工作。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第34號 食材的乾燥

《　問題點  》
加熱器的站立緩慢，生產性不好了。

《　⇒改善的要點  》
用滷素燈線型加熱器乾燥了
因為能電壓線圈穩定的溫度管理質量提高了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第35號 食材的保溫

《　問題點  》
加熱器的站立緩慢，生產性不好了。

《　⇒改善的要點  》
用滷素燈線型加熱器保温了
因為在5秒升溫所以能防止了食材的溫度下降。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第36號 真空加熱

《　問題點  》
沒有了在真空中加熱的加熱器好的東西。

《　⇒改善的要點  》
用滷素燈線型加熱器加熱了
因為到最高溫度的1400度在5秒升溫所以能縮短了周期。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鹵素燈線型加熱器 用途例
■第37號 調整金屬硬化

《　問題點  》
退火的進行溫度管理困難了。

《　⇒改善的要點  》
用滷素燈線型加熱器加熱鋳肌了。
因為到最高溫度在5秒升溫所以能防止了鑄件的溫度下降。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第38號 金屬模具恆溫維護

《　問題點  》
完成精度變化，由于模具的溫度漂動感到困難。

《　⇒改善的要點  》
用滷素線加熱器預熱模具了。
因為到最高溫度在5秒升溫所以進行溫度管理用微調整完成了。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第39號 金屬材料的預加熱

《　問題點  》
沒有了辦法深拉壓力機皺紋對策好的東西。

《　⇒改善的要點  》
用滷素線加熱器預熱模具了。
因為到最高溫度在5秒升溫所以從起動可以對策了。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第40號 鋁的沉積（鍍氣）

《　問題點  》
沒有了鋁對用能蒸發的加熱器在真空中好的東西。

《　⇒改善的要點  》
用滷素線加熱器加熱了。
因為到最高溫度在5秒升溫所以能保持了周期。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鹵素燈線型加熱器 用途例
■第41號 半導體晶片熱處理工程

《　問題點  》
沒有了矽晶片的加熱器在真空中好的東西。

《　⇒改善的要點  》
用滷素線加熱器加熱了。
因為到最高溫度在5秒升溫所以能保持了周期。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第42號 電線覆蓋的干燥和硬化

《　問題點  》
加熱器的站立緩慢，生產性不好了。

《　⇒改善的要點  》
用滷素燈線型加熱器了
因為能電壓線圈穩定的溫度管理質量提高了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第43號 FPD的加熱

《　問題點  》
沒有了長尺的能一律加熱的加熱器。

《　⇒改善的要點  》
用滷素燈線型加熱器加熱了
因為到最高溫度的1400度在5秒升溫所以能縮短了周期。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第44號 太陽能電池板的評價測試

《　問題點  》
沒有了能照射紅外線和紫外線的強力的電燈。

《　⇒改善的要點  》
用滷素燈線型加熱器照射紅外線了。
紫外線也用特別訂貨製作同型的東西了。
因為到最高溫度的1400度在5秒升溫所以能縮短了周期。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為可以"和高速昇降溫和非接觸加熱"，并且基板大型化對應使長尺化
到最長2.5M成為可能了。



鹵素燈線型加熱器 用途例
■第45號 分析機器使用的熱源

《　問題點  》
在尋找高溫，不拿出煤氣的加熱器。

《　⇒改善的要點  》
用滷素燈線型加熱器加熱了。
因為不排出煤氣，能了正確的分析。
到現在，到PID穩定因為給空轉上著30分，空轉時間成為了零。

■第46號 粉狀體金屬的乾燥、預熱

《　問題點  》
在尋找高溫，能廣範圍地照射干燥，粉狀體金屬用的加熱器。

《　⇒改善的要點  》
使用了滷素燈線型加熱器的面加熱型。
因為光加熱，細粉末末在飛舞散落的環境也穩定佔用了。
因為粉狀體的流動性均一了，粉體壓力機的產品提高了。

■第47號 碳布的預熱軟化

《　問題點  》
在尋找短時間高溫，在能廣大範圍均一加熱，碳布的加熱器。

《　⇒改善的要點  》
組合幾台滷素燈線型加熱器的面加熱型，使用了。
短時間碳布軟化，壓力成形的產品提高了。

■第47號 碳布的預熱軟化

《　問題點  》
一直在尋找可以所需分子取向的高溫熱量線性加熱器。

《　⇒改善的要點  》
使用了滷素燈線型加熱器的聚光的型線加熱機器。
片材的分子取向是整列的。



鹵素燈線型加熱器 用途例
■第49號 加熱和乾燥熱熔膠

《　問題點  》
必須縮短熱熔膠的乾燥時間了

《　⇒改善的要點  》
使用了線集光型滷素燈線型加熱器。
因為是線集光型所以能根據熱熔膠的塗布位置精確地加熱，
能縮短了乾燥時間。
在生產線的週期時間的縮短方面成功了。

■第50號　新車的洗車後乾燥

《　問題點  》
有必要縮短除去水分乾燥時間了。

《　⇒改善的要點  》
使用了平行光束型鹵素燈線型加熱器。
因為光加熱，它是非接觸加熱，乾燥時間可以縮短。
在線的拍子時間的縮短方面成功了。

■第51號　密封劑的加熱乾燥

《　問題點  》
有必要縮短密封劑的乾燥時間

《　⇒改善的要點  》
使用了集光型鹵素燈線型加熱器。
因為線路縮型，可根據密封劑的應用位置準確加熱，乾燥時間可以縮短。
在線的拍子時間
的縮短方面成功

■第52號　在真空室中的樣品加熱

《　問題點  》
有必要加熱過程當成眼睛了。

《　⇒改善的要點  》
使用了平行光束型鹵素燈線型加熱器。
因為能用目視確
認加熱變化所以
而且，試驗時間的縮短成功了。



鹵素燈線型加熱器 用途例
■第53號 彩色濾光片(濾色片)的抗熱測驗

《　問題點  》
有必要縮短 彩色濾光片(濾色片)的新開發的時間

《　⇒改善的要點  》
使用了平行光束型鹵素燈線型加熱器。
因為是滷素加熱型所以能在簡單精確地加熱了。
在試驗時間的縮短成功了。

■第54號　硼珪酸玻璃板的融化

《　問題點  》
沒有了對煤氣改變的熱源。

《　⇒改善的要點  》
使用鹵素燈線型加熱器，在硼珪酸玻璃板融化了。
衹用電氣設備構成玻璃管加工工程了。
而且，滿足了消防署的行政指導。

■第55號　微波吸收復合材料的加熱

《　問題點  》
沒能把握高温環境下複合材料的微波吸收特性。

《　⇒改善的要點  》
使用鹵素燈線型加熱器，而高温加熱了。
因為通過反饋控制将其加熱到任意温度，
可以了把握複合材料的微波吸收特性的温度依存性。

■第56號　硼珪酸玻璃板的融化

《　問題點  》
沒能把握高温断熱材料的蠕變特性。

《　⇒改善的要點  》
使用鹵素燈線型加熱器，而高温加熱了。
因為通過反饋控制将其加熱到任意温度，
可以了把握蠕變特性的温度依存性和力学安定性。



鹵素燈線型加熱器 用途例
■第57號 塑料表面改性

《　問題點  》
塑料的親水性不好

《　⇒改善的要點  》
使氣體與塑料接觸並用鹵素線加熱器照射。
在表面上形成合成薄膜，並改善親水性。

■第58號　提高對金屬薄膜的親和力

《　問題點  》
金屬薄膜的親和性不好

《　⇒改善的要點  》
加熱並活化金屬，並改善親和力。



快速加熱 鹵素燈線型加熱器HLH 系列

1.高温加熱，加熱至1000℃〜1400℃只需5秒！

從電能到輻射能的高轉換效率，   集中於鹵素燈的一點，達到溫度1400℃〜1500℃。
 

2.瞬時加熱，加熱時間可以縮短。

HPH是要在大量的熱量高速下，設備的小型化，可以縮短加熱時間。
    到現在為止，這是空閒超過30分鐘，空閒時間可以為零。
    由於沒有滯後溫度，省去了等待時間的浪費。
            溫度上升太快，在空閒時關閉電源。 省錢省電。
            電費可以使用，每天，費用2kw x 0.5h x 12.16 = 12,16日元。
            年（250天操作），降低3040日元。
           此外，年減排量100kg的C02截止！
           *單位電價計算為12.16日元/ kWh。
           * CO2排放因子計算為0.4kg-CO2 / kwh。

3.加熱通過玻璃。
石英玻璃幾乎不吸收可見光和近紅外輻射。透射率為93％。 只有7％的反射。
通過玻璃，加熱也可以在真空中的惰性氣體氣氛中工作。



4.可以高精度控制溫度。
使用電源電壓控制從環境溫度到最高溫度的任何溫度。
加熱器輸出的電源電壓可以任意設計，最大輸出為3kw。

5.乾浄
光學非接觸加熱可以是真空室中的完全加熱。

6.可能的長壽命。
鹵素燈壽命、可以通過電源電壓從通常壽命到長壽命任意控制。



7.安全性極佳。

這種加熱器對於人來說是相對安全的。
灰塵和氣體都不會產生，工人舒適地工作。
此外，當故障來臨時，這種快速冷卻加熱器可以減少被加熱物體的點燃的風險。

       我們的滷素點加熱器通過凹面鏡聚集鹵素燈的光，並加熱它。
      光斑中的小尺寸取決於燈，反射鏡的尺寸，
      和焦距，以及擴大閃光覆蓋的特殊分佈光設計，
      並給出任意分佈和價值也是可能的。

【　與其他的光加熱方式的比較　】

*鹵素燈的光的波長帶為0.4-2.5μm區域，
（從可見光到近紅外輻射區），其中假設大約1μm是峰。
*半透明體（皮膚，油漆和粘合劑等）相對進入內部，並從內部加熱。
*對金屬的吸收率比遠紅外光好，得到非金屬材料之間的巨大差異也不錯。



【構造】

空冷式

水冷式



【 型號和規格一覽 】

型號 型 焦距 冷卻 電力 鏡長

HLH-30A 風扇 200ｗ～5kw 82～1000mm

HLH-30W 水 200ｗ～9kw 50～500mm

HLH-55A 風扇 2kw～16kw 280～2500mm

HLH-55W 水 2kw～26kw 100～2500mm

HLH-65A 風扇 2kw～16kw 280～2500mm

HLH-65W 水 2kw～26kw 100～2500mm

HLH-35A 風扇 200ｗ～5kw 82～1000mm
HLH-35W ∞ 水 500w～12kw 50～1300mm
HLH-60A (平行光) 風扇 2kw～16kw 280～2500mm

HLH-60W 水 2kw～26kw 100～2500mm

<< 集光線加熱型 >> << 平行光面加熱型 >>

集光

平行

20mm

25mm

75mm





【 紅外線吸収率　】
用這張表確認紅外線的吸收率。

大概0.5 =50％或更多吸收材料是非常適合於遠紅外加熱。



【 紅外線吸収率　】
用這張表確認紅外線的吸收率。

大概0.5 =50％或更多吸收材料是非常適合於遠紅外加熱。



【 紅外線吸収率　】
用這張表確認紅外線的吸收率。

大概0.5 =50％或更多吸收材料是非常適合於遠紅外加熱。



【 紅外線吸収率　】
用這張表確認紅外線的吸收率。

大概0.5 =50％或更多吸收材料是非常適合於遠紅外加熱。



【 紅外線吸収率　】
用這張表確認紅外線的吸收率。

大概0.5 =50％或更多吸收材料是非常適合於遠紅外加熱。



空冷式的超小型的線加熱器HLH-30A是使用棒狀滷素燈的線信集光加熱器。

作為滷素燈加熱的特徵的超清潔高溫加熱有無媒體加熱，啟動時間極為短(1-2秒程度)的優秀的特徵。

是水冷式的以困難的用途為對象的鏡子寬30mm，鏡子部高34mm的線集光型。

因為空氣冷卻部變得大跟水冷式品相比所以，變得大，但是簡便，并且因為不需要冷卻水所以可以使用。

和水冷式的HLH-30W型在用空冷式，基本性能也沒有差別的一樣，并且最高加熱溫度是約1000℃。

超小型空冷式線加熱型　鹵素燈線型加熱器 HLH-30A

《　HＬＨ-30A/ｆ20/Ｌ150　》



作為HLH-30A/f20用而，能製作電壓100v，110v，220v，240v，電力200w～1000w的滷素電燈。

在HLH-30A/f 20/L84組合110v-500w的電燈了時候的加熱寬度和長度(約寬2.5mm×約長30mm)。

為空氣冷卻另外需要DC24v-0.2A的電源。在這個，市場出售的小型的AC適配器可以使用。

能在本公司準備。

※空氣冷卻的HLH-30A和水冷HLH-30W的光學性能是相同的。

假如HLH-30A被把焦距(20mm)割開來的話，那個能執行給與寬度的加熱。
照射強度一樣，但是離得遠，高的熱的中心的溫度比周邊部分的東西動。

能到鏡子長2000mm除了L=84mm以外製作HLH-30A，但是因為電燈的外徑是φ10.5所以超過500mm變成
強度不足，推薦HLH-55W。





超小型的線加熱器HLH-30W是使用棒狀滷素電燈的線集光加熱器。

商品概念"小的事情。"是鏡子寬30mm，鏡子部高34mm和超小型。

研究了各部的設計！
鏡面采用橢圓和日圓的復合曲面，克服了出自小型化的减號面。
因為一邊保持高性能，一邊正到極限變得小超是小型的所以，并且最高加熱溫度也是約1000℃。

超小型水冷式線加熱型　鹵素燈線型加熱器 HLH-30W

《　HLH-30W/ｆ20/Ｌ84　》

作為滷素電燈加熱的特徵的超清潔高溫加熱有無媒體加熱(也在整個真空的加熱可以)，啟動時間極為短
(1-2秒程度)的優秀的特徵。



作為HLH-30W/f20/L84用而，能製作電壓100v，110v，220v，240v，電力200w～750w的滷素電燈。

(標準在本公司作為110v-500w和220v-500w)

在HLH-30W/f 20/L84組合110v-500w的電燈了時候的加熱寬度和長度(約寬2.5mm×約長30mm)。

冷卻方式是φ4管子連接的水冷式。
附上空氣冷卻單元的話變成HLH-30A。

假如HLH-30A被把焦距(20mm)割開來的話，那個能執行給與寬度的加熱。
照射強度一樣，但是離得遠，高的熱的中心的溫度比周邊部分的東西動。

能到鏡子長2500mm除了L=84mm以外製作HLH-30A，但是因為因為電燈的外徑是φ10.5所以超過500mm變成強度不足，設立中間支架有必要所以推薦HLH-55W/H18。

在在100w以下做限制(電壓限制或者ON-OFF)平均電力，如果身體溫度達到不到150度的話，不需要強制冷卻。





空冷式的高性能線加熱器HLH-55A是使用棒狀滷素電燈的線信集光加熱器。

是水冷式的以困難的用途為對象的鏡子寬55mm，鏡子部高105mm的線集光型。

用空冷式與水冷式相比較變得大的話，但是因為不需要冷卻水所以在簡便可以使用。

用空冷式，最高加熱溫度是與水冷式的HLH-55W同樣也約1250度。

用高的精度的光學表現，焦點寬度是大約10mm的線樣子。

而且，為離焦點(對大致寬10mm的一樣的熱)遠而順便去，能有為你有寬度做的加熱。

高出力空冷式線加熱型　鹵素燈線型加熱器 HLH-55A

《　HLH-55A/ｆ25/L280　》

作為滷素電燈加熱的特徵的超清潔高溫加熱有無媒體加熱(也在整個真空的加熱可以)，啟動時間極為短
(1-2秒程度)的優秀的特徵。



※空氣冷卻的HLH-５５A和水冷HLH-５５W的光學性能是相同的。







水冷式線加熱器HLH-55W/f25/L是使用滷素電燈的線信集光加熱器。

另外，也能使用高輸出電燈(H18型)。

線集光型把工作不僅線狀加熱而且裝上傳送裝置，如果用線加熱器照射的話，可以全體加熱。

另外，讓因為從焦點位置分開，使用所以有寬度的加熱能夠。

在高精度的光學性能上，對焦寬度為10mm或18mm的線形。

高出力水冷式線加熱型　鹵素燈線型加熱器 HLH-55W

《　HＬＨ-55W/ｆ25/L280　》

是到相反的彎道領域運轉，擁擠的深的橢圓鏡子，并且由以最大性能為目的東西作為鏡子寬55mm，焦距25mm的線集光加熱器構成。

作為滷素電燈加熱的特徵的超清潔高溫加熱有無媒體加熱(也在整個真空的加熱可以)，啟動時間極為短(1-2秒程度)的優秀的特







給用75mm的距離型·滷素·線·加熱器濃縮，對進行空氣冷卻的加熱的HLH-65A高性能線

以及在那個，有優秀的特徵滷素燈加熱，完全無菌高溫變得燙，
不是加熱媒體
快的啟動時間比方說(1-2秒)。

空氣冷卻學分跟水冷式的商品比較，需要的toshinaikarao衹是能那個更大的你使用冷卻水。

用高的精度的光學表現，焦點寬度是大約10mm的線樣子。

而且，為離焦點(對大致寬10mm的一樣的熱)遠而順便去，能有為你有寬度做的加熱。

※空氣冷卻的HLH-６５A和水冷HLH-６５W的光學性能是相同的。

《　HLH-65A/ｆ75/L280　》

高出力空冷式線加熱型　鹵素燈線型加熱器 HLH-65A

變得復雜使作為水冷式應用程序(65mm的寬度鏡子)正使105mm的高度鏡子的類型在贊成凝縮的線的了。

基本的表現的不同沒在作為大約1250度，被進行水冷的一樣的類型的空冷式的最大加熱關于HLH-65W有溫



※空氣冷卻的HLH-６５A和水冷HLH-６５W的光學性能是相同的。







水冷式線加熱器HLH-65W/f75/L是使用棒狀滷素電燈的線狀加熱器。

因為是鏡子寬65mm，焦距75mm所以能帶狀地加熱。
也可以延長，并且鏡子有效長能到100mm～2500mm製作。

另外，也能使用高輸出電燈(H18型)。
給用75mm的距離型·滷素·線·加熱器濃縮，對進行水冷卻的加熱的HLH-65W的高性能線
以及在那個，有優秀的特徵滷素燈加熱，完全無菌高溫變得燙，
不是加熱媒體
快的啟動時間比方說(1-2秒)。

在高精度的光學性能上，對焦寬度為10mm或18mm的線形。

《　HLH-65W/ｆ75/L280　》

作為滷素電燈加熱的特徵的超清潔高溫加熱有無媒體加熱(也在整個真空的加熱可以)，啟動時間極為短
(1-2秒程度)的優秀的特徵。

高出力水冷式面加熱型　鹵素燈線型加熱器 HLH-65W







超小型的線加熱器HLH-35A/f∞是使用棒狀滷素電燈的線狀加熱器。

作為滷素電燈加熱的特徵的超清潔高溫加熱有無媒體加熱，啟動時間極為短(1-2秒程度)的優秀的特徵。

是水冷式的以困難的用途為對象的鏡子寬35mm，鏡子部高36mm的方面加熱型。

因為空氣冷卻部變得大跟水冷式品相比所以，變得大，但是簡便，并且因為不需要冷卻水所以可以使用。

列舉，使用的話可以方面加熱。　因為需要空氣所以不能在整個真空裏為冷卻使用。

列舉，使用的話照射功率密度達到35A/cm2，能到將近1000℃加熱大的面積。

是一樣的平行光束型，但是照射距離比較長，有光回收型食物的HLH-60在單獨使用的情况下杰出。

HLH-35A/f∞在200w-1000w.-的被製造的滷素燈100v，110v，220v，240v可能。
(L82的標準作為220v-500w)

HLH-35A能被最大2500mm從鏡子長82mm製造。

DC24v電力供給能被熱技術供給。

超小型空冷式面加熱型　鹵素燈線型加熱器 HLH-35A

《　HＬＨ-35A/ｆ∞/Ｌ82　》

在把電燈500w同HLH-35A/f∞/L82(大約2.5mm的×寬度的大約35mm的長度)結合起來了的時候加熱的的
長度和寬度。

為了需要電燈的外徑中間的支援超過500mm的長度鏡子規定在不夠的強度成為那樣φ10.5，我推薦HLH-
60A/H18。

《　HＬＨ-35A/ｆ∞/Ｌ150　》



※空氣冷卻的HLH-３５A和水冷HLH-３５W的光學性能是相同的。



※空氣冷卻的HLH-３５A和水冷HLH-３５W的光學性能是相同的。





超小型的線加熱器HLH-35W/f∞是使用棒狀滷素電燈的線狀加熱器。

列舉，使用的話可以方面加熱。

列舉，使用的話照射功率密度達到35w/cm2，能到將近1000度加熱大的面積。

作為滷素電燈加熱的特徵的超清潔高溫加熱有無媒體加熱(也在整個真空的加熱可以)，啟動時間極為短(1-2秒程度)的優秀的特

超小型水冷式面加熱型　鹵素燈線型加熱器 HLH-35W

表面加熱型鹵素線加熱器

6單元緊密接觸接地穩定加熱範圍示意









<<　HLH－６０A　>>

空冷式線加熱器HLH-60A/f∞是把魚竿型滷素燈使用的線型的暖氣單位。

60mm的寬度在鏡子放出平行(焦距∞)，那個能被在平原加熱。

能控制鏡子的光的量的比率低的非效率性作為那個的點數困難了。

可以擴充的長度帳單的鏡子，能被到100mm~製造3000mm。
那個表示比較遥遠地熱地方的力。

高出力空冷式面加熱型　鹵素燈線型加熱器 HLH-60A

比方說有特徵滷素燈在那個之前的暖氣(沒正使暖氣中的程度快的啟動時間熱起來的完全的無菌高溫)(1-2

請鏡子給泄漏在更淺的全然作為平行的小的抛物線狀鏡子類型的不得了的環境點火那個故障的主要成為了的原因。

但是，以及為在這個HLH-60A/f∞有深的食物光恢復類型，那個改善泄漏光的小的利用和縮小同時被理解。

單獨使用的是早晚見效的設計。"HLH-35W/f∞"的人適合用許多的平行排着的東西的表面的暖氣的情况。







水冷式線加熱器HLH-60W/f∞是把魚竿型滷素燈使用的線型的加熱單位。

60mm的寬度在鏡子放出平行(焦距∞)，那個能被在平原加熱。

能控制鏡子的光的量的比率低的非效率性作為那個的點數困難了。

可以擴充的長度帳單的鏡子，能被到100mm~製造3000mm。
那個表示比較遥遠地熱地方的力。

和在安全的高溫加熱的成功以及加熱器的選擇一起，幾乎不高效地需要獨創性。
另外，請考慮"空洞加熱方法"。

高出力水冷式面加熱型　鹵素燈線型加熱器 HLH-60W

比方說有特徵滷素燈在那個之前的加熱(沒正使加熱中的程度快的啟動時間熱起來的完全的無菌高溫)(1-2

請鏡子給泄漏在更淺的全然作為平行的小的抛物線狀鏡子類型的不得了的環境點火那個故障的主要成為了的原因。

單獨使用的是早晚見效的設計。"HLH-35W/f∞"的人適合用許多的平行排着的東西的表面的加熱的情况。

但是，以及為在這個HLH-60W/f∞有深的食物光恢復類型，那個改善泄漏光的小的利用和縮小同時被理解。





鹵素燈線型加熱器 實驗室配套元件
 LKHLH-35A/f∞/200ｖ-1kw +HCVD

◆　特徴　◆
1). 因為成為配套元件，在簡単鹵素燈線型加熱器能使用。

2). 能用非接觸簡単高温面加熱。

3). 手動升降平台，它可以很容易地照射直徑變化規律。

4). 手動可變電源，它可以很容易地由電壓改變加熱調整。

5). 高温加熱很簡単　内置冷卻風扇!

實驗室配套元件裝配例子
（※實驗室配套元件用零部件單體被交貨。）

① 立体安裝支架
② 加熱器安裝支架
③ 手動升降平台
④ 磚 　擱置試片時很有用。
⑤ 高亮度光對應的防護眼鏡

目測能確認最大輸出時的高亮度照射點。
⑥ 空冷式鹵素燈線型加熱器 HLH-35A/f∞/100v-1000w

用1000w的輸出，加熱對象物。
⑦ 手動電源控制器　HCVD-AC200-240V/-AC200V-4KW

輸入電壓範圍為AC200V-AC240V。
輸出可調範圍AC0v〜200v。



鹵素燈線型加熱器 實驗室配套元件
LKHLH-55A/f25/200v-2kw + HCV

◆　特徴　◆
1). 因為成為配套元件，在簡単鹵素燈線型加熱器能使用。

2). 能用非接觸簡単高温線加熱。

3). 手動升降平台，它可以很容易地照射直徑變化規律。

4). 手動可變電源，它可以很容易地由電壓改變加熱調整。

5). 高温加熱很簡単　内置冷卻風扇!

實驗室配套元件裝配例子
（※實驗室配套元件用零部件單體被交貨。）

① 空冷式鹵素燈線型加熱器 HLH-55A/f25/200v-2kw
用2kw的輸出，加熱對象物。

② 立体安裝支架
③ 手動升降平台
④ 磚 　擱置試片時很有用。
⑤ 高亮度光對應的防護眼鏡

目測能確認最大輸出時的高亮度照射點。
⑥ 手動電源控制器　HCV-AC200-240V/-AC200V-2KW

輸入電壓範圍為AC200V-AC240V。輸出可調範圍AC0v〜200v。



鹵素燈線型加熱器 實驗室配套元件
LKHLH-60A/f∞/200v-2kw + HCV

◆　特徴　◆
1). 因為成為配套元件，在簡単鹵素燈面型加熱器能使用。

2). 能用非接觸簡単高温線加熱。

3). 手動升降平台，它可以很容易地照射直徑變化規律。

4). 手動可變電源，它可以很容易地由電壓改變加熱調整。

5). 高温加熱很簡単　内置冷卻風扇!

【　碳纖維片材的加熱　】 因為是平行光束型所以均一地可以加熱。



實驗室配套元件裝配例子
（※實驗室配套元件用零部件單體被交貨。）

① 空冷式鹵素燈線型加熱器 HLH-60A/f∞/200v-2kw
用2kw的輸出，加熱對象物。

② 立体安裝支架
③ 手動升降平台
④ 磚 　擱置試片時很有用。
⑤ 高亮度光對應的防護眼鏡

目測能確認最大輸出時的高亮度照射點。
⑥ 手動電源控制器　HCV-AC200-240V/-AC200V-2KW

輸入電壓範圍為AC200V-AC240V。輸出可調範圍AC0v〜200v。



鹵素燈加熱器　手動電源控制器　HCV系列

彩色通用設計類型HCV-CUD / HCVD-CUD
藍色指示燈用於創建任何人都容易看到的配色方案。
請為您的訂單模型指定其他CUD。

標準型　HCV
搭載標度盤，可以滷素燈加熱器的手動電壓調節。

冷卻風扇用電源搭載型　HCVD
搭載標度盤和供冷卻風扇用電源，可以空冷式滷素加熱器的手動電壓調節。



[規格]

HCV-AC100-240V/-DC6V-300W AC100～240V DC6V-300W 没有

HCV-AC100-240V/-DC12V-300W AC100～240V DC12V-300W 没有
HCV-AC100-240V/-DC24V-300W AC100～240V DC24V-300W 没有
HCV-AC100-240V/-DC36V-600W AC100～240V DC36V-600W 没有
HCV-AC100-120V/-AC100V-1KW AC100～120V AC100V-1KW 没有
HCV-AC100-120V/-AC100V-2.5KW AC100～120V AC100V-2.5KW 没有
HCV-AC200-240V/-AC120V-3KW AC200～240V AC120V-3KW 没有
HCV-AC200-240V/-AC200V-2KW AC200～240V AC200V-2KW 没有
HCV-AC200-240V/-AC200V-3KW AC200～240V AC200V-3KW 没有

HCV-AC200-240V/-AC200V-5KW AC200～240V AC200V-5KW 没有

HCVD-AC100-240V/-DC12V-300W AC100～240V DC12V-300W DC24V-0.5A

HCVD-AC100-240V/-DC24V-300W AC100～240V DC24V-300W DC24V-0.5A
HCVD-AC100-240V/-DC36V-600W AC100～240V DC36V-600W DC24V-0.5A
HCVD-AC100V-240V/-AC100V-1KW AC100～120V AC100V-1KW DC24V-0.5A
HCVD-AC100V-240V/-AC100V-2.5KW AC100～120V AC120V-2.5KW DC24V-0.5A

HCVD-AC200-240V/-AC200V-2KW AC200～240V AC200V-2KW DC24V-0.5A

選項

型號   効能

CUD   彩色通用設計 藍色指示燈
FPR 　前面護欄
RPR 　背面護欄
LH 　把手

電源電纜 　製作指定的電源電纜。

【 選項　前面護欄 ・ 背面護欄・ 把手 】

電源電壓 輸出 冷卻扇DC電源型號



高効能加熱控制器　HHC2系列

【特徴】
HHC2在基本功能組合選項，是進行自定義，使用的加熱器控製器。

● 可以指定色彩通用設計類型。
採用白色，藍色和黃色指示燈，操作按鈕也是藍色和黃色。
任何人都容易看到的配色方案。

● 以手動控制電壓的功能和，以設定電壓ON-OFF使之做的功能之外又加上，

● 慢速和電壓的電流限制功能，如過電流斷路器，整合了鹵素加熱器的加熱所需的足夠的安全設備。

● 選項選擇的温度調節器搭載型有對熱電的式樣和輻射温度計式樣。

● 可以用可選項選擇的，也在外部信號可以ON-OFF以及電壓的控制。

●

● 可以用可選項選擇雙重化做的過温升警報管理。

● 使用選項選擇的一次通過的計時器，精確的加熱試驗完成。

可以用可選項選擇的IOT功能搭載型，能確認設定温度，加熱温度，操作時間，操作次數，加熱器交換次
數，MTBF等的數據。



型　號 供給電壓 加熱器電壓 制御電流

HHC2-12v-300w AC100-240v DC12v 25A

HHC2-24v-330w AC100-240v DC24v 13A
HHC2-36v-600w AC100-240v DC36v 15A
HHC2-36v-1kw AC100-240v DC36v 28A
HHC2-120V-3kw AC200-240v AC120v 25A
HHC2-100v-240v-15A AC100-240v AC100-240v 15A
HHC2-100v-240v-30A AC100-240v AC100-240v 30A

HHC2-100v-240v-60A AC100-240v AC100-240v 60A

【基本功能】
電源電壓 　AC100V～240V 50/60Hz

控制電流(直流型） 　12v-300w / 24v-300w / 36v-500w / 36v-1kw

控制電流(交流型） 　15A / 30A / 60A

模擬電壓計 　用模擬電壓計 表示加熱器的輸出電壓

手動ON-OFF 　在ON-OFF用輸出用面板的開關來

手動電圧調整 　能0-98%在輸出電壓用面板的標度盤可變

AC輸出慢々起動 　扔掉提高電壓，輸出ON時，抑制突入電流

過電流保護功能 　用高速的電閘保護功率半導體元件不受過大電流侵害。

斷線検出功能 　檢測交流型加熱器的斷線，表示，輸出。　電流限幅器功能的

使用環境 　温度0～45℃　湿度10～95％(没有結露）

尺寸 　寛度300　x　高度300　x　深度300　mm　

【選項】

略稱 内容

CUD 彩色通用設計型  白色藍黃色指示燈/藍黃色按鈕。 

TC 温度調節器 - 熱電偶輸入
TP 温度調節器 - 輻射温度計輸入
PM 輻射温度計的表面安裝
SV 主管功能　　專用温度調節器安裝表面上，並且監視和控制温度過分升高。

HL 為用High-Low控制上升快點不完全隔絶電源，保持低温狀態。

TMR1 表面安裝計時器-短時間加熱的設定

TMR2 表面安裝計時器-保温時間的設定

TMR3 表面安裝計時器-供預見保全使用的累計加熱時間的表示

RC1 用無電壓接點信號　遙控加熱開始・停止

RC2 用4-20mA信號　遙控輸出電壓

RSP 用4-20mA信號　遙控温度調節器的設定值
MON 被用4-20mA信號　到外部輸出現在值
RS485 RS-485通訊　　可以指定設定値、可以確認現在値・警報、等等。

IOT 物聯網IOT効能　設定值時，次數的當前值和操作時間和操作數可以指定和確認，等等。

AirV 空氣開閉閥
OFDT 空氣閉閥時，加熱停止以後指定設定值冷卻計時器5分。

WP 冷卻水壓力不足警報
AP 熱風加熱器和端子冷卻空氣壓力不足警報

DC24 冷卻風扇用DC24V電源

CFS 冷却風扇停止検出信号処理

FPR 前面護欄
RPR 背面護欄
輻射温度計 提供根據希望的用途的輻射温度計，直覺合對加熱控製器調節。

電源電纜 製作指定的電源電纜。

※　如果需要比上述以外的功能，請與我們聯繫。
[小心] 當添加功能，還有就是外部尺寸變化。



条件設定・確認・記録

◆多階梯的設定功能

可以加工方法的検討，在加熱的在表面張力的減少，
以及殘留應力的消失。
可以隨意設置中間聚合反應的経過時間。
反復加熱冷卻法
固溶化處理溫度的維持
兩階段預熱淬火處理
氣體滲氮處理
氣體兩級氮化處理
鹽浴軟氮化處理
氣體軟氮化處理

◆斜率（勾配）設定功能

是面向膨脹率以及收縮率重要的精確的材料考試。

等溫退火
再結晶温度的管理
徐熱→退火→緩慢冷卻處理
二段退火處理
時效硬化處理

◆正弦曲線設定功能

對電子設備的老化以及加速試驗最合適。

周期加熱測試
加速老化測試

台階加熱控制器
SSC系列



◆短時間加熱効能
・拍子時間的縮短的條件條件確定

・退火時間管理

・ 回火時間管理

◆觸發切換功能(選項)

當觸發輸入，然後移動到下一個設定溫度

◆多顯示器功能

實時明白溫度分佈。

◆記憶卡數據文件夾功能

加熱數據可容易地從所述面板表面的存儲卡插槽檢索。

從存儲卡讀取加熱數據，可以在Excel中編輯表格和圖表。



　型　號 電源電壓 輸出電壓 輸出容量 控制環

　SSC-DC12V-300W-1L AC85-264v DC3-12v 300w 1Loop

　SSC-DC24V-300W-1L AC85-264v DC5-24v 300w 1Loop

　SSC-DC24V-600W-2L AC85-264v DC5-24v 300w x2 2Loop
　SSC-DC36V-600W-1L AC85-264v DC7-36v 600w 1Loop
　SSC-DC36V-1200W-2L AC85-264v DC7-36v 600w x2 2Loop
　SSC-AC15A-1L AC100-110/200-220v 15A 1Loop
　SSC-AC30A-1L AC100-110/200-220v 30A 1Loop
　SSC-AC30A-2L AC100-110/200-220v 15Ax2 2Loop
　SSC-AC45A-3L AC100-110/200-220v 15Ax3 3Loop
　SSC-AC60A-1L AC100-110/200-220v 60A 1Loop
　SSC-AC60A-2L AC100-110/200-220v 30Ax2 2Loop
　SSC-AC60A-4L AC100-110/200-220v 15Ax4 4Loop
　SSC-AC90A-3L AC100-110/200-220v 30Ax3 3Loop
　SSC-AC120A-2L AC100-110/200-220v 60Ax2 2Loop

　SSC-AC120A-4L AC100-110/200-220v 30Ax4 4Loop

*1.溫度輸入，K，J，T，E，R，B，N，S，w5Re，w26Re，JPT100，PT100可以輸入。
*2.模擬輸入，±10V，±5V，0〜10V，0-5V，1-5V，0-20mA的，4-20mA的可輸入。
*3.使用水冷式鹵素加熱器另外需要的冷卻水系統。
*4.高輸出的HLH類型另外需要的冷卻空氣。
*5.用指定的語言製作供海外工廠使用的銘鈑。

基本効能

　記憶卡數據保存 　從存儲卡讀取加熱數據，可以在Excel中編輯表格和圖表。

　多顯示器功能 　實時明白溫度分佈。

　複数温度設定 　用觸摸面板顯示器簡單地可以多階梯設定、斜率（勾配)設定、正弦曲線設定。

　主管効能 　多重循環和主管功能搭載，可以協調控制多台加熱器。

　短時間加熱効能 　可以短時間加熱和短時間保温加熱。

　温度輸入4CH 　K，J，T，E，R，B，N，S，w5Re，w26Re，JPT100，PT100　可以輸入。

　模擬輸入4CH 　±10V，±5V，0-10V，0-5V，1-5V，0-20mA，4-20mA　4CH可以輸入。

選項効能

TA4 　温度和模擬複数輸入添加

HL 　為用High-Low控制上升快點不完全隔絶電源，保持低温狀態。

TR 　觸發切換功能

RC1 　用無電壓接點信號　遙控加熱開始・停止

RC2 　用4-20mA信號　遙控輸出電壓

RSP 　用4-20mA信號　遙控温度調節器的設定值
PVMON 　被用4-20mA信號　到外部輸出現在值
SVMON 　被用4-20mA信號　到外部輸出設定值
RS485 　RS-485通訊　　可以指定設定値、可以確認現在値・警報、等等。

IOT 　物聯網IOT効能　設定值時，次數的當前值和操作時間和操作數可以指定和確認，等等。

ACOUT 　冷卻風扇用AC電源

DC24 　冷卻風扇用DC24V電源

AirV 　空氣開閉閥

OFDT 　空氣閉閥時，加熱停止以後指定設定值冷卻計時器5分。

BO 　斷線検出功能。　檢測交流型加熱器的斷線，表示，輸出。

OVH   過昇温外部警報機能　（ABH/DGH□v-□w/□□/+2S仕様機種対応)

WP 　冷卻水壓力不足警報

AP 　熱風加熱器和端子冷卻空氣壓力不足警報

CFS 　冷却風扇停止検出信号処理

FPR 　前面護欄

RPR 　背面護欄

電源電纜 　製作指定的電源電纜。

　+α 　如果需要比上述以外的功能，請與我們聯繫。

* 當添加功能，還有就是外部尺寸變化。



一般規格

　電源電壓 　AC100～240v

　内部消費電流 　1.6A（不包括加熱器輸出）

　使用周圍温度 　0～50℃　（没有氷結・結露）

　保存周圍温度 　－10～+60℃　（没有氷結・結露）

　使用・保存周圍濕度 　35～85％RH　（没有氷結・結露）

　耐電壓 　AC1500V　1分間　電源端子和輸入出力端子間之間、電源端子和殼體之間

　抗噪聲能力 　1500Vp-p脈衝寬度1μs,50ns　IEC規格準拠　61000,4-2/3/4/6）

　絕緣電阻 　在DC500V絕緣電阻測試儀5MΩ以上（電源端子和殼體之間）

　利用大氣 　没有塵埃和腐食性氣體

　使用標高 　2000m以下

　外形尺寸 　高度250mm　寛度400mm　深度270mm　（標準型）

　質量 　約5kg　（標準型）　

觸摸面板顯示器規格

　顯示元素 　超高亮度TFT彩色LCD

　顯示點數 　VGA　640x480

　液晶壽命 　約5000時間（常温・常濕時）

　背光燈壽命 　約5400時間（常温・常濕時　冷陰極管　交換不可）

　觸摸開關壽命 　100万回以上　（觸摸開關作動力　0.98NT以下）

記憶卡  規格

　存儲元件 CF閃存卡EEPROM

　文件格式 CSV

　存儲器容量 128MB

　重新寫次數 10萬次以上

　存儲容量 最大128MB，262144的文件



e-mail  info@heat-tech.biz

熱科技有限公司
https://heater.heat-tech.biz/tc

日本國 650-0047 神戸市中央區港島南町1丁目6番地5號

IMDA 國際醫療開發中心
TEL 81-78945-7894  FAX 81-78945-7895

非接触式快速高温加熱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