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氙灯耐气候老化试验箱

技术规格书

依据标准：

GB/T16422.2(ISO4892)；GB/T2423.24；GB/T 3511；GB/T 14049；GB/T

12527； GB 4599；GB/T 10485

自然界的阳光和湿气对材料的破坏，每年造成难以估计的经济损失。而所造成的损害主

要包括褪色、发黄、变色、强度下降、脆化、氧化、亮度下降、龟裂、变模糊及粉化等。对

于曝露在直接或透过玻璃窗后的阳光下的产品和材料来说，其受到光破坏影响的风险最大。

长期曝露在荧光灯、卤素灯或其他发光灯下的材料，同样也会受到光降解的影响。

氙灯耐气候试验箱采用能模拟全阳光光谱的氙弧灯来再现不同环境下存在的破坏性光波。本

设备可以为科研、产品开发和质量控制提供相应的环境模拟和加速试验。

氙灯耐气候试验箱可用于新材料的选择，改进现有材料或评估材料组成变化后耐用性的变化

等试验。设备可以很好的模拟在不同环境条件内，材料曝露在阳光下所产生的变化。

一、技术指标

1、 型号：QL-900

2、 工作室尺寸： D950*W950*H1050 （单位：MM）

3、 温度范围：RT＋10℃～70℃

4、 湿度范围：50～98% R•H（干燥期间不喷水时） 

5、 黑板温度：63～90℃±3℃

6、 温度波动度：±0.5℃

7、 温度均匀度： ≤2.0℃

8、 湿度偏差：  +2%  -3% R•H 

9、 降雨时间：0～9999、min 连续降雨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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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降雨周期：0～240、min 间隔降雨可调

11、 喷水嘴孔径：0.8mm

12、 喷水压力：0.12～0.15Mpa (以实图为准)

13、 喷水周期：18min/102min、12min/48min(喷水时间/不喷时间)

14、 氙灯功率：6KW（水冷式）

15、 加热功率：1.5KW

16、 加湿功率：1.5KW

17、 波长：260～800nm

18、 氙灯灯源：6KW 水冷式灯管 1根，随机备用 3根

19、 光照\喷淋周期连续可调

20、 转毂直径：900mm,高 365mm

21、 试验样板尺寸：75～150mm 标准样板

22、 可测样板数量：42 块

23、 光照周期可调时间：0～9999(S、M、H）

24、 样品与灯管距离：300～375mm

25、 样品架：360°旋转，旋转速率 1-3r / min

26、 电源电压：AC380V/50HZ 三相五线制

27、 总功率：11.5KW

27、设备自身重量：360 公斤

二、结构

本水冷式氙灯耐气候试验箱选用优质材料，使用国内目前最先进的加工设备加工成型，外

壳表面进行喷塑处理，美观，平整。颜色搭配协调，圆弧型设计，线条流畅自然。内胆设计成

在工作时是一个密闭，可安置试样进行光老化试验的空间，能恒定控制试验温差±2℃，湿度

偏差+2% -3% ，选用进口优质不锈钢板制作。室内的可转动样品架及其它附件配件均为不锈钢

材料制作，设计合理，经久耐用。设备在符合国家标准的前提下，各方面性能都稳定的基础上

更具备实用性和便于控制。由于本设备在设计上特别强调其实用性和便于控制，因此使得该设

备具有容易安装、操作简单，并且基本上不需要日常维护的特点；

设备主要分为主体部分、加温、加湿、制冷除湿部分、样品架转动部分、供水系统部分、

显示控制部分、空气调节部分、安全保护措施部分和其它附件部分；

1、 外壳采用 A3 钢板，外壳表面进行喷塑处理，更显光洁、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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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胆为进口优质不锈钢板；

3、 搅拌系统:采用长轴风扇电机，耐高低温之不锈钢多翼式叶轮,以达强度对流垂直扩散

循环；

4、 门与箱体之间采用双层耐高温之高张性密封条以确保测试区的密闭和避光；

5、 采用无反作用门把手，操作更容易；

6、 机器底部采用高品质 PU 活动轮；

7、 观察窗采用钢化镀膜玻璃；

8、 滤光片的规格，即（内滤片，中滤片，外滤片分别采用的什么材质）分别采用石英玻

璃

三、加热、加湿系统

1. 加热采用远红外镍合金高速加温电热丝；

2. 温湿度控制输出功率均由微电脑演算，以达高精度及高效率之用电效益；

3. 外置式锅炉蒸汽式加湿器；

4. 具有水位自动补偿、缺水报警系统；

5. 加湿采用不锈钢高速加温电热管；

四、控制系统：

产品采用计算机技术、先进的 PID 控制方法对环境的温湿度光照进行测量和控制，

并可以与恒温恒湿设备配套使用。

★显示和控制界面直观清晰，轻触式选择菜单，简单易用，性能稳定可靠。

★程式控制灵活，给用户带来性能稳定，性价比高的高端产品。

1、主要性能指标：

★ 真彩 7 寸智能触摸屏全角度清晰可视；

★ 模糊运算和 PID 自动演算功能更精确控制温湿度的精度；

★ 3 路 PT100 输入（温度、湿度、黑板温度）；

★ 16 路 DI 异常输入全面监控实验箱的运行状态；

★ 具有预约功能，能设定机器自动运行时间；

★ 具有待机功能(控制温度)准确控制实验有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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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控制方式(定值/程式)；

★ 传感器类型：PT100 传感器(可选电子传感器)，8 路开关信号辅助输入；

★ 温度测量范围：-90℃--200℃，误差±0.2℃（可定制）；

★ 湿度测量范围：1.0%--100%RH，误差±1%RH；

★ 程式编辑：可编 120 组程式，每组程式最大为 100 段；

★ 通讯接口(RS232/RS485，通讯最长距离 1.2km[光纤可达 30km])；

★ 画面语言类型：中文/英文，可任意选择；

★ 外形尺寸：194×133×34(mm) (长×宽×深)；

★ 安装开孔尺寸：189×128(mm) (长×宽)；

★ TFT 分辨率：800×480 64K 色

★ 仪表参数保存至 U盘：把仪表所设定的参数保存到Ｕ盘中，便于更换仪表时重

新设置参数；

★ 从 U 盘中恢复参数：把Ｕ盘参数恢复到仪表中，把从仪表中导出到 U 盘中的参

数恢复到仪表中。

2、采用 7 吋中文彩色液晶触摸式人机界面和高性能可编程温湿度控制器，具有存

储和通讯功能；温度、湿度、辐照度等功能均在一个界面上显示操作；具有程序

编辑功能可将温度、湿度、辐照度、喷淋时间方式编辑达到自动循环和控制调节

3、仪表可显示设定参数、当前运行程式号、当前运行步及步剩余时间、加热器工

作状态、加湿器工作状态、程式运行趋势、循环剩余次数

4、程式自动运行、停机后自动断电

6、仪表能展现八天程式运行曲线

7、仪表能实行予约自动运行及及时运行

8、仪表能定值控制与程式控制进行无忧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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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界面

可通过主界面进入其它界

监视画面

定值运行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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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运行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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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运行曲线画面

法国施耐德小型继电器：

㈠触点容量：28VDC 3A 5A220V 3A 5A

㈡触点分布形式：2z

㈢电器寿命：10
5
OPS

㈣安置方式：印刷电路板式 Printed-Circuit

border 法兰式.插入式；

法国“施奈德”交流接触器技术说明特点

㈠长寿命：机械寿命高达 2000 万次；电寿命高

达 200 万次。

㈡强适应性：“TH”防护处理，可以在湿热的环境

中使用。

㈢ 模块化：产品本体上可以附加辅助触头，通电

/断电延时触头，机械闭锁等模块。 交流接触器 断路器

温度信号固态模块器：



page 8/11

固态继电器英文名称为 Solid State Relay，简称

SSR，

1、国外先进技术和器件制造的一种开关性能优良

的新型无触点电子开关器件。

2、输入端公要求很小的控制电流，能与 TTL、

HTL、CMOS 等集成电路较好地兼容；

3、出回路则采用可控硅或大功率晶体管接通和断

开负载电流。输入与输出之间采用光电耦合，

通断没有可动接触部件，因此具有工作可靠、

开关速度快、无噪音、寿命长、体积小、无火

花、耐蚀防爆抗振等特点。

德国唯乐温湿度传感器

STT-R 系列铂电阻温湿度传感器；采用不锈钢外壳

封装，内部 填充导热材料和密封材料灌封而成，

尺寸小巧，防水防震性 能极佳，可达 IP67

五、循环系统

1、单循环，离心风机，分流式风道结构；

六、保护系统

1. 风机过热保护；

2. 整体设备欠相/逆相保护；

3. 超温保护；

4. 其它还有漏电；

5. 缺水指示；

6. 故障报警后自动停机。

七、随机资料

1、说明书、电路图

2、操作方法、注意事项、出货基本配件、维修保养事项

八、 设备使用条件

1、环境温度：5℃～＋28℃（24 小时内平均温度≤28℃）

2、环境湿度：≤85%

3、电源要求：AC380（ ±10%）V/50HZ 三相四线制

九、产品价格：此价包含运输费、安装调试费、优质元器件材料及设计、人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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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损耗等成本及管理、税金（17%税票）

十、交货期及运输方式

1、木箱包装箱；

2、输方式：汽路运输。

3、货 期：预付款到达供方帐上之日起 35 天交货；

4、地点：买方厂内。

十一、售后服务：

1 培训

1.1 培训内容

1.1.1 设备结构、工作原理；

1.1.2 操作使用方法和检测数据处理要求；

1.1.3 维护保养方法和要求；

1.1.4 软件编程、各参数设定方法和要求；

1.1.5 设备故障判断和处理方法。

1.2 培训方法

1.2.1 乙方在设备安装、调试和终验收过程中对甲方进行培训。甲方须提供相应的工作条件。

1.2.2 甲方派遣相关工艺技术、操作和现场维护人员参与乙方在甲方生产现场的设备安装调试，

乙方须提供相应的工作指导。具体的参与人员及工作计划经双方协商后明确。

1.2.3 培训应持续至操作及维修人员完全掌握对该设备的使用为止。

1.2.4 上述培训具体培训内容、培训时间、及参加人员由乙方和甲方以书面形式确定。

2. 包装发运

2.1 乙方负责把承制产品及辅助设备打包并运送到甲方指定地点；

2.2 设备到甲方指定地点后，乙方负责包装箱的吊装和进场，甲乙双方应共同在现场确认设备原

始状态；乙方负责后续设备安装调试；

2.3 设备包装及运输过程乙方负全部责任，保证全部设备及部件安全无损到达甲方现场；

2.4 甲方给予积极配合，提供办公、工作餐等便利。

3. 设备安装调试办法

3.1 乙方应在协议签订后根据甲方提供场地进行实验室场地设备规划平面图及设备安装相关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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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设备到达甲方工厂后，甲方负责以下工作：

3.3 乙方负责设备的就位、粗调水平及水、电、压缩空气的安装；甲方协助乙方进行设备安装、

调试。

3.4 负责为乙方提供安装调试现场及所需的电、水、压缩空气等，使用费用由甲方负责。

3.5 负责为乙方提供办公、工作餐等便利。

3.6 设备到达甲方指定地点后，乙方负责以下工作：

3.7 负责按照装箱单对装箱物品进行清点。

3.8 负责设备的安装、调试等。并对设备就位、安装、调试的正确性负全部责任。

3.9 负责提供设备安装、调试等的专用设备和工具。

3.10 乙方在甲方工厂安装、调试期间派专业技术人员在甲方生产现场进行设备的安装和调试，

在此期间遵守甲方工厂和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