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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2091 恒温恒湿机（标准型）

恒温恒湿试验箱也称恒温恒湿试验机、恒温恒湿实验箱、可程式湿热交变试验箱、恒温

机或恒温恒湿箱，用于检测材料在各种环境下性能的设备及试验各种材料耐热、耐寒、耐干、

耐湿性能。适合电子、电器、手机、通讯、仪表、车辆、塑胶制品、金属、食品、化学、建

材、医疗、航天等制品检测质量之用。满足标准:GB/T5170.2-2008 电子电工产品环境试验

设备效验方法、GB/T10589-2008 低温试验箱技术条件、GB/T10592.1-2008 高低温试验

箱技术条件、GB/T2421/2/3/4-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GJB/150A-2009 军用装备

试验室环境试验方法、GJB/360B-2009 电子及电气元件试验方法、JJF/1101-203 环境试验

设备温度、湿度校准规范。

https://baike.so.com/doc/1708486-18062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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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标准：

GB-2423.1-89（IEC68-2-1）试验 A：低温试验方法，GB-2423.2-89（IEC68-2-2）试验 B：
高温试验方法，GJB360.8-87（MIL-STD-202F）高温寿命试验，GBJ150.3(MIL-STD-810D)高
温试验方法，GJB150.4(MIL-STD-810D)低温试验方法。

设备特点：

1、圆弧造型及雾面线条处理，高质感外观，并采用平面无反作用把手，操作简单，安全可
靠

2、内箱采用镜面不锈钢，箱体洁净，易清洗，使用寿命长；

3、采用三层真空镀膜视窗和飞利浦节能荧光灯，无须雨刷除雾，保持清晰的观测效果，可
随时观察试品的状况。

4、加湿系统的管路与电源、控制器、电路板分离，可避免因管路漏水而影响电路，从而提
高产品的安全性。

5、原装进口欧美全封闭压缩机，进口环保冷媒，世界知名品牌的冷冻器件，原装进口 LCD
触摸屏控制器，界面友好，操作简单易学。全封闭结构，采用强力循环马达，低嗓音冷冻装置；

6、配备测试孔，具有通电测试功能(负载测试)；

7、新型制冷，单压缩机既可实现 00C~-400C 以内任意温度，高效节能，低温区节能 30%以
上，节能降耗

8、性能卓越，性能指标优于国（军）标要求，满足试验规程

9、外形紧凑，节约占地空间，摆脱现场局限，移动便捷，同比机型占地面积减少 30%

10、优化风道，基于专业的 CFD 的流体力学设计，风道紧凑合理

11、操作简捷，人性化操作界面，一键启停，可做定值与程序化两种测试方式

12、多重防护，整机配备了强大的报警系统，自检报警系统，放心操作，无忧使用

13、同容积在承受较大存放区域和负载发热量

14、采用美国新型 PWM 冷媒控制技术实现低温节能运行

15、防止测试品不结露控制条件

16、通信配置 RS232 接口和 USB 储存下载功能

17、机台多重报警监测，配置无线远程报警功能

18、最安全的水路系统和再生用水环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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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湿度效应可以达到 15℃/5%RH 效能，除湿速度快

20、防止静电降耗能力强，达到同行业中性能最佳状态

21、满足低温运行 1000 小时不结霜技术应用

22、水浸查漏，直观彻底，确保气密性，稳定运行

23、可通过因特网进行电脑、手机、平板等通讯工具连接，远距离监控机器运行情况，及远
程操控机器

工作原理：

1、恒温恒湿试验箱由调温（加温、制冷）和增湿两部分组成。通过安装在箱体内顶部的旋
转风扇，将空气排入箱体实现气体循环、平衡箱体内的温、湿度，由箱体内置的温、湿度传感器
采集的数据，传至温、湿度控制器（微型信息处理器）进行编辑处理，下达调温调湿指令，通过
空气加热单元、冷凝管以及水槽内加热蒸发单元的共同完成。

2、恒温恒湿箱温度调节是通过箱体内置温度传感器，采集数据，经温度控制器（微型信息
处理器）调节，接通空气加热单元来实现增加温度或者调节制冷电磁阀来降低箱体内温度，以达
到控制所需要的温度。恒温恒湿箱湿度调节是通过体内置湿度传感器，采集数据，经湿度控制器
（微型信息处理器）调节，接通水槽加热元件，通过蒸发水槽内的水来实现增加箱体内的湿度或
者调节制冷电磁阀来实现去湿作用，以达到控制所需要的湿度。

3、恒温恒湿箱设有多重保护措施；温度系统在可设定最大安全允许温度条件下，装有过温
保护器，空气加热元件可随旋转风扇停止而自动断电；加湿系统可随加湿槽水位降低而停止供电；
制冷系统也随箱体温度升高（超过 40℃）或湿度的加大而停止工作。

试验箱结构：

1、试验箱内采用 SUS304#不锈钢板；内箱两侧带有试品轨道架；保温隔热采用最少 100mm
的硬质聚胺酯发泡；内箱前门处连接采用优质电木及玻璃纤维板门框做热传导隔断，低温隔热性
能优异；门上气密封条为具体一定耐温范围的硅胶发泡。

2、送风循环系统：统一采用耐高低温多叶片铝风轮，由电机驱动上侧百叶送风，下侧回风，
-70-100℃范围均小于 2℃（依据国标 10 点分布）

● 保温材质:硬质聚胺酯发泡＋玻璃棉

● 箱门: 1、单片门,左开,把手在右边 5、试验箱内照明灯 11W

2、产品观测窗，三层真空层 6、硅胶发泡胶条 2 条

3、嵌入式无反作用平面把手 7、电热自动除雾装置 1 套

4、门铰链:SUS#304 8、防触摸冷冻烫伤装置 1 套

https://baike.so.com/doc/5336332-55717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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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系统：

●全彩 7’TFT,中/英文触控控制系统

● USB2.0 储存接口与曲线记录及下载

● 全自动控制与安全保护协调系统

● 全新冷媒需求量算法，，制冷不制热控制技术，同比节约电力 30%

● 预约启动设定，运转预计结束时间表示，通电时间积算，运行时间积算

● 程序结束规划（程序连接，转到定值，停机等）

● 可通过因特网远距离监控机器运行情况，及远程操控机器

目录 监视画面

程式编辑 历史数据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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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系统参数：

控制精度 温度：±0.3 F.S+1digit 湿度：±1.0%RH+1digit

分辨率 温度：0.1 湿度：0.1

测定周期 0.6 秒（温、湿度各 0.3 秒）

程序组容量 250PATTERN(组）/12500STEP(段）

STEP（段）时间 0~250H59M 可调

定值时间 0~999999H59M 可调

循环次数 每组程序可设 1~32000 次（小循环可设 1~32000 次）

接点出力 RUN、HRUN、H1、T1~T7、K1、TS1~TS2、DW、UP、END、ERR 等

节能控制功能 全新冷媒需求量算法，有效降低冷热互耗，节约电力 20%

TROUBLEIN 全机开机自检报警动作相关处理资讯

历史数据曲线，数据表
示

1、PV 实际值/SV 设定值按采样周期记录保存
2、曲线，历史数据可由 USB 按日期选择拷贝
3、按 60S 采样，可记录保存 120 天数据及曲线

通信机能 1、标配 USB 接口下载曲线及数据
2、标配 R-232C 电脑接口
3、因特网联机界面，可与电脑，手机，平板等互连

试验名称输入 可任意输入 250 组中英文试验名称

LED 背光灯及屏幕锁 背光灯保护 0~99 分可设，凭密码进入

有效表示范围 照片级全真彩 7“88（H）X155(W)mm

内存 数据记忆保存 EEPROM（可保存 15 年以上）

附加功能 预约启动设定，运转预计结束时间表示，通电时间积算，程序结束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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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样限制（本试验设备禁止以下储存）：

● 易烯、爆炸、易挥发性物质试样的试验及储存；

● 腐蚀性物质试样的试验及储存；

● 生物试样的试验及储存；

● 强电磁发射源试样的试验及储存；

● 放射性物质试样的试验及储存；

● 剧毒物质试样的试验及储存；

● 试验或储存过程中可能产生剧毒物质的试样的试验及储存。

技术参数：

产品型号
PT-2091

100 150 225 408

W×D×H(mm)
内 400×500×500 500×600×500 500×750×600 600×850×800

外 600×1400×1300 700×1500×1300 700×1650×1400 800×1750×1600

容积 L 100L 150L 225L 408L

温度范围（℃）
低温：0℃、-20℃、-40℃、-55℃、-60℃、-70℃（可选）

高温：+150℃、+100℃、+80℃

湿度范围（%RH）

A: 5%R.H~98%R.H

（非标准型需特别说明）

B: 10%R.H~98%R.H

（非标准型需特别说明）

C: 20%R.H~98%R.H

（标准型） 标准型温湿度范围表

温度波动度（℃） ±0.5℃

温度均匀度（℃） ≤±2.0℃

湿度波动度（%RH） ±2.5%RH

湿度均匀度（%RH） A)>75%RH:≤+2,-3%RH，B)<75%RH:≤±5%RH

升温时间（℃） 约3~4℃/min 空载时（可按需定制，快速温变类试验箱可做5~25℃/min）

降温时间（℃） 约0.7~1℃/min 空载时（可按需定制，快速温变类试验箱可做5~2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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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变速率 1℃/min、3℃/min、5℃/min、10℃/min、15℃/min、20℃/min、25℃/min（可选）

冷却方式 风冷或水冷

內箱材质 SUS304不锈钢

外箱材质 不锈钢板经典喷涂处理

保温材质 高密度聚氨酯发泡

压缩机 单端/复叠式，半封闭式压缩机

冷媒 R404A 或 R23

工作环境温度 +5℃~+35℃

电源功率 AC 220V 或 AC 38OV 三相四线加地线

特别说明 压缩机，冷媒，电源功率等以选择的箱体大小与温变速率和温度范围等作为参考依据

标准配置 1.电源线4.0 mm²x5蕊，低阻抗橡胶电缆线3m 长1条

2.不锈钢 SUS #304方型冲孔钢板置物架2片

3.不锈钢可调整间距置物架轨道2组

4.节能照明灯1支

5.机体左侧ψ50mm 测试孔1个附不锈钢孔盖1只,硅胶塞头1只。

6.标准测试用气象纱布1卷

7.保险丝一套（易损件）

8.操作说明书一套

装配细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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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元器件配备（具体配置以具体选型为准）

品名 品牌

压缩机 德国 BOCK

过滤器

丹麦(DANFOSS)

板式热交换器 瑞典 阿法拉伐

油压控制器

日本鹭宫

油分离器 美国

(AICO)

真空防爆玻璃 台湾专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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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器 德国（豪世特）

接触器

施耐德

热继电器

施耐德

干烧保护器 意大利

时间继电器 日本欧姆龙

电源总开关 日本三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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