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恒温恒湿试验箱安装及操作说明书

东莞市科文试验设备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制造试验设备：恒温恒湿

试验箱、高低温交变湿热试验箱、高低温箱、高温烤箱、电热鼓风干

燥箱、冷热冲击试验箱、砂尘试验箱、淋雨试验箱、氙灯耐气候试验

箱、紫外线耐气候试验箱、振动试验台、跌落试验台、老化房、盐雾

腐蚀试验箱、纸业包装用试验设备、拉力及电子线材试验机、手机笔

记本检测设备等产品，并竭诚为广大用户研制特殊方案的试验设备。

http://www.kowintest.com 联系人：陈建斌 13538330327，0769－

83992528，0769－83819138，QQ：1731776772

一、产品名称：恒温恒湿试验箱

机器电源配置及安装方法

请依下述方法配电, 注意电源容量, 切莫多部机器同时使用一外电源, 以免产生

压降, 影响机器性能, 甚至引起故障停机, 请使用专用回路。

1.依照规格表中之电源配线为:

1￠2KW220VAC √ 50HZ

1￠3KW220VAC 60HZ

3￠4KW380VAC

√ 3￠5KW380VAC

1.适用电源线径为:( 电缆线长度10m以内)

2.0~2.5m㎡ 8.0~10.0m㎡

3.5~4.0 m㎡ 14~16 m㎡

√ 5.5~6.0m㎡ 22~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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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为三相电源时, 请注意欠相保护.( 若确定三相电源有电而本机未动作, 则该

机可能为逆相, 只须相邻之两相电源线相互交换即可).

3.假如您将接地线接在水管上, 水管必须是通地的金属管(并非所有的金属管, 皆

能有效的接地)。

4.试料用之电源, 请用外接电源，请勿使用本机电源。否则因此而引发任何故障,

本公司概不负责!

5.安装时小心损伤配线!请勿将接地线, 接在瓦斯管上。

6.配置电源之前请检查机器在运输过程中有无损坏，电源线有无破损，机体有无

变形，送风循环是否完好，内箱是否保持清洁.

7.机器的电源线配置：绿色为零线，黄绿双色为地线，其余颜色均为火线.

8.输入机器的电源电压波动幅度不可超过允许范围之内，接地线必须良好，否则

会影响本机性能.

9.请务必根据机器功率大小而配置适当的保险装置，以防机器发生故障时

能安全地切断电源，以免发生火灾和伤人事故.

10.请务必将机器在安全空间定位后再布线，同时确保配线与机器的额定

电流电压一致，否则会有触电和发生事故.

11.布线作业人员应专业，以免错误接线及输入错误电源而损坏机器，烧

毁组件.

12.请先确认输入电源是否在断开的情况下再布线，以免触电.

13.如机器有三相马达，在接驳电源时，请必须检查其转向是否正确．如果是单相马

达在出厂时已经调好其转向，在更换时，要确定其转向正确与否，以免影响机器

性能.

14.布线完毕，在确保机器控制电器无故障情况下输入相吻合之电源，同

时在通电之前必须将所有电箱盖板装好，否则有触电和发生火灾危险.

15.非本机专职人员不可对本机进行维修和检查，并且必须在断电情况下进行拆装检



查，以免发生触电和火灾.

16.不允许将电箱、电箱门、机体侧板和一些安全保护装置拆除进行工作，此种方法

机器处于危险运作状态，很危险.

17.控制面板上的总电源开关尽少频繁操作，停机时只须关闭温度开关和用户电源开

关即可.

二、恒温恒湿试验箱使用前注意事项:

※第一次开机或清洗加湿水盒后再开机时，请先设定温度比室温低5℃，湿度设

定为1%RH，然后开机运行30分钟，再进行其它温湿度设定。运行同时注意以下

事项。

a. 电源线及接地线之确认

●电源线是否依照规格妥善连接, 并确认接地？

b. 干湿球超温保护器之确认:

●超温保护器温度设定点＝温度设定点＋(20～30℃) 。

c. 供水之确认:

●水箱内存水量是否足够？

●水箱盖子是否盖妥？

●排水开关是否归复？

d. 排水管之确认:

●排水管是否接妥？

e. 湿球测试布之确以:

●是否清洁？【每月清洗一次, 每三个月更换新的测试布。】

●放置位置是否正确？【放置于湿度传感器之前端!】

●供水槽水位是否正常？

●是否润湿？【供水槽中有水, 且水位正常, 而测试布不能润湿, 请立即更换新

的测试布。 加湿器水位之确认：

●水位是否正常?【加湿器供水三至五分钟后, 检查水位控制盒之水位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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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

●加湿器用水是否清洁?【加湿器之加水盘应定期排水, 并以刷子清洗, 以保持清

洁。】

g. 检查温球超温气体式保护开关设定是否正确。 排水管之确认:

●排水管是否接妥?

*注意: 只做温度时应取下测试布。若测试布于85以上高温情况下运转后, 下

次运转前, 应更换测试布, 否则可能无法再吸水。换装新测试布时, 清先洗手,

否则易使测试布功能失效, 无法吸水。(测试布包装时, 皆经杀菌处理。)

※ 以上事项确认后, 将固定脚放下固定妥当。

运转程序:

1.开启用户电源开关，再开启总电源之无熔丝开关【NFB】，然后按下温湿表

开关.

2.待温湿表显示正常画面后便可进行事先规化好欲执行之程序设定曲线图 ,

以便顺利进 行设定工作.

3.温湿度及时间的设定值要根据用户被测产品之要求相符合.

4.温湿度表之各功能的设定必须由专职人员进行操作或按照温湿表之说明书进

行操作.

5.各菜单设定完毕后，必须将机门关好、关严然后才可以正常运转机器.

6.最初运转机器时,一定要注意运转马达的转向及三相马达之转向.

7.按下控制器之运转开关机器便可按照设定之温湿度运转.

8.当温湿达到用户产品要求需停机时，必须将控制器之温湿表开关关闭后方可

从中取放产品.

9.有关程序设定及定值控制的使用方法, 请参考控制器操作说明温湿表具体之

操参阅温湿表之说明书.

10.本机附有窗口观测灯, 若欲查着箱内情形请按【LIGHT】观测灯开关, 箱内灯

即刻点亮。



11.若有故障情形发生, 本机之显示莹幕阳刻显示故障位置, 蜂鸣器会响, 待故

障排除后, 请按莹幕上的【REST】键(复位开关), 然后再重新启动试验机。

运转注意事项:
1. 本机绝对禁止加热或测试爆炸性、可燃性为高腐蚀性物质。否则会造成不

必要的损失，或者本机不能对其进行试验.
2. 测试物放置量不可影响测试箱的风量循环，否则会影响机器性能.
3. 使用时门要关好、关严，否则温湿外泄，达不到性能区域.
4. 指定人员操作此机，以免使机器提早损坏.
5. 本机于左侧附有测试孔, 可接于箱内测试线路时使用(另附有TS信号电源

接口, 可接箱内试料电源, 最大电流5A。)
6. 测试中欲观察箱内变化状况时, 可将朔箱内灯【LIGHT】开关开启, 经由

窗口观察箱内试料变化情形。

7. 本机若在0℃以下运转时, 应尽量避免打开箱门, 因为在做低温时, 苦开

启箱门易造成内部蒸发器及其它部位之封冰现象, 尤以温度越低, 状况越严

重, 若必须打开, 则应尽量缩短时间。

8. 当完成低温运转时, 务必设定温度条件60℃施行干燥处理约半个小时后

打开箱门, 以免影响下一作业条件之测定时间或蒸发器结冰现象或测试物损

坏。(若未实际60℃之干燥处理, 机器因而故障, 虽于保固期内, 亦属人为疏

失, 恕本公司不予免费服务)。
9. 于操作当中, 除非有绝对必要, 请不要打开箱门, 否则可能导致以下不良

后果:
9.1.1.1. 高温湿气冲出箱外……………十分危险！

9.1.1.2. 箱门内侧仍然保持高温………造成伤害！

10. 高温空气可能触发火灾警报, 产生误动作！

11. 开门方法: 操作人员开门时必须沿着开门方向向后移动，防止机内大量热

气涌出伤人.
12. 10: 请注意本机必须安全确实地接地, 以免产生静电感应！

13. 电路短路器、温度超温保护器, 提供本机测试品以及操作者的安全保护, 故
请定期检查。

14. 正确的装置湿球测试布, 方能量取正确的相对湿度。

14.1. 运转中, 请勿以手触检查, 以免触电或为风扇所伤, 而发生危险, 因此请

先停止运转, 关掉电后再修理。

14.2. 非本机职人员不可对本机进行维修和检查，维修检查时，由专职人员进行，

同时要有监护人员进行监护，防止未知情人员进行通电合闸，造成触电伤

人.
15. 请详细阅读控制器说明书及相关说明书后, 方可操作本机。

恒温恒湿箱保养注意事项及方法：

1．冷冻机组之散热器(冷凝器) 应定期保养, 保持清洁。灰尘粘糊冷凝器会使压

缩机高压开关跳脱而产生误报警，冷凝器应定期每月保养,利用真空吸尘器将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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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器散热网片上附着之其尘吸除或开机后使用质硬的毛刷刷之或用高压气嘴吹

干凈灰尘。

2．开关门或从炉内取测试物时，不得让物品与门上胶边接触，以防胶边被破

坏和缩短寿命.

3．机身周围和底部的地面要随时保持清洁，以免大量灰尘吸入机组内产生意

外事故和降低性能.

4．冷冻系统是本机的核心，请一年巡检一次所有铜管有无泄漏雪种情况，各嗽

叭接头、焊接口，如有油渍外泄，请通知本公司或直接处理之.

5.配电盘之大电流接点，配电室内每年至少清洁检修一次以上，接点的松动会

使整个设备处于危险工作状态，轻则烧坏组件，重则发生火灾、报警、人身伤害

非常危险. 清洁时清利用吸尘器将室内灰尘吸除即可。

6.加湿器及水盘经常清洗，以免产生水垢，影响蒸气的散发，一般做完一次试

验清洗一次，水垢得到及时排除有利加湿管的寿命，确保水流顺畅清洗时使用铜

质刷子洗刷用水冲之干凈。

7.干湿球之湿布经常检查,当测试布表面不干净或变硬, 或于高温85℃以上控制

后, 继续做温湿度控制前。经检查如有不吸水者请更换之，关系到测湿的准确度,

测试布一般三月更换一次,更换时应用清洁布擦拭测温体, 更换新测试布时应先

洗手再把水槽清洗干净。

8.湿球水位之检查与调整

积水筒水位不可过高,过高使水溢出积水筒或过低使湿球测试布吸水不正常, 影

响湿球的准确性。水位大约保持六分满即可。积水筒水位之调整, 可调整积水盒

的高低【调整两侧螺丝】

9.配电箱内的两个超温保护器设定值请不要随便调试，出厂时已调好，此保护

开关是保护加热管和加湿管空焚和缺水警报之用 . 设定点＝温度设定点＋

20℃～30℃

10.本机运转时, 面板上超温保护器温度之设定点＝温度设定点＋15℃～20℃。



试验箱内之温度升至超温保护器之设定点时 , 加热器之供电即停止,【OVER

HEAT】超温警示灯点亮但风扇仍运转, 若长时间运转及无人看管, 运转前请勿必

确实检查超温保护器, 是否设定妥当。

11.水路之检查与保养

水路之水管，是易堵易漏之器件，请务必定期检查有无漏水堵水之现象，若有请

及时排除或通知本公司. 加湿器内之储水应每月更换一次, 确保水质清洁,水流

顺畅。

12.当试验产品时间到达后取产品时，必须在关机状态下且工作人员一定要戴好

干燥、防电、耐温手套进行取放产品.

13.箱体内外部的清洁与保养机器在操作前应先将内部杂质(物) 清除。

配电室内每年至少清洁一次以上, 清洁时请利用吸尘器将室内灰尘吸除即可。箱

体外部每年必须清洗一次以上, 清洗时用肥皂水擦拭即可。

14.在机器使用期间如未经本公司同意私自对本机进行改造而造成损失的，本

公司概不负责.

15.未按说明书的注意事项和要求进行操作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概不负责.

故 障 情 况 原 因 处 理 方 法

开启电源机器不动作 缺相;电源不正常 检查重新送电

控制器无输出 检查控制器 PC 板有无工

作

控制电源保险烧坏 检查原因更换保险

安全保护装置误动作 检查安全保护措施并手动

复位

不能降温或降温慢 制冷压缩机坏掉 更新或送修

雪种泄漏 通知本公司或请专业人员

维修

运风马达不转或反转 检查原因或更新



压缩机之电磁开关坏掉 检查原因 更新

冷凝器粘灰尘 高压气嘴吹干凈

机组散热不良 安装位置不佳 ,重新定位

安装

温度做不到或失控 温度超温保护动作 重新设定

温度 SSR损坏 检查更换

温度电热管坏 检查更换

温度接触器坏 检查更换

冷冻系统故障 通知本公司或请专业人员

维修

湿度做不到或失控 湿度 SSR损坏 检查换新

湿度发热管坏 检查换新

湿布吸水不好 换新

水盘水位过高或过低 调整水位

湿度接触器坏 检查原因换新

温度超湿保护动作 重新设定

控制器无法控制 按键无作用 通知本公司

无电源输入 检查重新送电

I/O板不工作 接线排松重新插好

控制面板无显示 查电源或通知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