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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仪器 DHG 系列鼓风干燥箱系列产品一览表：



报价产品参数：

◆外壳材料：

采用优质冷轧钢板加强设计而成，外观流线型设计，整体牢固耐用。表面经过环保金属漆喷塑处

理，耐腐蚀、耐刮擦，美观大方。

◆工作室材料：

采用优质不锈钢板制作，加强结构设计，经过抛光处理，经久耐用。角落处圆弧处理，方便卫生

清洁。

◆观察窗:

钢化，防弹双层玻璃门观察窗，实验过程一目了然。

◆保温材料：

工作室与外箱体之间的保温材料为优质超细玻璃纤维保温棉，隔温效果好，保温层厚度：＞70mm,

高性能的绝缘结构，从里到外有内腔、内壳、超细玻璃纤维、铝制反射铝箔片、空气夹层，内胆

热量损失少。内胆外箱及门胆结构独特，极大减少了内腔热量的外传。门与门框之间采用高性能

密封材料及独特的橡胶密封结构，密封、耐高温性、抗老化性好。

◆温控仪：

智能型液晶显示温度控制器。具有控温保护、数字显示等功能，控温精确、直接输入、显示控制

温度，加热状态，定时时间。超温报警并自动切断加热电源。采用 A级 PT100 铂金电阻传感器。

◆加热方式：

采用镍铬合金电加热器，升温快，寿命长。保证箱体内部良好的温度均匀性。箱内风道采用双循

环系统，不锈钢多翼式离心风轮及循环风道组成，置于箱体背部的电加热器热量通过侧面风道向

前排出，经过干燥物后再被背部的离心风轮吸入，形成合理的风道，能使热空气充分对流，使箱

内温度最大限度达到均匀。提高了空气流量加热的能力，大幅改善了干燥箱的温度均匀性。

◆安全装置：

超温报警,欠相缺相保护,过电流保护,快速熔断器,接地保护。

型号

参数

工作室尺寸 外形尺寸

控温范围 数显微电脑控制 RT+10-250℃

温度波动 ±0.5℃ 温度分辨率 ±0.1℃

温度均匀性 ±2℃ 电源电压 AC 220V、50Hz

消耗功率 定时范围 1-9999min

配搁板数 搁板 2层，可拆卸，清洗方便。



产品结构特点

◆箱体采用优质冷轧钢板加强设计，表面静电粉末喷涂，涂层坚硬牢固，具有极强的防锈能力。

◆工作室为优质不锈钢板制作，圆角造型、光滑、流畅、极易清洁。

◆箱体与工作室之间，充填超细玻璃棉隔热材料，具有良好的保温功能，有效保证箱内温度的稳定

准确和对使用环境的影响。

◆箱内设计有合理的热风循环通道，使箱内温度分布更加均匀、温度上升更快；并装有出风管，用

以微量排出箱内的空气。如箱内排出的气体有异味或有毒，出风管能方便的另接管道将气体排至

指定地点。

◆温度控制采用微电脑智能数字技术制造，具有工业 PID 自整定和四位双 LED 窗指示功能，控温精

度高、抗干扰能力极强，并且操作也非常方便（详情见控制器详细说明）。

产品使用说明

◆打开箱门，将待处理物件放入箱内搁板上（摆放时应注意确保箱内空气流通），关上箱门。

◆接通电源，将电源插头插入 220V/380V 电源插座，将面板右方的电源开关置于“开”的位置，此

时仪表出现数字显示，表示设备进入工作状态。

◆通过操作控制面板上的温度控制器，设定您所需要的箱内温度。

◆仪器开始工作，箱内温度逐渐达到设定值，经过所需的干燥处理时间后，处理工作完成。

◆关闭电源，待箱内温度接近环境温度后，打开箱门，取出物件。

请注意：开门取物时注意箱内温度，以免烫伤；易燃易爆物禁止放入干燥箱内。

◆ 特别提示

◆产品出厂前都经过严格的测试，一般不要进行修正。如使用时的环境恶劣，环境温度超出适宜范

围，会引起温度显示值与箱内实际温度误差，如超出技术指标范围的，可以参照温度控制器操作

说明按所需进行修正。

◆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如打开箱门时间过长，关上箱门后箱内温度有些变动，这是正常现象。



控制器详细说明

操作及使用方法

◆控制器上电，显示窗上排显示“InP”，下排显示“量程值”约 3 秒后进入到正常显示状

态。

◆温度及恒温时间的查看与设定

点击“设定”键，进入到温度设定状态，显示窗下排显示提示符“SP”，上排显示温度设

定值（先个位值闪烁），可通过移位、增加、减小键修改到所需的设定值；再点击“设

定”键，进入到恒温时间设定状态，显示窗下排显示提示符“St”，上排显示恒温时间设

定值（先个位值闪烁），可通过移位、增加、减小键修改到所需的设定值；再点击“设

定”键，退出此设定状态，修改的设定值自动保存。

◆当恒温时间设为“0”时，表示没有定时功能，控制器连续运行，显示窗下排显示温度设

定值；当设定时间不为“0”时，显示窗口下排显示运行时间，并且最后一位小数点亮，

等测量温度达到设定温度后，定时器开始计时，点亮的小数点闪烁，时间到，运行结束，

显示窗口下排显示“End”，蜂鸣器鸣叫 30 秒钟。运行结束后，长按“减小/再运行”键

3 秒可重新启动运行。

◆超温报警时，蜂鸣器连续鸣叫，“ALM”报警灯点亮。若由于改变温度设定值而产生超温

报警，“ALM”报警灯点亮，但蜂鸣器不鸣叫。

◆蜂鸣器鸣叫时可按任意键消音。

◆移位键：在设定状态点击此键可使设定值移位闪烁修改。

◆减小键：在设定状态点击此键可使设定值递减，长按此键可使设定值连续递减。

◆增加键：在设定状态点击此键可使设定值递加，长按此键可使设定值连续递加。

◆在设定状态下若 1 分钟之内无任何键按下，控制器会自动返回到正常显示状态。

◆若控制器显示窗上排显示“----”，表示温度传感器或控制器本身故障，请仔细检查温度

传感器及其接线。

面板功能

指示灯定义

RUN / AT 指示灯：

运行时此灯点亮，运行结束时熄灭

自整定时此灯闪烁。

OUT 指示灯：

有加热输出此灯点亮，反之熄灭

ALM 指示灯：

超温报警时此灯点亮，反之熄灭



系统自整定

◆当温度控制效果不理想时可进行系统自整定。自整定过程中温度会有较大过冲，用户在进

行系统自整定前请充分考虑此因素。

◆在非设定状态下长按“移位/自整定”键 6 秒后进入到系统自整定程序，“RUN/AT”指示

灯闪烁，自整定结束后该指示灯停止闪烁，控制器会得到一组更佳的系统 PID 参数，参数

值自动保存。在系统自整定过程中长按“移位/自整定”键 6 秒后可中止自整定程序。

◆在系统自整定过程中若有超温报警，“ALM”报警灯不亮，蜂鸣器也不鸣叫，但加热报警

继电器会自动断开。在系统自整定过程中“设定”键无效。在系统自整定过程中无论是否

有恒温时间设定，控制器显示窗下排总是显示温度设定值。

温度内部参数的查看与设定

◆长按设定键约 3 秒，控制器显示窗下排显示密码提示符“Lc”，上排显示密码值，通过增

加、减少和移位键，修改到所需的密码值。再点击设定键，若密码值不正确，控制器自动

返回到正常显示状态，若密码值正确，则进入到温度内部参数设定状态，再点击设定键可

以依次修改各个参数。再长按设定键 3 秒，可以退出此状态，参数值自动保存。

内部参数表.1

参数指示 参数名称 参数功能说明 （范 围）出厂值

Lc- 密码 “Lc=3”时可查看并修改参数值。 0

AL-
超温

偏差报警

当“温度测量值>温度设定值+AL”时，报警灯亮，

蜂鸣器鸣叫，断开加热输出。

（参见操作及使用方法 3）

(0.0～100.0℃) 20.0

T- 控制周期 加热控制周期。 (1～60 秒) 注 1

P- 比例带 时间比例作用调节。 (1.0～量程值) 35.0

I- 积分时间 积分作用调节。 (1～1000 秒) 200

d- 微分时间 微分作用调节。 (0～1000 秒) 200

Pb- 零位调整
修正传感器（低温）测量时产生的误差。

Pb=实际温度值-仪表测量值

(-12.0～12.0℃)

0.0

PK- 满度调整
修正传感器（高温）测量时产生的误差。

PK=1000*（实际温度值-仪表测量值）/仪表测量值
(-999～999) 0

注 1：

型号为 PCD-2xx2（继电器输出）的控制器，其加热控制周期的出厂值为 20 秒，其它型号为 5秒。



内部参数表.2

参数指示 参数名称 参数功能说明 （范 围）出厂值

Lc- 密码 “Lc=9”时可查看并修改参数值。 0

Co-
关断加热输出

偏差

当“温度测量值≥温度设定值+Co”时，关断

加热输出。
(0.0～50.0℃) 5.0

Hn- 恒温计时方式 0：分钟计时；1：小时计时 (0～1) 0

oP- 门控功能
0：关闭开门判断功能；

1：开启开门判断功能。 注 2
(0～1) 1

rH- 量程值 温度设定值的最大值。 (0～400.0℃) 300.0

注 2：

对于无需开门判断或降温很快的系统，请选择关闭开门判断功能。

注意事项

◆可燃性和挥发性的化学物品切勿放入箱内。

◆如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异常、气味、烟雾等情况，请立即关闭电源，用户切勿盲目修理，应通知本

公司修理部，由专业人员查看修理。（新机初次开机会有异味和少量的烟雾产生，这是属于正常

现象，请观察一两次后，若一直产生这种现象请致电我司客服中心进行咨询）。

◆箱壁内胆和设备表面要经常擦拭，以保持清洁，增加玻璃的透明度。请勿用酸、碱或其它腐蚀性

溶液来擦拭外表面。

◆设备长期不用，应拔掉电源线以防止设备损伤人。并应定期（一般一季度）按使用条件运行 2-3

天，以驱除电器部分的潮气，避免损坏有关器件。


	定时范围
	1-9999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