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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OJETES——精确的温度循环系统 

 

 

总述 

ThermoJet 是一个精确的温控系统，能提供高达 20SCFM 的气流量，快速改变被测物体的温度（DUT）. 

ThermoJet 有着无与伦比的温度转换速度，是业界唯一的在气流量高达20SCFM时还能维持-80°C的低温系

统. 

 

选择 ThermoJet 的理由： 

 市面上唯一的在20SCFM的超大气流量情况下依然能够 

稳定地维持-80℃的系统。用户可以获得真正的超低温 

测试.元器件可以更加快速的转变到低温状态，并可长 

久的停留在该低温境中. 

 

 双制冷系统,非常稳定可靠，强大的气流循环，即使在 

24/7的工作条件中也是可以长久稳定的运行. 

 

 可分离的便携式触摸屏控制器. 

 

 设计结构紧凑，底部安装有滚轮便于移动. 

 

 从 +125°C 降到–55°C 小于 10秒钟，用户可以 

节约大量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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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征 

 控制温度范围- 80°C to +225°C.(Nozzle) 

 流量高达20 SCFM. 

 增强的数字式温度控制. 

 Utilizes off -the-shelf refrigerants. 

 工业界最大的排热能力. 

 市面上最小的外形体积. 

 CE 认证. 

 可分离式触摸屏控制器. 

 

其它特征 

 USB接口，下载数据. 

 提高了nozzle设计,允许温度测试可在更高压力下进行(可高达70PSI). 

 手臂的升降由马达控制,可以通过触摸屏精确调整其高度,操作非常简易. 

 软件升级，节约成本 

 制冷剂不含 HCFC 和 CFC, 无毒，环保. 

 外部温度传感器方便温度控制、调整(DUT). 

 如有特殊需求，专业版的程序和控制可定制. 

 软件指令可兼容市面上其它类似的系统设备. 

 

 

 

技术规范 1,2
 

温度 

温度范围： -80°C ~+225°C (+375°C,Option) ——Nozzle 

温度精度:  ±1°C 

设置能力:  0.1°C 

显示能力/分辨率:  0.1°C 

温度传感器:  Special limits of error type-T thermocouples 

温度校正:    Software controlled 

典型的温度变化率
3
(Nozzle):  +125°C to -55°C in < 10s  

          -55°C to +125°C in <10s 

 

 

气流量 

输入：25 SCFM @ 80~125 psig. Dew point 10°C. (11.8 l/s @ 5.5 ~ 8.6 bar) 

输出:  5~20 SCFM (300~1200SCFH; or 2.3 ~ 9.4 l/s).  

设置能力: 1 SCFM (0.4 l/s) 

 

内置过滤器/干燥器  

水: coalescent. Dew point 10°C 

油: Coalescent. Oil content: <0.01 ppm by weight; filtered to 0.01 micron oil contaminant. 



颗粒: Sintered bronzed mesh. Filtered to 5 micron particulate contamination. 

无热式再生干燥器：工厂提供的压缩空气经过该干燥器处理后，将会变得更加清洁干燥，露点可达-85°C. 

 

触摸屏控制器 

控制器类型: Microprocessor PLC-based PID. 

操作模式: 手动操作模式和程式化操作模式（自动循环模式） 

程式化模式：可储存 48个程序，每个程序可分成 8段 

安全性: 低流量保护、过温保护、EMO 互锁. 

屏幕显示: 手动操作模式/程式化操作模式、温度设置、实际温度、输出气流量、air / DUT 温控模式、运行

/空闲状态、purge air 开/关、除霜开/关 等信息. 

极限保护：最大爬升率、设置最高温、设置最低温. 

爬升率：1°C~999°C /min. 

通讯接口： GPIB, RS232 Communication. 

 

Purge air flow: 干燥的 purge air 可以防止被测元器件或测试治具的周边结霜或水汽。 

 

 

物理特征 

外形尺寸: 21” wide x 27” deep (54 cm x 69 cm) 

工作台面高度： 38” (100 cm) 

臂展半径： 56”(140 cm) 

旋转角度：350° 

最大的操作高度: 约61” (155cm).  (隔热罩离地高度) 

最小的操作高度: 约28”(72cm).  (隔热罩离地高度) 

重量：425 lbs (193 kg) 

灵活性: 底部装有4万向滚轮（可锁定）. 

噪音
4
: < 65 db(A) approximately 

 

动力要求 

电源：220~230 VAC / 50HZ @ 1phase, 30A. 

208V-230V/60Hz; 200V/50Hz @ 1 phase, 30A. 

 

压缩空气： 

流量: 25SCFM (705 升/分钟) 

压力: 100~125 psig (7.0~ 8.6 kg). 

露点：10ºC 

管道内经：≥1/2” 

 

工作环境  

温度:  +12ºC ~+25ºC 

湿度:  0%~65% RH. 

 

 

 

 



NOTES( 备注): 

1. Specifications based on 230V, 60 Hz at 15 SCFM, ambient 23°C, 50% humidity. 

上述技术规范是基于230V/60HZ,在流量为15SCFM的室温条件下测试所得。对于50HZ，电压偏低的情况下，

实际数据可能与上述技术规范有所差异。 

 

2. System may be used with lower pressure at reduced specifications. 

系统在气压较低的情况下使用时，技术规范的数值会有所降低。 

 

3. The cycle temperature setpoint: -80ºC ~+225ºC at about 15SCFM. 

温度变化率测试条件：设置循环温度-80ºC ~+225ºC，大约15SCFM的流量。 

 

4. Operating at low air flow.在小流量条件下使用机器. 

 

 

 

General Accessories(可选附件) 

Model                 Description 

THJ-AP                Auxiliary Purge, Adjustable Flow 

THJ-NAA               Nozzle Adaptor Accessory 

THJ-TC1               Thermocouple Kit 

 

Thermal cups(可选双层透明隔热罩杯) 

Model                 Description 

SH25T1                Transparent 2.5” ID x 2” deep 

SH35T1                Transparent 3.5” ID x 2” deep 

SH45T1                Transparent 4.5” ID x 2” deep 

SH55T1                Transparent 5.5” ID x 2” dee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