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C-304R9/422R9

PC-R9 系列
PC-304R9

W710×D950×H1620 mm
Ф300×D522 (34.5 L)
Ф220×D350 (12 L)

260 kg
１φ AC220V/230V/240V 50/60Hz 2.3kW

蒸汽发生器 1.5kW
测试箱体 0.6kW

0.019 ～ 0.393MPa

PC-422R9
W710×D950×H1620 mm

Ф420×D657 (84.4 L)
Ф340×D475 (40 L)

295 kg
１φ AC220V/230V/240V 50/60Hz 3.0kW

蒸汽发生器 1.5kW
测试箱体 1.3kW

0.019 ～ 0.208MPa

程序模式和因定模式
可编 150 个模型 1500 步（最多）

饱和 / 不饱和
PID 控制 /SCR 控制

±0.5℃
±0.5℃ (at 100%RH)
±1.0℃ (at 100%RH)

65-100%RH
±3%RH (at  85%RH)

小型压力容器
最多继续 500 小时

1 分钟 -999 小时 59 分钟
大约 4 秒

大约 70 分钟（从室温到 120℃/85%RH 的时间）
模式一：恒定温度下的慢冷却       模式二：保持湿度的冷却       模式三：强排气

每箱体 20（125V 总 30W）
4

已装备
SUS316L 不锈钢（电解抛光）

从注水箱自动供给
带托盘的电机驱动系统

105.0 ～ 151.4℃ (at 100%RH)
110.0 ～ 157.5℃ (at   85%RH)
118.0 ～ 162.5℃ (at   65%RH)

105.0 ～ 133.3℃ (at 100%RH)
110.0 ～ 140.0℃ (at   85%RH)
118.0 ～ 150.0℃ (at   65%RH)

超温保护，干烧保护，超压保护，漏电保护，
超压安全阀，温度传感器，断电保护，箱门锁紧异常保护，供水异常保护

进水管，排水管，电源线，供水水箱，
试验筐，用户手册

型号
尺寸

测试箱体尺寸
有效箱体尺寸

净重
电源

加热器容量

操作模式
程序

测试模式
温度控制

测试温度

温度范围

温度控制精度

分布精度

湿度范围
湿度控制精度
压力范围

压力容器类别
测试时间
时间范围
断电保护

到达额定温度时间
排气模式
偏压端

时间信号终端
紧急停止开关

箱体
水供给
门系统

安全警报系统

标准配件

・实际数据建立在当环境温度为正常室内温度且箱体内没样本的基础上，以上所提电源及电压和频率为固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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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加速 寿 命 试 验 箱

主要技术参数

测试进程中的温度、湿度和控制范围

Products shown in this brochure
are manufactured by the company,

ISO 13485 certified.

 

ISO 13485
CERTIFIED

由于持续的产品改进，规格和外观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Manufacturing Corp.
Overseas Sales Dept.
4-14-4-7, HATCHOBORI, CHUO-KU,
TOKYO 104-0032, JAPAN
TEL:+81-3-6280-3724  FAX:+81-3-6260-3725
http://www.hirayama-hmc.co.jp/

Distributor :Manufacturer :

Manufactured under
ISO 13485

ISO 13485
CERTIFIED

非饱和 / 饱和

高 加 速 寿 命 技 术 先 锋
株式会社平山制作所

创新与服务的引领者

卓越的设计与可靠性

独特的无结露设计

确保实时精度

专为完美测试而生

PC-422R9

PC-422R9PC-304R9

远程网络监控
卓越的箱体构造及材料
测试箱一键清洗功能
控制器 USB 数据输出
Air-HAST 功能（可选）



一种新型可编程高精度温湿度控制器，能更精确地进行HAST评价，
更先进的功能和操作，包括使用外部终端设备的远程操作。

高加速寿命试验箱 系列PC-R9

Remote
Operation

控制器优势

控制模式可以根据目的选择

排气方式可以根据目的选择

可选配

高精度双箱体设计系统（IEC�����-�-��）

操作简单 / 易于连接 Paperless

Test time

Test-chamber temp

Test humidity

Test pressure

Cooling hours

The chamber is air cooled 
until the chamber pressure
becomes 0MPa

Chamber pressure : 0MPa

Test time
Test-chamber temp

Test humidity

Test pressure

Quick exhaust hours

The chamber is cooled quickly 
until the chamber pressure 
becomes 0MPa

Chamber pressure : 0MPa

Test time
Test-chamber temp

Test humidity

Test pressure

Constant HUM slow cooling 
pressure : 0MPa The chamber humidity is

maintained until the 
chamber temperature 
becomes 100℃
The chamber is naturally 
cooled until the chamber
temperature becomes 
100℃
Chamber pressure : 0MPa

与传统的 HAST 设备相比，新的控制器由于采用了交互式触摸
屏输入系统，操作起来更为简易。

可编程高精度温湿度控制器

可以通过使用外部终端设备进行远程控制，实现多台机器联网
控制，减少操作人员监控及操作。

远程控制

两种控制模式

三种排气模式

1. 针对 HAST 和 PCT 的不饱和蒸汽控制

不饱和蒸汽测试模式允许把湿度设在 65%-100%RH
之间，同时不使水珠凝结，另外如果是定值操作标
准程序功能可以用来设定升降率，用来控制温度由
IEC60068-2-66，JISC0096 等指定的测试条件均能
满足。

1. 恒定湿度下的慢冷却

测试后，当前湿度保持不变，发生缓慢冷却。

2. 保持湿度的冷却

测试后，箱体内部吹风冷却，不进行排气，直到压
力降到 0 帕，以避免样本被压力破坏或被强排风吹干，
同时这种方式的冷却比自然冷却快。

3. 强排气

测试后，立即打开排气阀门以迅速放出热水和蒸汽。
这与饱和压力锅做的测试相当。

■HAST-NET RS232C 接口
用一台电脑同时控制 16 个       
HAST

· ·
·

·

■记录仪
有纸记录仪
无纸记录仪

·

■高压测试接线端子
也可与离子迁移装置结合使
用，用于自动测量绝缘电阻

·

·

· ·

■偏压端子
每个箱体有 20 个偏压端子作为标配，
在 PC-422R9 中可安装多达 100 个偏压端子，
在 PC-304R9 中可安装多达 60 个偏压端子

■注水箱供水装置
可直接通过管道自动向内置注水箱提供纯水

■高压端子
可用 1000V 或 2000V

■最大散热值
50W

■提篮
·PC-304R9:W172×D346×H30mm
·PC-422R9:W252×D410×H30mm

■三层托盘
·PC-304R9:W264×D350×H135mm
·PC-422R9:W370×D412×H215mm

■板架
可定做

2.PTC 饱和控制

这个模式仅用于针对 100%RH 的潮湿饱和蒸汽测试。
始终保持 100%RH 潮湿状态，这也被称为潮湿饱和
设置，产生水珠凝结滴落在样品上。
测试可在相应的现有饱和压力锅中进行。

使用电子门锁系统仅需按一个按钮，使门打开或关闭，另外，
滑动托盘可让托盘与门同时打开。这样，使用者就无须在测试
刚结束温度高的时候将手伸入测试箱体取出样本。

电子锁（按钮）和滑动托盘

偏压端子安装在门的内侧，对样本布线大有帮助。

简单的布线功能

每个箱体有 20 个偏压端子作为标配，偏压端子数量可供选择最
多在 PC-422R9 中安装 100 个偏压端子，在 PC-304R9 中安装
60 个偏压端子。

偏压端子

分离式测试系统与单容器系统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减少测试箱与蒸汽发生器之间的相互干扰，完全避免结露

具有更大的测试容积

具有更宽的湿度范围（65%-100%）

测试箱和蒸汽发生器相互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