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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用范围

光照培养箱适用于微生物组织细胞培养，种子发芽，育苗试验，植物栽培以及昆虫、小

动物饲养等。能准确模拟不同环境气候条件的理想设备。

二、结构

1、脚轮 2、箱体 3、侧门 4、门磁封条 5、控温盒 6、面贴 7、电源开关 8、前门

9、下风罩 10、电源线 11、箱体后封板 12、压缩机后封板

本系列光照培养箱由箱体、温控系统、加热制冷系统、光照系统、循环风道等部分组成。

箱体工作室为镜面不锈钢冲压而成，四周圆弧结构，容易清洗；箱体外壳采用优质不锈钢表

面喷塑，工作室网板高度任意调整。箱体采用绝热性能良好的聚胺脂发泡板，大大提高了箱

体的保温性能。温控系统主要有温控仪，温度传感器等组成。温控仪具有超温保护、掉电保

护、简单编程、定时等功能。加热制冷系统由加热管、蒸发器、冷凝器、压缩机等构成。本

系列光照培养箱循环风道设计合理，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箱内温度的均匀性。光照培养箱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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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发光，保证箱体内光照的均匀性，光照亮度五级可调，大大方便了用户的使用。

三、工作原理

当温度传感器测量的温度信号传至温控仪，温控仪内 CPU作出正确的判断，输出加热

信号或制冷信号，控制加热管或压缩机工作，确保箱体温度达到设定温度。温控系统采用模

糊 PID控制方式，控温精度高,温度波动度小。

四...

.

技术指标

注：表中温度参数均用精确度±0.1℃的标准水银温度计测量（几何中心点）。湿度参数均用精确度±3%

的标准湿度计测量（几何中心点）。

五...

.

工作条件

a)温度：15℃～30℃

b)空气相对湿度：不大于 85%

c)供电电源：AC220V,频率 50HZ±1HZ

d)周围无强烈光照，无腐蚀性气体，通风良好，无强烈震动源及强电磁场存在。

六．使用说明

1.1.1.

1.

使用环境要求

项目 XGZ-150 XGZ -250 XGZ -300 XGZ -400
电源电压 AC220V 50HZ

控温范围 有光照：10～50℃ 无光照：4～50℃
恒温波动度 ±1.0℃
温度分辨率 0.1℃

光照强度
0～12000Lx
六级可调

0～15000Lx
六级可调

0～20000Lx
六级可调

0～25000Lx
六级可调

输入功率 900W 1100W 1500W 2000W
内胆尺寸

W×D×
H（mm）

500*400*750 580*500*850 580*550*950 680*550*1050

外形尺寸

W × D ×

H（mm）

700*630*1450 780*745*1560 780*780*1650 880*780*1750

公称容积 150L 250L 300L 400L
载物托架 3pcs
工作环境 5～35℃

性能参数在环境温度 25℃，相对湿度 50%，空载、无强磁、无震动条件下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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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温度：15℃～30℃

b)空气相对湿度：不大于 85%

c)供电电源：AC220V,频率 50HZ±1HZ

d)周围无强烈光照，无腐蚀性气体，通风良好，无强烈震动源及强电磁场存在。

一、 按键和指示灯介绍

1. 键：主界面和查询界面下，点击切换查询界面和主界面；长按进入程序设定界面。

设定界面下，点击向下切换数值，长按退出设定界面。

2. 键：主界面和查询界面下，点击开关背光；设定界面下，增加数值或向上切换参数 ；

3. 键：主界面和查询界面下，长按手动除霜；设定界面下，减小数值或向下切换参数

4. 键：主界面和查询界面下，长按进入参数菜单；设定界面下，切换光标位置；

5. 键：点击开启或关闭照明。

6.6.6.

6.

键：长按 2秒运行或停止程序。

二、 界面介绍

1、普通状态下，仪表显示主界面；

2、在主界面中，点击 键进入查询界面，该界面下 60秒无按键按下，自动返回到主界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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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主界面或查询界面中，长按 键 4秒，进入设定界面，该界面下，长按 键 4
秒，返回主界面，并保存设定数值；60秒无按键按下，自动返回到主界面，设定数值不

保存；

4、

5、在主界面或查询界面中，长按 键 4秒，进入参数密码界面；不同参数对应不同密码 ，

输入正确密码，点击 键，进入相应参数界面；如密码输入不正确，点击 键 ，

则返回到主界面；

6、在参数密码界面中，输入正确密码，点击 键，进入相应参数界面；该界面下，长

按 键 4 秒，返回主界面，并保存设定数值；60 秒无按键按下，自动返回到主界

面，设定数值不保存；

7、在主界面中，同时按住 和 键 4秒，进入内部参数密码界面，输入正确密码，

点击 键，进入相应参数界面；如密码输入不正确，点击 键，则返回到主界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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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使用介绍

例：设备需要 120分钟后开始工作，工作 10个周期，每个周期设定 2段，第一段需要工

作 720分钟，温度控制在 30℃，光照度为 6级，湿度控制在 60%RH；第二段需要 1200分
钟，温度控制在 10℃，光照度为 4级，湿度控制在 50%RH。

a) 长按 键 4秒，进入总设定界面；

b) 点击 键，将光标切换到总周期的数值上，使用 和 键，将总周期

设定值修改为 10；再点击 键，光标停在总段数的数值上，将总段数设定值修改

为 2；再点击 键，光标停在预约时间的数值上，将预约时间修改为 120分钟；

c) 然后点击 键，进入第一段设定界面，光标停在温度的数值上，将温度设定值

修改为 30℃； 点击 键，光标停在湿度的数值上，将湿度设定值修改为

60%RH，再点击 键，光标停在光照度的数值上，修改光照度设定值为 6级；再

点击 键， 键， 光标停在时间的数值上，修改时间设定值为 720分
钟；

d) 再点击 键进入第 2段的设定状态，按照上述方法依次将温度，湿度，光照度

和时间的设定值修改为 10℃，50%RH，4级；最后长按 键 4秒，退出设定界

面，返回到主界面，设定完毕；

e) 长按 键 2秒，控制器开始按照预约时间计时，运行状态显示：预约计时…，

120分钟后，程序开始运行第一段；

f) 程序进入第一段后，如果内部参数中的计时方式为 0，则此时计时开始，运行状态显

示：正在计时…；如果计时方式为 1，则此时运行状态显示为：正在运行…，当温度

到达设定值时，计时开始；如果计时方式为 2，则当温湿度均到达设定值时，计时开

始；

g) 第一段计时结束后进入第二段，第二段计时结束后，进入第二周期的第一段，以此

类推；当第 10周期第二段计时结束后，程序运行结束，关闭所有输出，蜂鸣器鸣叫

（按任意键消音）。

h) 注：当湿度设定为 0时，加湿和除湿均不开启，可做为生化箱使用。

四、 参数介绍

a)a)a)

a)

用户参数：密码 333

3

（主界面下长按 333

3

秒，进入密码界面）

参数名称 参数功能说明 范围（出厂参数）

通讯地址
与电脑连接时，该仪器的通讯地址，多台仪器同时与电脑连接时，

通讯地址不应重复；
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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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b)

b)

温度参数：密码 444

4

（主界面下长按 333

3

秒，进入密码界面）

c)c)c)

c)

湿度参数：密码 555

5

（主界面下长按 333

3

秒，进入密码界面）

参数名称 参数功能说明 范围（出厂参数）

断电保护

0：关闭断电保护功能；

1：开启断电保护功能，当仪表断电恢复后，程序按照断电时的周期 、

段数、时间继续运行；

0～1(0)

计时方式 0：0～9999分钟；1：0～99小时: 0～59分钟 0～1(1)

参数名称 参数功能说明 范围（出厂参数）

超温报警
当测量温度>>>

>

设定温度+++

+

超温报警时，仪表报警灯亮，切断加热保

护继电器，开制冷，有蜂鸣器鸣叫；
0.0～50.0 (5.0) ℃

零位调整 零位调整===

=

水银温度计读数值---

-

显示温度； -99.9～99.9(0) ℃

满度调整
当实际温度出现偏差时，可调整该参数值纠正：

满度调整=1000=1000=1000

=1000

***

*

（水银温度计读数值---

-

显示温度）///

/

显示温度；
-999～999(0)

比例带 时间比例作用调节。 0.0～90.0（15.0）

积分时间 积分作用调节。 (1～9999) 300秒

微分时间 微分作用调节。 (0～9999)200秒

周期时间 加热控制周期。 0～60 (5)

关断加热 当测量温度>=>=>=

>=

设定温度+++

+

关断加热时，关闭加热输出 -50.0～50.0(2.0) ℃

常开温度

当控制方式为 0时，如果设定温度<<<

<

环境温度+++

+

常开温度，则压缩

机自动切换为常开式；当控制方式为 1时，如果设定温度<<<

<

常开

温度，则压缩机自动切换为常开式。

-50.0～50.0 (10.0) ℃

开启制冷

当控制方式为 0或 1，且压缩机为断开式控制时，该参数为制冷

开启点的偏移量；当控制方式为 2时，制冷的开启点为：测量温

度>=>=>=

>=

设定温度+++

+

开启制冷。

-20.0～20.0(0.0) ℃

关闭制冷
当控制方式为 2时，制冷的关闭点为：测量温度<=<=<=

<=

设定温度+++

+

关

闭制冷；（关闭制冷点应小于开启制冷点）
-20.0～20.0(-0.2) ℃

制冷延时
压缩机延时保护时间，压缩机停止与再次开启的时间间隔>=>=>=

>=

延时

时间；
0～60（3）分

参数名称 参数功能说明 范围（出厂参数）

超湿报警 当测量湿度>=>=>=

>=

设定湿度+++

+

超湿报警时，切断加湿保护继电器。 0.0～50.0 (20.0) %RH

湿度零位 零位调整===

=

湿度计读数值---

-

显示湿度； -99.9～99.9(0)%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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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d)

d)

除霜参数：密码 999

9

（主界面下同时长按 和 333

3

秒，进入密码界面）

e)e)e)

e)

内部参数：密码 101101101

101

（主界面下同时长按 和 333

3

秒，进入密码界面）

参数名称 参数功能说明 范围（出厂参数）

湿度满度
当实际湿度出现偏差时，可调整该参数值纠正：

满度调整=1000=1000=1000

=1000

***

*

（湿度计读数值---

-

显示湿度）///

/

显示湿度；
-999～999 (0)

比例带 时间比例作用调节。 0.0～90.0（15.0）%RH

积分时间 积分作用调节。 (1～9999)200秒

微分时间 微分作用调节。 (0～9999)30秒

周期时间 加湿控制周期。 0～60 (5)秒

关断加湿 当测量湿度>=>=>=

>=

设定湿度+++

+

关断加湿时，关闭加湿输出 -50.0～50.0(0.0) %RH

常开湿度
当控制方式为 0或 1时，如果设定湿度<<<

<

常开湿度，则压缩机自

动切换为常开式。
00.0～90.0 (5.0) %RH

开启除湿

当控制方式为 0或 1且压缩机为断开式控制时，该参数为除湿开

启点的偏移量；当压缩机控制方式为 2时，除湿的开启点为：测

量湿度>=>=>=

>=

设定湿度+++

+

开启除湿；

-20.0～20.0(0.0) %RH

关闭除湿
当控制方式为 2时，除湿的关闭点为：测量湿度<=<=<=

<=

设定湿度+++

+

关

闭除湿；（关闭除湿点应小于开启除湿点）
-20.0～20.0(-2.0) %RH

低温保护 当测量温度<<<

<

低温保护时，关加湿和除湿，低温灯亮。 -20.0～60.0(0.0) ℃

参数名称 参数功能说明 范围（出厂参数）

除霜方式

0：电磁阀除霜方式；除霜时，电磁阀开，风机停；

1：加热除霜方式；除霜时，电磁阀开，加热有输出，风机停，压缩

机停；

0～1(0)

间隔一 0.0～9.0℃时的化霜间隔时间，单位小时 0～200（12）小时

间隔二 9.1～15.0℃时的化霜间隔时间，单位小时 0～200（24）小时

间隔三 大于 15. 0℃时的化霜间隔时间，单位小时 0～200（72）小时

除霜一 0.0～9.0℃时的化霜输出时间，单位秒 0～300（60）秒

除霜二 9.1～15.0℃时的化霜输出时间，单位秒 0～300（60）秒

除霜三 大于 15.0℃时的化霜输出时间，单位秒 0～300（60）秒

手动除霜

0： 无手动除霜功能；

1：主界面下，长按 键 8秒，开始除霜，除霜时间根据参数：

除霜一、除霜二、除霜三；

0～1（0）

参数名称 参数功能说明 范围（出厂参数）

温度上限 设定温度上限值
0.0～90.0 (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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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温度：密码 181818

18

（当环境温度芯片故障时，低温指示灯闪烁）

英文名称与参数指示符号对照表

七、注意事项

1. 光照培养箱在运输搬运中，禁止倒置或大于 45度的斜放，搬运以后应静止 5H以上，方

参数名称 参数功能说明 范围（出厂参数）

温度下限 设定温度下限值
-40.0～0.0（0.0）

℃

仪表类型 0：人工气候箱；1：恒温恒湿箱；2：光照箱 0～2(0) ℃

显示语言 0：中文显示；1：英文显示 0～1(0)

控制方式

000

0

：系统根据参数常开温度+++

+

环境温度、常开湿度来判断压缩机常开式

或断开式；断开式时开启和关闭点根据环境温度自动计算；

111

1

：系统根据参数常开温度、常开湿度来判断压缩机常开式或断开式；

断开式时开启和关闭点根据环境温度自动计算；

222

2

：压缩机断开式，压缩机根据温度参数中的开启制冷和关闭制冷的

设定值来控制制冷；根据湿度参数中的开启除湿和关闭除湿的设定值

来控制除湿；

0～2(0)

计时判断
0：运行就开始计时；1：温度到设定值开始计时；2：温度、湿度均

到设定值开始计时
0～2（0）

高温控制
温度设定值>>>

>

高温控制时，只有当超温报警时压缩机开启，否则压缩

机关闭
0.0～99.9(50.0)

湿度偏差 内部调节参数 0.0～99.9 (2.0)

泄压开启

当压缩机以平衡方式工作时，若“温度测量值≤温度设定值+泄压开

启值”，启动泄压电磁阀；

当压缩机以断开方式工作时，若压缩机停止工作，则启动泄压电磁阀 。

-5.0～

0.0℃（0.0）

泄压关闭

当压缩机以平衡方式工作时，若“温度测量值≥温度设定值+泄压关

闭”，关闭泄压电磁阀；

当压缩机以断开方式工作时，若压缩机开始工作，则关闭泄压电磁阀 。

注：当压缩机以平衡方式工作时，若“泄压开启=0=0=0

=0

”且“泄压关闭

=0=0=0

=0

”，则泄压电磁阀始终处于关闭状态。

0.0～5.0℃（0.0）

调试参数 调试参数为 1时，可进入调试流程 0~1（0）

湿度参数 内部调节参数 1~2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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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开启工作。

2. 本设备落地后，如地面不平整应予以垫平，设备的左右以及背面应留 300mm以上空间，

若在 30℃以上的环境温度下使用本设备，建议在设备的背后加强通风措施并降低环境温

度（例如：安装空调使设备工作时的温度保持在 25℃左右）以防压缩机因过热死机。

3. 本设备在正常运行时，箱内载物摆放整齐，切勿过挤。应不影响箱内空气流通以保证箱

内温度均匀。

4. 本设备应远离电磁干扰源，并应将设备的地线接地。

5. 当培养箱工作室温度接近设定温度时，加热指示灯忽亮忽暗，反复多次，属于正常现象。

一般情况下，在测量温度达到控制温度后 1h左右，工作室内温度进入恒温状态。

6. 设备若在制冷状态工作一段时间后，制冷效果不理想（制冷慢或产生静差），可能是蒸发

器结霜所致。一般设定 40℃温度，让设备工作 3小时以上（一般运行 7-15天,必须做一

次“除霜”处理），之后再投入使用。

7. 箱壁内胆和设备表面要经常擦拭，一保持清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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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设备长期不用，应拔掉电源线，擦净箱内积水,并应定期（一般一季度）按使用条件运行

5小时，将温度设定在 40℃，并每隔 2小时开一次门放掉潮气,处理完毕后拔掉电源插头

存放,以驱除电气部分的潮气，避免损坏有关器件。

9. 设备如发生故障，应有专业人员或生产厂家维修解决。

八、故障处理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推测 故障处理办法

开机无电（指示灯不

亮）

电源插座无电或插头接触不良 修复

箱体电源断线或未插好插头 修复，重插

保险丝断

若换后通电仍烧断，边需检查电机等部件

是否有短路（电机坏会有异味，线包发黑

等现象）或通壳（绝缘电阻为 0），修复后

再开机。

电源开关坏（或未开） 更换电源开关

仪表无显示 接线脱落或仪表烧坏 重新接好导线或更换仪表

仪表显示“---
-” “□□□”

传感器坏或接线端（脱落）
修复或更换 PT100（0℃时为 100欧姆，0.3

欧/℃）

温度值超出了控温范围 使用规定值内适当温度值

低温灯闪烁 测温芯片故障 更换测温芯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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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它

光照培养箱经包装后，用户在遵守储存和使用规则条件下，从出厂之日起 1年内产品不能正

常工作时，本公司将会无偿为用户修理零件或产品。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推测 故障处理办法

湿度窗口显示“AA”
蜂鸣器鸣叫

加水系统故障 检查加水系统

不制冷

转换开关位置不对 设置正确的位置

压缩机坏或管路堵或 R12漏 更改、排堵、加 R12

压缩机过热保护器启动 待压缩机温度下降，自然恢复

压缩机保护器烧坏(有焦味) 更换保护器

温度失控并

AL1报警灯亮

AL1设置为 0或不正确

双向可控硅被击穿

控温仪坏（AL1报警等不亮）

重新设置

更换（型号：BTA16）
换控温仪

无光照
仪表坏无输出 换同型号仪表

光照灯坏 换灯

不升温

控温仪坏（无电源，HEAT灯不

亮）
更换控温仪

HEAT灯亮 调换 3041/3061触发器或 BTA16可控硅

HEAT灯亮双向可控硅不导通 更换双向可控硅（型号：BTA16）

使用了定时功能，温度升后降下 使 T1≠0

控温误差大或有静差

风机坏（不转） 更换风机

PT100接触不良，阻值变大 重新接线

PID等参数设定不正确 重新调整参数

冷凝器结霜过多，制冷功率小
升温去霜（设定 40℃温度，工作 3小时以

上）

风机声音异常或噪音

大（>70dB）

风机坏或压缩机风机坏 更换风机

擦后风道板或风叶坏 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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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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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箱清单

序号 类别 名 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11

1

文件 使用说明书 份 111

1

222

2

文件 合格证 份 111

1

333

3

产品 台 111

1

444

4

配件 载物架 个 333

3

555

5

配件 保险丝 只 222

2

经检查，本单所列物品与箱内所装实物相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