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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使用说明书包含有关产品装配、使用和保养的说明。

本使用说明书面向安装、运行和维护本产品的人员。

è 调试前请阅读本使用说明书。

è 遵守本使用说明书。

è 请确保所有操作本产品的人员都可以取阅本使用说明书。

è 确保可以在产品的使用寿命期间随时查看使用说明书。

对于因不遵守本说明书所造成的损坏和运行故障，Heraeus Noblelight
不承担责任。

要确保本产品功能正常，必须：

è 按照说明安装本产品。

è 遵守使用说明书和维护建议。

è 安装时仅使用 Heraeus Noblelight 的原装元件。

文本中的醒目字体 本说明书文本中的几种醒目字体的含义如下：

u 粗体 = 重要信息

u 斜体 = 章节参考和菜单项等

u è = 行动指示；这时必须需要采取相应行为。

1.1 风险评估

Heraeus Noblelight 可提供强性能光源，它们针对相应的用途经过优
化，因此视灯具类型而定，可提供紫外线 (UV)、可见 (VIS) 和红外线
(IR) 发射功率，它们可能对用户构成风险（人工光学辐射（artificial
optical radiation 或“AOR”））。

为了便于安全使用这些灯具、包含这类灯具或系统的系统、仪器或机

器，以协调标准和技术规定形式提供了各种信息源，包括欧洲准则和国

家法律。它们包含有关风险组别分级的要求和说明、AOR 危险评估、
技术规格、技术控制系统、标识以及可能的用户安全预防措施。

è 比如参见标识 EN 62471、IEC/TR 62471-2、EN 12198-1 和
EN 14255-1/-2。

欧盟有关防止人工光学辐射造成健康和安全损害最低规定的准则

2006/25/EC 规定，雇主要评估是否以及在哪一范围内存在有害光学辐
射，包括产品发出的 UV 和 IR 辐射，这可能对周围的员工构成哪种暴
露危险，比如可预见的暴露持续时间和可预见的可接触距离。这是在工

位健康和安全方面对雇主提出的法定要求，不属于制造商的产品相关法

定要求。

雇主可出于为工位暴露危险评估提供支持目的而参考终端产品制造商的

使用说明书，但这不能免除雇主自行进行相应危险评估的法定责任，因

为尤其只能在最终有效的使用条件下评估因在工位上使用产品而由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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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辐射造成的危险。基于工位危险评估结果，雇主要采取相应的措

施，以便另外防止用户因光学辐射造成危险。危险评估应包含但不仅限

于以下领域：

u 按规定使用时因产品所产生人工光学辐射而对周围材料和用户造成

的影响。

u 按规定使用时因将产品作为热源而可能产生的火灾危险。

u 按规定使用时对恰当通风和/或抽吸的要求。

u 产品应在其中运行或存放的环境条件，比如温度和相对空气湿度。

u 在本产品上作业时的安全作业程序。

u 除本使用说明书以外，必须同样遵守有效的法律和其它事故防范和

环境保护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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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全须知

è 遵守安全须知。

ð 不遵守安全须知会给人员、环境和产品带来危险。

2.1 所用符号列表

本使用说明采用不同的符号来标明不同危险等级的剩余风险。该符号表

示法方便使用者更快速和更轻松的识别危险，并将其牢记于心。

警示词

危险 “危险”警示词表示高风险等级的危险。如果不
加以避免，会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的后果。

警告 “警告”警示词表示中等风险等级的危险。如果
不加以避免，可能会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的后

果。

小心 “小心”警示词表示低风险等级的危险。如果不
加以避免，可能会导致轻度或中度伤害的后

果。

警告标志

危险位置警告 触电危险

火灾危险 高温表面警告

警示光学辐射

红外辐射

警告有手部受伤的危险

（切割）

警告有手部受伤的危险

（挤压）

指示标志

阅读使用说明书 实现最佳使用的提示

佩戴护目镜 佩戴面罩/脸罩

使用手防护设备 执行作业任务前，请切断电源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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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目标群体，人员资质

仅允许接受过培训的人员操作本产品。

仅允许由接受过电气技术指导的人员更换 红外线辐射器。

仅允许由专业电工执行电气连接。

2.3 基本安全须知

个人防护装备

è 请在操作本产品时使用以下个人防护装备：

ð 防火手套

ð 护目镜，适用防护所使用的辐射

ð 面罩，如有需要

爆炸危险

危险

在有爆炸危险的区域内运行

红外线辐射器本身和发热表面存在起火危险。

溶剂蒸气浓度必须低于爆炸下限的 25%。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易燃性灰尘
以及所有有机灰尘。

è 如果可能比如因溶剂蒸气-空气-混合物或灰尘积聚形成易爆环境，则
必须遵守 EN 1539 标准。

è 现场抽吸所释放的蒸气和灰尘。

è 遵守涂层材料加工的安全规定。

在已经关机较长时间的情况下，发热表面以及红外线辐射器本身的温度

仍可能足以成为火源。

触电危险

危险

危险电压

热量、碎片等会导致红外线辐射器连接绞线的绝缘层损坏。

è 在设备中部署红外线辐射器时，确保在运行过程中不会接触红外线

辐射器和连接绞线，且无法触及它们。

è 在断开电源连接后方可接近红外线辐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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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

危险电压

红外线辐射器在运行期间断裂之后，辐射器灯丝上将产生危险电压。

è 在断开电源连接后方可接近红外线辐射器。

危险

危险电压

红外线辐射器及其连接绞线只能提供对直接接触的基本保护。

è 在设备中部署红外线辐射器时，确保在运行过程中不会接触红外线

辐射器、连接绞线和其它触点接通部件，且无法触及它们。

è 在设备的地线系统中纳入红外线辐射器的夹具/支架。

è 在断开电源连接后方可接近红外线辐射器。

泄漏电流导致危险

危险

危险电压

红外线辐射器具有泄漏电流。

è 防止泄漏电流，或通过以下方式限制：

ð 在设备上隔离安装红外线辐射器。

ð 使用原装 Heraeus Noblelight 支架或由耐高温钢制成的类似装
置。

è 针对故障电流保护设备。

给眼部和皮肤带来的危险

警告

红外辐射

红外线辐射器发射强红外辐射。根据 EN 12198-1 的类别 2，许多红外线
辐射器也会发出危险的可见辐射。

如果眼部和未加以保护的皮肤直接或者间接遭受红外线辐射，会受到伤

害。

è 使用合适的个人防护装备保护人员。不允许出现危险。

è 遵守机械指令和人工光学辐射指令。

è 遵守安全须知。

è 不要直视辐射。

è 在设备中部署红外线辐射器时，确保在运行过程中不会直视它们。

与电源分离之后，视线才可以接触红外辐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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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危险

警告

火灾危险

发热表面和红外线辐射器的热表面构成火灾危险。

è 请不要照射易燃物质。

è 禁止在易爆区域内使用。

è 在使用前，请检查待照射的介质是否合适。

è 避免介质自燃。

破裂危险

小心

警告有手部受伤的危险

红外线辐射器由易碎的石英玻璃制成。石英玻璃破裂会产生锋利的破裂

边缘，可能会导致受伤。

è 穿防护服。

è 避免：

ð 单侧机械负荷

ð 强振动

ð 冲击

ð 与其他机器零件接触

ð 与待加热基材接触

è 仅在原包装中运输红外线辐射器。

烫伤危险

小心

高温表面

红外线辐射器及其周围环境在运行期间和关闭后的一段时间内，将存在

高热表面。

与热表面接触会导致严重灼伤。

è 在设备中部署红外线辐射器，确保在运行过程中不会触摸红外线辐

射器。

è 在断开电源连接后方可接近红外线辐射器

è 关闭后，请让红外线加热器充分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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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说明

3.1 合规使用

合理可预见的误用

红外线辐射器 21 组：

中波红外线辐射器采用绝缘连接绞线，仅用于水平运行。

供货范围

如有订购，提供夹紧弹簧和止动弹簧用于装配。

红外线辐射器 的尺寸可参考订单确认书或技术说明。

红外线辐射器设计用于在工业电加热设备中使用，比如用于加热过程或

干燥过程（标准大气条件下 600–1000 °C）。

另外要避免：

u 对人或动物进行辐射

u 在非工业领域中使用，例如保健或医疗

u 作为普通照明工具使用

u 户外使用

u 在超出许可环境条件的潮湿环境（空气湿度 > 80 %，冷凝）中使用

u 在易爆或易燃环境中使用

危险

在有爆炸危险的区域内运行

è 严禁在易爆区域内使用。

该产品是一种符合当前现行版本欧盟 244/2009 条例（对聚焦家用灯的生
态设计要求）的特种灯。

è 本产品不得用于普通照明。

è 不允许用于除预期之外的其他应用。

è 如果用于和使用说明书相左的用途，必须获得 Heraeus Noblelight
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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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环境条件

危险

在有爆炸危险的区域内运行

è 严禁在易爆区域内使用。

我们的产品用于各种不同的工艺、设备和环境。所列举的环境条件并非

详尽无遗。但对于其他情况，可以从以下内容中引申出规则。

以下几组因素的关系重大：

热量 环境温度 <700°C 或

供电线路的温度 <220°C

无涂层辐射器用辐射管温度 < 900 °C，或者镀金辐射器用 QRC 辐射器 < 600 °C

机械 无过多的机械负荷

无研磨性物质

有关加速度和振动的详细限制，请参阅“Heraeus Noblelight 红外线辐射器使用寿命
的客户信息”。

绝对不能冲击

电气 允许持续运行至 100% 额定电压

应避免使用非常强的磁场

在真空中，必须限制电压 (< 80 V)

化学 不接触海水或海水喷雾

无磷污染和超过约 800 °C 的高温

不接触碱金属或碱土金属

不接触硒

氢气的分压力低于 10 Pa

不接触氟

化学 大气中的空气

运行 频繁切换可能会在大约 100,000 次循环后损坏。

只能由训练有素的人员执行

灰尘 无灰尘沉积

无电导性纤维的沉积

生物 未通过生物膜过度生长

无动物

水 40 °C 下的空气湿度 < 95 % 或者 < 30 g/m3

滴水可以短时间接受，但不能形成沉积层（如碳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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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条件

è -25 至 55 °C，在 24 小时内最高 7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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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装条件

红外线辐射器 红外线辐射器仅针对工业加热或干燥工艺用作设备或机器
中的辐射热源。

红外线辐射器 的所有部件，包括电气触点和安装的连接绞线，都必须位
于该设备或机器内部。

除此之外，该系统还用于保护操作人员从和人员免受因 红外线辐射器
而导致的危险（防止触电、热、红外辐射和机械伤害）。

è 只能在指定的运行位置运行 红外线辐射器。

易爆区域

危险

在有爆炸危险的区域内运行

è 严禁在易爆区域内使用。

按规定，红外线辐射器不适用于易爆环境或易燃环境。

在易爆环境或易燃环境中使用，只能作为设备的一部分进行，该设备的

整体符合 ATEX 指令的有效形式和相应一致性标准的要求。

机器的运营商必须确保这一点。

额定电压

在大于额定电压的电压下长时间工作，会导致红外线辐射器损坏，或明

显缩短使用寿命。

è 考虑到 EN 60519-1 电热设备的安全中规定的连续工作电压，红外线
辐射器最多只能在规定的额定电压下运行。

连接绞线

红外线辐射器的连接绞线规定用于电气设备或装置中的安装（根据 EN
60204-1 机械安全性 - 机器的电气设备和 EN 60519-1 电热和电磁加工用
装置的安全性）。

è 连接绞线最多可承受 220°C 负载。

è 不得超过最大额定电流（考虑到 IEC 60038 标准的允许波动，在额
定电压下达到）。

捆绑连接绞线时，即使在明显更低的温度下也存在过热的风险。较高温

度或电流会破坏连接绞线。

è 不得捆绑连接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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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部署的连接绞线不适用于强烈振动或循环运动。

è 避免强烈震动和循环运动。

è 若要随同设备移动 红外线辐射器，则必须将连接绞线放置在与红外
线辐射器一同移动的端子上。然后，可以从这里创建合适的连接绞

线，以方便移动。

è 针对故障电流适当地保护设备和机器。

反射器的温度

警告

危险位置警告

在任何运行状态下，镀金反射器的温度不得超过 600°C。否则会对金的
反射特性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由于红外辐射释放增加，部件过热。

人们会接触到危险辐射。

è 如果设备并非针对此故障情况而设计，请更换镀金反射器已损坏的

红外线辐射器。

石英玻璃管的温度

最高允许的温度：900 °C

这一限制同样适用于 QRC® 反射器。

警告

过热警告

超过该温度会对石英玻璃管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坏。

è 长期不超过石英玻璃管的最高允许温度。

湿气、水

警告

危险电压

红外线辐射器 及其连接绞线只采用基本保护，防止直接接触。

红外线辐射器 不适于在水中使用。

如果设备保障了电气安全性，则可以承受滴水。

è 在设备中部署 红外线辐射器 时，确保在运行过程中不会接触 红外线
辐射器 和连接绞线，且无法触及它们。

è 在设备的地线系统中纳入 红外线辐射器 的夹具/支架。

不排除因石英玻璃、管座和连接绞线所导致的高纯度液体或气体污染。

è 请确保不会出现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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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运输

破裂危险

小心

警告有手部受伤的危险

红外线辐射器由易碎的石英玻璃制成。石英玻璃破裂会产生锋利的破裂

边缘，可能会导致受伤。

è 穿防护服。

è 避免：

ð 单侧机械负荷

ð 强振动

ð 冲击

ð 与其他机器零件接触

ð 与待加热基材接触

è 仅在原包装中运输红外线辐射器。

石英管上的指纹、油脂或身体汗液导致失透化，从而导致红外线辐射器

过早失效。

è 不要裸手触摸红外线辐射器。

è 配戴手套。

è 我们建议配戴干净、无粉末的乳胶手套，外面覆盖一层干净的纺织

物手套。

è 立即更换脏手套。

è 将 红外线辐射器 带包装运输到安装地点。
如果有必要在无包装的情况下运输 红外线辐射器，请配戴合适的个
人防护设备。

è 用双手提起和装配 红外线辐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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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 提起孪管红外线辐射器，使红外线辐射器的两个通道如图所示，彼

此交叠分布。

借此防止红外线辐射器弯曲和断裂。

切勿通过连接绞线、压接部或陶瓷提起红外线辐射器。

è 仅在玻璃体上提起红外线辐射器。

è 避免对熔接造成任何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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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装

警告

危险电压

由于红外线辐射器的泄漏电流，用于安装辐射器的螺钉和螺母可能处于

带电状态。

è 妥善安装红外线辐射器，确保在运行过程中无法接近且无法触摸全

部辐射器固定元件。

小心

警告手部受伤危险（夹伤）

处理支架时的错误可能会导致手部夹伤。

è 戴防割手套

小心

警告手部受伤危险（割伤）

石英玻璃易碎。

石英玻璃破裂会产生锋利的破裂边缘和碎片，可能会导致受伤。

è 戴保护手套和护目镜。

è 在断开电源连接后方可接近辐射器。

è 为了安装红外线辐射器，请使用夹紧架、弹簧座，在必要时使用一

个或多个 Heraeus Noblelight 中心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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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夹紧架/弹簧座

支架尺寸

插图 说明

管规格 (mm)

尺寸 (mm)

09759293

短波夹紧架，

圆管 10

每个辐射器 1 个

用于水平运行

a = 10

b = 30

c = M4

d = 10

09759292

短波弹簧座，

圆管 10

每个辐射器 1 个

用于水平运行

a = 10

b = 25

c = M4

d = 10

09758016

短波夹紧架，

孪管 33x15

每个辐射器 1 个

用于水平和垂直运行

a = 33 x 15

b = 37

c = M6

d = 15

e = 41.25

f = 9.25

è 请在稳定且无扭转的支撑结构、厚度 ≥ 1.5mm 的定位板上固定辐射
器支架。

è 辐射器支架的规格：耐高温钢。

è 在设计支撑结构时，需考虑由红外线辐射器的运行而引起的热膨

胀。扭曲的支撑结构或不符合膨胀的结构，可能会导致红外线辐射

器破损和损毁。

è 一个辐射器支架作为固定支座。所有其他辐射器支架作为可调节支

座。石英玻璃具有极低的热膨胀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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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遵守安装规定，则会导致张力过大，并致使红外线辐射器损坏。

 警告
务必要避免在裸露灯丝上出现危险的电压

在运行时，管座可能从辐射器管上松脱，灯丝可能从红外线辐射器中伸

出。

è 因此，如果是中波红外线辐射器，必须另外固定陶瓷底座，比如使

用一同提供的金属角架。

6.2 辐射器安装

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è 钻开固定孔。在支撑结构中以 L 为间距钻出相应数量的 Ø 9.2mm 钻
孔（见下一插图）。您可以直接在现有辐射器上测量辐射长度，也

可以参考订单确认书中辐射长度。

中波孪管辐射器（尺寸单位 mm）

管规格 尺寸 A 尺寸 B 尺寸 C 水平运行时的中心支架

10 16 16 -- LG > 1500 = 1 件

13 20 20 -- LG > 1500 = 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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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x 8 16 16 13 LG > 1000 = 1 件

22 x 10 15 15 12 LG > 1500 = 1 件

LG > 3000 = 2 件

LG > 4500 = 3 件

33 x 15 22 22 20 LG > 2000 = 1 件

LG > 4000 = 2 件

LG > 6000 = 3 件

è 安装相应的辐射器支架。

1. 陶瓷盘（在支撑结构的每一侧上各有
一个陶瓷盘）

2. 相应尺寸的六角螺母。

3. 滚花螺母，夹紧架的一部分。

4. 客户方支撑结构

陶瓷盘用于支架的电绝缘，以防止辐射器中产生的泄漏电流。

è 安装两个陶瓷盘，以确保系统的电气安全性。

6.3 安装辐射器

1. 松开六角螺母 A 。红外线辐射器必须易于压入支架。

1. 2. 3.

A
2. 插入红外线辐射器，使反射器（镀金或 QRC®）朝向支撑结构。反

射器绝不能朝向待加热物体。

3. 拧紧固定螺母和滚花螺母。

连接绞线

不得通过连接绞线对红外线辐射器施加拉力和压力。

连接绞线的弯曲半径必须大于 3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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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 不得移动连接绞线。

è 将红外线辐射器的连接绞线引导至连接端子。

è 请勿捆绑连接绞线。

è 如有必要，将连接绞线缩短到所需长度。将电缆套筒压紧至连接绞

线的裸露连接端。

è 将连接绞线连接至为此目的而设的端子。

è 装配完之后，清洁所有 红外线辐射器，参见章节 维护和清洁
[} 22]。

6.4 检查

è 在电气连接之后，按照 EN 60519-1，电热设备的安全 - 第 1 部分：
一般要求检查 红外线辐射器。

红外线辐射器 具有视生产情况而定的功率容差。

è 在设备或机器中安装 红外线辐射器 之后，请检查总功率消耗是否符
合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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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维护和清洁

仅允许经授权的专业人员进行维护和检修作业。

不遵守安全提示或未正确处理本产品，可能导致受伤和/或财产损失。

 危险
危险电压

带电作业时可能会发生触电危险。存在生命危险。

è 切断产品电源，确保其不带电。

è 检查是否带电。

è 防止重新接电。

 小心
高温表面

红外线辐射器及其周围环境在运行期间和关闭后的一段时间内，将存在

高热表面。

与热表面接触会导致严重灼伤。

è 在设备中部署红外线辐射器，确保在运行过程中不会触摸红外线辐

射器。

è 在断开电源连接后方可接近红外线辐射器

è 关闭后，请让红外线加热器充分冷却。

 小心
警告手部受伤危险（割伤）

石英玻璃易碎。

石英玻璃破裂会产生锋利的破裂边缘和碎片，可能会导致受伤。

è 请戴上手套。

è 在断开电源连接后方可接近辐射器。

Heraeus Noblelight免维护。

但我们建议规定目视检查的间隔时间，并酌情进行后续清洁。

è 根据过程环境中的污染程度或污染风险，适当调整检查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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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

石英管上的指纹、油脂或身体汗液导致失透化，从而导致红外线辐射器

过早失效。

è 不要裸手触摸红外线辐射器。

è 配戴手套。

è 我们建议配戴干净、无粉末的乳胶手套，外面覆盖一层干净的纺织

物手套。

è 立即更换脏手套。

è 不要清洁红外线辐射器的反射器侧。

在初次运行之前和每次维护时，须清除红外线加热器上的灰尘和手指汗

水。

è 使用随附的清洁布或干净清洁、用乙醇等浸湿的布 （无上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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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报废处理

RoHS 本产品符合当前版本的欧盟指令 2011/65/EU (RoHS II) 的要求，并且不
含有在附件 II 中列出的超出其在均质材料中许可的最高浓度的限制材
料。该产品符合 RoHS 标准。

WEEE 红外线辐射器不受准则 2012/19/EU (WEEE) 的约束，因为依据 2 (3c) 款
的灯丝灯具被排除在准则范围以外。对于用户：回收红外线辐射器，否

则根据回收或废弃处理废旧电气和电子设备的相应法律要求进行废弃处

理。

中国版电气、电子设备中

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准

则

本产品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016 年 1 月 6 日实施的法律规定 电器电
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文件夹编号32 约束。本产品根据
SJ/T 11364-2014 标准用一个绿色的“e”标识，因为它不含 GB/T
26572-2011 标准中高于浓度值的受限制材料。根据适用的废旧电气和电
子设备法规回收本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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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欧盟符合性声明

Heraeus Noblelight 特此声明，本产品满足以下准则的要求：

u 辐射器电压 > 50 V AV/75 V DC
低电压准则、环保设计准则和电气、电子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

物质准则

u 辐射器电压 < 50 V AV/75 V DC
环保设计准则和电气、电子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准则。

必要时可索要完整的欧盟符合性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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