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R LAMP
红外线灯

R





意大利海利斯，自1940年专业

致力于石英玻璃，科研用石英

仪器，和紫外线辐射器的研发

制造。

海利斯在全球红外辐射器生产

领域中，无论单孔或双孔，还

是短波，中波和快中波，一直

为领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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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加热

左边的图表显示了卤素，短波，中波和快中波的辐射

强度曲线。

右图为水，聚乙烯和PVC对红外辐射的吸收光谱图。

在这三种曲线中，在2.5μm到3,5μm之间出现了一个

相当大的可被吸收的红外线峰值。由于这个原因，对

上述材料的加热，中波辐射器比短波辐射器和卤素灯

加热效果更佳。

与对流加热和传统加热相比，辐射是一种功率强，效

率高的加热方式。

实际上，辐射不需要与物体的表面直接接触，也不需

要通过任何介质如空气，对物体进行加热

辐射是发热元件通过释放电磁射线传导能量实现的。

加热性能受下列因素影响：发热元件的温度，被加热

体吸收辐射热的能力，被加热体和热能源之间的形

状，位置和距离。

特别是，红外线石英辐射器产生的红外线波长位于范围3.5μ米（中波）和0 , 9μ米（短波）。

根据被加热材料的特性，可以选用不同波长的红外线实现最大的能量传播和取得更快和更有效的加热过程。

如下图所示，红外线的波长（“红外”）处在从750纳米到1毫米的电磁波普范围之内，在红色的在可见光谱区域

和微波之间。

Infrared Ultraviolet

Wavelength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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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与传统的采用热空气加热的系统相比，对于单位面积，红外加热器能产生更多的能量，这种

能量如同光线可以被聚焦，集中，定向和反射。

这种技术的应用可以带来巨大的利益：

• 快速加热工艺：打开和关闭红外石英辐射器用时短（几秒钟）；这一优点，减少了操作时间和

优化了材料即热的均匀性。

• 节能且周围环境的热量少：由于红外辐射器启用速度快，可以在必要的方位上和时间内集中

加热；

• 辐射器控制简便：辐射器可以通过波段调制器或简单的开关来控制；

• 与材料无直接接触和周边环境无污染：通过辐射加热，红外辐射器不需要与被加热材料直接

接触；

• 与传统的热空气加热设备相比，红外石英加热模块和炉具的尺寸和体积较小：红外石英辐射器

较小的体积和便于安装的外形简化了机械的结构设计和加热面的维护。

Wavelength (μm) Wavelength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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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海利斯生产的红外线石英辐射器由石英外管

和内灯丝构成

石英玻璃的选择不是任意的，必须是红外线透过率

极强的特种材料，这种材料能够在1000摄氏°以上

持续稳定地工作，并且对化学剂耐腐蚀。

意大利海利斯采用两种石英外管：单孔管和双孔管

因其特有的“H”型结构，双空管的机械性能最佳，采

用双孔管制作的辐射器最长可达6.5米

意大利海利斯可生产的单、双孔红外辐射器的标准

横截面尺寸和最大长度，请参见表格。

红外线石英辐射器

a D

b

横截面  最长长度 

18 x 9 1000

22 x 10 2500

33 x16 6500

18 x 8 1000

22 x 11 2500

33 x 15 6500

外径 最长长度

10 1100

12 1500

13 2000

16 2500

18 3500

26 > 4000



反射层

为了更好地将加热器辐射的能量传导和聚集在被加

热材料上，可以在石英管外壁添加反射涂层。

海利斯辐射器上使用的反射涂层：

1. 镀金反射层是金涂层，直接固定在石英管表面。

能够反射90%以上的红外射线，如有适当的冷

却保护，镀金反射层的工作温度可到达600°C左

右。

2. 涂白反射层是陶瓷涂层，直接固定在石英管表

面。能够反射70%以上的红外射线，虽反射效果

不如镀金反射层，但工作温度可高达900°C到

1000°C.

3. 红宝石反射层可减轻灯丝的红外线辐射强度，通

常是与另一种涂层相间包裹石英管的周身；

在辐射器石英管身上添加反射涂层的优点很多，既

可以传导更多的能量，还可以缩短加热工序用时。

通过辐射器在机器中的定位安装，并与被加热体保

持正确距离，可获得更多的辐射能量。

下图描绘了无反射层的单、双孔管红外辐射器辐射

能量趋向（绿色线）与同种镀金红外辐射器辐射能

量趋向（橙色线）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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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中波辐射器

图中右侧的曲线为中波红外线，其波长区间为2.2—

3.2μm。

海利斯可根据被加热材料的特性进行设计，采用材料

可吸收的红外线波段峰值时的射线，对材料进行能量

吸收最大化的加热。以最小能源实现最佳加热效果。

红外中波辐射器特别适用于物体表面或较薄材料的加

热。塑料，水和水基材料吸收红外线中波效果最佳。



红外中波石英辐射器的主要特点：

双孔管标准横截面 
• 18 x 9 mm   • 22 x10 mm   •    33 x16 mm

射线峰值范围为2.2-3.2μm

最大功率35 W/cm

最大单位面积功率60 kW/m2

反应时间30-70秒

辐射器使用寿命长

水平工作，也可根据需要设计制造垂直使用的辐射器

可在石英管上添加反射涂层，更有效地将光波的能量导向并聚焦在被加热材料上。

Wavelength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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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中波辐射器

海利斯根据不同的使用方式，专门设计了多款灯丝结

构，增强了区域选择加热和连接外接线的灵活性。以

下是几款标准型双孔红外中波辐射器：



红外中波辐射器

海利斯还可为您提供单管红外中波辐射器，单管标准

型号如下：

单管红外中波辐射器虽然在技术上不如双管辐射器先

进，但易安装，低成本。在一些特殊使用情况下，单

管辐射器使用效果更佳。

意大利海利斯备有种类繁多的库存，每件产品具有独

立可追踪编码，根据使用设备，可为客户推荐正确的

辐射器。

此外，海利斯技术部可根据客户的需求研发制造：

• 辐射器总长

• 加热区长度

• 灯丝和连接线结构

• 功率

• 电压

R



红外快中波石英辐射器

图中右侧的曲线为快中波红外线，其波长区间为1.4—

1.6μm

海利斯可根据被加热材料的特性进行设计，采用材料

可吸收的红外线波段峰值时的射线，对材料进行能量

吸收最大化的加热。以最小能源实现最佳加热效果。

为了达到中波辐射器的加热效果和短波辐射器的快速

反应，可选用快中波红外线辐射器。快中波辐射器是

两者优点的最佳综合体。



红外快中波石英辐射器

红外快中波石英辐射器的主要特点：

双孔管标准横截面
• 18 x 8 mm   • 23 x11 mm   •    34 x15 mm

射线峰值范围1.4—1.6μm

最大功率50 W/cm

最大单位面积功率130 kW/m2

水平工作，也可根据需要设计制造垂直使用的辐射器

可在石英管上添加反射涂层，更有效地将光波的能量导向并聚焦在被加热材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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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快中波石英辐射器

海利斯根据不同的使用方式，专门设计了多款灯丝结

构。增强了区域选择加热和外接连接线的灵活性。以

下是几款标准型双孔红外快中波辐射器



意大利海利斯备有种类繁多的库存，每件产品具有独

立可追踪编码，根据使用设备，可为客户推荐正确的

辐射器此外，海利斯可生产1.7至2.0μm波长的红外快

中波辐射器。

还可根据客户的需求研发制造：

• 辐射器总长

• 加热器长度

• 灯丝和连接线结构

• 功率

• 电压

海利斯还可为您提供单管红外快中波辐射器，单管标

准型号如下：

R



红外短波石英辐射器

图中右侧的曲线为红外线短波，其波长区间为1.1-

1.4μm。 

海利斯可根据被加热材料的特性进行设计，采用材料

可吸收的红外线波段峰值时的射线，对材料进行能量

吸收最大化的加热。以最小能源实现最佳加热效果。

红外短波辐射器可提供高温热能源，更适应即点即热

反应快速的需求。



红外短波石英辐射器的主要特点：

双孔管标准横截面
• 18 x 8 mm   • 22 x11 mm   •    33 x15 mm

射线峰值范围为1.1-1.4μm

最大功率80 W/cm

最大单位面积功率200KW/m2

反应时间1-2秒

水平工作，也可根据需要设计制造垂直使用的辐射器

可在石英管上添加反射涂层，更有效地将光波的能量导向并聚焦在被加热材料上。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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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短波石英辐射器

海利斯根据不同的使用方式，专门设计了多款灯丝结

构。增强了区域选择加热和外接连接线的灵活性。以

下是几款标准型双孔红外短波辐射器



意大利海利斯备有种类繁多的库存，每件产品具有独

立可追踪编码，根据使用设备，可为客户推荐正确的

辐射器

此外，海利斯技术部可根据客户的需求研发制造：

• 辐射器总长

• 加热区长度

• 灯丝和连接线结构

• 功率

• 电压

海利斯还可为您提供单管红外短波辐射器，单管标准

型号如下：

R



红外石英浸入式加热器

红外石英热辐射装置

意大利海利斯，利用石英玻璃的稳定物理特性，如

耐高温（>1000°），紫外线和红外线良好的渗透

性，抗热冲击（膨胀系数非常低），以及超强的耐

腐蚀性，研制出用于液体加热的特种红外石英浸入

式加热器。

红外石英浸入式加热器是由试管式石英管和绝缘连

线构成的。

海利斯生产的加热器的标准规格为长度200mm到

1500mm，功率300W到4000W

由于石英玻璃的红外线透过率好，耐腐蚀性强以及

抗热冲击，红外石英辐射器装置被广泛地应用在化

学实验室中。

热辐射装置是由装有红外线灯丝的石英罩和完全绝

缘的石英手柄构成

热辐射装置广泛应用于液体的烘干或蒸发。热辐射

装置发射的红外峰值在2.3μm左右。这个波长的能量

完全被液体表面吸收，不需沸腾，可达到直接烘干

或蒸发，液体容器仍然为冷却的效果。

将500W的石英热辐射装置置于液体表面4cm处，烘

干或蒸发率可达到400cc每小时。



特殊形状的辐射器

丰富的红外辐射器生产和石英产品加工的经验，意大

利海利斯也可订制特殊几何形状的红外辐射器。 

• 环形

• 欧米茄形

• 椭圆形

• 两端连接线与灯身成90°的直线形

• 根据被加热物体设计的特殊几何形状。

将旋转的物体穿过环形，欧米伽形或椭圆形辐射器，

可实现单只辐射器对旋转物体的周身加热。这些特形

的辐射器特别适用于自动工业生产设备中，例如塑料

加热设备中的焊接，弯曲和加热塑料零

R



产品鉴定

主要应用

意大利海利斯是一家获有TUV ISO9001 认证的公司，对每批次产品的生产都有完整详尽的信息记录。因

此，海利斯生产的每一支辐射器，在管身上都刻有身份识别编码（如下图所示），此编码能确保产品的可

追溯性。

油漆，亮光漆和墨水的烘干 热塑 胶粘剂的固化

镜面银浆料烘干 瓦片生产 皮革塑形

玻璃弯曲与夹胶 车架喷漆烘干 水果蔬菜脱水

夹层玻璃切割 干燥 巧克力融化

PVB加热 模具烘干 瓶子消毒

吸音板硬化 玻璃和陶瓷丝网印刷 纺织纤维干燥

印刷电路焊接 橡胶干燥 电容器极板干燥



配件 

油漆，亮光漆和墨水的烘干 热塑 胶粘剂的固化

镜面银浆料烘干 瓦片生产 皮革塑形

玻璃弯曲与夹胶 车架喷漆烘干 水果蔬菜脱水

夹层玻璃切割 干燥 巧克力融化

PVB加热 模具烘干 瓶子消毒

吸音板硬化 玻璃和陶瓷丝网印刷 纺织纤维干燥

印刷电路焊接 橡胶干燥 电容器极板干燥

连接线 
意大利海利斯在生产红外石英辐射器时，特别注

重元件与材料的选用。连接线则是很重要的一种元

件。

标准的辐射器配有耐温250°C或400°C的两种连接

线。如果有特殊需求，也可配备工作温度高达700°C

或1100°C的特殊连接线。

安装配件
海利斯建议在炉箱内安装红外线辐射器时使用专用钢

制卡具，使安装更完善。

这些专用卡具采用特种钢材制作，可耐高温

（1000°C以上），不易变形，持久记忆原始形状。

根据每种特殊情况，意大利海利斯技术部会为客户根

据红外辐射器的使用情况，推荐配套卡具，并建议和

提供最佳的装配方案。

如下图所示，与双孔辐射器配套的常用卡具：

带有箍筋和滚花的横
向卡具

中央卡具 带有箍筋的横向卡具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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