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PPLICATIONS

塑料与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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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利斯是一家家族企业，自

1940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原

创机器、红外石英辐射器、紫

外线灯、石英玻璃和科研用品

的研发和制造。

海利斯常年为塑料行业提供短

波，中波以及快中波红外石英

辐射器。此外海利斯还生产用

于胶水、墨水、油漆、搪瓷和

树脂等固化用的紫外线灯和设

备。 近几十年，在全球，海利

斯经过不断地探索发展已经成

为行业内的领航者。

红外石英辐射器

红外辐射器通过射线对物体加热， 因此，加热

过程是直接的和高效率的。 根据被加热材料的

性质，选择不同波长的红外线对物体加热，以达

到最大能量的传导、快速高效的加热。此外，由

于辐射器开关控制快速，可根据对不同材料加热

的需求进行精准地调节控制。  

图片显示了卤素、短波、中波和快中波的辐射强

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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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利斯可根据需求提供镀金反射层，瓷白反射层

和红宝石反射层。



红外卤素石英辐射
器

红外卤素射线波长区间为0.9~1.1μm。卤素射线

加热能量高，开关反应速度快。

红外快中波石英辐
射器

红外快中波射线波长区间为1.4~1.6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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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用快中波红外辐射器。快中波辐

射器是两者优点的最佳综合体。采用双孔管制

灯，最长可达6.5米。

红外短波石英辐射
器

红外短波射线波长区间为1.1~1.4μm。这种射线

的特性是高热能，特别适用于即点即热反应快

速的需求。采用双孔管制灯，最长可达6.5米。

红外中波石英辐射
器

红外中波射线波长区间为2.2~3.2μm。这种射线

非常适合对物体表面或较薄材料的快速加热。

采用双孔管制灯，最长可达到6.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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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利斯生产的灯种类繁多。可选用普通石英外

管，或无臭氧石英外管。

海利斯可生产市场上大部分烘焙机用紫外线高

压灯，以下是零配件配用参数表：

• 电能参数（电压[W]，输入电压[VO - VL]或输 

 入电流[AO - AL])
• 弧长 

• 灯身总长度（包含瓷件）

• 管直径

• 连接线长度及连接线种类

• 是/否需要臭氧灯

• 瓷件种类

• 被替换灯具型号

紫外线高压灯

紫外线技术在聚合物发展中是一项重大创新，在紫外作用过程中，高强度的紫外线可交联油漆和墨水

中的油脂。传统的交联中，热空气促进聚合物在溶液中聚合，但由于温度较高，溶剂易挥发。紫外线光

束激活产品中的物质（光感应）而产生交联作用，其固化反应速度非常快，只需短短几秒钟（1-2秒）

海利斯生产制造的紫外线灯最长可达到2.5米，额定功率从80W/cm到 300W/cm。

塑料制造业，海利斯可提供：

紫外线高压汞灯 金属卤化紫外线高
压掺镓灯

金属卤化紫外线高
压掺铁灯

紫外线高压汞灯包含所有的波

长范围的紫外线（UVA, UVB 和 

UVC）,其中也包含了UVA射线

的366 nm峰值。

掺有镓的金属卤化灯能够放射

出峰值420nm的UVA射线，这

种能发射出高功率紫外线的灯

特别适用于塑料业。

掺有铁的金属卤化灯能放射出峰

值366nm到440nm的UVA射线，

这种能发射高功率紫外线的灯同

样也特别适用于塑料行业。



石英玻璃

石英玻璃片

因其高纯度和非凡的机械、电能、膨胀、化学

和光学特性，熔融石英玻璃是一种非常独特的

材料。石英玻璃的选取不是任意的，事实上这

种材料具有近乎完美的红外线和紫外线透过

性，它可以持续在超过1000°C的环境下工作，

耐腐蚀、膨胀系数低。

海利斯可提供2500mm长的石英片并根据客户图

纸或需求订制的石英冷却管。根据不同的设备

及使用方式，海利斯会推荐客户使用适当类型

的石英片，以使红外线或紫外线透过率达到最

大。对于特殊的应用方式，我们还能够为客户

提供合成石英产品。

海利斯可对石英玻璃片进行精加工，如光学抛

光，机械抛光，火焰抛光。

下图表示了不同品质的石英透过率

透明石英管

INVE 2000 仪器，通常应用在实验室中，通过

紫外光线和红外人工射线替代日光对不同材料

（固体或液体）的强烈照射来检测其抗生级别

和老化时间。

在实验中，实验材料被放在统一恒定的强光光

线下进行照射，这种光线的强度被设定在自然

太阳光的30-50倍。通过对其观察，可以快速、

清晰准确地得出老化强度。

INVE 2000由其完美的性价比，灵活性及使用方

便的特性特别适用于塑料和橡胶行业。海利斯

公司还提供灰蓝对比卡。

INVE仪器 – 老化试验模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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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利斯可根据客户需求制造红外线设备和紫外线组件。

配有连接线和高温感应器的不锈钢灯架，可根

据需求，配备海利斯的多种红外石英灯。

由海利斯技术部门研发制造的不锈钢板可以确

保在各种工作环境下的热能和机械稳定性。而

且，海利斯公司愿意同广大客户合作，根据客

户的需求来设计制造符合其需求的设备，并能

为客户制造出适合其已有生产线的设备。

为了满足广大客户的需要，海利斯可提供红外

线设备和系统近全套热处理方案，长度在6.5
米以内含温度控制器的系统，空气或水冷却系

统，电脑控制面板等。

我司标准红外线设备的特点：

• 预留通风扇位

• 预留组装机械钩

• 预留室温感应器（可选）

• 配有电源控制器（可选）

设备和系统

红外线设备

紫外线组件
特点

• 带有或无遮板的反射层

• 电源扼流圈或变压器

• 扼流圈

• 启动装置

• 电容器

• 稳压变压器

• 高温电缆

• 紫外线电子电源控制器

海利斯技术部可根据客户需求设计不同波长，

工作区最长2.5米，用于紫外线固化的完整紫

外线系统。



应用
海利斯的产品系列基本可满足塑料行业塑性成形和加工的所有需求，下面我们列举了一些典型

应用：

• 塑料零件的焊接

• 半固化复合材料的加热

• 塑封

• PET的红外线预热（吹塑机器）

• 塑料薄膜的收缩

• 塑料薄膜的拉伸

• 热塑成型

• 修边印花

• 印花加工

• 干燥塑料小球

• 结晶化和烘干PET、PPS、PLA
• 固化塑料上的油墨

• 软化处理

• 成型处理

• 弯曲处理

• 橡胶业中的硫化加工

• 塑胶管拉伸

• 密封处理

• 黏结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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