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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准 
温度控制解决方案
应用于制药行业和生物技术领域



2 Inspired by temperature

Huber提供了广泛的温度控制系统及相关配件。

我们总能在这个范围内找到适配应用的完美设备，随
时随地为用户挑选合适的产品提供帮助。

我们的帮助内容包括专业的工程知识、合格且富有经
验的合作伙伴，以及Huber官网提供的多种案例研究。

我们的产品组合大致分为三个系列：
Unistats（液压密闭式恒温器）、开放式循环浴槽和制冷
循环器。

典型应用
  反应釜
  实验室仪器
  样品制备
  工艺制冷

  质量控制
  材料测试
  工艺开发
  放大试验

  小型生产设备
  中试车间
  公斤实验室
  以及其他

温度控制解决方案
应用于制药行业              生物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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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过程温度控制
Unistat系列旨在为不同行业的应用提供温度控制。产
品广泛应用于制药行业的多个部门和多种应用，满足
从小规模研究到大型量产的-125...425℃的温控需求。

通过快速调节导热液体的温度变化和先进的自适应控
制，产品能为应用提供极其精准和敏捷的温度控制。可
在Huber官网搜索更多应用案例。

制冷循环器
Unichillers系列专为散热而设计，如设备额外配置加热
器，则能将温控精度保持在±0,1 K。制冷循环器分为两
个系列。

OLÉ系列适用于要求较简单的应用，例如搭配低容量旋
蒸或生物反应器冷却其冷凝器等。配备的控制器简单而
易于操作。

T系列是地面放置的直立式制冷器，设计用于大型设
备，例如大容量的旋蒸或作为整体实验室的中央冷却水
供应设备。T系列多用于为大型生物反应器提供温度控
制。

循环浴槽
具有经典构造的开放式循环浴槽分为两个系列。

KISS系列设计简单，适合小型桌面应用。带有简单的控
制器功能，操作容易。

CC系列配备功能强大的Pilot ONE控制器。适用于无需
像Unistats系列那样快速响应温度变化的小型应用。温
度范围从-90℃到300℃，被认为是高效实用的实验室“
老黄牛”。

温度控制解决方案
应用于制药行业              生物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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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准温度控制 
应用于研发 以及生产领域

规模放大
快速响应是Unistats的共同特征，这
使得它们即使在大型的反应过程中也
能保持精确的温度控制。

研发活动
Huber设备提供稳定、可预设定的温度控制。这项功
能避免了不可预测的变量给研发实验造成影响。

分析实验室
通常可以在这类实验室使用功能简单的制冷循环器

（Ole系列），用来为敏感的分析仪器散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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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准温度控制 
应用于研发 以及生产领域

生产活动
从小规模到大批量都适用

配剂研究
一般来说，台式的开放循环浴槽和制冷器适
用于多种实验室应用。

生物产业
Unichiller系列配备加热器，能为生物反应
器提供经济可靠的温度控制，适用于从1升
小型发酵罐到3000升生产规模的生物反
应器。

持续流量
Unistats和循环浴槽为反应釜内的反应区
域提供可靠精准的温度控制。

质量控制
确保原材料、采购的化合物（成品或半成品）
符合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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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案例

玻璃反应釜
夹套玻璃反应釜是一种常见的实验室工具。控制反应物
料温度变化的能力体现在改变夹套温度并通过玻璃壁
传导热能的速度。温度转移的速度取决于反应釜内的物
料性质和质量，以及夹套盒反应物料之间的温差。

玻璃反应釜通常对压力（一般最大允许夹套压力为
0.5bar)和热冲击（由夹套和反应釜物料之间的温度差
造成）非常敏感。

Unistats具有可变压力控制功能以及温差限制，能够有
效控制这两个要素从而保护反应釜。

此外，在“过温保护”标准功能上激活特有的“过程安全
超温”选项，能够使得机器在热量流失达到自动激活过
温保护的情况下，依然维持泵和冷却系统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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搪玻璃反应釜
反应釜的金属组件和搪玻璃具有不同的膨胀系数。为了
防止因加热或制冷过快导致金属组件脱离反应釜，可以
对温控程序的反应速率进行设定和控制，以不损坏玻璃
釜的速率改变夹套温度。或者分步编程，使得玻璃釜和
金属组件在下一次温度变化前，有一定“缓冲”时间适应
融合为相同的温度。

压力反应釜
Unistats能够为通常发生在压力反应釜（玻璃/金属）中
的高能反应提供极快的温度变化。
Unistat T系列适用于这类高温反应。由于设备本身的
液压密封性，在高温下导热液体也不会产生蒸汽。
为了进一步保护导热液体，使用简单的“膨胀箱密封套
件”和少量氮气，能够将膨胀箱内的导热液体保持在惰
性气层下。

连续流反应器
连 续 流 反 应 器 在 研 发 和 生 产 领 域 的 应 用 越 来 越 普
遍。Huber设备中，从简单的CC-304B到更高级的Unis-
tat系列都适用于这类应用。其中有部分反应器具有高
流动阻力。
Unistats提供足够的压力能够确保最大的热传递，从而
在连续流反应器的反应区域实现最佳的温度控制。

不锈钢反应釜
这类反应釜坚固耐用，通常不会因夹套压力或温度快速
变化而造成损坏。





生物反应器
通常，生物反应器只能使用水或水/乙二醇混合物作为
导热液体。在反应完成后，需要清洗生物反应器并消毒，
即“现场清洗”（CIP）和“现场消毒”（SIP）。此类流程需
要使用高达120℃的蒸汽完成（Huber的Unichiller T-H
系列能拓展到+120℃）。 

在执行清洁流程之前，需将生物反应器夹套中的水和乙
二醇混合物排出。通过使用一系列阀门，能将夹套中的
溶液排放到储罐中，直到完成SIP流程。通过启动制冷
器的泵循环可以将储罐中的溶液重新排放回夹套中。储
罐/膨胀槽可由Huber工厂制造，而管路和阀门等需在
用户当地完成。

应用案例

泵

Unichiller 

工艺示意图
生物反应器
发酵罐

根据要求可选择
CIP/SIP。

请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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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蒸发仪
Huber制冷器的内部体积小，意味着机器产生的制冷功
率更集中利用在应用上。我们认为，与其把制冷量浪费
在大量的循环液体上，不如受益到更多应用上。

手套箱
手套箱内各种应用的温度控制均可以通过Unistats、制
冷循环器和浸没式冷却器来实现。

冷冻&解冻速率可控
有些制剂要求按特定的速率冷冻，然后按特定的速率解
冻。Pilot ONE内置的“编程”功能，允许创建多个程序并
储存在控制器，或者通过USB接口存储在驱动器上。程
序创建可以非常灵活且简单，这要归功于控制器的图形
显示功能，能够清楚地展示了程序创建和完成时的每个
步骤。 

医药制剂的冷冻块可以在特殊的浴槽中解冻。这类
浴槽搭配可编程的Unichil ler-eo系列进行温度控
制。“EO”——外置槽体模式的Unichiller，允许导热介质
与浴槽直接接触，实现高效传热。

Unistat技术也适用于冷冻和解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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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案例

流变仪、粘度计
为了在样品测试过程中精准持续地进行温度控制，可使
用Ministat系列或“K”系列设备。
这类设备小巧灵活，温度稳定性可达0.02K，非常适合
控制粘度计样品。

实验室分析仪器
实验室的各类分析仪器，如x光衍射仪、质谱仪等，产生
热量后须尽快有效地祛除。Huber制冷器作为外部制冷
源，其紧凑的设计和极小的体积，大大节省了实验室的
宝贵空间。

研磨设备
研磨机用于将样品研磨到纳米范围。但研磨过程会产生
热量，此装置搭配Unichiller 045T使用，可以高效去除热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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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范围以及相关设备
应用 Unistats 制冷器 开放浴槽 浸入式制

冷器
换热站

校准 Ù Ù

量热仪 Ù Ù Ù

环境箱 Ù

冷却密封干燥箱 Ù

冷却台 Ù Ù

集中制冷系统的分散化 Ù

药物制剂的预定解冻 Ù

蒸馏装置，短程蒸馏 Ù Ù Ù

发酵罐 Ù Ù

过滤器，切向流过滤器，过滤干燥器 Ù

冷冻干燥机，喷雾干燥机 Ù

解冻仪 Ù

通风橱 Ù Ù Ù

气体供应，液氮发生器 Ù

手套箱 Ù Ù Ù

液体萃取柱 Ù Ù Ù

铣床 Ù

混合器 Ù Ù

粒度分析仪 Ù

生物反应器 Ù Ù Ù

级联反应堆 Ù Ù

玻璃反应釜 Ù Ù Ù

连续流反应器 Ù Ù Ù

不锈钢/压力反应釜 Ù Ù Ù

托盘反应釜 Ù

一次性生物反应器 Ù Ù

微反应器 Ù

流变仪，粘度计，透程仪 Ù Ù

摇床 Ù

一次性生物处理袋 Ù

溶剂罐 Ù

热重分析 Ù

热分析 Ù Ù Ù

薄膜蒸发 Ù Ù Ù

热量控制解决方案 Ù

滴定仪 Ù

超声波清洗器 Ù

真空泵 Ù

X光衍射仪，质谱仪 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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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浴/水浴循环器使用KISS®/OLÉ或者Pilot ONE®控制器

控制器功能一览表

操作简单  
3-键式操作
纯文本菜单导航 。

OLED 显示器
大屏，明亮的OLED 显示器
显示设定值和实际值、最低温和最高温 。

接口 
带有RS232，USB和以太网接口，并可外接
Pt100温度探头。

USB, RS232
标配RS232，USB和Pt100传感器接口 
(可选)。

5.7寸彩色显示屏
TFT彩色大屏显示器，带有图形导航和收藏
夹功能。

基础功能 
具备实验室常规应用所需的全部功能。

集成编码器  
线性和非线性斜坡的梯度编程功能，程序
步骤高达100步。

功能升级
通过E-grade激活码可升级控制器功能，满足
严格的应用需求。

操作简单
13种操作语言可选，通过触控屏完成流程
操控。

*

*

*

*

*

*

*

*

*

数据记录 
通过接入USB介质记录和保存过程数据。*

KISS®/OLÉ 控制器:

î KISS 控制器
 (循环器)

î OLÉ 控制器
 制冷循环器

Pilot ONE® 触屏控制器:

î Pilot ONE 触屏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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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功能一览表 功能及性能 OLÉ KISS Pilot ONE 
E-grade „Basic“

在交货范围内

E-grade „Exclusive“

订货号 9495

E-grade „Professional“

订货号 9496
温

度
调

节

控制器参数设置 预定义 预定义1 TAC TAC
传感器校准（内部，过程） 1 点 2 点 5 点 5 点
监控(液位保护、过温保护2) Ù Ù Ù Ù Ù

报警限值可调 Ù Ù Ù

VPC (压力可控)3 Ù Ù Ù Ù Ù

排气程序 Ù Ù Ù Ù Ù

压缩机自动控制 Ù Ù Ù Ù Ù

设定值范围 Ù Ù Ù Ù Ù

编程器 带有3个程序 /
最多15步程序控制

带有10个程序 / 
最多100步程序控制

梯度编程功能 线性 线性、非线性
温度控制模式(内部、过程) Ù Ù

加热 / 制冷功率最大值调整 Ù Ù

显
示

与
操

作

显示屏 OLED 5.7寸触摸屏, 颜色
显示模式 数字 图形、数字
显示分辨率 0,1 °C 0,1 °C 0,1 °C / 0,01 °C 0,1 °C / 0,01 °C
温度曲线图显示 窗口、全屏、可升级
日历、日期、时间 Ù Ù Ù

语言菜单导航 DE, EN DE, EN, FR, IT, ES, PT, CZ, PL, RU, CN, JP, KO, TR
温度格式 °C / °F °C / °F / K °C / °F / K °C / °F / K
显示模式（屏幕）切换 Ù Ù Ù

收藏夹 Ù Ù Ù

用户菜单(管理员级别) Ù

第二设定点 Ù

通
讯

接
口

数字接口RS232 Ù Ù Ù Ù Ù

USB接口 Ù Ù Ù Ù Ù

以太网RJ45接口 Ù Ù Ù

Pt100外部传感器接口 Ù Ù

Pt100传感器连接（仅限显示器） Ù4 Ù4 Ù

外部控制信号/ECS待机5 Ù4 Ù Ù Ù

可编程零电压触点/报警5 Ù4 Ù Ù Ù

AIF(模拟接口)0/4-20 mA或0-10 V6 Ù Ù Ù

数字接口RS4856 Ù Ù Ù

其
他

功
能

报警信号灯/声 Ù Ù Ù Ù Ù

自动启动(电源故障) Ù Ù Ù Ù Ù

即插即用技术 Ù Ù Ù

技术术语 Ù Ù Ù

远程控制 / 通过Spy软件进行数据可视化 Ù Ù Ù Ù Ù

提供E-grade试用版(有效期30天) Ù Ù Ù

服务数据记录仪（飞行记录器） Ù Ù Ù

保存/读取温度控制程序 Ù Ù

通过USB端口保存/读取温度控制程序 Ù Ù

日历启动 Ù

1 30天试用版本，支持TAC自适应控制 
2 限用于集成有过温保护功能的设备 
3 适用于带有VPC可调压泵或外接bypass的型号
4 可供选择，限出厂前配置（需额外收费）
5 Unistats标准配置，其他机型需加配Com.G@te或POKO/ECS通讯装置
6 通过加配Com.G@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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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功能特性   
实现高效的温度控制

自适应控制 TAC
与大多数的PID自动化控制器相比，TAC表现得要更优
化。TAC能够在应用温度范围内分析循环回路，进而创建
出温度控制系统的多维模型。
控制器会持续不断地更新PID参数，为客户提供最佳的
温度控制。这使得控制器能够始终以最小过冲/下冲完成
最快的升温表现。

可调压力控制 VPC
Unistats系列设备都配有可调节压力控制功能(VPC)。通
过VPC，可以设置和调节系统要求的泵压。 VPC能够有效
避免因过压造成破裂，保护昂贵的玻璃反应釜。加热和制
冷过程中引起的导热液体粘度变化也能通过VPC装置自
动补偿。

部分Unistat产品带有速度控制泵，支持软启动，通过集
成压力传感器能调节系统压力。其他带恒速泵的Unistat
设备可以通过加配“VPC旁通阀”控制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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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
Huber控制器集成了线性斜坡函数编程器，可完成单个温
度设定操作及更复杂的温度要求，最高可执行100个程序
步骤。设定以温度稳定或者时间稳定为目标后，还可选附
加操作，如控制浮动触点、模拟信号输出以及温度控制模
式等。

通讯接口
Unistat系列标配RS232接口，USB Host和Device以及
LAN连接。数据可以直接保存在USB储存器上。通过US-
B，RS232或LAN接口可连接电脑和笔记本。Pilot ONE设
备安装了ModBus, 以便集成到基于Profibus的系统中。

数据记录
过程数据能够直接保存至U盘上。控制器会每隔5秒自动
将数据转为通用的CSV文件存储，通过Microsof-tExcel®
等软件就能进一步处理和评估。另一项新功能是可以将
设置的温度控制程序下载到U盘上。

OPC-UA 兼容
OPC-UA通信协议在语义上描述数据，无需编程驱动就能
完成自动化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带有Pilot ONE控制器
的设备，可以通过E-grade功能使用现代OPC-UA协议进
行信息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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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功能特性   
实现高效的温度控制

高度安全
在连续运行期间，Unistats可以远程操作大部分功能安
全地完成温度控制。过温点、温度设定点和报警限值均
可以根据应用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温度和压力传感器
也能远程校准，通过微处理器的控制器能够实时监控
设备运行状态。

VPC监测液体回路中的最大压力。被动元件确保了非常
高的安全可靠性。

过程优化
E-grade软件能够升级设备功能和操作。Professional
级别能将Unistat设备变成化学工程的开发辅助工具。
通过通讯接口连接到用户端，能够显示/输出反应的重
要过程和性能数据。
设备升级到Explore级别后，通过流量传感器能够测量
和控制温度、流体压力以及液体流量。E-grade软件能
够实现对各种参数的测量控制，即时地显示过程数据，
因此非常适用于开发及优化工艺流程、确定热平衡点
和中止标准、测试原材料和放大实验数据的预收集等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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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应对规模放大
无论是大型设备还是小型装置，Unistats始终保持精准
高效的温度控制。制冷功率从0.48到130kW，能够在研
究所、实验室、小试/中试和工业级生产等不同应用中灵
活扩大规模。Unistats之所以能够应对应用规模不断扩
大的挑战，是因为系列内大小设备的性能表现始终如
一，且用户界面具有普适性。

E-grade® Explore
E-grade Explore将Unistat设备变成更强大的化学工艺
辅助工具，支持进一步查看和记录温度变化、加热制冷功
率以及泵的相关信息，典型应用包括工艺开发和放大试
验等。

室外安装
作为ATEX区域的一种经济有效的解决方案，或者仅仅是
为了节省实验室的空间，Unistats和冷却器可以采用IP54
方式建造并安装在室外。
根据实际要求，该装置可配备足够大的气冷式冷凝器，以
满足制冷系统在高达+40°C的环境温度下产生100 %的
制冷功率。对于较冷的气候，该装置允许在低至零下的环
境温度下运行。

防爆装置
如需搭配防爆系统运行，针对Unistat系统我们提供两种
解决方案：一是将Unistat设备放置在安全区，通过具有防
爆功能的远程控制器在爆炸区内进行操作。另一种方案
是将Unistat设备安装在加压、密闭的防爆机柜中，由此整
套装置放置在爆炸区内也能确保安全运行（作为方案的
一部分，Huber可为用户提供防爆机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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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stat®

Tango®

Requirement

This case study looks at the speed at which the Unistat Tan-

go can heat and cool the process in a 1-litre un-insulated 

glass pressure reactor.

Method
Using two large diametre (M24x1,5 DN12) insulated metal 

hoses, the reactor was connected to the Unistat Tango. The 

reactor was filled with 0.75-litre of “M90.055.03”, a Huber 

supplied silicon based HTF.

Results

Efficient thermal transfer made possible by the low flow resistance of the wide bore tu bing coupled with the highly ef-

ficient thermal transfer capabilities of the Unistat Tango Technology results in a rapid ramping rate and extremely stable 

control. The diagram illu strates a heating curve from 20 °C to 180 °C in a time of 37 minutes and back to 20 °C in 38 minutes. 

The process temperature reached both set-points without any overshoot demonstrating the capability of the controller to 

ramp  temperatures with speed and accuracy. 

Heating and cooling ramps with a 1-litre 

Buchi Glas Uster reactor

Jacket temperature

Process temperature

Setpoint

C
S

 1
9

Process ramp rate

> 5 K/min.

Process ramp rate

> 7 K/min.

Setup details

Temperature range: -45...250 °C

Cooling power: 0.7 kW @ 250…0 °C

 
0.4 kW @ -20 °C

Heating power: 1.5 kW

Hoses: 2x1 m; M24x1.5 (#9325)

Thermal fluid: DW-Therm (#6479)

Reactor:  1-litre un-insulated glass pressure 

reactor glass pressure reactor

Reactor content: 0.75 litre M90.055.03 (#6259)

Stirrer speed: 500 rpm

Control: proces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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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stat®
925w

Requirement
This case study examines the performance of a Unistat 
925w when connected to a Buchi Glas Uster 250-litre insu-
lated jacketed GLSS reactor.

Method
The Unistat and reactor are connected using two 2-metre 
insulated metal hoses. The reactor is filled with 200 litre of 
Ethanol.

Results
The minimum jacket temperature of the Buchi Glas Uster reactor was limited to -60 °C as was the ramp rate to avoid da-

maging the glass lining.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Unistat 925w was still well within its maximum performance capabilities at 

this temperature. The first curve shows the process temperature being lowered to -50 °C from 20 °C (70 K) which the 925w 

achieved in approximately 2-hours. The process temperature set-point is maintained with a DT of only (approximately) 2 K. 

The next curve demonstrates the heat-up capability of the Unistat 925w by returning the process temperature to 20 °C 

from -50 °C in approximately 40-minutes.The following curves show the repeat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 of the performance of the Unistat 925w by ramping the 

process temperature between 20 °C and -30 °C, each curve being exactly the same.

Predictable and repeatable control of a Buchi Glas Uster CR252 GLSS reactor

Setup details
Temperature range: -90 °C...+200 °CCooling power: 16 kW @ 200…–20 °C 

15 kW @ –40 °C 
13,5 kW @ –60 °CHeating power: 24 kWHoses: 

M38x1,5; 2*2 mThermal fluid: DW-ThermReactor: 
 Buchi Glas Uster CR252 250-litre insulated jacketed reactor

Reactor content: 200 litre EthanolStirrer speed: 90 rpmControl: 
process

7

Jacket temperature
Process temperature
Set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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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PerformanceThe first graphic shows the time taken to heat the process 
from 25°C to 100°C. It can be seen that it takes approxi-
mately 43 minutes with the process temperature reaching 
and stabilising at the new set-point perfectly.

The second graphic shows the time taken to cool the pro-
cess from 100°C to 20°C.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time ta-
ken is approximately 64 minutes, again the stability and 
accuracy of the control is clearly demonstrated.

Unistat®
Grande Fleur®

Requirement
This Case Study examines the cooling, heating and tem-
perature control capabilities of the Unistat Grande Fleur 
connected to an uninsulated QVF 6-litre glass jacketed 
reactor.

Method
The 6 litre QVF reactor was connected to Grande Fleur 
using two M16 1-meter flexible hoses. The thermofluid 
used in the system was “M40.165/220.10 (6 l). “Process” 
control was carried out via a Pt100 sensor located in the 
“process” mass. Stirrer speed was set to 270 rpm.

Controlling QVF 6 litre reactor

Setup details
Temperature range: -40°C...+200°CCooling power: 0,60 kW @ +20°C 

0,60 kW @ +200°C 
0,60 kW @ 0°C 
0,35 kW @ -20°C 
0,20 kW @ -30°CHeating power: 1,5 kWHoses: 

M16; 2x1 mThermal fluid: M40.165/220.10Reactor: 
 QVF 6 litre glass jacketed reactor

Reactor content:  5 litre M40.165/220.10Stirrer speed: 270 rpmControl: 
process

7

Ramp rate = 1,7 K/min Ramp rate = 1,26 K/min

Jacket temperature
Process temperature
Setpoint

Jacket temperature
Process temperature
Set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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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stat®
Petite Fleur®

Requirement
This case study demonstrates the closeness of the tem-
perature control and the minimum process temperature 
achievable in the process mass.

Method
The 2-litre Syrris reactor was connected to Petite Fleur 
using two M16x1 1-meter flexible hoses. The thermofluid 
used in the system was “M90.055.03”. “Process” control was 
carried out via a Pt100 sensor located in the “process” mass. 
Stirrer speed was set to 450 rpm.

Results PerformanceTo demonstrate the efficient performance of the Petite 
Fleur, this graphic shows that it can cool the process in a 
2-litre glass reactor from 100°C to -20°C in approximately 
70 minutes, hitting and stabilizing exactly on the set-point. 
A rapid heat-up time of less than 30 minutes from -20°C to 
100°C with the same accuracy can also be seen. 

Lowest achievable temperature:Once stable at +100°C under “Process“ control, a set-
point of -40°C is entered. The Petite Fleur cools the reac-
tor down to the minimum achievable process tempera-
ture of -31°C.

Baby Tango® – Petite Fleur® – controlling 
Syrris 2-litre triple wall reactor

Setup details
Temperature range: -40 °C...+200 °CCooling power: 0,48 kW @ +20°C 

0,48 kW @ +200°C 
0,45 kW @ 0°C 
0,27 kW @ -20°C 
0,16 kW @ -30°CHeating power: 1,5 kWHoses: 

M16x1; 2* 1 mThermal fluid: M90.055.03Reactor: 
 Syriss 2-litre insulated reactor

Reactor content: 1 litre M40.165.10Stirrer speed: 450 rpmControl: 
process

7

Jacket temperature
Process temperature
Setpoint

Jacket temperature
Process temperature
Set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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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stat®
610w

Requirement
This case study looks at the response of a Unistat 610w 
working to control exothermic reactions in a 10-litre glass 
reactor at -40 °C.

Method
M30x1.5 hoses are used to connect the setup and the wor-
king fluid is DW Therm. The exothermic reactions are con-
ducted with a hea ting power of 50 W and 100 W.

Controlling simulated exothermic 
reactions at -40 °C in a Radleys 10-litre 
reactor Setup details

Temperature range: -60 °C...+200 °C
Cooling power: 7.0 kW @ 200…0 °C
 6.4 kW @ -20 °C
 3.3 kW @ -40 °C
 0.8 kW @ -60 °C
Heating power: 6.0 kW
Hoses: 2x1.5 m; M30x1.5 (#6386)
Thermal fluid: DW-Therm (#6479)
Reactor:  10-litre jacketed glass reactor
Reactor content: 7.5 litre M90.055.03 (#6259)
Stirrer speed: 200 rpm
Control: proces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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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Performance
The 50 W heat results in approximately 1 K of temperature 
rise. With a cooling power of 3.3 kW the unit takes 9 minu-
tes to bring the process temperature back to its set-point. 
Meanwhile the process temperature rises up to approxi-
mately 2  K with the 100 W of heat addition. The internal 

temperature cools to approximately -57.5  °C in order to 
pull the process temperature back to -40 °C.
When the heater is switched off, the temperature of the 
process falls and the thermostat starts heating the jacket 
in order to return the process temperature to the set point.

Jacket temperature

Process temperature

Setpoint

Heater turned “On“ at a value 
of 50 watts (43 kcal/hr) Heater turned “Off“

“Reaction“ brought under control

Jacket temperature 
has to return the 
process temperature 
back to its set-point

Jacket temperature cools 
to -50.5 °C to pull the 
process temperature back 
to its set-point



详细功能特性   
实现高效的温度控制

案例研究
案例展示了真实的温控结果，并为客户的购买决策提
供数据支持。我们的案例研究在实例的基础上证明了
Huber装置的热力学性质，因此最适合与竞争对手进行
公平的比较。

我们的数据库包含来自不同制造商的200多个案例研
究。详细描述了测试设置和所有测量结果，并以温度变
化的形式记录结果。

超过200个案例研究在Huber

官网上进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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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校准
如有需要，Huber将为你提供工厂的校验证书。根据需
求，还可提供测试协议和其他证书等。

用户培训
在用户培训课程中，我们交流关于温度控制器及其实际
应用的技术信息。您可以从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进而优
化机器的使用。培训内容与参与者的要求和先前知识相
匹配。

3-2-2 保修条款
Huber的3-2-2条款提供免费延长保修期的额外服务。客
户所要做的是登陆我们的网站，在线填写产品登记表。
所有Huber产品的保修期为交付之日计起的12个月。注
册登记时请提供终端客户的地址和设备序列号，Huber
将提供保修期延长服务。

操作成本低
使用Unistat设备的关键在于温度控制任务。出色的导
热性能、可重复的温控结果以及快速的响应速度，显著
提高了投资回报率。此外，导热液体使用寿命的延长，
冷却水和能源的低耗也降低了运营成本。



5

Inspired by temperature
designed for you

5

Inspired by temperature
designed for you

CN
_1

0/
20

21

如需获取更多信息或选择合适配件及导热油等，请访问官
网或联系我们的销售团队。

富博（广州）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仑头路78号A03号楼131室
510000

电话 +86 20 89001381  ·  传真 +86 20 89001383
info@huber-china.com  ·  www.huber-china.com

Peter Huber Kältemaschinenbau SE
Werner-von-Siemens-Str. 1 · 77656 Offenburg / German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