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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沉
为了适应腔体不同的几何形状和尺寸.	 Telstar	 提供几种不同的热沉
设计以确保高的吸热率及光学特性.	 热沉内部喷涂黑色涂层,	 对太
阳光的吸收系数为0.9.热沉外部镜面抛光,	反射率为0.1.	 Telstar	可以
提供挤压铝合金带通气孔热沉或者双压花不锈钢热沉.

控制系统
Telstar	 热真空控制系统采用最先进的PLC控制系统,	 符合最高质量
标准的要求.	PLC可以采用自动操作方式,	包含视觉和听觉双重标志,	
报警,	紧急停机按钮和自动数据存储.	同时还可以允许手动操作,	可
以通过触摸屏对配方及参数进行修改.	 可选配SCADA操作系统,	 通
过计算机远程监视并存储各种参数,	以及在操作过程中发生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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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器在超高真空和温度梯度突然大幅变化的极端情况下运行.

为了确保其硬件长期使用的耐受性和持久性，需要对其进行全面的测试。所
以，每个关键的设计因素均需进行模拟实验.Telstar可以提供与真空及温度相关
的测试设备.

•	 空间设备性能验证的热真空测试.

•	 组件和完整的卫星需要在真空下进行一系列热循环测试，以确保其在
实际运行下可以正常工作

•	 空间模拟热平衡测试。

•	 材料研究和验证：气体释放的影响需要进行实际验证，因为释放气体
的材料会影响航天器本身或者航天器的仪器。

太空模拟箱

Telstar	热真空箱	
Telstar	 在真空和热控制相关领域已经有超过50年的经验。从卫星整机到卫星上小的电子组件，我们都已进行过设计，供应
和提供服务。我们的腔体可以满足客户对温度范围、加热/制冷速率最苛刻的要求。同时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作出灵活的
特定设计。
为每个客户的特殊要求：

•	 极端真空：低至10-7mbar
•	 温度范围：从-196Cº到+200Cº
•	 加热/制冷速率最高至10Cº/分钟
•	 样品支撑台(固定式或可移动式)
•	 积极辐射热沉
•	 热沉和样品支撑台的单独温度控制以及热沉的
分块独立温度控制
•	 不同的腔体形状(水平圆柱形,	 垂直圆柱形,	 邮筒
形等)
•	 特定的监视仪器：RGA(残余气体分析仪),	QCM	
(石英晶体微天平)等
•	 可旋转试样支撑台
•	 防震试样支撑台设计
•	 光学视窗
•	 射频&微波传送窗口
•	 录影,	成像
•	 太阳光线模拟灯&红外灯

应用
我们的热真空测试系统的设计和制造满足洁净室的要求。可对应用于太空中的各种硬件类型进行测试：

•	 组件和子组件
•	 天线
•	 电子设备和其子系统
•	 光学系统
•	 太阳能电池板

•	 整颗卫星

真空系统
真空泵组根据腔体的尺寸,	抽真空速度和极限真空要求进行设计.	对于大多数应用操作压力10-6mbar都是足够的.	初真空系统
由旋片泵配罗茨风机	(可选干泵),	高真空系统由分子泵或低温泵组成.	冷板为选件.	真空的测量由紧凑型电容压力传感器;	皮
拉尼和离子规实现.

热控制组件
基于客户对样品支撑台及热沉的要求,	 Telstar	提供各种不同
设计的热控制系统.

经济型运行成本方案,	我们可提供基于硅油控温的热控制组
件	(机械制冷或者液氮制冷),	温度范围-90Cº到+150Cº.

如果客户要求更广的温度控制范围,	我们可提供基于循环液
氮（单向流）的经济型设备成本方案.

如果要求设备外观设计更加集成紧凑,	压缩气氮循环方案是
最好的选择.

开环液氮系统,	 通过控制加入的液氮的量来达到降温的效
果.	通过电加热或灯加热来达到升温的效果.	

压缩气氮系统,	 通过控制整个循环内气氮的密度,	 使得稳态
及升降温状态下都获得很好的温度均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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