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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瓶/试管加热解决方案

配合加热磁力搅拌器



①更容易获得高的反应温度，适合300℃以上的高温化学反应

②升温快，温度稳定

③温度控制方便，可以控制环境温度，也可以控制反应体系温度

④清洁干净，使用方便

⑤安全性高，不会因为液体泄漏而发生安全事故  

试管/烧瓶加热适配金属模块
铝制模块匹配各种加热磁力搅拌器，助力化学合成

＞148-19.2-19-50      19mm圆底试管加热适配器

＞148Q-19.2-6-50   1/4圆19mm圆底试管加热适配器

试管加热适配模块 试管加热模块定制

圆底试管标准模块及1/4圆西瓜模块

螺口平底试管标准模块及1/4圆西瓜模块

试管是小体积化学反应最常用的器皿，我们提供整圆的

标准模块和1/4圆的西瓜模块。 西瓜模块适合加热试管个数

较少的场合，既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拼合使用。

标准模块四个限位块固定位，防止模块从盘面滑落西瓜

模块有定位销和定位孔。

适合19mm直径反应试管

孔径19.2mm，孔深47mm，19个（和6个）孔位

模块外径148mm，厚度50mm

＞148-22.3-19-50   22mm圆底试管加热适配器

＞148Q-22.3-4-50   1/4圆22mm圆底试管加热适配器

适合22mm直径反应试管

孔径22.3mm，孔深47mm，19个（和6个）孔位

模块外径148mm，厚度50mm

※需要提供试管直径及偏差，试管上部附件尺寸

※需要提供要求的加热孔深度和建议的模块外径

※我们基于您的提供的要求出设计图

※确认设计图后才开始定制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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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26.4-9-50   26mm圆底试管加热适配器

＞148Q-26.4-3-50   1/4圆26mm圆底试管加热适配器

适合26mm直径反应试管

孔径26.4mm，孔深47mm， 9个（和3个）孔位

模块外径148mm，厚度50mm

＞148-28.5-9-50   28mm圆底试管加热适配器

＞148Q-28.5-3-50   1/4圆28mm圆底试管加热适配器

适合28mm直径反应试管

孔径28.5mm，孔深47mm， 9个（和3个）孔位

模块外径148mm，厚度50mm

＞148-11.8-35-26  2ml安倍瓶加热适配器

＞148Q-11.8-12-26  1/4圆2ml安倍瓶加热适配器

瓶子尺寸（直径×高度）11.6×32mm

孔径11.8mm，孔深23mm， 35个（和12个）孔位

模块外径148mm，厚度26mm

＞148-15.2-35-35   4ml螺口瓶加热适配器

＞148Q-15.2-6-35   1/4圆4ml螺口瓶加热适配器

瓶子尺寸（直径×高度）15×45mm

孔径15.2mm，孔深32mm， 35个（和6个）孔位

模块外径148mm，厚度35mm

＞148-16.2-35-25   2ml螺口瓶加热适配器

＞148Q-16.2-6-25   1/4圆2ml螺口瓶加热适配器

瓶子尺寸（直径×高度）16×35mm

孔径16.2mm，孔深22mm， 35个（和6个）孔位

模块外径148mm，厚度25mm

＞148-18.2-19-32   5ml螺口瓶加热适配器

＞148Q-18.2-6-32   1/4圆5ml螺口瓶加热适配器

瓶子尺寸（直径×高度）18×40mm

孔径18.2mm，孔深29mm， 19个（和6个）孔位

模块外径148mm，厚度32mm

＞148-22.2-19-38   10ml螺口瓶加热适配器

＞148Q -22.2-4-38   1/4圆10ml螺口瓶加热适配器
瓶子尺寸（直径×高度）22×50mm

孔径22.2mm，孔深35mm， 19个（和4个）孔位

模块外径148mm，厚度38mm

＞148-22.8-19-50   20ml顶空瓶加热适配器

＞148Q-22.8-4-50   1/4圆20ml顶空瓶加热适配器

＞148-27.8-12-45   20ml螺口瓶加热适配器

＞148Q -27.8-3-45   1/4圆20ml螺口瓶加热适配器

瓶子尺寸（直径×高度）27.5×57mm

孔径27.8mm，孔深42mm， 12个（和3个）孔位

模块外径148mm，厚度45mm

＞148-27.8-12-50   40ml螺口瓶加热适配器

＞148Q -27.8-3-50   1/4圆40ml螺口瓶加热适配器

瓶子尺寸（直径×高度）22.5×75.5mm

孔径22.8mm，孔深47mm， 19个（和4个）孔位

模块外径148mm，厚度50mm

瓶子尺寸（直径×高度）27.5×95mm

孔径27.8mm，孔深47mm， 12个（和3个）孔位

模块外径148mm，厚度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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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管加热模块定制

通用烧瓶加热适配模块

烧瓶加热适配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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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F-25  通用25ml烧瓶加热模块
外圆直径78mm，高21mm

最大适合烧瓶球径43mm

＞HBF-50 通用50ml烧瓶加热模块
外圆直径78mm，高24mm

最大适合烧瓶球径52mm

＞HBF-50-3 通用50ml三口烧瓶加热模块
外圆直径78mm，高24mm

最大适合烧瓶球径52mm

侧面开槽容纳两个支管

＞HBF-100 通用100ml烧瓶加热模块
外圆直径78mm，高30mm

最大适合烧瓶球径66mm

＞HBF-100-3 通用100ml三口烧瓶加热模块
外圆直径78mm，高30mm

最大适合烧瓶球径66mm

侧面开槽容纳两个支管

＞HBF-250 通用250ml烧瓶加热模块
外圆直径98mm，高39.5mm

最大适合烧瓶球径87mm

＞HBF-500通用500ml烧瓶加热模块
外圆直径124mm，高49.5mm

最大适合烧瓶球径107mm

＞HBF-1000通用1000ml烧瓶加热模块
外圆直径148mm，高61mm

最大适合烧瓶球径134mm

＞HBF-2000通用2000ml烧瓶加热模块
外圆直径188mm，高79mm

最大适合烧瓶球径169mm

烧瓶加热模块定制

 我们提供三种烧瓶适配模块，分别是通用烧瓶加热

适配模块，136mm凹槽烧瓶加热适配模块和集热板烧

瓶加热适配模块，以适应多种加热面板的传热和固定要

求。并提供不锈钢提手方便转移热的模块。每个模块都

有3mm和4mm温度探头孔，方便插入温度探头。

通用模块适合大部分加热板，可以根据您的加热板定制限位和保温装置。

※我们需要知道：1）烧瓶的类型     2）加热面板类型

                      3）使用温度要求  4）固定要求  5）温度探头孔径

※我们基于您的提供的要求出设计图

※确认设计图后才开始定制加工

集热板烧瓶加热适配模块

＞HBF-25-W  集热板25ml烧瓶加热模块
集热板160x160mm，高21mm

最大适合烧瓶球径43mm

＞HBF-50-W  集热板50ml烧瓶加热模块
集热板160x160mm，高24mm

最大适合烧瓶球径52mm

＞HBF-50-W-3  集热板50ml三口烧瓶加热模块
集热板160x160mm，高24mm

最大适合烧瓶球径52mm

侧面开槽容纳两个支管

＞HBF-100-W  集热板100ml烧瓶加热模块
集热板160x160mm，高30mm 

最大适合烧瓶球径66mm

＞HBF-100-W-3  集热板100ml三口烧瓶加热模块
集热板160x160mm，高30mm 

最大适合烧瓶球径66mm

侧面开槽容纳两个支管

＞HBF-250-W  集热板250ml烧瓶加热模块
集热板160x160mm，高39.5mm 

最大适合烧瓶球径87mm

＞HBF-500-W  集热板500ml烧瓶加热模块
集热板160x160mm，高49.5mm 

最大适合烧瓶球径107mm

 特别适合陶瓷板面板加热板使用，充分利用陶瓷板面的热量，获得更快升温速度和更高使用温度。

提供L型固定片可以将模块限位在方形加热板面。也提供定制保温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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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烧瓶平行反应系统

＞HOF-4   四位烧瓶平行反应板

200x200mm方形铝板，18mm厚，4个

99mm圆孔，用于烧瓶平行反应烧瓶加

热适配器需另配（可同时放置25ml，

50ml，100ml，250ml中任意四个烧瓶

适配器）。

根据客户加热面板尺寸，提供限位配件

＞FH-4  四头烧瓶夹
配合四位平行反应板使用，同时夹住四

个烧瓶，夹持直径15mm-43mm

＞SR1  不锈钢支撑杆

＞三种不同试管孔径组合模块 ＞两种不同试管孔径组合模块 ＞带观察窗两种不同试管孔径组合模块

＞反应釜配套加热模块 ＞反应釜配套加热模块 ＞2ml管配套加热模块

直径12mm不锈钢支撑杆，600mm

长，适合Stuart品牌加热板使用

22.2mm试管8个+22mm

试管8个+18mm试管4个

158mm外径

带观察窗26mm试管+5mm

玻璃管加热，

158mm外径

＞SCT1/1  不锈钢支撑杆 
直径12mm不锈钢支撑杆,200mm长,前

端带孔，可用于放置温度探头

＞WSC-4  分水器
一供六分，分水口宝塔头8mm，供水口

宝塔头8mm/10mm/12mm

温控器

分水器

四位加热底板及

25-250ml烧瓶

加热适配器

四头夹

温度探头

136mm凹槽烧瓶加热适配模块

加热模块定制案例

＞HBF-25-136  136mm凹槽25ml烧瓶加热模块
外圆直径142mm，高27mm

最大适合烧瓶球径43mm

＞HBF-50-136  136mm凹槽50ml烧瓶加热模块
外圆直径142mm，高30mm

最大适合烧瓶球径52mm

＞HBF-50-136-3  136mm凹槽50ml三口烧瓶加热模块
外圆直径142mm ，高30mm

最大适合烧瓶球径52mm

侧面开槽容纳两个支管

＞HBF-100-136  136mm凹槽100ml烧瓶加热模块
外圆直径142mm，高36mm

最大适合烧瓶球径66mm

＞HBF-100-136-3  136mm凹槽100ml三口烧瓶加热模块
外圆直径142mm，高36mm

最大适合烧瓶球径66mm

侧面开槽容纳两个支管

＞HBF-250-136  136mm凹槽250ml烧瓶加热模块
外圆直径142mm，高45.5mm

最大适合烧瓶球径87mm

凹槽可以扣合在135mm直径的加热面板上，保证模块限位在加热板面上。

此系统配合加热磁力搅拌器使用，可以同时进行4个烧瓶的平行反应而设计。

200mm见方的铝方板作为基板，有四个大圆孔，可以放置25ml-250ml的

烧瓶适配器。基板上有定位小孔， 当烧瓶加热适配器底部拧上定位螺丝后， 可

以保证每个烧瓶加热适配器都处于同一圆上。 

＞HBF-500-136  136mm凹槽500ml烧瓶加热模块
外圆直径142mm，高55.5mm

最大适合烧瓶球径107mm

＞HBF-1000-136  136mm凹槽1000ml烧瓶加热模块
外圆直径154mm，高67mm

最大适合烧瓶球径134mm

＞HBF-2000-136  136mm凹槽1000ml烧瓶加热模块
外圆直径188mm ，高85mm

最大适合烧瓶球径169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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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mm试管12个+26.5mm

试管7个

148mm外径

适合直径38.4mm不锈钢反

应釜使用

158mm外径

11.8mm直径25个适合

2ml试管使用

方模块89x89mm

方模块160×160mm

38.4mm直径25个适合

38.2mm直径反应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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