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性能LED测试方案

VEKTREX 

集成热控制系统(ITCS) 
一站式，大容量的烘箱系统，传导水冷，
用于测试LED封装产品，包括LED，COB，VCSEL等低、中、高功率产品



紧凑，高能效，液温控制

温度的均匀性在大功率测试中尤为重
要。Vektrex的集成热控制系统（ITCS）在
闭环系统中以精确的温度循环水，在紧凑
的空间内实现均匀的热控制。高达10KW的
散热能力—最高150C的运行温度—ITCS烘
箱在单箱体内可以灵活地测试多种大功率
LED，并保持2C的温度均衡性。ITCS系统可
以单独或与其他Vektrex产品一同采购。

Vektrex的集成热控制系统
（ITCS）使用基于水循环的
热控制系统，以保持LED及
激光样品在大功率测试条件
下的温度稳定。

灵活多样性 

Vektrex ITCS 烘箱的设计保证了完全的光
能吸收及超大功率条件下的温度控制。
紧凑而灵活的设计支持各种高温测试的应
用。已有的标准负载板简化了样品的安装
并缩短了测试准备时间。

全面的温度记录

内置式数据采集电路及布线支持主要的温
度传感器，包括RTD，热电偶，NTC等。
这些传感器可以预先置于负载板上或以其
他方式连接至样品，并与驱动电路任一通
道关联以限定安全温度。可编程的采样率
及采样数据会自动传输并记录到可选配的
STARS软件中。温度精确性，配线种类及
其他参数均严格满足LM-80标准。

无污染的材质构造

LED及其他光电样品极易在长时间的测试
中受大气污染物的影响。ITCS采用最高质
量行业认可的材料制造，具有低释气性
能，确保不会释放污染物。

每一台ITCS烘箱在交付前都经过专有的清
洁和老化过程。在此过程中，被动式气流
连续地将烘箱内可能从DUT和负载板释放
的污染物排出。超洁净的ITCS内部确保样
品在长期测试中不会受到损害。

单测试架温控功能

单测试架温度控制对该测试架温度微调，
以实现具有不同热特性不同壳温升高的样
品在各自的测试架上并排测试。不同测试
架可以微调不同的温度保证了同一个烘箱
内低功率，中功率和高样品的同时测试。

实践验证的软件 

经实践验证的Vektrex软件在整个测试
过程中对ITCS系统进行控制，并满足不
同的测试需要。STARS 软件提供了总电
源控制及ITCS烘箱内特定位置的电源通
道，负载及温度的监控。STARS 同时可
以提供无缝的数据记录及实验室管理功
能，使用户可以在整个测试过程中定义
并记录样品信息及无缝数据记录。温度
控制软件监管着ITCS和/或第三方热控制
设备，保证温度保持在限定范围内。从
监控到故障保护，Vektrex软件简化了测
试控制，保证精确的数据记录。

自信 

无论你是考虑扩展现有的测试能力，或
是希望进行更大功率样品测试，Vektrex
的集成热控制系统ITCS为你提供可扩展
地高效地模块化解决方案。因其无可比
拟的测试功率，容量及可靠表现，遍及
全球的知名生产商及测试实验室均使用
Vektrex系统。

欲了解更多Vektrex ITCS 烘箱信息，请
前往 vektrex.com

测试软件

驱动电源组件

温度监控

负载板及测试架选配件

培训及顾问服务

ITCS组成部件：



加速投入市场，品质不打折

Vektrex ITCS烘箱满足LM-80测试需求

全球领先的公司使用Vektrex系统作为一站式测试的解决方案

Vektrex ITCS 烘箱可支持广泛的
应用：

样品测试 
LED

IR

UV

VIS

COB

阵列

模组

激光二极管 

(镭射二极管)

VCSEL

主要应用 
LM-80测试

预LM-80测试

研发测试

可靠性测试

寿命测试

老化测试

汽车应用测试

EU

RTOL

HTOL

 安全温度监控可在温度超 
 过用户设置范围时立刻关 
 停电源，避免样品损坏

 安全内锁装置会在烘箱门 
 打开时暂停测试，以保护 
 操作员免受强光危害；而 
 同时在门关闭时，自动恢 
 复测试。

 烘箱可视窗采用反光/吸光 
 玻璃层以稀释IR，UV及可 
 见光至安全范围。

 大容量，抽屉式测试架简 
 化上下架操作

 高效，集成的温度控制单 
 元将热传导至循环水中。

LED/VCSEL生产商及第三方实验室
以ITCS烘箱作为标准，满足其测试
需求

最高150C的运行温度及最高10KW
散热能力

大容量及温度均衡性保证



STARPLOT软件允许操作员验证ITCS温度均衡性，最终引导获得可重复的、
可靠的测试结果

基本指标

0.91m 宽 x 1.37m 深 x 1.88m 高

3P 208V, 240V, 380V, 415V, 440V 

90C, 120C, 150C

5kW, 7.5kW, 10kW 

4,500 cm2

10 热板尺寸150 x 300mm 

1kW, 基于选择的负载功率

灵活，最高40块75x150mm负载板 

1000W, 500W, or 250W 最高,

取决于系统配置

可选；基于负载板类别

MCPCB, FR4, COB负载盘，老化盘，
客户定制钳式测试架

680.4 kg

尺寸

输入功率选择

最大运行温度选择

测试功率（最大散热功率）
选择

负载安装面积

安装结构

但热板最高负载功率

测试点数量

测试点负载功率 

测试点用途

最大重量

配置

闭环主动式温度控制，可升温/降温

高压循环水。可选配支持RO/DI水
的方案

5个抽屉式测试架

强制对流，风速可调并有开关

双侧可调节通风口

水冷，避免杂散光及热结层

冷却技术 

温度控制方法 

测试架配置

空气循环

排气

Optical Light Traps

温度控制

单级温度控制 
双级温度控制+单抽屉架温控*

最低：水管水温+15C 
最高：指定最高运行温度（最高150C）

+/-0.7C （运行温度85C，特征值）
最高波动值0.2C （运行温度85C）

最高波动值0.65C （运行温度120C）

微调，基于单个抽屉架

最高可调范围可根据负载情况变化

1500W

温度控制选项

 

运行温度范围

 
精确度

稳定度

 

单抽屉架温控* 

空气加热能力

温度监控*

集成T型热电偶

热板/空气/壳温/自定义 探针

热板探针-监控热板温度 

空气探针-监控空间温度；用户自定义探
针位置  
壳温/自定义探针-用户自定义地点及探针
（温度传感器）类型 

120个监控点（2线）

可支持的温度传感器

温度监控点

温度监控类型
 
 
 
 
 
 

最多监控点数目

安全

反射及吸收 
UV-VIS-IR滤波可视窗

超过用户定义范围
超限时自动关闭驱动电源

发生漏水时关闭电源

互锁装置激活会暂停电流驱动 

烘箱门设置锁位

光

 

温度故障保护*

水
互锁功能

闭锁功能

*需选配相应软件支持



大容量，模块化，灵活搭配

集成式大容量抽屉式测试架简化了上下架的操作。可选配的单测试架温度控制
功能，实现了同一个烘箱内，不同热特性的样品在不同温度下进行并排测试。

最高2kW
单个抽屉式测试架

测试架优势

大容量—最高可测1600 个样品

高达4500 cm2 的安装面积

可预配RTD，热敏电阻或热电偶等

吸收光辐射能量

定制测试架

可实现保持原有负载板设计不变得前提
下，转移至ITCS测试箱内测试

可适配绝大多数负载板类型，包括用于
在钳式测试架和Pogo-Pin进行连接的负
载板

负载板设计服务

Vektrex提供负载板设计服务，满足灵活
性及高效的N+1设计结构

从良好的负载板，测试架，驱动电源开
始，让我们协助您开启新的测试旅程

8 

个测试位
5 

个抽屉式测试架
1 

台ITCS 烘箱

灵活的测试架设计支持最高10KW的散热需求及单样品最高1kw的测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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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LED测试方案

全球技术支持

Vektrex为全球知名生产商及LM-80实验室设
计及制造高性能LED测试方案。业界领先的
SpikeSafe™ 电流源为下一代LED及SSL产品提
供大功率直流及优异表现脉冲电流的驱动能
力。

解决方案包括可靠性系统，LM-80测试系统
及LM-85测试系统，光学测量系统，热控制系
统，软件及组件。

 

欲了解更多Vektrex产品及解决方案，请
前往vektrex.com

我们遍布全球的代表及技术支持中心时刻为您提供业界领先的技术服务及本地化支
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