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TSP成立於2009年韓國，提供全球客戶環境可靠度
測試的相關設備。

 ETSP產品可提供半導體、汽車零組件、電氣/電子零
件，化學、航空航天、軍用、製藥和生物所需的環
境環境可靠度測試設備。

 ETSP可提供高品質、快速交貨、與客製化的環境可
靠度測試設備。

ETSP簡介



 韓國：三星顯示(Samsung Display)、三星電子(Samsung 
Electronics)、三星電機(Samsung Electro-mechanics)、樂金電
子(LG Electronics)、LG Innotek、現代重工、Amkor等..

 日本：松下(Panasonic)、富士通(Fujitsu)、ROHM、DENSO

 德國：福斯、TÜ V南德意志集團

 法國：法國國際檢驗局(Bureau Veritas，BV)

 美國：3M、杜邦

 俄羅斯：俄羅斯太空總署。

 其他銷售地區：中國大陸、土耳其、墨西哥、巴西、印度、新
加坡、泰國。

ETSP全球客戶



ETSP全球客戶



 ETSP-TO系列是工業批量處理爐，主要進
行產品評估和測試，可用在半導體、電
子、塑膠、化工和製藥等領域，針對產
品的固化、乾燥、滅菌、老化、熱處理
和其他相關的應用。解決烤箱內的溫度
變化和空氣不均衡分佈等問題。

 溫度範圍：室溫〜350℃（可根據用戶的需求變化）

 溫度穩定性：小於±0.5℃

 溫度一致性：設定點小於±0.85％ (小於±3.0℃，在350℃)

 升溫速率：超過6℃/分鐘

 電源要求：230V±10％，380V±10％，50Hz/60Hz，1Ph/3Ph

工業爐ETSP- TO series



 ETSP-FCO系列是經濟型但不可編程，為
工業批量處理爐，主要進行產品評估和
測試，可用在半導體、電子、塑膠、化
工和製藥等領域，針對產品的固化、乾
燥、滅菌、老化、熱處理和其他相關的
應用。

 溫度範圍：室溫〜250℃
溫度穩定性：小於±0.5℃
升溫速率：由室溫到230℃在60分鐘內
輸入電源要求：230V±10％，380V±10％，
50Hz/60Hz，1Ph/3Ph

強力對流爐ETSP-FCO系列



 傳送帶式烘箱對於老化、固化、預熱、
烘乾、塗料乾燥、塑料固化和環氧樹脂
固化等....。機械式對流，垂直向下吹的
氣流或水平側吹到側的氣流，透過這種
環境會提供均勻的熱並且可增加乾燥效
率。爐的頂部為熱源和風扇處。

 溫度範圍：室溫〜-260℃（可根據用戶的需求變化）

 客製的輸送系統，包括扁線式、網帶式、單軌式，供
電滾輪式，索引驅動器，步進梁，動力鏈，非金屬帶
等。潔淨流程應用HEPA標準的過濾器過濾設置可幫助
循環和溫度保持一致的空氣對流進氣口和排氣口。

傳送帶式爐 ETSP-ITO series



 ETSP-TI系列是專門為防止氧化設計，
例如氮氣，氬氣或二氧化碳。解決
爐子內部溫度變化和空氣變化不均
勻的問題。

 惰性氣體流率：20〜200 SCFH(每小時立方英尺)
維持氣體流率：10〜100 SCFH 
溫度範圍：室溫〜350℃（可根據用戶的需求變化）
溫度穩定性：小於±0.5℃
溫度一致性：設定點小於±0.85％
升溫速率：每分鐘超過6℃
輸入電源要求：230V±10％，380V±10％，50Hz/60Hz，1Ph/3Ph

惰性氣體爐ETSP-Ti系列



 ETSP-LTO系列是一個溫度測試室，可
以在極端的條件下測試耐用性或零件
和產品的作業反映。（冷媒選用液
態氮）解決了傳統會有噪音，氣溫
變化，以及測試環境裡的不平衡氣流
分佈等問題。

 溫度範圍：-70〜+180℃（可根據用戶的需求變化）
溫度穩定性：小於±0.5℃(整體)
溫度一致性：小於±1.5℃ (各點)
升溫速率：1〜10℃/分鐘
降溫速率：1〜5℃/分鐘
輸入電源要求：230V±10％，380V±10％，
50Hz/60Hz，1Ph/3Ph

溫度測試室ETSP-LTO系列



 ETSP-TH系列是氣候（溫度和濕度控制）
的試驗箱，可以在極端的條件下測試耐
用性或零件和產品的作業反映。解決了
傳統會有噪音，不好控制濕度和冷凝，
太慢的溫度/濕度變化，以及測試環境裡
的不平衡氣流分佈等問題。

 溫度範圍：-70〜+180℃（根據用戶的需求可變）
溫度穩定性：小於±0.5℃(整體)
溫度一致性：小於±1.5℃ (各點)
濕度範圍：20％〜95％RH（5％〜98％RH可選）
濕度穩定性：小於±1.5％RH (整體)
濕度一致性：小於±3.0％RH (各點)
輸入電源要求：230V±10％，380V±10％，
50Hz/60Hz，1Ph/3Ph

恆溫恆濕試驗箱ETSP-TH系列



 結合海拔高度和氣候（溫度和濕度）
的試驗室。同時設定一種情況以上的
條件，以滿足多種類型的測試要求。
-海拔溫度試驗箱
-海拔高度的溫度和濕度試驗箱

 溫度範圍：-70〜+180℃（根據用戶的需求可變）
溫度穩定性：小於±0.5℃
溫度一致性：小於±1.5℃
濕度範圍：20％〜95％RH (5％〜98％RH可選）
濕度穩定性：小於±1.5％RH 
最大，達到真空度：1毫巴
輸入電源要求：230V±10％，380V±10％，
50Hz/60Hz，1Ph/3Ph

海拔試驗箱ETSP-TV和THV系列



 ETSP-WT系列是寬敞可走動的溫
度試驗箱，用於測試大尺寸的
部件和產品。具有低噪音，快速
溫度變化，還有空氣對流均勻分
佈等特性。

 溫度範圍：-65〜+80℃（根據用戶的需求可變）
溫度穩定性：小於±0.5℃
溫度一致性：小於±2 ℃
升溫速率：超過5℃/分鐘
降溫速率：0.5〜5℃/分鐘

 輸入電源要求：230V±10％，380V±10％，
50Hz/60Hz，3Ph

帷幕走動式溫度箱ETSP-WT系列



 ETSP-WTH系列是寬廣的溫度和濕度
試驗箱用在大尺寸的組件和產品。
具有低噪音，更好的濕度控制及不
會凝結，快速溫度/濕度的變化，還
有空氣對流均勻分佈等特性。

 溫度範圍：-65〜+180℃（根據用戶的需求可變）
溫度穩定性：小於±0.5℃
溫度一致性：小於±2℃
濕度範圍：20％〜95％RH（5％〜98％RH可選）
濕度測量精度：小於±2％RH 
升溫/降溫速率：0.5〜5℃/分鐘
輸入電源要求：230V±10％，380V±10％，
50Hz/60Hz，3Ph

牢固可行走的恆溫恆濕試驗箱ETSP-WTH系列



 複合式紅外線試驗箱的目的是用於測試
的冷熱和濕度環境再加上太陽輻射，模
擬實境去確定產品的品質。這個試驗箱
能去實現並滿足所要的溫度、濕溫度和
濕度，再加上太陽輻射的條件去測試。

 溫度範圍：-60℃〜145℃
溫度穩定性：小於±0.2℃
溫度一致性：小於±2.0℃
升溫速率：0.5〜5℃/分鐘
降溫速率：0.5〜5℃/分鐘
濕度範圍：20〜98％RH 
濕度一致性：RH低於±3％以下。

複合式紅外線試驗箱ETSP-WTHIR系列



 ETSP-TS系列（籃動型）是專為部件或
設備的溫度衝擊試驗設計，可以快速
的溫度變化。適合用在品質控管試驗
或廠房的組件設備檢查。 ETSP-TS系
列讓使用者可以進行廣泛的必要測試，
以確定溫度特性。並提供標準或客製
化機型。

 溫度範圍：低溫區-70〜-10℃，熱區環境〜+200℃
（根據用戶的需求可變）
溫度穩定性：小於±0.5℃
溫度一致性：小於±1.5℃
溫度恢復時間：每分鐘5〜15℃
輸入電源要求：230V±10％，380V±10％，50Hz/60Hz
的，3Ph

可移動菜籃式冷熱衝擊試驗箱ETSP-TS系列



 ETSP-TSD系列（籃移動式）是三層閘板
式溫度衝擊試驗箱，專為部件或設備的
溫度衝擊試驗設計，可提供快速的溫度
變化。適合用在品質控管試驗或廠房的
組件設備檢查。 ETSP-TSD系列讓使用者
可以進行廣泛的必要測試，以確定溫度
特性。並提供標準或客製化機型。

 溫度範圍：低溫區-70〜-10℃，熱區環境〜+200℃
（根據用戶的需求可變）
溫度穩定性：小於±0.5℃
溫度一致性：小於±1.5℃
溫度恢復時間：每分鐘5〜15℃
輸入電源要求：230V±10％，380V±10％，
50Hz/60Hz的，3Ph

三層閘板式溫度衝擊試驗箱ETSP-TSD系
列



 ETSP-PWTH系列是氣候版的
可移動太陽能模組溫濕試驗
箱，提供多種功能，重複的
環境建立，去測試在極端條
件下的耐用性或產品的作業
情形。

 溫度範圍：-70〜+150℃（根據用戶的需求可變）
溫度穩定性：小於±0.5℃
溫度均勻度：小於±2℃
濕度範圍：20％〜95％RH（5％〜98％RH為可選）
濕度測量精度：小於±2％RH 
升溫/降溫速率：1〜5℃/分鐘
輸入電源要求：230V±10％，380V±10％，
50Hz/60Hz，3Ph

可移動式太陽能模組溫濕測試箱ETSP-PWTH系列



 ETSP-VTH系列是振動結合溫濕
度試驗箱。能夠模擬動態過程
以及融合多種振動情形的系統。

 溫度範圍：-70℃〜150℃
溫度穩定性：小於±0.2℃
溫度一致性：小於±2.0℃
升溫速率：超過1〜5℃/分鐘
降溫速率：超過1〜5℃/分鐘
濕度範圍：20〜98％RH 
濕度一致性：小於±3％RH

複合式振動溫濕度試驗箱ETSP-VTH系列



 ETSP-BTC系列半導體監控老化試驗
箱，半導體封裝器件強度測試，以
確保其最佳的性能，以及剔除掉有
缺陷可能會導致產品可靠性問題的
半導體封裝器件。

 溫度範圍：40〜300℃（根據用戶的需求可變）
溫度穩定性：小於±0.5℃
溫度一致性：小於±1.0 ℃
升溫率：室溫到125℃時不超過50分鐘
回溫率：125℃至室溫不到50分鐘

 輸入電源要求：230V±10％，380V±10％，
50Hz/60Hz，1Ph/3Ph

半導體監控老化試驗箱ETSP-BTC系列



 ETSP-VD系列的設計是為了移除水，可以將
產品表面或內部的水除去，所以針對特定
的產品或基材或需瀝乾的水基塗料和粘合
劑可使用。ETSP-VD系列是依照顧客對零件
尺寸，產率和溫度特性的要求去設計製造。

 溫度範圍：室溫+5℃〜+250℃（根據用戶的需求可變）
溫度一致性：在100℃，小於±2.0℃差異
加熱到100℃的時間：小於85分鐘
最多可達真空：0.01mbar 
輸入電源要求：230V±10％，380V±10％，50Hz/60Hz，
1Ph/3Ph

真空乾燥烘箱ETSP-VD系列



 ETSP-SS系列是模擬鹽霧對產品的影響。測試的目的是評估腐蝕性及抗腐蝕性。
符合相關國家的標準，如DIN，ISO，ASTM，DEF，MIL-STD等的規定。

 溫度範圍：室溫〜45℃（根據用戶的需求可變）
溫度穩定性：小於±0.5℃
溫度一致性：小於±1.5℃
鹽霧沉積：1〜2ml/80cm2·H
輸入電源要求：230V±10％，380V±10％，50Hz/60Hz，1Ph/3Ph

鹽霧試驗機ETSP-SS系列



 循環腐蝕試驗室ETSPCCT系列提供模
擬自然腐蝕，去循環最具象徵性的腐
蝕環境。即使是很複雜測試週期，它
也可以很容易地觸控LCD控制器去編
程控制。

 溫度範圍：-30〜80℃（可變根據用戶的需求）
濕度範圍：20〜98％RH 
控溫精度：小於±0.3℃
濕度精度：小於±2％RH 
鹽霧沉積：1〜2ml/80cm2·H

 輸入電源要求：230V±10％，380V±10％，
50Hz/60Hz，3Ph

循環腐蝕試驗機ETSP-CCT系列



 ETSP-PCT系列壓力鍋試驗（PCT）測
試也稱作高壓箱測試或壓力爐測試
（PPOT）。評估產品承受劇烈的溫
度和濕度條件的能力。它主要用於加
速腐蝕金屬零件，包括在模具的表面
上的金屬化區域。針對測試樣本在
加壓箱裡用高的蒸氣壓加壓。

 溫度範圍：105〜145℃
溫度穩定性：小於±0.5℃
加熱速率：RT〜140℃在120分鐘內
濕度範圍：100％RH 
壓力範圍：0.2〜2.0 kg/㎠Ğ

PCT（壓力鍋測試）ETSP-PCT系列



 ETSP-HAST系列是“高加速溫度/濕度壓力測試”。
它是作為一個縮短時間替代的溫濕度（THB）測
試方案。如果THB測試需要一千小時完成，HAST
可用96〜100小時內完成。HAST的加速腐蝕是特
別用在模具的金屬線和薄膜電阻器。HAST的預設
是130℃和85％RH下測試96〜100小時。

 溫度範圍：105〜145℃
溫度穩定性：小於±0.5℃
加熱速率：RT〜140℃在120分鐘內
濕度範圍：65％RH〜100％RH 
濕度穩定性：±0.1％
壓力範圍：0.2〜2.0 kg/㎠Ğ

HAST（高加速應力試驗）試驗箱
ETSP-HAST系列



 傳送帶式烘箱，紫外線可進行固化的有可
固化之表層、油墨、焊料掩模，還有印刷
電路製造過程中使用的其他材料。在製造
流程整體上全面相容SMEMA(表面組裝設
備製造商協會)標準。

 紫外線波長範圍：波長250nm〜420nm處（峰值波長為365nm）

 閉環反饋技術 -在重複的固化過程自動保持恆定輸出

 照射紫外線時，使用聚光方式去屏蔽紫外線

 反光燈罩和防曬板

 在重複和精確固化的狀況下使得可以維持一致性和最佳的光

內建紫外線固化爐ETSP-IUVCO系列



 ETSP-SEF series用於燒結，熔化和退火
處理，適合用於陶瓷、合金鋼產品和石
英產品。根據用戶需求爐的蓋子可以設
計為垂直型，水平型，圓桶型或其他幾
何形狀。

 溫度範圍：室溫〜1100℃
載重模組用陶瓷纖維隔熱
微處理器的PID控制，3個可設定程式並
分成16波段調整。

電子爐 ETSP- SEF series



HAST產品比較
ETSP vs. Hirayama



HAST產品比較
ETSP vs. Hirayama

ETSP (代理:九介) HIRAYAMA
規格 內容 規格 內容

系列/型號
ETSP- HAST 系列 (ETSP-
HAST 48, ETSP- HAST 70)

系列/型號

單Chamber: PC-304R8, PC-
422R8                   
雙Chamber: PC-304R8D, PC-
422R8D

顯示 LCD顯示幕 顯示 彩色觸控控制

內部容積(可
用)

48L, 70L
內部容積

PC-304R8: 34.5L(12L effective)                                       
PC-422R8: 84.4L(40L effective)

溫度範圍* 100~155℃ 溫度範圍

PC-304R8: 
105~151.4℃@100%RH, 
110~157.5℃@85%RH                                                 
PC-422R8: 
105~133.3℃@100%RH, 110~ 
140℃@85%RH

溫度穩定性 <±0.1℃ 溫度穩定性 <±0.5℃
溫度均勻性 <±1℃ 溫度均勻性 <±0.5℃@100%RH
濕度範圍 65%~100%RH 濕度範圍 65%~100%RH



HAST產品比較
ETSP vs. Hirayama

ETSP (代理:九介) HIRAYAMA
規格 內容 規格 內容

濕度穩定性 ±1%RH 濕度穩定性 ±3%RH
濕度均勻性 ±3%RH 濕度均勻性 ±3%RH

壓力範圍 0.2kg/cm²G~ 2.1kg/cm²G 壓力範圍
0.19~3.93kg/cm²(13L), 
0.19~2.08kg/cm²(38L)

給水方式 自動 給水方式 自動
樣品Bias電
源偏壓組數
(一組含正負
端)

12組，最大100組

樣品Bias電
源偏壓組數
(一組含正負
端)

10組，最大100組

電源 220V/380V 電源 220V/380V
客製化 可 客製化 無



HAST產品比較
ETSP vs. Hirayama

ETSP HAST產品優勢

 全球客戶，韓國世界級大廠採用。

 可針對客戶需求客製化製造。

 ETSP與Hirayama的 HAST Chamber同樣採用蒸氣源
(Steam Generator)方式，避免ESPEC採用風扇部件可
能導入外界汙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