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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规格   

1.1  型号   

1.2  一般规格和特性   

型号 说明

TSX505SA TSX 台下实心门冰箱， NEMA 5-15P

TSX505GA TSX 台下玻璃门冰箱， NEMA 5-15P

TSX505SD TSX 台下实心门冰箱， NEMA 6-15P

TSX505GD TSX 台下玻璃门冰箱， NEMA 6-15P

TSX505SV TSX 台下实心门冰箱，欧洲插头

TSX505GV TSX 台下玻璃门冰箱，欧洲插头

TSX505SC TSX 台下实心门冰箱，中国插头

TSX505GC TSX 台下玻璃门冰箱，中国插头

TSX505SW TSX 台下实心门冰箱，英国 10 安插头

TSX505GW TSX 台下玻璃门冰箱，英国 10 安插头

型号 5.5 立方英尺台下冰箱

材料 外部采用坚固耐用的喷漆钢，内部采用易
于清洁的铝质内壁

内部箱体容量 5.5 立方英尺 /156 升

箱体温度均 性 ±1°C / ±1.8°F （中央空气温度）

制冷系统 制冷系统采用两个 125W 热电泵

制冷剂 R744，不易燃，不含破坏臭氧层的物质，
低毒性

制冷剂充注量 强制空气系统 17 g

冷壁系统： 大 30 g

制冷剂压力额定值 12410 kpa

能耗 设定温度 4°C、环境温度 25°C 的条件下，
实心门冰箱 24 小时能耗为 2.7 kWh

绝热层 不含 CFC 的绝热层

显示 全彩色 4.3” LCD （带 LED 背光灯）

电源线 1.8 米， NEMA 医疗级插头

噪声级 35 dBA

电源输入 100-240VAC, 50-60 Hz

电流 5 A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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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物理尺寸   

1.4  机构认证   

1.5  数据监测和记录   

重量 坚固的门单位：125 磅。 / 56.8 公斤

玻璃门单元：135 磅 / 61.5 公斤

外部尺寸 600 mm W x 686 mm D x 813 mm H

23.6” W x 27” D x 32” H

内部尺寸 496 mm W x 521 mm D x 585 mm H

19.5” W x 20.5 D x 23” H

是否符合 ADA 高度要求 是

稳定性 调平支脚

国际认证 CE、 UL

NRTL 标志 cULus

CAN 认证 是

RoHS 是

REACH 是

Energy Star TSX505SA, TSX505GA
TSX505SD, TSX505GD

存储器 512 kb 非易失性存储器

访问端口 连通端口用于附加的检测探头

USB 端口用于导出温度监测数据

温度传感器 内部低温箱空气 (2) 和乙二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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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环境运行条件   

1.7  ENERGY STAR® 认     
证

TSX505 系列冰箱已获得实验室级冰箱和低温箱分类的ENERGY STAR®  

认证。

ENERGY STAR 是由美国环境保护局 (EPA) 提供支持的自愿性政府计   
划，通过高效节能产品帮助企业和个人节省成本和保 护气候。 每个贴有  
ENERGY STAR 标签的产品均已通过经 EPA 认可的认证机构的独立认   
证，耗能量更少，辐射量对气候变 化的影响也较小。 ENERGY STAR 和    
ENERGY STAR 标志是美国环境保护机构所有的注册商标。 更多关于   
ENERGY STAR 的信息，请访问 https://www.energystar.gov/

运行环境温度 15°C - 32°C

操作湿度 不超过 65％的相对湿度不结露。

仅限于室内使用的产品。

保修 所有零部件免费保修 2 年 （不收取人工

费），热电泵保修零部件保修 7 年

高度 操作高达 2,000 米

污染程度 2

入口保护 IP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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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全注意事项   所有电器均存在造成人身伤害的风险。您购买的 TSX 冰箱的设计符
合安全标准。

请小心搬运冰箱。请勿将冰箱放置在可能会掉落的位置，并确保电
气连接线不会浸入水或其他液体中。

有关设备处置和搬运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 拆开 TSX 冰箱包装 ” 。

TSX 5.5 立方英尺 /156 升产品中不含可由用户自行维修的零部件。

本手册中使用的符号说明如下：

电气组件 

请勿拆下上盖或在上盖拆下的情况下操作设备。拆卸后盖可能导致电
击。仅可由经工厂授权的维修人员进行维修。

对本产品进行安装、使用或维护之前，请务必仔细阅读本手册和产
品警告标签。不按照相关说明进行操作可能会导致产品发生故障，
进而造成人身伤害或设备损坏。

用于指示存在电击危险。

用于提供建议以避免设备发生故障或造成人身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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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对于 B 类 - 无意辐射体：

本设备符合 FCC 规则第 15 部分规定的技术要求。设备运行必须符合以
下两个条件：(1) 本设备不会产生有害干扰， (2) 本设备必须接受收到的  
任何干扰，包括可能导致设备意外操作的干扰。

警告： 存在危险电压：为了降低电击风险以及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危 
害，请遵照本手册中的说明进行操作。 

注意： ICES-003 Class B Notice—Avis NMB-003, Class B

本 B 类数字设备符合加拿大 ICES-003 的规定。

注 本设备已依照 FCC 规则第 15 部分进行测试，测试结果表明设备 
符合对 B 类数码设备的限制条件，设定这些限制条件是为了对住宅
设施中的有害干扰提供合理的防护。本设备会产生、使用并可能辐
射射频能量，如果未按说明进行安装和使用，可能对无线电通信造
成用有害干扰。然而，我们并不保证不会在特殊设施中产生干扰。

如果本设备未对无线电或电视信号接收造成有害干扰（可通过关闭并开
启设备来确定），我们鼓励用户尝试采用下列措施之一校正干扰：

• 调整接收天线的方向或位置。

• 增大设备与接收器的间距。

• 设备插入的插座应不同于接收器连接的插座。

• 请寻求经销商或有经验的无线电 / 电视技术人员的帮助。

存在危险电压：为降低电击风险，请勿拆下本产品的后盖。产品内
部不含可由用户自行维修的零部件。请交由有资质的人员进行维
修。

注意： 应根据电池类型和用途对其进行测试，并确保电池符合相应 
的规定：

• IEC62133 （蓄电池安全）

• UN3090/UN3091 和 UN3480/UN3481 （锂电池运输规定）

• 运输规定基于以下法规：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国际民航 
组织 (ICAO)、国际危险货物海运 (IMDG) 规则、危险货物运输
(T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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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线图   

图 1. TSX 5.5 立方英尺台下冰箱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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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拆开   
TSX 冰箱包装

4.1  检查冰箱是否损坏   请留心检查新冰箱是否存在因运输造成的损坏。如果冰箱有任何损坏，
请直接联系承运商。

请勿拨打 TSX 服务热线申报运输损坏。请致电承运商。

我们设计合理的包装有助于您完成 TSX 紧凑型冰箱的拆包过程。您的
TSX 产品在出厂前经过了细致精密的组装、检查、测试和包装。按照文
中的指示可安全、轻松地拆开新产品的包装。

4.2  从包装箱中取出并   
放在相应位置

建议您在拆包前将包装箱尽可能移到靠近 终摆放冰箱的位置。本设备
上未提供把手，因此建议由两人移动包装箱并抬起冰箱底座，将冰箱从
包装箱中取出。包装总重约 140 磅 （63.6 千克），抬起时请多加留意。
剪断下方的包装绳，提起包装箱上盖，露出冰箱，将冰箱取出并进行放
置。要取走泡沫塑料底座，应小心地使冰箱倒向一侧，然后取下相反侧
的泡沫塑料（对另一侧执行相同操作）。

4.3  识别所有零部件   

图 2. 冰箱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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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装   

5.1  调平   调整位于冰箱底部的调平支脚，顺时针旋转可伸长支脚，逆时针旋转可
缩短支脚。请务必确保冰箱水平放置。

5.2  适用范围   请勿将冰箱放置或存放在室外。该型号的冰箱设计为仅供室内使用，如
不遵守这一规则，您的保修条款将失效。

本手册中介绍的冰箱是用于专业用途的高性能设备。此类产品用作科研
用途中的低温存储以及通用实验室冰箱，在 3°C 到 7°C 的工作温度范围
存储样本或物品。

此产品不属于医疗器械，因此未向医疗器械监管机构 （例如 FDA）注
册：也就是说，未对产品是否可存储用于诊断用途的样本或将植入人体
的样本作出评估。

本产品不适用于分类危险地点，也不适用于存储易燃或易腐蚀物品。

5.3  提供通风条件   

TSX 台下式冰箱的通风区域位于冰箱门把手正上方。请勿堵塞或覆盖通
风区域，否则会影响冰箱性能。

产品中的风扇将变速运转，并有可能完全停止工作。风扇并不是一直工
作的。如果风扇频繁工作，说明产品需要更大的通风空间。更多信息，
请参考风扇清洁方法和故障排除方法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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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风扇包含移动零部件，产品包含未绝缘的带电零部件和灼热 
零部件。请勿拆下顶部面板或尝试进行维修。如有维修或操作方面
的问题，请拨打客服电话 866-984-3766 获取指引。

5.4  启动和   
电源线指南

1.   仅可使用 TSX 台下式冰箱随附的电源线。

2.   按照指示将电源线插入位于冰箱后侧上半部分的插座中。固定
好应变消除装置，确保电源线不会被意外拉出（如上图所示）。

3.   将冰箱放在理想位置，注意留出建议的空隙，并将插头插入接
地三孔插座中。该插座必须在伸手可触及的位置，以便断开电
源连接。

注 如果用户不遵守上述电源安全操作步骤，可能会破坏本产品的电 
气安全性。

需要注意的是，请将插头插入由墙壁开关控制的壁装电源插座中，以免
冰箱电源被意外切断。必须持续为冰箱供电才能使冰箱正常工作。

注意，电击风险。如果电源线或插头损坏，应更换型号、额定值相同的
电源线和插头。

正常电源连接操作：

请勿将冰箱连接至 GFCI （接地故障断路器）电路或插座，这样可能会 
导致不必要的跳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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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不间断电源   
(UPS)

您的 TSX 冰箱兼容使用 UPS 备用电池。 UPS 的主要作用是在输入电源
发生故障时临时供电。如果使用 UPS 备用电池，请务必遵守设备相关的
指令和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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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操作   

6.1  LED 指示灯   启动冰箱后，请确认 LED 指示灯是否正常工作。 LED 指示灯位于显示
屏上方边角旁的前侧控制面板上。LED 指示灯呈绿色亮起状态，说明设
备已启动并且正在运行。如果存在下列情况之一，则该指示灯呈红色亮
起：

• 电池电量不足

• 无存储空间

• 数据记录错误

断电会造成指示灯每 15秒呈红灯闪烁或绿灯闪烁状态。绿灯闪烁指示正
在持续进行数据记录。红灯闪烁指示发生数据记录错误。有关解决问题
的方法，请参见故障排除指南。

6.2  检查乙二醇   
样品瓶

乙二醇样品瓶预先安装在设备中。样品瓶用于监测冰箱中存放的物品的
内部温度。

请确认以下几点：

1.   样品瓶连接线是否完全插入设备内部的后壁中。

2.   样品瓶是否牢固地安装在瓶托中。

3.   瓶中是否装满了丙二醇。

如果样品瓶在运输过程中受损，请联系服务部门更换样品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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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预先设定的   
设置

可通过 “ 设置 ” 和 “ 警告 ” 菜单自定义设置。

温度显示屏和报警 - 显示屏预设为读取乙二醇传感器的数据，但可改为  
读取空气传感器的数据。检测到的温度以摄氏度为单位显示，精度为 0.1
度。例如，4.0°C。报警上限和报警下限由传感器为显示屏选择的冰箱门
触发。

• 设定温度 - 设备预设 / 默认温度为 5.0°C (39.2°F)

• 报警上限 - 设备预设 / 默认温度设为 8.0°C (46.4°F)

• 报警下限 - 设备预设 / 默认温度设为 2.0°C (35.6°F)

6.4  预设报警 / 警告   以下报警 / 警告是出厂预设的：

6.5  设定温度   第一次启动设备时，风扇将运转，冰箱将运行至默认设定温度。

设备首次插入插座并通电后，温度范围报警将不会激活，直到设备达到
其预设温度设定点加上 3°C 偏差。如果设定温度为 4°C，那么报警会在
设备温度达到 7°C 时启动。

Alarm Factory Setting Icon

Temperature Range Alarm min 2°C - max 8°C

Door Ajar Alarm 1 Minute

No Power Alarm >10 seconds outage

Battery Low Alarm <30% remaining

Memory Full Alarm <30% rem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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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首次向冰箱中   
装入产品

启动冰箱后，观察控制面板上的温度显示，在达到默认设定温度之前，
请不要装入产品。

如果放入的样品之前存放在室温条件下，则应观察温度显示屏，以免温
度受到影响。建议您逐次、少量地放入室温样品，以保持冰箱温度的稳
定。

请勿在未达到预设的设定温度之前装入样品。 

请务必在空气传感器和乙二醇传感器周围留出适当的空隙。

6.7  开门管理提示   冰箱门打开后，温度较高的环境空气会进入冰箱，从而造成冰箱内部温
度波动。为了尽可能避免这种情况，可利用以下几个简单步骤减少开门
次数并缩短开门时间。

• 在冰箱门上贴一张表，表中详细列出冰箱中储藏物品的信息，这
样可以缩短打开冰箱门寻找物品的时间。

• 将物品放在贴有明确标记的容器中，这样做便于整理，并可快速
找到物品。

• 不要在用于灵敏产品的设备中存放饮料或任何非样品物品（比如
食物）。这样做不仅会危害健康，还会加大开关冰箱门的频率。

注 TSX 紧凑型冰箱的冰箱门打开时间如果超过 1 分钟，会发出报警 
音，显示屏上会显示开门报警。

6.8  自动除霜循环   TSX 冰箱每 24 小时运行一次预设的自动除霜循环。除霜过程中，您很
可能会听到风扇关闭并启动的声音。除了自动除霜循环之外，还可以通
过 “ 设置 ” 菜单启动手动除霜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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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了解您的产品   

7.1  产品外观 -    
前侧

7.1.1  触摸屏   触摸屏位于上方控制台中央，是唯一可控制冰箱的位置。显示屏对角线
长度 4.3”，横向，全彩色 TFT-LCD （支持 65K 色）。

7.1.2  输入 / 输出基座   

7.1.2.1  USB 端口   可通过USB端口将可选本地温度监测数据日志下载到USB存储设备中。
存储空间已满时，将使用 USB 端口下载并清除数据。 USB 端口也可用
于更新固件。插入 USB 驱动器（未附带）时观察 LCD 显示屏顶部的图
标栏中是否显示 USB 图标，以此判断 USB 端口是否完好无损。



了解您的产品

Thermo Scientific TSX 5.5 立方英尺台下冰箱 安装和操作         15

7.1.2.2  数据监测   
备用电池

激活电池： 随附的电池配有保护套，以防电量流失。要激活它，您必须 
从 I / O 门内的位置移除标签。

更换电池：

1.  打开 I / O 门

2.  取出电池并仅用 CR123A 型电池替换。

3.  关闭 I / O 门

注 电池会在断电期间供电，以持续进行温度监测，并且需要定期更 
换。

更换电池时，仅可更换为 CR123A 或 IEC16340 型电池。

注 建议随时准备好备用电池，以便在断电情况下继续监测内部温 
度。

该电池不会为冰箱供电。必须确保冰箱和监测系统的电源始终不间断。 

7.1.3  通风   TSX 冰箱系统属于固态系统，使用了含移动零部件的风扇。风扇的正常
运转对散热至关重要。风扇安装在设备顶部。在达到预先设定的温度设
定值之前，风扇将持续运转。达到温度设定值之后，风扇将以较慢的速
度运转，使冰箱的温度达到稳定值。 
 

请勿将物体插入风扇罩，以免设备损坏。

7.1.4  门锁   5.5 立方英尺冰箱门的锁紧机构是通过密码来保护的。需要输入用户密
码、次级管理员密码或管理员密码或者 PIN 才能解锁冰箱并有权限取用
存放的样品。设备出厂时提供通用密码 /PIN，首次登录时必须输入。

禁用门锁： 如果用户希望禁用门锁，不必输入密码便可打开冰箱门，只 
需执行以下几个简单步骤即可。

1.   使用 PIN 登录冰箱。

2.   触摸主屏幕上的解锁按钮。

3.   冰箱门解锁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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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打开冰箱门，找到冰箱门顶部的锁具支架。

5.   小心地拧下两个固定支架的十字螺丝，不要移动塑料支架。

6.   取下支架中央的金属板。

7.   重新安好十字螺丝，将塑料支架固定好（如图所示）。

注 在拧紧螺丝的过程中，螺丝达到与支架平齐的位置之前，阻力可 
能会逐渐增大。这是正常现象，只需施加适当的扭矩，螺丝便可正
确安装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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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产品外部 -    
后侧

7.2.1  访问端口   访问端口（位于设备后侧）在运送时插有泡沫插头，使用前必须拔下该
插头。此外，还必须取下红色塑料保护盖。插入设备后，建议重新插入
泡沫插头（尽量严密地插入），以免冷气流失。还可以使用腻子重新密
封此区域。

7.2.2  蒸发托盘   蒸发托盘位于设备后下部。

7.3  产品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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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内部组件   • 乙二醇温度传感器端口和样品瓶

• 空气温度传感器（2 个）

• 外部连通端口

• 可调搁板

• 可调 LED 灯

7.3.2  可调搁板   TSX 台下式冰箱运输时用绑带将搁板系在一起。使用冰箱前请拆开绑
带。搁板位置可随意调整，只需取下支撑夹并放在新位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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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浏览 TSX   
5.5 立方英尺
冰箱控制功能

8.1  系统图标   

8.2  系统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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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系统警告   

8.4  系统警告值   

8.5  读取 LCD   
（温度）显示屏

温度显示屏预设为显示乙二醇传感器读数，数值单位为摄氏度，精度为
0.1 度。当前温度、日期和时间会显示在图形用户界面中的每个屏幕上，
但管理员、副管理员或用户输入密码解锁冰箱门的屏幕除外。

Alert Icons

Air Temperature Range

Glycol Temperature Range

Door Ajar

Loss of Power

Battery Low

Memory Low

System Error

Alarm Factory Setting Icon

Temperature Range Alarm min 2°C - max 8°C

Door Ajar Alarm 1 Minute

No Power Alarm >10 seconds outage

Battery Low Alarm <30% remaining

Memory Full Alarm <30% rem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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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登录和解锁   
冰箱门

8.6.1  登录   1.   点按登录按钮会弹出密码 /PIN 输入屏幕。

2.   输入正确的 4 位密码 /PIN （设置过程中，使用密码 3265 首次
开门。建议您在初始设置过程中更改登录密码，以提高安全
性）。

3.   点按 / 选择 “ 检查 ”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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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  解锁 / 锁定冰箱门   1.   输入密码 /PIN 后，点按 / 选择 “ 解锁 ”。

2.   点按 / 选择 “ 锁定 ” 按钮可锁定冰箱门。

8.7  访问主菜单   1.   管理员、次级副管理员和用户可访问主菜单。

2.   登录并解锁冰箱门后，点按显示屏右下角的菜单图标。

3.   将出现主菜单，管理员（系统管理员）可在其中选择报警、数
据日志、设置或管理员工具。次级管理员登录权限有限，只能
监测并调整报警、数据日志和设置菜单。用户登录权限更加有
限，只能监测并调整报警和数据日志菜单。

8.7.1  报警   

8.7.1.1  主动报警   主动报警屏幕显示主动报警列表，是清除报警的方法之一。点按 “ 主动
报警 ” 可访问 “ 主动报警 ” 显示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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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2  报警日志   报警日志屏幕显示所有报警的历史记录，包括每个报警发生的时间和日
期。报警日志屏幕显示每种报警类别的 近报警列表。

8.7.1.3  报警设置   报警设置菜单允许用户检查和调整所有报警设置。使用向左或向右箭头
滚动浏览可选的报警设置选项。使用向上或向下箭头滚动浏览设置。

8.7.2  数据日志   数据日志是本地温度监测附件的组成部分，可添加到任何 TSX 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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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2.1  低 / 高温度   

8.7.2.2  下载数据   “ 下载数据日志 ” 用于将存储的历史数据下载到 USB 设备。

选择 “ 下载数据日志 ” 后，会提示用户插入 USB 驱动器。插入 USB 驱
动器后，系统会提示用户已检测到 USB 驱动器。然后，用户在显示屏中
选择 “ 下载 ”，数据下载完毕后（正常情况只需要几秒钟），系统会提
示用户数据日志已保存到 USB 驱动器。

如果用户看到 “ 保存数据日志时出错 ” 屏幕，说明 USB 驱动器存在兼容
性问题，或者 USB 驱动器上的其他文件可能干扰了文件下载。建议连续
进行数据下载时使用同一 USB 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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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2.3  将数据上传到计算机   系统允许将温度日志上传到任何 USB 闪存，以便通过电子表格软件（如
Microsoft Excel™）进行显示和分析。当您准备好检查提取到 USB 闪存 
中的数据时（参见上文的数据下载说明），只需将 USB 闪存插入计算
机、并在 Microsoft Excel™或任何可读取 .CSV文件的程序中打开文件即 
可。

8.7.2.4  清除数据日志   
（下载后）

注意： 清除日志操作会擦除存储器中的数据，数据一旦被擦除，将 
无法恢复。

数据日志成功下载后，会提示用户清除数据日志。选择 “ 清除 ” 按钮后，
会提示用户输入相应的密码 /PIN。输入密码 /PIN 后，数据日志将被清
除，用户必须选择 “ 确定 ”。

8.7.2.5  检查 / 调整   
数据日志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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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数据日志设置 ” 菜单中，用户可打开或关闭数据记录功能、设置 “
数据日志间隔 ” 的时间，选择 “ 本地文件名 ” 后，会提示用户手动输入
设备存储文件的名称。

注 数据日志功能是本地温度监测附件的组成部分，可添加到任何 
TSX 冰箱。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thermofisher.com。

8.7.3  设置    

8.7.3.1  温度设定值   

用户可在 “ 温度设定值 ” 中选择设备需要达到的温度设定值。用户可使
用向上和向下箭头浏览预设的温度设置。确认 “ 应用 ” 按钮后，温度设
置成功。无论显示值以摄氏度还是华氏度为单位，温度设置的增量均为
0.5 度。

设置正确的理想温度是 重要的显示设置之一。 TSX 5.5 立方英尺冰箱 
的温度将保持在设定温度上下 0.5°C 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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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3.2  温度显示设置   

用户可在 “ 温度显示设置 ” 中将所需显示传感器选为空气或乙二醇温度
读数。向左或向右滑动选项后，还可在此屏幕中将 “ 单位 ” 设为 °C 或
°F，并可将 “ 单位精度 ” 设为整数或单位的十分之一。

8.7.3.3  除霜   

从设置菜单中选择 “ 除霜 ” 后，会提示用户设置并运行手动除霜程序。
当设备运行除霜功能时，也会在 “ 除霜 ” 屏幕显示。

8.7.3.4  日期 / 时间   选择 “ 日期 / 时间 ” 手动设置当前日期和时间。请务必正确设置此项，以
确保数据记录和报警事件的时间 / 日期正确无误。初始屏幕会显示输入
的时间和日期，并会提示用户获取时间和日期。设置时间时，用户可选
择 12 小时制和 24 小时制（标准时间或军用时间），并可为标准时钟设
置选择 AM 或 PM。用户使用数字键盘输入时间，输入完成后勾选复选
标记。如果用户选择设置日期，系统会提示用户输入当前日期，用户可
选择美国标准格式 mm/dd/yy 或可选 dd/mm/yy 设置，设置完毕后选择复
选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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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3.5  照明   选择 “照明 ”可调整亮度等级、开门时亮灯以及关门后保持亮灯的时间。

8.7.3.6  系统信息   从 “ 设置 ” 菜单中选择 “ 系统信息 ” 后，用户可查看关于设备的重要系
统信息，比如产品序列号和电池剩余电量。用户可通过这一重要区域查
看产品序列号、 MAC 地址、 IP 地址和固件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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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4  管理员工具   

8.7.4.1  编辑用户   

在主菜单中 “管理员工具 ”部分列出了用户，可在此处编辑对应的密码。

8.7.4.2  固件   

固件更新是通过管理员工具执行的。固件更新采用 BIN 文件格式。必须
保存 BIN 文件，或将其更新到 USB 驱动器。系统将提示用户插入 USB
驱动器。BIN 文件被找到并由系统选中后，用户点按 “ 应用 ”。控制系统
随后将显示一个屏幕，确认 新更新的固件正在应用。上传结束后，显
示屏将确认新固件已成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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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4.3  校准   

进行校准时，建议先校准控制传感器，让系统有一定的时间保持平衡，
然后再对乙二醇进行调整。计算偏移值的示例：通过 NIST 认证的温度
读数为 3.7° C，设备读数为 4.2° C，偏差值为 -0.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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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产品定期维护   用抹布擦拭外部：

对于冷壁冰箱，可能会在低温箱内部结霜，因此需要定期用吸水的抹布
擦拭掉。

适合清洁冰箱内部 / 外部的产品：

如有需要，可用中性洗涤剂和湿布擦拭冰箱内部。

重要  避免使用氯化物 （带漂白剂的清洁剂）以及磨擦清洁剂和擦洗剂，
如钢丝绒。

清洁通风区域级注意事项：

定期检查并监测冰箱门上方的通风区域是否有灰尘积聚。可使用掸子或
连有吸尘配件的吸尘器进行清洁。

注 请勿拆下顶盖。切勿尝试清洁位于风扇组件下方的电源。否则可 
能损坏设备。

清洁集液盘：

集液盘位于外部低温箱后下方。可定期拆下底部隔板进行清洁，也可以
在设备底部积聚过多水分或溅出液体时进行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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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常见   
问题解答

此冰箱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TSX 使用嵌入内壁的无毒无害制冷剂吸收热能，并将人能传导到内部固
态热泵。在制冷剂材料将热能传导出系统并传到外界环境时，热泵会冷
却制冷剂材料。

系统的可靠性如何？

我们进行了大量的使用寿命测试研究，在冰箱结构和系统设计方面积累
了丰富经验。我们的研究表明，按照 严格的测试协议，冰箱的预计使
用寿命至少达到 10 年。 TSX 系统易于操作，维护要求低。

产品保修期是多久？

Thermo Scientific 为零部件提供 2 年的产品保修（不收取人工费），对 
PHP 零部件提供 7 年保修。

电源线是否通过医疗 /NEMA 认证？

是的，电源线采用国家电气制造商协会 (NEMA) 批准使用的插头（通过
电缆上的绿色点知识）。

为什么配有电池？

随附的内部标准规格、不可充电 CR123A 锂电池可持续为内部数据记录
供电。

产品到手后多久可以使用？

在正产环境条件下，冰箱应在几小时内降至目标设定温度。 常用的行
业惯例是对设备监测 48 小时以上，以确保其温度保持为设定温度。

内壁为什么会形成冷凝水？

冷壁制冷系统中，形成冷凝水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当潮湿空气接触到冷
壁时，过多的水蒸气在内壁上凝结成小水滴，从而形成了冷凝水。冰箱
内有一个隐藏式系统可收集冷凝水并蒸发掉过多的水流。 开始的降温
过程中，可能会发现冷凝水增多。

在哪可以找到序列号？

可访问控制界面查询重要的特定产品信息。

产品序列号标注于运输标签（位于运输箱上）以及产品标签上（设备侧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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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是否进行了校准？我能否对冰箱进行校准？

购买冰箱时可一同订购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员 (NIST) 证书。为了确保在
工作环境进行正确校准，可对空气传感器和乙二醇传感器进行校准。参
见说明书的 “ 校准 ” 部分。

需要对冰箱进行哪类维护？

您需要不定期地检查外部风扇上是否有灰尘积聚，并根据需要进行清
洁。除此之外并不需要进行其他维护来确保系统以 高性能工作。

设备是否可以放置到 Pyxis 低温箱中？

与任何电气或机械系统一样，密闭环境中的热量积聚可影响冰箱的制冷
性能。建议在低温罐前端采取一定的通风措施，以排放低温罐内的热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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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故障排除   

问题排查 客户解决方案

设备无法启动 检查电源插头是否安装正确。

设备温度超出范围时没有发出报警音？ 是否只启动了冰箱，系统是否降至设定温度？设备达到设
定温度之前，将不会发出报警音。

近是否发生了电源故障，系统是否降至设定温度？设备
达到设定温度之前，将不会发出报警音。

LED 显示问题

红灯稳定亮起

发生数据记录错误，但设备正常工作

下载数据并清除数据日志。如果指示灯仍为红色状态，可
能是内部数据日志存在其他问题；请下载数据并联系
Thermo Scientific 客服中心。

红灯闪烁

电源故障模式期间发生数据记录错误

（间隔 15 秒）

下载数据并清除数据日志。如果红灯继续闪烁，可能是备
用电池电量低。请更换合适的电池。

指示灯不亮

电源故障且没有电池备用电源

无需采取操作

绿灯闪烁

正在电源故障模式下进行数据记录

（间隔 15 秒）

恢复设备电源，确认 LED 变为绿灯稳定亮起状态。

内部问题

冷凝水

内壁结霜

是否频繁打开冰箱门？如果是的话，制冷系统将无法保持
目标设定温度，因此冷凝水可能在内壁上结冰。冰霜将在
下一次除霜循环中融化。如有需要，可运行手动除霜循
环。

内壁积聚冷凝水 在冷壁系统，潮气会在内壁形成冷凝水。

冰箱门无法关闭 / 无法正常关闭 检查冰箱，确保没有物体阻碍冰箱门完全关闭。

冰箱门报警持续响起 检查冰箱门，观察冰箱门表面是否有不平的地方，确保冰
箱门在框架中正确对准。例如，整个表面上，从铰链到边
缘的间隙宽度是否相等？

我听不到设备的噪声 设备是否启动？前侧 LED 是否呈绿色稳定亮起状态？如果
是的话，说明设备已启动并正常运行。冰箱达到其设定温
度后，正常运行条件下，噪声是非常小的。

我察觉到风扇噪声异常的大 近是否升温？冰箱前方是否无异物，可保证正常通风？
是否您 近长时间打开冰箱门，或者将温度较高的物品放
入了冰箱，设备有可能正在恢复到其设定温度。仅当您听
到异常的风扇响动时，才需要提高警惕。

我要等多长时间才能向冰箱中放入物品？ 设备显示 5°C 后，便可放入物品。如果放入室温产品，建
议逐次、少量地放入，以免温度升至受控温度区域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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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传感器与乙二醇传感器有什么区别？ 空气传感器位于背板，指示外部空气温度。乙二醇传感器
是插有热电偶的一瓶液体。乙二醇传感器 能反映冰箱中
存放的典型产品温度。与空气传感器相比，乙二醇传感器
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达到设定温度，而且温度保持稳定的
时间较长。显示屏默认会读取乙二醇传感器的读数。

系统无法识别 USB 驱动器 建议在显示屏读取温度 （默认屏幕）时插入 USB。插入
USB 驱动器后，图标栏应出现一个 USB 图标。如果尝试几
次都没有成功，请插入其他 USB 记忆棒。如果此问题仍出
现，请联系 Thermo Scientific 客服。

系统无法将数据下载到 USB 您确认图标栏上显示 USB 图标吗？ USB 上的 LED 等是否
亮起？检查 USB 设备，确保有足够的空间存储数据文件。
尝试使用其他 USB 记忆棒。

我收到系统错误代码 请致电客服中心获得帮助，电话：866-984-3766

是否取下电池端子上的红色保护盖激活电源？如果电池电
量低，需要更换电池。

为什么我的屏幕图像反转？ 一旦发生断电， LCD 将通过使用备用电池来保持工作状
态。 LCD 将处于工作模式 （LCD 点亮）或休眠模式
（LCD 熄灭）

1. 当 LCD 处于工作模式时：

•  系统可将警报和事件存储在数据日志中

•  系统可通过视听手段通知警报和事件

•  门可以解锁

i. 通过 LCD 解锁门可能导致屏幕上出现暂时性的镜像
效应；

ii. 通过 LCD 解锁门还将导致丢失屏幕警报或事件通知
但该警报或事件将保留在数据日志中

2. 当 LCD 处于休眠模式时：

•  系统无法将警报和事件存储在数据日志中

•  系统无法通过视听手段通知警报和事件

•  系统清醒时存在于 LCD 屏幕上的事件或警报将丢失，但
将保留在数据日志中

•  系统只能监控和记录两个传感器 （即空气和乙二醇）的
温度。日志间隔将与用户设置的相同

3. LCD 只会在下列条件下从休眠模式切换至工作模式；

•  用户触摸 LCD。

•  AC 电源恢复。

4. LCD 从休眠模式切换回工作模式时，可能发生暂时性镜
像效应。

5. 所有上述只在断电的情况下发生并且靠备用电池工作的
行为均视为正常现象，不会影响设备性能。 

问题排查 客户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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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产品保修和服务   Thermo Scientific 向原始购买者保证设备在 “ 保修期 ” 内正常使用和维修 
情况下所有零部件不含任何材料和工艺上的缺陷， “ 保修期 ”
i. 为自购买之日起 2 年，在此期间， Thermo Scientific 将承担所有 

零部件维修和更换费用以及人工费，

ii. 此后的 5 年内， Thermo Scientific 对为冰箱系统供电的热泵承担 
更换零部件的成本，并收取 Thermo Scientific 维护和更换服务产 
生的标准人工费。

保修条件

1. 设备必须按照 Thermo Scientific 提供的说明进行安装和操作。

2. 保修工作必须由当地 Thermo Scientific 授权维修机构的工作人员 

执行。

3. 因改装、不当操作、室外使用、疏忽、故意毁坏、火灾、不可抗

力或任何超出 Thermo Scientific 控制范围的状况或原因造成的缺 

陷不在本保修条款的范围内。

4. Thermo Scientific 可能要求客户以预付运费的方式将在本保修范 

围内的零部件退回 Thermo Scientific，仅当 Thermo Scientific经检  

查确认缺陷属实，本保修条款方可生效。

5. 任何因设备运输造成的缺陷或其他损坏均不在本保修条款的范

围内。 Thermo Scientific 建议客户在收货前仔细检查所有货物， 

并在相应的运输单据上记录所有可能存在的损坏问题。

6. 安全检查人工费、安全培训人工费、行程时间超过一小时或距离

超过 50 英里（80 公里）的人工费、非工作时间人工费（包括下

班后、周末、节假日等）以及无故障设备的维修人工费不由

Thermo Scientific 承担，而应由设备所有者支付。

7. 按照本保修条款中的说明对缺陷零部件进行维修或更换是客户

修复设备中的任何故障的唯一方法。 Thermo Scientific 将不承担 

任何后续损坏、花销、连接或断开连接费用，也不会承担因设备

缺陷造成的任何损失或损坏。

8. 本保修条款是购买者修复设备故障的唯一方法，明确替代其他明

示或暗示的保证，包括针对任何特殊用途的适销性或适用性的暗

示保证。

如果对本保修条款有任何疑问，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Thermo Scientific.com 或联系客服中心，电话：866-984-3766。



WEEE 合规性

WEEE Compliance. This product is required to comply with the European Union’s Waste 
Electrical & Electronic Equipment (WEEE) Directive 2012/19/EU. It is marked with the 
following symbol.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has contracted with one or more 
recycling/disposal companies in each EU Member State, and this product should be 
disposed of or recycled through them. Further information on our compliance with these 
Directives, the recyclers in your country, and information on Thermo Scientific products 
which may assist the detection of substances subject to the RoHS Directive are available at 
www.thermofisher.com/WEEERoHS.

WEEE Konformittät. Dieses Produkt muss die EU Waste Electrical & Electronic          
Equipment (WEEE) Richtlinie 2012/19/EU erfüllen.Das Produkt ist durch folgendes 
Symbol gekennzeichnet.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hat Vereinbarungen getroffen mit 
Verwertungs-/Entsorgungsanlagen in allen EU-Mitgliederstaaten und dieses Produkt muss 
durch diese Firmen widerverwetet oder entsorgt werden.Mehr Informationen über die 
Einhaltung dieser Anweisungen durch Thermo Scientific, die Verwerter und Hinweise die 
Ihnen nützlich sein können, die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Produkte zu identizfizieren, die 
unter diese RoHS.Anweisungfallen, finden Sie unter www.thermofisher.com/WEEERoHS

Conformità WEEE. Questo prodotto deve rispondere alla direttiva dell’ Unione Europea          
2012/19/EU in merito ai Rifiuti degli Apparecchi Elettrici ed Elettronici (WEEE).
È marcato col seguente simbolo.Thermo Fischer Scientific ha stipulato contratti con una o 
diverse società di riciclaggio/smaltimento in ognuno degli Stati Membri Europei.Questo 
prodotto verrà smaltito o riciclato tramite queste medesime.Ulteriori informazioni sulla 
conformità di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con queste Direttive, l’elenco delle ditte di 
riciclaggio nel Vostro paese e informazioni sui prodotti Thermo Scientific che possono 
essere utili alla rilevazione di sostanze soggette alla Direttiva RoHS sono disponibili sul sito 
www.thermofisher.com/WEEERoHS

Conformité WEEE. Ce produit doit être conforme à la directive européenne          
(2012/19/EU) des Déchets d’Equipements Electriques et Electroniques (DEEE). Il est 
marqué par le symbole suivant.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s’est associé avec une ou plusieurs 
compagnies de recyclage dans chaque état membre de l’union européenne et ce produit 
devraitêtre collecté ou recyclé par celles-ci. Davantage d’informations sur laconformité de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à ces directives, les recycleurs dans votre pays et les informations 
sur les produits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qui peuvent aider le détection des substances 
sujettes à la directive RoHS sont disponibles sur www.thermofisher.com/WEEERoHS

WEEE 合规性。本产品按要求符合欧盟电子电气设备报废 (WEEE) 指令
2012/19/EU 的规定。并标志以下符号。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已与欧盟各成员
国内的一家或多家回收 / 处理公司签订合同，应由这些公司负责处理或回收本产
品。如需了解 Thermo Scientific 是否符合该指令，您所在国家的回收商信息及用
于根据 RoHS 指令检测物质的相关产品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www.thermofisher.com/WEEERo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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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tschland

Italia

France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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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为便于您日后参考以及联系厂商，请妥善保存以下信息：

 

以上信息见机器铭牌。如方便，请提供购买日期、购买渠道 （生产商
或指定代理 / 代表组织）以及订单号。 

如需帮助：

Thermo Scientific 拥有一支全球技术支持团队，可为您提供协助。我们
还提供低温储藏附件，包括远程报警器、温度记录仪和校验服务。访
问 www.thermoscientific.com 或致电：

型号：

序列号：

购买日期：

美国/加拿大 +1 866 984 3766 德国国际 +49 6184 90 6000

印度免费电话 1800 22 8374 德国国内 
免费电话

0800 1 536 376

印度 +91 22 6716 2200 意大利 +32 02 95059 552

中国 
+800 810 5118
（或者） 
+400 650 5118

荷兰 +31 76 579 55 55

日本 +81-120-753-670 北欧 / 波罗的海 /
独联体国家

+358 9 329 10200

澳大利亚 +61 39757 4300 俄罗斯 +7 812 703 42 15

  

奥地利 +43 1 801 40 0 西班牙 / 葡萄牙 +34 93 223 09 18

 

比利时 +32 53 73 42 41 瑞士 +41 44 454 12 22

 

法国 +33 2 2803 2180 英国 / 爱尔兰 +44 870 609 9203

新西兰 +64 9 980 6700 其他亚洲国家 +852 2885 4613

未列出的国家 +49 6184 90 6000

http://www.thermoscientific.com
http://www.thermoscientific.com
http://www.thermoscientific.com
http://www.thermoscientific.com
http://www.thermoscientific.com
http://www.thermoscientific.com
http://www.thermoscientific.com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Inc.

275 Aiken Road
Asheville, NC 28804
United States
www.thermofish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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