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li-ca.com

理加联合

产品目录

Products Catalogue



公司简介

理加联合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生态环境仪器供应商和服务商，主要产品有激光稳定性同位

素分析仪、激光痕量气体分析仪、全自动化学分析仪、流动分析仪和水质水量测量设备等。是LGR公司，

Man-tech 公司，Geonica 公司在中国的独家代理商，是 AMS 集团，YSI 公司在中国北方区域的独家

代理商。

成立以来，理加公司始终努力突出公司的“专业性”。我们以专业的眼光挑选国外的最新仪器介

绍给国内的科学家；我们以专业的精神为用户推荐最恰当的配置；我们以专业的知识为使用者提供周

到的应用支持和培训；我们以专业的技术保证仪器的稳定运转。

2007 年 10 月，理加公司首次将全自动化学分析仪引入中国，进行环境化学参数测量，丰富了

用户测量的灵活性，目前全国已经有几十台化学分析仪在稳定的工作。2008 年 7 月理加公司在中国

销售并安装了首台近红外激光液态水稳定性同位素分析仪，为宏观生态学，水文学的研究者，提供了

新的研究手段和方法，现在我们已经安装了超过 30 台同位素分析仪，而更多的科学家对这个设备兴

趣非常浓厚。

成立四年来，理加公司把售后服务视为企业的生命线，在售后服务方面一直投入巨大。目前我

们的售后服务部门共有应用工程师和维修工程师 6 人，能在最快的时间内解决用户的应用或者仪器

硬件问题。我们不但提供一般性的电话支持，走访支持，而且定期的举办仪器培训班，保障操作人员

对于仪器的了解和掌握，不定期地与使用者交流，介绍仪器的最新应用，为使用者提供使用技巧。

理加公司不断邀请国外厂家的技术人员到国内指导仪器的使用和维修，也经常派遣工程师出国

接收高级维修培训。目前绝大多数的仪器故障都可以在国内解决，既节省了用户宝贵的实验时间，也

节约了大量的费用。

理加公司的仪器现在遍布国内权威研究机构、著名大学和环境监测部门，公司先后获得了多项

“211”工程，“985”工程，水利部“948”项目的大额订单。这既是用户对我们的支持和厚爱，也是

对我们的服务能力和水平给予的认可和肯定。

在此，我们将最好的产品推荐给您，也希望能为您提供最专业的服务！

By scientists, for scient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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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R 是激光光谱测量技术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从 1988 年创立了激光光谱分析

技术，经过近 20 年的不断改进，目前应用 LGR 最新 OA-ICOS 技术的液态水同位

素分析仪是国际上测量速度最快，精度最高的激光液态水稳定性同位素分析仪。

液态水同位素分析仪可精确测量液态水样中的 18O/16O 和 D/H 同位素的比

率，精度分别为 0.1‰和 0.3‰，每天可以进行 720 次注射测量。在测量 18O/16O

和 D/H 的同时还可以测量样品中水分子的摩尔分子数，得到样品中同位素的绝

对浓度。

主要特点：

●　采购成本低廉，让更多的研究

者可以使用稳定性同位素数据；

●　运行成本很低，让研究者可以

测量更多的样品和重复；

●　操作简单，无须专业测量人员；

●　可以采用电池供电。

●　直接测量，无须样品转换；

●　测量速度很快，每天可以测量 90 个样品，节约时间；

●　坚固耐用、可以进行在线连续测量，提供了更多的测量可能。

●　仪器可广泛应用于生态学、林学、农学、植物生理、水文、分析科学和生物

科学研究中，目前在全球有超过 150 台 LGR 激光液态水同位素分析仪在稳定运

行，有大量的文献发表，激光同位素分析仪的数据已经得到科学家的普遍认可。

工作原理：

●　仪器采用 LGR 的专利技术——偏轴积分腔连续输出光谱技术 (OA- ICOS)，

测量符合经典的 Lambert-Beer 定律。

●　液态水同位素分析仪内置计算机，长期测量的数据存储于硬盘中，并可通过

模拟端口、数字端口或以太网络接口传输数据。而且可以控制水注入循环 ( 如注

入样品、干空气清洗和重新注入样品 )。

 

液态水同位素分析仪
Liquid-Water Isotope Analyzer（LW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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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样体积 <10µl；

测量精度
精确度（30 样 / 天）：18O/16O：优于 0.1‰ ，D/H：优于 0.3‰
精确度（120 样 / 天）：18O/16O：优于 0.2‰ ，D/H：优于 0.6‰

盐分 测量样品含盐量最高可达 4%，适合海水；

输出 数字输出 (RS-232)，网络接口（Ethernet）；

数据存储 内置硬盘 40G 以上

显示 12.1" 彩色显示（Color TFT）；

测量样品温度 0℃～ 50℃；

操作温度 5℃～ 45℃；

重量 27kg；

电源 150 W，115/230 V AC，50/60 Hz；

尺寸 25.4cm×96.5cm×35.56cm

技术指标 ：

Xinning Zhang et al., Large D/H variations in bacterial lipids reflect central metabolic pathways. PNAS, 2009,31 
106:12580–12586

Christopher T. Solomon et al.,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water on the hydrogen stable isotope ratio in 
aquatic consumers. Oecologia, 2009, 161:313–324 

Manish Gupta et al., High-frequency field deployable isotope analyzer for hydrological applications. Water 
Resource Research, doi:10.1029/2009WR008265

Steve W et al., A tale of two isotopes: differences in hydrograph separation for a run off event when using δD 
versus δ18O. Hydrological Processes, 2009, 23:2095-2101

L.I. Wassenaar et al., High resolution pore water δ2H and δ18O measurements by H2O(liquid)-H2O(vapor) 
equilibration.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8, 42 (24): 9262-9267

L.I. Wassenaar., A groundwater isoscape(δD, δ18O)for Mexico. Journal of Geochemical Exploration, 2009, 
102(3): 123-136

G. Lis et al., High-precision laser spectroscopy D/H and 18O/16O measurements of microliter natural water 
samples. Analytical Chemistry, 2008, 80 (1): 287-293

发表文献：

产地与厂家 ：美国 LGR 公司

订货指南：

●　货号：908-0008 型号：DLT-100

可选附件：

●　自动注入系统，包括控制软件

●　耗材：空气过滤器、1.2µl 注射器、隔膜（50/ 包）、2 ml 样品杯（100/ 包）、样品杯帽（100/ 包）、

10µm 过滤器、干空气罐、8 目干燥剂、标样（5 种）和 0.45µm 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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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 激光同位素分析仪可以直接测量大气中 CO2 的
13C/12C 的比率，精度为 0.25‰。

响应时间小于 30 秒。CO2 激光同位素分析仪不需要任何样品前处理，也不需要昂贵的耗材。

由于选取针对性非常强的光谱，所以不受大气中其他气体浓度的影响。

主要特点：

●　可在野外使用 

●　操作简单 

●　直接测量大气中样本 

●　运行成本低

工作原理：

●　仪器采用 LGR 的专利技术——偏轴积分腔连续输出光谱技术 (OA- ICOS)，测量符合经

典的 Lambert-Beer 定律。

●　分析仪内置计算机，长期测量的数据存储于硬盘中，并可通过模拟端口、数字端口或以

太网络接口传输数据。

二氧化碳同位素分析仪
CO2 Isotope Analyzer

测量范围 350ppm ～ 1000ppm

操作范围 200ppm ～ 3000ppm

响应时间 <30s，如果配备外置泵，可以达到 2Hz

重复性 / 精确度 13C/12C：优于 0.25‰ （60 秒）

输出 内置硬盘 (40G)

显示 12.1" Color TFT

采样温度 0℃～ 50℃；操作温度：10℃～ 35℃

预热时间 20min

出 / 入口接头 1/4" Swagelok 接头套管

电源需求 115/230 VAC; 50/60 Hz; 120 W

尺寸 25.4cm( 高 )×96.5cm( 长 )×35.56cm( 宽 )；重量：27kg

技术指标：

订货信息：

●　货号：908-0003 型号：DLT-100

可选附件：

●　多路器（MIU）和外置泵，手动进样装置。

产地与厂家 ：美国 LGR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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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与厂家 ：美国 LGR 公司

汽态水同位素激光分析仪可以直接测量大气（4000ppm ～饱和）中水汽的 18O/16O 和

D/H，同时可以测量样品中水分子的摩尔分子数，进而可以得到样品中同位素的绝对浓度，

这使得激光同位素分析仪与同位素质谱仪相比，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功能。

汽态水同位素激光分析仪不需要任何样品前处理，而且可以配备标气发生器，NOAA

已经使用气态水同位素分析仪在 Mauna Loa 观测站进行了同位素长期监测。目前气态水同

位素广泛应用于生态学、农学、林学、水文、大气科学和工业监测等工作中。

汽态水同位素分析仪
Water-Vapor Isotope Analyzer（WVIA）

测量范围 4000ppm ～近饱和（标配），500~12000ppm（可选）

响应时间 <2s，配置外置泵可达到 2Hz

重复性 / 精确度
18O/16O：优于 0.15‰，D/H：优于 0.5‰（30s 信号平均）；
18O/16O：优于 0.5‰，D/H：优于 2‰（2s 信号平均）

输出 数字式 (RS-232)，以太网

数据存储 内置硬盘 (40G)

显示 12.1" Color TFT

采样温度 0℃～ 50℃

操作温度 5℃～ 45℃

预热时间 2min

出 / 入口接头 1/4" Swagelok 接头套管

电源需求 115/230 VAC; 80 W ( 仅分析仪 )；115/230 VAC; 20 W ( 带外置泵 )

尺寸 25.4cm( 高 )×96.5cm( 长 )×35.56cm( 宽 )

重量 27kg

技术指标：

订货信息：

●　货号：908-0004 型号：DLT-100

可选附件：

●　标样发生器、多路器（MIU）和外置泵，手动进样装置。

产地与厂家 ：美国 LGR 公司

主要特点：

●　可在野外使用，原位长期测量

●　前所未有的高精度

●　操作简单

●　无样品制备

●　运行成本低

工作原理：

●　仪器采用 LGR 的专利技术——偏轴积分

腔连续输出光谱技术 (OA- ICOS)，测量符

合经典的 Lambert-Beer 定律。

●　分析仪内置计算机，长期测量的数据存

储于硬盘中，并可通过模拟端口、数字端口

或以太网络接口传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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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烷同位素分析仪由于坚固耐用，野外便携，适合产烷生物细菌、甲烷化合物、沼气、

产热通风口以及其他涉及到甲烷同位素应用方面的研究工作 ( 浓度 >500ppm)。分析仪测量

准确度优于 1‰，响应时间快 (10s)。基于高分辨率的直接吸收光谱，甲烷同位素分析仪可

以提供绝对高精确的甲烷 13C/12C 测量，而不需要昂贵的标准气体。

甲烷同位素分析仪
Methane Isotope Analyzer

1

测量范围 20ppm ～ 5,000ppm，可选动态稀释系统，可达 100%

响应时间 (flow time through cell)：10s

重复性 / 精确度 (1-sigma)：优于 1‰

输出 数字 (RS-232)，模拟 Analog，网络

数据存储 内置硬盘 (40G)，12.1 ＂彩色液晶显示

采样温度 0℃～ 50℃   操作温度：5℃～ 45℃

环境湿度 <98%，无凝结

出 / 入口接头 3/8 ＂，1/2 ＂接头套管

电力需求 115/230V 交流，50/60 Hz，120W( 台式 )

尺寸
台式，25.4cm( 高 )×96.5cm( 长 )×35.56cm( 宽 )
便携式，22.2cm( 高 )×48.26cm( 宽 )×60.9cm( 长 )( 分析仪 )

重量 27kg

性能指标：

订货信息：

●　台式机：货号 908-0005 型号 DLT-100  甲烷同位素分析仪

●　便携机：货号 907-0005 型号 RMT200  甲烷同位素分析仪

可选件：

●　9001 动态稀释系统

产地与厂家 ：美国 LGR 公司

仪器特点：

●　可在野外使用

●　高准确度和精确性

●　操作简单

●　运行成本低

●　无需样品制备，直接测量大气中的样品

工作原理：

●　仪器采用 LGR 的专利技术——偏轴积分

腔连续输出光谱技术 (OA- ICOS)，测量符

合经典的 Lambert-Beer 定律。

●　分析仪内置计算机，长期测量的数据存

储于硬盘中，并可通过模拟端口、数字端口

或以太网络接口传输数据。

6



产地与厂家 ：美国 LGR 公司

快速甲烷分析仪
Fast Methane Analyzer 

LGR 的快速甲烷分析仪设计用于环境空气甲烷浓度的测量，可以迅速地产生精确的结果。如果您

选择外置泵，仪器的气体更新速率最高都可以达到 10Hz 以上，可以用于通量研究。快速甲烷分析仪

的精度高于 1%。不受其他大气气体浓度的影响 ( 无交叉干扰 )，或大气压力的影响 ( 无压力加宽效应 )。

快速甲烷分析仪可以用于多种用途，包括采用微气象技术的涡动相关通量测量、箱室法通量测量

与天然气管道泄露检查。基于高分辨率的直接吸收光谱原理，本仪器可以有效地进行自校准 ( 在极端

条件下，您可以对仪器进行重新校准，仪器本身有校准模式 ) 。

主要特点：

●　可以野外原位长期监测； 

●　高度精确；

●　宽量程；

●　测量频率：10Hz；

●　低电消耗：90W；

工作原理：

OA-ICOS 吸收池能有效地控制激光量子，使得其可以在离开吸收池之前进行几千次的传递。作为结果，

采用高反射性的镜面，有效的光路长度可以达到几千米，并明显提到了光线的吸收强度。例如，一个

由两个 99.999% 反射性能的镜面构成的吸收池，间隔为 25 厘米，其最终的有效光路长度可以达到数

千米。OA-ICOS 设备野外耐受能力很高，适合在野外长期使用。

7

技术指标：

重复性 / 精度 (1-σ，1 Hz) 优于读数的 0.1%

响应时间 0.1 秒 ( 带可选的外置泵 )；10 秒 ( 内置泵 )

准确度 优于读数的 1%

测量范围 0.1 ppmv–25 ppmv

输出 数字 (RS232)，模拟 Analog，网络

数据存储 内置硬盘 (40G)

显示 12.1 英寸彩色液晶显示

采样温度 0-50℃

操作温度 5-45℃

环境湿度 <98%，无凝结

气路接口 3/8 英寸，1/4 英寸 Swagelok® 接口

电力需求 115/230V 交流，50/60 Hz，80W( 不包括可选的外置泵 )

尺寸
( 台式 )25.4×96.5×35.6cm
( 便携 )22.2×48.3×60.9cm

重量 27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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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烷文献：

D. Zona et al., Methane fluxes during the initiation of a large-scale water table manipulation 

experiment in the Alaskan Arctic tundra. Global Biogeochemical Cycles, 2009, 23, doi:10.1029/

2009GB003487 

Mikhail Mastepanov et al., Large tundra methane burst during onset of freezing. Nature, 2008,456, 

doi:10.1038/ 07464

I. Vigano et al., Effect of UV radiation and temperature on the emission of methane from plant 

biomass and structural components. Biogeosciences, 2008 , 5: 937–947 

D. R. Bowling et al., Soil, plant, and transport influences on methane in a subalpine forest under 

high ultraviolet irradiance. Biogeosciences, 2009, 6:1311–1324.

D. M. D. Hendriks et al., A compact and stable eddy covariance set-up for methane measurements 

using off-axis integrated cavity output spectroscopy. 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Physics 2008: 

431–443;

C.Smeets et al., Eddy covariance methane measurements at a Ponderaosa pine plantation in 

California. Atmos. Chem. Phys. Discuss, 2009: 5201-5229;

订货信息：

●　台式型：货号 908-0001

●　便携型：货号 907-0001

可选件：

●　干轴真空泵 (DSVP)

●　9001 Dry Scroll Vacuum Pump 干轴真空泵

●　9002 DSVP Maintenance Kit 泵维护组件

●　9003 DSVP Connection Kit 泵连接组件

●　9004 DSVP Exhaust Silencer 泵消音器

●　9005 24 VDC Pure Sine Inverter for DSVP

●　908-0003-9001 16 道多路器，可由分析仪主机控制，用于多通道测量和连续校准

产地与厂家：美国 LGR 公司



订货信息：

●　台式型：货号 908-0010

●　便携型：货号 907-0010

可选件：

●　手动注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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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性 / 精度 (1-σ，1 Hz） CH4：1ppbv；CO2：0.2ppmv；H2O：100ppmv

响应时间 0.1 秒 ( 带可选的外置泵 )；10 秒 ( 内置泵 )

准确度 优于读数的 1%（无校准情况下）

测量范围 CH4：0.1-10ppmv；CO2：200-1600ppmv；H2O：150-70000ppmv

输出 数字 (RS232)，模拟 Analog，网络

数据存储 内置硬盘 (40G)

显示 12.1 英寸彩色液晶显示

采样温度 0-50℃

操作温度 5-45℃

环境湿度 <98%，无凝结

气路接口 3/8 英寸，1/4 英寸 Swagelok® 接口

电力需求 115/230V 交流，50/60 Hz，90W( 不包括可选的外置泵 )

尺寸 ( 台式 )25.4×96.5×35.6cm；( 便携 )22.2×48.3×60.9cm

重量 27Kg

产地与厂家：美国 LGR 公司

LGR 的快速温室气体分析仪设计用于环境空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测量，同时测量 CH4、CO2 和

H2O 的浓度。可以快速得出结果，如果您选择外置泵，仪器的气体更新速率最高都可以达到 10Hz 以上，

可以用于通量研究。精度高于 1%。不受其他大气气体浓度的影响或大气压力的影响。

快速温室气体分析仪可以用于多种用途，包括采用微气象技术的涡动相关通量测量、箱室法通量

测量与天然气管道泄露检查。基于高分辨率的直接吸收光谱原理，本仪器可以有效地进行自校准。

主要特点：

●　可以野外原位长期监测； 

●　高度精确；

●　宽量程；

●　测量频率：10Hz；

●　低电消耗：90W；

快速温室气体分析仪
Fast Greenhouse Gas Analyzer 

技术指标：



一氧化碳、一氧化氮与氧化亚氮分析仪
CO、NO & N2O Analyzer 

LGR 最新的近红外激光光谱技术，可以在测量出大气中 CO、NO 和 N2O 等超痕量气体

的浓度。既保证了测量的高精度（可以达到 0.3ppb），又使得仪器可以在更恶劣的条件下运

行（不需要添加液氮进行降温）。

本仪器设计用于涡动相关通量测量、箱室法通量测量、燃烧诊断与痕量气体分析。本

仪器已经成功用于固定在 NASA DC-8 飞行器上，在对流层上部或同温层下部进行气体测

量。数据采样频率可以达到 10Hz，不确定性小于 1%，重复性在 1 秒平均的情况下即可达

到 0.3ppb。而且仪器都不受其他气体或环境气压变化的影响。 

性能指标：

测量范围 1ppb ～ 4000ppb

响应时间 <0.1s( 可选外置泵 )；<10s( 内置泵 ) 

准确度 优于读数的 1%

重复性 / 精度 0.3ppb（1 秒信号平均）

零点与跨度漂移 无

输出 数字 (RS-232)，模拟，网络

数据存储 内置硬盘（40G）

数据采样速率 0.01 ～ 20Hz ( 用户可调 )

显示 12.1" 液晶显示

取样温度 0℃～ 50℃；操作温度：10℃～ 35℃

进气 / 出气接口 3/8", 1/2" 螺丝接口 ( 快速，外置泵 )；3/8", 1/4" 螺丝接口 ( 慢速，内置泵 )

电力需求 115/230 VAC; 50/60 Hz; 150 W （不包括外置泵）

尺寸 25.4cm×96.5cm×66cm

重量 27kg

订货信息：

●　910-0001 CO 分析仪

●　910-0002 N2O 分析仪

●　910-0003 NO 分析仪

●　910-0005 CO/N2O 分析仪

产地与厂家 ：美国 LGR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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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气、氟化氢分析仪
NH3、HF Analyzer 

LGR 提供高精度的 NH3、HF 分析仪，广泛的应用于大气本底测量，工业在线监测和城市环境污染

监测。LGR 的痕量气体分析仪能够对这些气体进行的快速测量，采用专一性极强激光光源，所以不会

受到气体环境气体浓度的影响，所以其拥有无与伦比的精确度和灵敏度。

理论上讲 LGR 的高精度痕量气体分析仪理论上能测量所有浓度在数十 ppb 以上级的气体，可以根

据用户的要求进行订制。

产地与厂家 ：美国 LGR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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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型氨气分析仪 EAA 痕量氨气分析仪 TAA HF 分析仪

检测灵敏度 /
精度 (1-s)

1ppbv(1 秒信号平均 )
0.2ppbv(50 秒信号平均 )

0.4ppbv(1 秒信号平均 )
0.1ppbv(20 秒信号平均 )

0.4ppbv(1 秒信号平均 )
0.2ppbv(50 秒信号平均 )

响应时间
1 秒 ( 外置泵 )
20 秒 ( 内置泵 )

0.1 秒 ( 外置泵 DSVP)
25 秒 ( 内置泵 )

1 秒 ( 外置泵 )
25 秒 ( 内置泵 )

准确度
总误差 < 读数的 1%
（无须校准）

总误差 < 读数的 1%
（无须校准）

总误差 < 读数的 1%
（无须校准）

测量范围

（总的误差 <1%，

无须校准）

20~2000ppb 20~2000ppb 0.05~2000ppb

操作范围 0~10000ppb 0~10000ppb 0.05~10000ppb

输出
数字 (RS232 串口 )，
模拟，以太网

数字 (RS232 串口 )，
模拟，以太网

数字 (RS232 串口 )，
模拟，以太网

数据存储 内置 40G 硬盘 内置 40G 硬盘 内置 40G 硬盘

采样温度 0-50℃ 0-50℃ 0-50℃

环境温度 5-45℃ 5-45℃ 5-45℃

环境湿度 <98%RH 非冷凝 <98%RH 非冷凝 <98%RH 非冷凝

进 / 出气口
3/8", 1/4" Swagelok®

( 慢速气流，内置泵 )
3/8", 1/4" Swagelok®

( 慢速气流，内置泵 )

3/8", 1/2" Swagelok®( 快速气

流，可选配外置泵 )
3/8", 1/4" Swagelok®( 慢速气

流，内置泵 )

电源
115/230V;50/60HZ;80W
( 不包括可选配外置泵 )

115/230V;50/60HZ;80W
( 不包括可选配外置泵 )

115/230V;50/60HZ;100W
( 不包括可选配外置泵 )

规格尺寸
( 台式 )25.4×96.5×35.6cm
( 便携 )22.2×48.3×60.9cm

( 台式 )25.4×96.5×35.6cm
( 便携 )22.2×48.3×60.9cm

( 台式 )25.4×96.5×35.6cm

重量 27 公斤 27 公斤 27 公斤

技术指标：

订货信息：

●　经济型氨气分析仪 EAA
便携式：货号 907-0016

台式：  货号 908-0016

●　痕量氨气分析仪 TAA
快速版（台式）：货号 908-0012  TAA-Fast

高精版（台式）： 货号 908-0013  TAA-High Accuracy

●　HF 分析仪

便携式：货号：907-0017  HF 分析仪

台式：货号：908-0017    HF 分析仪



深海气体分析仪
Deep Sea Gas Analyzer 

深海气体分析仪提供了深达 3000m 以上的海水内多种气体浓度的准确测量功能。仪器

采用了膜式气体分离器，可以测量诸如甲烷、二氧化碳、氧气等气体浓度。通过使用内置电池、

气体操作系统和数据存储器等设置，仪器实现了自记录的遥控操作。主要的应用包括海洋

水体的碳扣留（carbon sequestration）、甲烷水合研究与水热排放效应分析等研究。本仪器

的测量原理基于高分辨率的直接吸收光谱原理。因此具有自校准、数据准确的特点，而且

测量时不需要参考气体标样。内置的计算机可以存储数据，适合进行长期自动监测应用操作。

分析仪也可以把实时的数据通过模拟、数字等接口传输到数据采集器中。

测量气体 甲烷、二氧化碳、碳同位素、氧气、水同位素等气体

测量范围 依据具体测量的气体种类可以定制

响应时间 <1min

准确度 优于读数 1%

输出 数字（RS-232），模拟、网络

数据存储 内置硬盘（40G）

取样温度 0℃～ 45℃

最大测量深度 3000m

预热时间 <60s

气体入口 水汽分离膜系统

电力需求 内置充电电池

电池使用时间 3 小时持续操作 (>100 次样品测量 )，在间隔测量时可以持续更长时间

尺寸 16.83cm（直径）×106.7cm（长）

性能指标：

订货信息：

●　1 种气体，铝外壳

●　2 种气体，铝外壳

●　1 种气体，钛外壳

●　2 种气体，钛外壳

产地与厂家 ：美国 LGR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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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10 的原理基于光学红外技术原理。它具有脉冲式红外光源和由 10 个窄带光学滤镜来确定的中

红外波段。我们采用了电子脉冲红外光源，因此不用采用传统的斩光轮方式。采用基于光学扩音的专

利技术获得了高的灵敏度。

F-10 多参数气体分析仪
Multi-Gas Analyzer

技术
具备光学增强技术（电子脉冲红外光源）
的光声红外光谱

响应时间
取决于具体应用和用户自定义间隔，典
型情况下 30 秒到几分钟

参数 可同步量化分析最多 9 种气体混合物 警报
多种浓度水平的浓度警报，包含声音和

视觉两种

光路 全表面镀金，稳定到 50℃ 校准
厂家预设校准程序，可单点校准，包含
界面友好的校准程序

总气体体积 30 ml 操作温度 -20℃到 +50℃

检测限

取决于气体种类，典型情况下小于 ppm
等级（测量参数不限于以下气体种类）

操作湿度 0-90% 非凝结

H2O: 20 ppm；CO: 1.0 ppm；CO2: 0.1 
ppm；N2O: 0.2 ppm ；CH4: 1.0 ppm；

C2H5OH: 0.5 ppm；NH3:1.0 ppm
安装 19”支架，3U 箱体

样品室内最小检
测压力波动

5.7 x 10-7 Pa/ √ Hz (RMS) 电源 100-240 VAC, 50-60 Hz

零点漂移 每 3 个月±检测限 耗电 最大 90 W

重复性 检测值的 1% 显示 TFT 5.7”, VGA 液晶显示

量程漂移 每 3 个月± 1%（测量值） 尺寸 长 48.4 cm x 高 13.9 cm x 款 40.5 cm

准确度（Accuracy） 5% 重量 10 kg

性能指标：

产地与厂家：芬兰 Gasera

高灵敏度的、低于 ppm 的检出限、动态量程、湿

度不敏感、款的操作温度范围和长的校准期间使

得 F10 适于温室气体监测、室内空气分析、通风

测量、泄露检测和工业安全监测。

●　最多可选择 9 种以上的气体进行同步分析；

●　可分析很小的气体体积；

●　高灵敏度和可靠的分析；

●　需要很少的日常维护；

●　用户友好的校准程序；

●　配备自检程序；

●　不需要进行量程调整，全尺度分析；

●　高分辨率的图形显示，操作菜单非常友好；

●　带有单点校准的动态量程；

●　所有测量数据可以用图形显示；

●　集成度高，不需要外置计算机；

●　不需要消耗品；

●　标准接口：Ethernet、USB2.0、RS-232和RS-485

多组分分析

您可以最多选择 10 种光学滤镜以测量不同的气体。几个光谱区域也可以用于单一气体以降低干扰。

样品对校准数据的响应基于最小二乘法。基于非线性补偿技术，光声技术使得短光路长度下也可获得

高的灵敏度。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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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chem 全自动化学分析仪又叫离散式化学分析

仪或间断式化学分析仪。是离子分析领域的新突破，国

际先进技术，测量过程全部由电脑控制，自动化程度高，

操作过程简易。其检测分析结果精确可靠，符合 ISO、

AOAC、BATF、USEPA、AFNOR、COFRAC 等国际

认证标准，广泛应用于水质监测 ( 包含海水，生活污水，

工业废水，地下水，河水，饮用水等 )、食品分析、酒类分析、土壤溶液等领域，是目前世界上最新

一代最先进的全自动化学分析仪。

Smartchem200全自动化学分析仪
Smartchem200 Discrete Auto Analyzer

11

工作原理：

使用经典的比色法，利用机器人技术，全自动取样针把试剂和样品精确地加入比色杯中，反应后，然

后利用高精度双光束数字检测器测量吸光度。对于不同的测量参数，Smartchem 可以自动进行方法切

换。无需购买或更换模块，常规测量客户只需要编排测试顺序，装载试剂和样品，然后仪器进入自动

测量模式，同时可进行多参数测量。

多参数同时测量：Smartchem 可以同时测量多种

参数。传统的流动分析技术，对于不同的参数测

量需要增加额外的通道，有几个参数就要有几个

通道，或者更换不同的模块。

而 Smartchem 打破了通道

限制，只需要一台主机就可

以解决多参数测量问题，节

约了成本。

消耗量少，节约成本，减少污染：电脑控制的微

量吸移管精确控制液体剂

量（微升级别），测量速

度快，消耗试剂量和样品

量极低，有害废液少，节

约成本，保护环境。

样品无交叉污染，实现了真正的高精度： 
Smartchem 的各种样品和试剂都是独立存放，独

立取用的，整个反应在单个比色杯中完成，无共

用 部 分。Smartchem 每 次

取液以后取样针自动严格清

洗，防止交叉和携带污染，

提高了测量的精度。

全自动化测量：自动方法切换、自制标准曲线、

系统可对样品进行预稀

释和超过量程再稀释，

无需选择稀释器。自动

清洗工作站可对比色杯

自动清洗，且对比色杯

进行质控测试，保证比

色杯清洁，如果测量不通过，可以跳过不洁的比

色杯。因此，真正实现操作完全自动化，无人值守。

多种测量方法，可以随意增加：仪器可以内置上

百种测量方法，也可以自行编程设定。能够执行

与手工或 SFA/FIA 分析技术相同的湿化学分析方

法，与 USEPA、ASTM、AOAC、DIN 和 ISO 等

方法兼容。

硝酸盐 - 亚硝酸盐专用模块（选配）：对于硝酸

盐 - 亚硝酸盐的分析，应

用美国 EPA 权威分析方

法 - 镉柱还原法（US EPA 

353.2），往复式蠕动泵促

使湍流，充分反应，尽可能使硝酸根离子与镉接

触，镉模块可随时现场更换。

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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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类型 终点检测，定时检测，差分检测，双色检测和动力学检测

在线试剂
2 个架子提供 16 个试剂位，其中 1 个架子带 10 个试剂位，另 1 个架子带 6 个试剂位和 10 个标样位 ;
2 个专用稀释剂位 ( 其他试剂位也可作为稀释位，spike 溶液位和质控标样位 )

连续样品载入 5 个样品架，用于连续载入样品 ( 每个样品架 126 个样品位 )

测量速度 200 个样品 /hr

样品反应温度 37.2℃，精度：0.1℃

读数系统 在相同光学质量的比色杯中直接光度计测量

最小反应体积 300µl

光学系统

光谱范围：340nm ～ 880nm 光度计：多波长，双光束

波长：9 个窄带干涉滤光器 光源：6V/10W 卤素灯

光程：10mm 线性范围：0.001 ～ 2.500Abs

分辨率：0.0001 Abs

取样系统 :1 个机械臂

提供全部操作，包括

电容性的液位传感器 试剂和样品 37℃预热

取样量：3.0µl ～ 300µl ( 精度 1µl) 试剂量：3.0µl ～ 300µl ( 精度 1µl)

水消耗：2ml/ 测试

稀释器 电脑控制微量移液器

反应盘
60 个环行可重复利用的比色盘 自动比色杯清洗

自动比色杯质量监控 典型反应温度：37.2℃，精确控制温度在±0.1℃

硝酸盐 - 亚硝酸盐模块 SmartChem 仪器方法完全遵循 US EPA 方法 #353.2

尺寸 42cm×65cm×100cm

重量 65kg

测量速度快：由于采用微量分析方法，SmartChem

实现了格外短的分析时间，明显提高了湿化学分析方

法的样品分析速度。在测量过程中无须中止分析，即

可进行样品架更换，实现连续测量。

先进的光学比色计：采用高精度、双光束数字检测器，

扩展的吸光值线性范围达到 2.500AUFS，减少样品超

量程的再分析。多种检测模式：终点检测，定时检测，

差分检测，双色检测和动力学检测。

操作简单，图形显示，一目了然：采用可视化的操作，模

拟仪器界面设置参数清晰可见，减少了人为出错的可能性，

产地与厂家：意大利 AMS 集团

技术指标：

水、废水和海水：酸度、碱度、铝、氨氮、化学需氧

量 (COD)、氯、氰化物、氯化物、硬度、铬、锰、氟

化物、硝酸盐、亚硝酸盐、苯酚、磷酸盐、硅酸盐、

硫酸盐、总凯氏氮 (TKN)、总凯氏磷 (TKP)、铁、尿素

酒类：葡萄糖、果糖、蔗糖、苹果酸、酒石酸、醋

酸、葡 ( 萄 ) 糖酸、铁、铜、总酸度、pH、总二氧化

硫、游离二氧化硫、PANOPA、氨氮、酒精 (TVA)、

OD420、OD520、OD620、抗坏血酸、山梨酸

土壤 & 植物：氨氮、硝酸盐、亚硝酸盐、硼、钙、磷

酸盐、氯化物、总氮、总磷、镁、赖氨酸、尿素

饲料：氨氮或蛋白质、钙、氯化物、磷酸盐、总氮、

总磷、尿素

肥料：氨氮、钙、磷酸盐、总氮、总磷、尿素

烟草：氨氮、氯化物、尼古丁、硝酸盐、磷酸盐、烟

中的氰化物和甲醛

* 其它未注明的应用领域，可以咨询我们的技术人员

应用领域与检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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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chem140 是在广泛使用的 Smartchem 200 基础

上设计的新款间断化学分析仪，其基本原理相同，均采用

机械臂取样针式抽取样品和试剂，注入比色杯中分析。但

Smartchem140 是采用转盘式取样法，使得整个仪器设计

更加紧凑。

Smartchem140全自动化学分析仪
Smartchem 140 Discrete Auto Analyzer

1

测量速率 140 个样品 /hr

样品载入 4 个样品架，用于连续载入样品 (64 位 )，样品杯容积：4ml

在线试剂
24 个多用途试剂位 ( 试剂、稀释液、Spike 溶液和 QC 样品 )，10 个标样母液位，试剂瓶容积：

5ml ～ 40ml

反应温度 37℃

读数系统 直读光度计

最小反应体积 300µl

光学系统

光度计：多波长、双光束
波长：9 个窄带干涉滤光器，420，480，510，520，
550，570，630，660，880nm

光源：6V/10W 卤素灯 光程：6mm

线性范围：0.0005-3.500AUFS 分辨率：0.0005 AUFS

取样系统：1 个机械臂

提供全部操作，包括：

电容性的液位传感器 试剂和样品 37℃预热

自动清洗探针清洗 取样量：3.0µl ～ 300µl ( 精度 1µl)

试剂量：3.0µl ～ 300µl ( 精度 1µl) 水消耗：2ml/ 测试

稀释器 电脑控制微量移液器

反应盘
120 个环行可重复利用的比色盘 自动比色杯清洗

自动比色杯质量监控 典型反应温度：37.2℃，精确控制温度在±0.1℃

硝酸盐 - 亚硝酸盐模块 SmartChem 仪器方法完全遵循 US EPA 方法 #353.2

尺寸 ( 长×宽×高 ) 76.2cm×55.9cm×58.4cm

重量 43kg

1

智能清洗：高效智能清洗站在每次与液体接触之

后，自动对取样探针进行清洗，防止交叉污染

CQA 系统：采用独特的比色杯质量保证系统

(CQA)，使用前检查每个比色杯的光学洁净度

直接技术：每个反应都在自己的比色杯中发生，

不需要把反应混合液运到共用流通池，从而降低

了测量滞后和交叉污染的可能性

智能对照：空白对照可以在实验的任何阶段进行，

同时不影响整个实验的进程

Smartdata 系统软件功能非常强大：

●　自动制备工作标样

●　制备Spiked样品，计算回收率

●　超过量程样品重测量

●　提供 5 种检测模式 ：终点检测、固定时间检测、

差分检测、双色检测和动力学检测

●　质量控制制图

产地与厂家：意大利 AMS 集团

技术指标：

主要特点：

16



22

产地与厂家：意大利 AMS 集团

Smartchem300全自动化学分析仪
Smartchem 300 Discrete Auto Analyzer

Smartchem 300 全自动化学分析仪，是 AMS 集团最

新开发的一款间断式化学分析仪，该仪器测量保留了全部

Smartchem 化学分析仪的优点，但又对原有系统作了很大

改进，设计更加紧凑、合理，样品测量速度更快。

除了包括 Smartchem 的全部优

点外，Smartchem 300 还具有

以下特点：

新颖的设计：将样品、试剂和比

色分为三个区域，每个区域都为

转盘式设计，因此，减小了机械

臂移动范围，加快了进样速度，

使测量速度更快

先进的光度计：采用高精度、双

光束数字检测器，扩展的吸光值

线性范围达到 4.200Abs，减少

样品超量程的再分析

在线试剂位：

●　4 个分离的试剂架，可达 64
个试剂位

●　附加 8 个试剂位

●　在线保存 8~12℃
●　可选试剂条码跟踪

加样灵活：

●　4 个通用的样品架，可放置

样品杯和样品管

●　每个架可连续加样达 15 个

●　任意时间紧急样品测量

●　标样和对照可在样品架上任

意放置

●　可选样品识别

●　试剂在线稀释

反应盘：

●　80 个长使用寿命的比色杯，

6mm 光程，可重复使用

●　4 个分离的比色杯架，每个

可放置 20 个比色杯

●　可选 3 种不同的比色杯清洗

溶液：酸性、碱性和中性

●　极低的水分消耗：1.5l/ 小时

●　最小反应量：200µl
●　比色杯质量自动检测

I.S.E 离子模块 ( 可选 )：
●　直接测量：钠、钾、氯化物

和锂

●　试剂更换简便

●　免维护电极

特色软件：

●　全部参数用户可编程

●　可存储达 999 个方法

●　全部设定可用户编程

分析类型 终点、动力学、差分、双色和固定时间

试剂位
可达 72 个带冷冻的试剂位：4 个可移动试剂架，每架 16 位 (25ml 容器 )；8 个额外位置，用于 25ml 容器；10/20ml 容器

可选

样品位
4 个通用的分开的样品架，可连续载入样品、标样和对照样品：每架可容纳达 15 个样品杯 / 或 10~16mm 直径、

40~100mm 高的试管；8 个额外位置可放置紧急样品、标样和对照样品；任意时间紧急样品执行

测量速度 可达 450 个样品 / 小时（包括 I.S.E 电极）；300 个样品 / 小时 ( 光度计 )

读数系统

直读，双通道光度计 最小测量体积：200µl
9个窄带，自动选择的干涉滤光器，光谱范围：

340~880nm

光源：6V/10W 卤素灯 光程：6mm 线性范围：0.001 ～ 4.200Abs

高分辨率：0.0001 Abs

进样系统，1 个机械臂

提供全部进样操作

高精度微量移液器 ( 电容式 ) 试剂 37℃预热 自动探针清洗

进样量：3.0ul ～ 330µl (1µl 增量 ) 试剂量：3.0ul ～ 330µl (1µl 增量 ) 样品预稀释，样品可稀释或不稀释重新测量

反应盘 4 个架子可容纳 80 个重复利用的比色杯 自动比色杯清洗、比色杯质量监测 加热温度：37℃±0.3℃

硝酸盐 - 亚硝酸盐模块 SmartChem 仪器方法完全遵循 US EPA 方法 #353.2

可选 直读式电位 I.S.E 模块，用于测量 Na+、K+、Cl-、Li+(140 样品 / 小时 ) 试剂和样品条码阅读

主要特点：

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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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Alliance 公司隶属 AMS 集团，是专业生产高精度分析

检测仪器的公司。该公司产品通过 ISO 9001 认证，分析结果符

合 AOAC，BATF，USEPA，AFNOR，COFRAC 等国际认证标准，

拥有世界一流的分析测试和处理技术，为环保、农业和食品检验领域的佼佼者。

该公司研发的 FUTURA 连续流动分析仪 (SFA Segmented Flow Analysis) 是当今世界最好的多通

道连续流动分析仪。该系统采用片断流技术，各反应液体流之间用空气气泡隔开，既促进了反应，又

阻止了内部的样品的扩散，从而提高了测量的灵敏度和测量精度。整个操作过程都由电脑控制，自动

化程度高，操作过程相对比较简单。FUTURA 最大优点是世界上唯一一款每个通道 100% 独立，且能

将微流与宏流结合在同一台仪器上使用的连续流动分析仪。

FUTURA 连续流动分析仪
FUTURA Continuous Flow Analyzer

11

工作原理：

采用片断流动技术，利用连续流从试剂瓶中吸出的试样溶液，在流路系统中将试样

与试剂混和，最终到达检测器，完成检测的分析过程。整个过程完全自动化。超低

检测极限、试剂消耗少，已建立了 1000 多种应用方法，被各国际权威机构认可。

系统通道可以增加到 12 通道，同时检测不同指标。

主要特点：

1. 100% 的独立通道：FUTURA

的每个通道实际上就是一台独

立的分析仪，可以单独运行，

通道之间不相互影响，这样大

大降低了仪器运行故障率。每

个通道包括：

●　独立的蠕动泵和自动阀：蠕

动泵是仪器是最关键部位，可

实现自动试剂 / 清洗切换。

●　独立的控制平台：通过与控

制平台直接对话，可以完成所

有的分析操作，与电脑控制具

有相同的功效。控制面板和显

示屏的完美结合，这对分析者

来说：操作简单、灵活，数据

信息显示直观，不用在电脑上

切换窗口来查询数据，也不用

在仪器与电脑之间跑来跑去。

●　独立的 LCD 液晶显示屏：

所有 FUTURA 分析仪控制平台

都能大屏幕显示分析过程状态

和当前分析的全部信息：

●　二维可缩放分析曲线 

●　测量指标、测量方法和测量

单位 

●　能量信号、峰高、光强 

●　水浴温度

●　测量的样品杯号 

●　维护时间提醒表

●　360 个分析结果缓存

●　独立的试剂柜：抽屉式试剂

柜，更具人性化：

●　推、拉灵活

●　带有透明窗口，用户通过透

明窗口可连续观察其中的试剂

用量

●　耐腐蚀、易清洗，环保清洁

●　能容纳五个试剂盒 (100ml、

250ml、500ml)，试剂柜防渗漏

●　试剂柜易取出，便于同试

剂一起保存在冰箱里长期保存，

节约成本

●　独立的检测模块：分析模块

由玻璃器皿如混合圈和注入器

等基本化学处理元件构成，不

同参数可配置特殊处理单元，

如：蒸馏单元、透析分离单

元、紫外消解单元、热浴装置、

液相萃取 / 分离器等。已建立

1000 多种符合国际认证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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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

原理 使用连续流动技术的湿化学反应自动操作

操作 最大通道数可达 12 个，同时多参数批处理测量

取样

分析速率 15 ～ 120 样品 /hr，特殊分析速率可定制

取样器容量
104 位带键盘控制，液晶显示的全密封转盘式自动进样器

360 位 XYZ 型自动进样器

取样针数量 单针，可选双针或 4 针取样

取样体积 0.5ml ～ 100ml

样品鉴别 按数字和字母组合分类和条形码阅读器（可选项）

试剂柜

类型 可移动抽屉式，带查看窗口

容量 多达 5 种不同试剂

容积 200ml ～ 1000ml

材质 由化学惰性塑料制成，防渗漏

蠕动泵

泵管数量 每个通道 12 根，在配置 12 通道的情况下可达 144 根泵管

试剂自动控制阀 包含

辅助阀 可选

检漏器 可选

泵自动开启关闭 有

压盖自动压紧放松 有

变速 有

流速 50 ～ 3000µl/min

测量方法 多种分析方法 注射、稀释、混合、蒸馏、透析、紫外消解、液液萃取等

比色计

标准光谱范围：340nm ～ 1100nm
类型：单色或双色光

模数转换器分辨率：224(1.68×107 个点 )
光程范围：5mm ～ 50mm

流通池体积：1µl ～ 150µl
线性：0 ～ 2.5 吸光单位

脱气泡方式：软件控制下的机械法和电子法或硬件气泡检测

其它检测器：紫外 / 可见分光光度计，火焰光度计，荧光光度计，

特殊电极等

的方法，模块更换方便快捷。

●　独立的数字检测器：高分辨率

的224(1.68×107个点 )模数转换器，

仪器的检测限大大降低，提高系统

的灵敏度。

●　独立的光源和光电模块：特殊

应用可选择特殊比色计：紫外 / 可

见分光光度计，火焰光度计，荧光

光度计，特殊电极等。

2. FUTURA 自动化程度在同类产
品中最高：

●　蠕动泵的自动开启、调节和关闭 

●　基线和灵敏度的自动设定和校正 

●　自动稀释 ( 需配 XYZ 取样器和

自动稀释器 )

●　自动识别样品 ( 需装配条码阅
读器 )

●　更为重要的自动开关主机或部

件，自动启动分析，分析完毕后可

自动清洗管路

●　自动打印并保存分析数据。 

3. 多样化自动进样器：

●　大容量 104 位 FUTURA 转盘式

自动进样器，带液晶显示，完全密

封，保证环境及试剂样品不受污染，

且试剂无挥发，各试剂和样品间无

交叉污染。

●　360位 XYZ型三维自动进样器，

可实现进样的自动可编程性。带 6

个样品架，移动式洗涤槽，自动稀

释器（可选）和条码阅读器（可选）。

4. 宏流和微流在同一台仪器上同时

体现：可根据样品测试的要求提供

微流或宏流，以最优化流量及试剂消

耗，并提供不同泵速来加快分析速度。

5. 最具人性化的管理软件 CFMV2：

CFMV2 软件的使得您利用连续流动

技术做的分析变得极其简单。集中

这些功能，CFMV2 能实时监控每一

分析运行过程，并能同时输入新的

任务请求，这个软件版本 (32 位格

式 ) 保证了所有模块 ( 自动取样器、

稀释器、控制平台 )之间良好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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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　水质分析 ：总酸度、ABVT、铝、氨、总凯氏氮 (TKN)、总氮 (TON)、T.O.C、钙、碳酸盐、氯酸盐、

氯化物、氯、六价铬、电导率、紫外活性成份、色度、铜、总氰或自由氰、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总硬度、铁、

氟化物、甲醛、联氨、苯酚、镁、锰、MBAS、硝酸盐、亚硝酸盐、可氧化性、pH 值、磷酸盐、总磷、

钾、硅酸盐、钠、硫酸盐、硫化物、硫代硫酸盐、尿素、锌

●　土壤和植物 ：铝、氨、总凯氏氮 (TKN)、生物量、C.E.C、碳酸盐、碳、氯化物、电导率、铜、铁、

苯酚、镁、锰、钼、硝酸盐、磷酸盐、总磷、钾、硅酸盐、硫酸盐、锌

●　烟草 ：山梨酸、氨、总凯氏氮 (TKN)、总氮 (TON)、挥发碱、还原性碳水化合物、总碳水化合物、氯化物、

总氰或自由氰、钼、尼古丁、硝酸盐、磷酸盐、总磷、钾、蛋白质、还原糖、总糖、硫酸盐、尿素

●　食品类 ：氨基酸、酒精、苦味、CO2、色度、密度、葡萄糖 / 果糖 / 蔗糖、苯酚、多酚、糖化力、

总 SO2、还原糖、总糖、α- 淀粉酶、β- 葡聚糖、柠檬酸、L- 乳酸、L- 苹果酸、酒石酸、氨、色度、总磷、

丙酮酸等

计算机 CFMV2 软件在 Windows 系统运行

尺寸

长×宽×高（cm） 重量

FUTURA 主机 24×65×41 17kg

FUTURA 自动取样器 51×56×41 21kg

XYZ 型自动取样器 54×52×40 14 Kg

稀释器 17×24×28 8 Kg

电源 110 ～ 230 VAC，50 / 60 Hz

20

可选附件 :

30 位自动取样器 CS9000 100 位自动取样器 自动稀释器

XYZ 自动取样器

蒸馏模块火焰光度计高压消解紫外消解

 全自动模块FUTURA  104 位自动取样器

产地与厂家：法国 Alliance 公司 / 意大利 AMS 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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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XIMA连续流动分析仪
PROXIMA Continuous Flow Analyzer

通过连续流动，分析检测实现了真正的完全自动化。通过优化这项技术的每个步骤，Proxima 为

许多实际应用提供了理想的解决方案。所有的这些方法符合当前的国际规范与标准。系统高度自动化、

模块化、集成化。可最多安装 5 个通道模块，形成多通道分析系统。

工作原理：

片断流技术的连续流动分析仪是利用连续流从各种试剂容器吸出的试样溶液，在流路系统中将试样与

试剂混和，最终到达检测器，完成检测的分析过程。整个过程完全自动化。超低检测极限、试剂消耗少，

已建立了 1000 多种应用方法，大部分是已经被各国际权威机构认可的分析方法。系统通道可以增加

到 5 通道，可以同时检测不同指标。

原理 利用连续流动技术使湿化学处理过程自动化

操作 同时多参数批处理

取样

分析速率：15 ～ 120 个样品 /hr ( 每通道 )

采样器容量：104 样品杯 ( 转盘式 104 杯型自动取样器 )；360 样品杯 (XYZ 型自动取样器 )

双针取样器：可选

样品体积：0.5ml ～ 10ml

样品鉴别：按数字和字母组合分类 / 条形码阅读器 ( 可选项 )

试剂柜（可选） 试剂盒：200ml ～ 1000ml 防渗漏：化学惰性物质塑料做成

蠕动泵
双精度泵；泵管数量：48 位；辅助阀：可选；

检漏器：可选；自动关闭：有 ；自动开启：有；流速：50 ～ 3000µl/min

测量方法 多种方析处理手段：注射、稀释、混合、停留、渗析、紫外消解、液 / 液萃取

比色计

标准光谱范围：340nm ～ 1100nm 类型：单色计或双色计
模数转换器：24 位

（1.68×107 分辨率）

波长范围：5mm ～ 50mm 流动池体积：1µl ～ 150µl 线性：0 ～ 2.5 吸光单位

脱气泡方式：机械法、软件控制或硬件气泡诊断电子法

其它检测器 紫外 / 可见分光光度计、荧光光度计、特殊电极（其它请另外查询）

计算机
CFMV2 软件配置要求 Pntium® 处理器（或同等性能处理器），操作系统需安装 Windows95® 或更高版本的微软操作系

统和 Linux® 操作系统 , 支持本地或网络打印。

订货信息：

Proxima 系统基本配置包括 Proxima 主机、自动进

样器和参数模块。

可选附件：（见 FUTURA 附件） 

●　将微流和宏流技术结合在同一台

仪器 ( 降低试剂消耗，减少废液的产生 )
●　同一机器最多可以同时安装 5 个测量模块

●　26 位泵管蠕动泵 (2×13)
●　高速测量 ( 最多可达 500 次测量 /hr)
●　参数模块化，5min 更换

●　高灵敏度，ppb 级检测限

●　符合 ISO，EPA，AFNOR，COFRAC 等标准

●　设计精巧紧凑 (75×50cm，包含试剂瓶体积 )，
保持实验室整洁有序

●　3 种脱气泡方法：机械、电子或软件法

●　XYZ 三维自动进样器，可实现进样的自动

可编程性

●　可选自动稀释溢出测量范围的样品

技术指标：

主要特点：

尺寸  长×宽×高（cm） 重量

FUTURA 自动取样器 51×56×41 21Kg

XYZ 型自动取样器 54×52×40 14 Kg

稀释器 17×24×28 8 Kg

电源 110 ～ 230VAC, 50/60HZ

产地与厂家：法国 Alliance 公司 / 意大利 AMS 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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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DIGEST智能电热消解仪
EASYDIGEST “Smart” Block Digestor

EASYDIGEST 智能电热消解仪，可自编加热程序，内嵌总凯氏氮 (TKN) 和总磷 (TP) 的消解程序。

可用于对植株、种子、饲料、食品、土壤、矿石等样品化学分析之前的样品消解前处理。

主要特点：

●　40 或 20 位消解器

●　对环境与农业样品酸化消解

●　增加快速样品准备的效率

加热单元

●　连续加热元件

●　加热温度高度一致

●　维持温度高度稳定 

Smart 控制器

●　液晶显示读取方便 

●　简单的按键便于设置程序

参数 

●　8 阶段温度控制，8 阶段驻

留时间，可程序设置每温度阶

段的上升速率 

●　快速闪存——不需要电池 

●　数字 PID(Propor t ional ,

integral, derivative) 温度控制

●　定时启动，运行结束报警

●　可程序设定高温断电

●　J 型热电偶

●　内置诊断功能：热电偶检查，

微处理器过载温度检测和保护，

微处理器与开关互相独立

重量
加热单元 30kg

控制器 4kg

尺寸 (高 x宽 x长 )
加热单元 21.6cm×34.3cm×50.8cm

控制器 17.1cm×15.2cm×25.4cm

温度

控制范围 50℃～ 400℃

分辨率 1℃

准确度 ±2℃

控制点振幅 低于±1℃

重复性 ±1℃

稳定性 ±1℃

温度变化速率 4℃ /min

电学方面

电压 208 ～ 240 VAC, 50 ～ 60 Hz 

电流 12 Amps @220V

加热单元保险 2 个 Amp 保险 @250V 

Smart 控制器保险 2 个 1 Amp 控制器电路板保险

专利的玻璃器具

客户可以选择

75 ml. EASYDigest 40 (40 tubes)

100 ml. EASYDigest 40 (40 tubes)

250 ml. EASYDigest 20 (20 tubes)

支架 消解、稀释、冲洗和传递的过程中用于容纳玻璃管。特殊的设计使消解期间温度变动最小化

固定盘 固定盘可以锁定整个仪器，以保证其可以上下旋转以促进清洁

产地与厂家：美国 Westco 公司 / 意大利 AMS 集团

性能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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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DIGEST JR 智能电热消解 / 蒸馏仪，内嵌氨、氮、苯酚、氰化

物、氟化物、总硫化物和酸可溶性硫化物蒸馏程序，以及总凯氏氮 (TKN)

和总磷 (TP) 的消解程序，可用于对植株、种子、饲料、食品、土壤、矿

石等样品化学分析之前的样品消解前处理。

主要特点：

●　10 位样品蒸馏或 20 位样品 TKN 和 TP 消解

●　最大的批处理系统

●　减少蒸馏时间

●　废液最少，处理成本最低

加热单元

●　连续加热元件

●　加热温度高度一致

●　维持温度高度稳定 

Smart 控制器

●　液晶显示读取方便 

●　简单的按键便于设置程序参数 

●　8 阶段温度控制，8 阶段驻留时间，可程序设

置每温度阶段的上升速率 

●　快速闪存—不需要电池 

●　数字 PID(Proportional, integral, derivative) 温

度控制

●　定时启动，运行结束报警

●　可程序设定高温断电

●　J 型热电偶

●　内置诊断功能：热电偶检查，微处理器过载检

测，冗余电路过载保护

技术指标：

产地与厂家：美国 Westco 公司 / 意大利 AMS 集团

重量
加热单元 34kg

控制器 4kg

尺寸 ( 高 x 宽 x 长 )
加热单元 27.9cm×66cm×50.8cm

控制器 17.1cm×15.2cm×25.4 cm

温度

控制范围 50℃～ 400℃

分辨率 1℃

准确度 ±2℃

控制点振幅 低于±1℃

重复性 ±1℃

稳定性 ±1℃

温度变化速率 4℃ /min

电学方面

电压 208 ～ 240 VAC, 50 ～ 60 Hz

电流 12 Amps @220V

加热单元保险 2 个 Amp 保险 @250V

Smart 控制器保险 2 个 1 Amp 控制器电路板保险

专利玻璃器具

蒸馏玻璃器具可用于以下分析氨、氰化物、氟化物、苯酚、总硫化物、酸可溶性硫化物，

要求 1 个 10 位的气体 / 真空分配集管。另外，提供所需全部软管。

消解 1 套 20 根定量 250ml 消解管

支架 消解、稀释、冲洗和传递的过程用于容纳玻璃管。特殊设计使消解期间温度没动最小化

固定盘 固定盘可以锁定整个仪器，以保证其可以上下旋转以促进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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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rateTM全自动滴定仪
Titrate™ System

滴定是化学分析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Man-Tech 公司的 PC-Titrate ™滴定系统是目前自动化程

度最高的滴定系统。Man-Tech 将软件与自动化结合，可满足各种用户的需要。

QC-Titrate ™ PC-Titrate ™主要特点：

●　真正的 X,Y,Z 随机进样，机器臂自动进样器：

●　在样品表格或方法中定义样品架位置

●　对不同样品位吸液管定义机械臂运行高度

●　可以采用滴定方法测量也可以采用离子电极

方法测量；

●　超高 1/48000 步进滴定注射器；

●　单个样品多参数分析 
●　高浓度样品自动稀释

●　相同样品杯重复分析

●　电导率测量与 pH 电极分开

●　清洗前或取下一个样前，分析容器自动完全

排干 ( 底部排水，非上部泵出，否则可能余留残液 ) 
●　可重复使用样品管 (50ml, 75ml, 或 125ml) 
●　完全软件控制 ( 无需键盘 ) 
●　自制离子校准标样

●　智能 IntelliRinse ™自动清洗系统 
●　建立校准区域

●　自动进样器样品架容量可选

QC-Titrate ™ PC-Titrate ™

滴定 & 离子分析 除了具备 QC-Titrate ™系统全部功能外，还具有：

回滴定能力 可连接 4×48,000 分辨率步进滴定管驱动器

内置滴定管驱动器，带 1×48,000 步进分辨率 可连接 4×TitraValve ™系统

2 个单独的电镀绝缘的测量电极输入 可连接多个 TitraSip ™模块

4 个数字控制泵控制输出 可连接 25 个试剂加样泵

多种样品处理 & 制备 可连接 4 个不同测量电极

可连接到任意一款大口杯自动进样器 可连接电导率 AssayPlus ™

可连接到任意一款 TitraSip ™自动进样器 可连接浊度 AssayPlus ™

热敏传感器测量温度 & 自动温度补偿 可连接色度 AssayPlus ™

探头支架：可根据样品杯和电极数量选

择探头支架。有以下 3 种支架供选择，

用户也可定制。

1 搅拌器、2 电极、1 电热调节器 & 5 分配管

1 搅拌器、3 电极、1 电热调节器 & 4 分配管

1 搅拌器、1 电极、1 电热调节器 & 1 分配管

烧杯型自动进样器：X,Y,Z 三维随机机械

臂自动进样器，完全软件控制 (无需键盘 )，
包括

标准型：18 x 300ml 烧杯 或 28 x 125ml 烧杯 或 55 x 50ml 样品管

大量型：25 x 250ml 烧杯 或 43 x 125ml 烧杯 或 104 x 50ml 样品管

巨量型：44 x 300ml 烧杯 或 65 x 125ml 烧杯 或 179 x 50ml 样品管

清洗站 ( 连接到泵 ) 使用智能 IntelliRinse ™系统，软件控制泵

烧杯样品架 附加清洗站，可选 1,2,3,4,5... 或更多

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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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与环境 ：pH、EC( 电导率 )、碱度 (p&m 碱度、

重碳酸盐、碳酸盐、羟 ( 基 ) 氢氧基 )、F-、Cl-、
硬度 (Ca2+ & Mg2+)、NH3、NH4

+、SO3
-、SO4

2-、I-、

CN-、SiO2
-、PO4

-、S2-、NO3
-、NO2

-、TKN、

残氯、色度、浊度、格兰氏 (Grans) 碱度、格

兰氏 (Grans) 酸度、土壤 pH、EPA、ASTM 和

标准方法

电镀技术 ：pH、游离酸、氰化物、镍、苛性物质等…

纸浆或造纸：卡伯值、K 值、ABC 液、白液、

黑液和绿液、苛性物质、氯、TAPPI

石油化工：TAN、TBN、H2S/ 硫醇、苛性物质、

MEA、MDEA、溴值、氯化物、ASTM 和 UOP
制药：维生素 C、pKa、氯化物、氧化还原、酸

/ 碱度、Ca2+ 、Mg2+、pH、I-、非水成分、USP 
和 AOAC
酒 类：pH、 总 酸 度、 游 离 的 & 总 SO2、F-、

AOAC
食品：pH、总酸度、氯化物 ( 盐 )、过氧化值

(PV)、游离脂肪酸 (FFA)、亚硫酸盐、柠檬酸、

磷酸、AOAC

类型 描述 应用

Titrate ™ Stand 
Alone

一次分析 1 个样品。不带自动进样器。包括
滴定台。可选样品吸扬式泵，加试剂泵，回
滴定和多个滴定管

●　环境 : pH, 碱度 , 电导率 , 硬度 , 氯化物 , 氟
化物 , 氨氮 , 浊度 , 色度

●　石油化工 :TAN, TBN, H2S/硫醇 , 苛性物质 , 
MEA
●　食品 / 酒 : pH, 总酸度 , 盐度
●　制药 : pH, 维生素 C, 氯化物

Titrate ™ 
TitraSip ™ SA

带 TitraSip ™模块和进样站。可人工进样或
自动进样器自动进样，软件设置自动测量，
近线分析 )

●　环境 : pH, 碱度 , 电导率 , 硬度 , 氯化物 , 氟
●　化物 , 氨氮 , 浊度 , 色度
●　食品 / 酒 : pH, 总酸度 , 盐度
●　电镀技术 : 游离酸 , 锌 , 镍

Titrate ™ Beaker 
Autosampler

烧杯型自动进样器系统，直接在样品杯中进
行滴定或离子分析。由于使用大口径的样品
杯 / 大口杯，探头支架可容纳 2 电极 , 1 搅
拌器 , 5 分配管和 1 电热调节器，或固定 3
电极 ,1 搅拌器 , 4 分配管和 1 电热调节器。
一次测量可完成滴定、离子分析、浊度、色
度等。进样器样品架容量：18 ～ 65 样品

●　环境 : pH, 碱度 , 电导率 , 氟化物 , 氨氮 , 浊
度 , 残氯 , 总硬度

●　石油化工 :TAN,TBN
●　纸浆 & 造纸 : 卡伯值 , 碱度 , 酒精
●　化学药品 : 苛性物质 , 酸 / 碱
●　制药 : 酸 / 碱 , 维生素 C, 氯化物 , 非水物质
●　食品 / 酒 : pH, 亚硫酸盐 , 总酸度 , 氯化物

Titrate ™ Tubes 
Autosampler

管型自动进样器系统，为了增加自动取样器
上滴定和离子分析容量， Man-Tech 设计一
款探头支架可容纳 1 电极 , 1 搅拌器 , 1 分
配管和 1 浊度 / 色度分析管。可直接在标准
50ml 的离心管进行自动滴定或离子分析。
也可同时进行浊度和色度分析。进样器样品
架容量：55 ～ 179 样品

●　环境 : pH, 碱度 , 浊度 , 色度

Titrate ™ 
TitraSip ™ 
Autosampler

TitraSip ™ 容器进样器系统，可直接在
TitraSip ™容器中测量，或同时在样品杯和
TitraSip ™容器中测量。由于 TitraSip ™样
品吸液管取样，因此可在同一样品杯中进行
多参数分析。它也具立即重复分析和自动稀
释功能。1 个批次可分析达到 179 个样品

●　电镀技术 : 游离酸 , 锌 , 镍
●　环境 : pH, 碱度 , 电导率 , 硬度 , 氯化物 , 氟
●　化物 , 氨氮 , 浊度 , 色度
●　食品 / 酒 : pH, 总酸度 , 盐度
●　制药 : pH, 维生素 C, 氯化物
●　电镀技术 : 游离酸 , 锌 , 镍

订购信息：

可选附件：

应用领域与检测参数：

11

滴定阀 蠕动泵 色度控件 浊度控件 温度控制架 剂量泵

产地与厂家：加拿大 Man-Tech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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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raSip SA™多参数分析仪
TitraSip SA™multi-Parameter Analysis System

TitraSip SA 是专为环境和酒实验室使用设计的一款台式多参数滴定 / 离子分析系统，一般用于每

天几个样品测量。该系统自动吸取样品，进行多参数分析，将分析后样品直接排到废液站，自动清洗

分析容器和探头，保存探头在存储溶液。TitraSip SA 可执行多种滴定和非滴定分析。这是常规自动滴

定仪所做不到的 !

●　通过美国 EPA 环境技术计划认证 (ETV)；

●　自动吸液管 / 液体处理，可用于在线分析；

●　可通过以下方法分析样品：

●　滴定

●　电导率

●　离子选择电极 (ISE) 分析 ( 如 Fl，NH3)

●　浊度

●　色度 ( 如色度，PO4)

●　UV ( 如 NO3，苯酚 )

●　溶解氧 (DO)

●　自动清洗分析容器，电极，电热调节器和探头

●　多参数测量

●　创建样品批次非常容易，TitraSip SA 自动提

示用户准备下一个样品

●　将 TitraSip near-line 系统连接到一个流动系

统，自动执行预定分析。如无人值守每 30min 分

析一次 pH，电导率，碱度和浊度

●　 符 合 EPA， 标 准 方 法，ASTM，AOAC 和

AOCS 方法

●　增加 SmartCalTM 系统，可预先设置自动校准

●　能升级和增加自动进样器 / 增加测量参数

应用领域：

●　市政环境实验室

●　电镀实验室

●　小型应用实验室

●　排放物测试实验室

●　小规模商业性环境实验室

●　酒类实验室 ( 一般分析 pH，总酸度 (TA)，挥发性酸 (VA)，游离 SO2 和总 SO2，还原性糖等 )

订购信息：

TitraSip SA 包括以下配置：

1.PC Titrate 软件，接口，样品承载台及附件

2.ManTech’s 48,000 分辨率步进滴定管驱动器 ( 工业上分辨率最高 )

3.1 个 10ml 或 25ml 可互换滴定管

4.TitraSip 模块，包括：

a) 吸液管 / 液体处理泵

b) 双通道清洗泵

c) 分析容器

d) 排放阀

产地与厂家：加拿大 Man-Tech 公司

主要特点：



PC-BODTM全自动BOD分析仪
PC-BODTMSystem

BOD 是评价水体中有机物含量的最常用指标，测量方法非常简单，但是由于步骤繁琐，需要非常

仔细的操作，所以很多实验室测量结果并不理想。

Man-Tech 公司一直致力于自动化测量仪器，推出的 PC-BOD 系列 BOD 测量仪可以帮助您轻

松而准确的测量 BOD。PC-BODTM 全自动 BOD 分析仪设计采用国际公认方法。包括 EPA 标准方法

5210B， 第 20 版和第 21 版，同时也符合中国的国标方法。仪器自动清洗，稀释，做空白和对照，

自动加种子和抑制剂。而且拥有灵活而强大的 PCBODTM 软件，可根据实验室需要灵活设定实验方案，

且操作十分简单和准确。

主要特点：

●　采用方法符合 EPA 和中国国家标准；

●　PC-BOD 可以同时控制清洗泵、稀释泵、种

子泵和抑制剂泵；

●　清洗，稀释，加种，加抑制剂，校准，做空

白对照完全自动化；

●　可以同时分析 BOD 和 CBOD；

●　根据时间和日期，实时浏览测量结果；

●　测量期间和测量完成后，能进行再分析；

●　系统使用 ManTech 标准接口，可以连接所有

的 Man-Tech 设备。

技术指标：

溶解氧
测量范围：0 ～ 60mg/L；分辨率：0.01mg/L；准确度：±0.1%

测量范围：0 ～ 600% 空气饱和度；分辨率：0.1%；准确度：±0.1%

温度 测量范围：-5℃～ 50℃；分辨率：0.1℃；准确度：±0.1℃

自动进

样系统

样品架容量 24×300ml 瓶 (PC-BODTM) 11×300ml 瓶 (PC-BODTM-Mini) 15×300ml 瓶 (PC-BOD SATM)

内置集成模块带清洗泵、液位传感器和 BOD 探头搅拌器控制

清洗泵：速率：260ml/min

种子泵和抑制剂泵：速率：12ml/min，输液体积：3 ～ 10ml 试剂

稀释泵：速率：620ml/min

PC-BOD ™兼容 YSI 52 和 5100 型溶氧仪

订购信息：

订货号 配置说明

PC-BODTM 系统

PBM271BOD/40A PCBOD, 溶氧仪 , BOD 探头 , 软件 , 自动进样器 , 2×24 样品架 , 清洗泵 , 稀释泵 , 种子泵 , 抑制剂泵

PBM271BOD/30 PCBOD, 溶氧仪 , BOD 探头 , 软件 , 自动进样器 , 2×24 样品架 , 清洗泵 , 稀释泵 , 种子泵

PCM271BOD/20 PCBOD, 溶氧仪 , BOD 探头 , 软件 , 自动进样器 , 2×24 样品架 , 清洗泵 , 稀释泵

PBM271BOD/10 PCBOD, 溶氧仪 , BOD 探头 , 软件 , 自动进样器 , 2×24 样品架 , 清洗泵

产地与厂家：加拿大 Man-Tech 公司

根据是否配置自动进样器，系统可分为两类 (BOD 瓶需另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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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BOD-Titration-DUO BOD滴定双系统
PC-BOD-Titration-DUO System

Man-Tech 的 BOD 滴定双系统是 Man-Tech 的全新产品，是 Man-Tech 液体测量技术

的集大成者，也是 Man-Tech 标准化设计的产物。

双系统功能非常强大，既可以进行 BOD 测量，又可以进行滴定或者离子电极测量，几

乎可以测量环境实验室中所要测量的所有参数。

因为两个系统应用同一个的控制单元和自动进样器，所以成本会大大的降低。

因为 BOD 的测量需要有人值守，而滴定的测量是不需要值守的，所以用户可以选择在

白天进行 BOD 的测量，在夜间选择无人值守的滴定测量，所以在使用上可以做到物尽其用。

因为双系统，功能强大，成本较低，充分利用测量时间，所以是每一个环境实验室的首

选产品。

内置滴定管驱动器，带 1×48,000 步进分辨率

可连接 4×48,000 分辨率步进滴定管驱动器

可连接 4×TitraValve ™系统

可连接多个 TitraSip ™模块

可连接 25 个试剂加样泵

可连接 4 个不同测量电极

可同时控制清洗泵、稀释泵、种子泵和抑制剂泵

可以同时分析 BOD 和 CBOD

系统使用 ManTech 标准接口，可以连接所有的 Man-Tech 设备

技术指标：

订货指南：

PC-BOD/Titrate Duo with AutoMax73 带 73 位进样器的 BOD 滴定双系统

PC-BOD/Titrate Duo with AutoMax122 带 122 位进样器的 BOD 滴定双系统

●　泵和电极需要另外选配

29

产地与厂家： 加拿大 Man-Tech 公司

主要特点：

●　具有 PC-BOD 和 PC-Titrate 的全部功能；

●　方法符合 EPA 标准和中国国家标准；

●　滴定和 BOD 测量模式转换方便；

●　可以选择 73 位或者 122 位进样器；

●　仪器运转过程中可以随意添加样品；



1

YSI 是全球最权威的水质分析仪制造商，产品遍布全球，其中 6 系列多参数水质分析仪是 YSI 最

核心的产品。6 系列产品坚固耐用、使用灵活、维护方便，各种传感器（内置的深度传感器除外）均

可在现场更换、校准和维护，既可以进行调查式测量，也可以长期定点监测。而且根据用户的不同需求，

6 系列的仪器可以选择不同的配置（6600V2-4、6600V2-2、6820、6920、600 等），为用户提供了

最大的灵活性。

YSI 6系列多参数水质监测仪
YSI 6-Serier Multi-parameter Water Quality Meter

产品特点：

●　多参数同时监测；

●　内置电池和内存，支持长期无人值守定点监测和剖面测量；

●　传感器可以现场更换，使用灵活；

●　最多可同时使用 4 个光学传感器，特别适合淡水中绿藻，蓝藻的监测，可用于水华预警；

●　传感器器符合 EPA 和国家标准，数据权威可靠；

参数 测量范围 分辨率 准确度

光学溶解氧

(%空气饱和度 )
0 ～ 500% 0.1%

0～ 200%：±1%读数或 1%空气饱和度，以较大者为准

200～ 500%：±15%读数

光学溶解氧

(mg/L)
0 ～ 50 mg/L 0.01mg/L

0 ～ 20 mg/L：±1% 读数或 0.1 mg/L，以较大者为准

20 ～ 50 mg/L：±15% 读数

温度 -5 ～ 50℃ 0.01℃ ±0.15℃

电导率 0 ～ 100 mS/cm 0.001～ 0.1mS/cm ±0.5% 读数 +0.001 mS/cm

酸度 0 ～ 14 0.01 ±0.2

氧化还原电位 -999 ～ 999 mV 0.1 mV ±20 mV

盐度 0 ～ 70 ppt 0.01ppt ±1% 读数或 0.1 ppt，以较大者为准

深度

0 ～ 9.1 m（透气式水位）

0 ～ 9.1 m（浅水）

0 ～ 60 m（中度水位）

0 ～ 200 m（深水）

0.001 m

±0.003 m（0 ～ 9.1 m）

±0.02 m（0 ～ 9.1 m）

±0.12 m（0 ～ 61 m）

±0.3 m（0 ～ 200 m）

浊度 0 ～ 1000 NTU 0.1NTU ±2% 读数或 0.3NTU，以较大者为准

罗丹明
纯染料：0 ～ 200µg/L
工作单位：0 ～ 1000µg/L

0.1µg/L ±5% 读数或 1.0µg/L，以较大者为准

6 系列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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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测量范围 检出限 分辨率 线性

叶绿素
0 ～ 400µg/L
0 ～ 100RFU

0.1µg/L
0.1µg/L

0.1% RFU

R2 ＞ 0.9999
（与罗丹明连续稀释相关

0 ～ 500µg/L）

蓝绿藻 - 藻蓝蛋白
0 ～ 280,000 cells/mL

0 ～ 100RFU

220 cells/mL
（对铜绿微囊藻培养的

估计值）

1 cell/mL
0.1 RFU

R2 ＞ 0.9999
（与罗丹明连续稀释相关

0 ～ 400µg/L）

蓝绿藻 - 藻红蛋白
0 ～ 200,000cells/mL

0 ～ 100 RFU

450 cells/mL
（对含有蓝绿藻的藻红

蛋自培养的估计值）

1 cell/mL
0.1 RFU

R2 ＞ 0.9999
（与罗丹明连续稀释相关

0 ～ 8µg/L）

快速脉冲溶解氧

(% 空 气 饱 和 度 ) 0 ～ 500% 0.1%
0 ～ 200%：±2% 读数或 2%
空气饱和度，以较大者为准；

200 ～ 500%：±6% 读数

快速脉冲溶解氧

(% 空气饱和度 )

快速脉冲溶解氧

(mg/L)  
0 ～ 50 mg/L 0.01 mg/L

0 ～ 20 mg/L：±2% 读数或

0.2 mg/L，以较大者为准；

20 ～ 50 mg/L：±6% 读数

快速脉冲溶解氧

(mg/L)

氨 / 铵氮 0 ～ 200 mg/L-N 0.001 ～ 1 mg/L-N
±10% 读 数 或 2 mg/L-N，

以较大者为准
氨 / 铵氮

硝酸盐 0 ～ 200 mg/L-N 0.001 ～ 1 mg/L-N
±10% 读 数 或 2 mg/L-N，

以较大者为准
硝酸盐

氯化物 0 ～ 1000 mg/L 0.001 ～ 1 mg/L
±15% 读数或 5 mg/L，以

较大者为准
氯化物

1. 所有光学探头的最大测量深度为 61 m（浊度、叶绿素有适应 200 m 水深传感器可选）；

2. 可同时提供比电导度（修正至 25℃的电导率）、电阻率和总溶解固体的数据输出，这些参数是根据水和污水测试行业标

准（Standard methods for the Examination of Water and Wastewater）的方程式由电导率计算出来；

3. 使用 AMCO-AEPA 聚合物标准；

4.RFU=Relative Fluorescence Units 相对荧光单位。

5. 离子选择电极（氨 / 铵氮、硝酸盐、氯化物）工作水深为 15m，不适合长期监测使用，只可用于淡水。

YSI 6600V2-4多参数水质监测仪
YSI 6600V2-4 Multi-parameter Water Quality Meter

6600V2-4 是 6 系列仪器中的一款旗舰级产品，新型探头底座上有 4

个光学端口。除了可以测量温度、电导率、酸碱度、氧化还原电位和深度外，还可同时监测 ROX 光学溶解氧、

叶绿素、浊度、蓝绿藻与罗丹明 WT 中的 4 个参数。内置电池室与非散失性内存，适用于长期现场监测与剖面

分析，特别适合于有害藻华监测与生态研究。

31



6600V2-2 是一款适用于多点采样测量、长期现场监测与剖面分析的多参数仪器，可同时监测多

达 15 项参数，具有 90 天电池寿命与 9 组探头结构，其中包括 2 个供 ROX 光学溶解氧、浊度、叶绿素、

蓝绿藻或罗丹明 WT 探头安装的光学口。

YSI 6600V2-2多参数水质监测仪
YSI 6600V2-2 Multi-parameter Water Quality Meter

产品特点：

●　光学传感器自带清洁刷，有效消除气泡、减少污染对测量的影响，同时也不受外界光线干扰

●　快速脉冲溶解氧，YSI 独有技术，读数不易受污染影响，有效延长维护周期，30 天校准漂移低

于 5%；无流速依赖性，无需搅拌，真实反映静止水体的过饱和现象

●　光学溶解氧，传感器自带校准参数，无需换膜，维护周期达 1 年

1

●　电缆类：

a) 校准电缆：不防水，实验室校准、传输数据使用

b) 野外电缆：IP69 级防水，不同长度可选 ( 需要选配与电脑或电源连接的 6095B 型适配器 )

c) 透气电缆：IP69 级防水，选择透气式水位时使用

显    示 320×240 像素超大 VGA 液晶显示，4 LEDs 背光

键    盘 手机式 20 键键盘

电    池 4 节 2 号碱性电池，可连续供电 30hr；或镍氢电池（可选）

内    存 标准内存：可存放 150 组数据；

大容量内存 1.5 MB，可存放 50,000 组数据

气 压 计（可选） 测量范围：500 ～ 800 mmHg

分辨率 0.1 mmHg；准确度：±3 mmHg

接    口 MS-8，符合 IP-67 防水规格

通    讯 RS-232 ；NMEA0183，需要 GPS 和 YSI 6115 电缆（可选）

尺寸重量 22.9 cm×11.9 cm；0.91kg（含电池）

工作温度 -10℃～ 60℃

产地与厂家：美国 YSI 公司

订货指南：

●　探头类：温度 / 电导率复合探头；pH 或 pH/ORP 复合探头；深度探头；ROX 光学溶解氧探头；

浊度探头；叶绿素探头；蓝绿藻探头；罗丹明探头。

●　校准液：根据选择的探头，选择相应校准液。

●　显示与记录系统：YSI 650MDS，可记录实时数据、校准 6 系列仪器、设置仪器以及上传数据到

计算机等，专为野外使用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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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与厂家：美国 YSI 公司

●　叶绿素，提供现场监测，探测浮游植物的叶绿素状况，用于预测藻类生长状况和水营养状况

●　除深度传感器外，其余探头均可在现场更换、校准和维护

●　非散失性存储器，数据不会断电而丢失，存储多达 150,000 个读数

●　RS-232/SDI-12 接口，可直接连接计算机、绝大部分数据采集平台、水质自动监测站和遥测系统

订货指南：

●　探头类：温度 / 电导率探头；pH/ORP 探头；快速脉冲溶解氧探头；氨 / 铵氮探头；硝氮探头；氯

离子探头；深度探头；ROX 光学溶解氧探头；浊度探头；叶绿素探头；蓝绿藻探头；罗丹明探头。

●　校准液：根据选择的探头，选择相应校准液。

●　显示与记录系统：YSI 650MDS。

●　电缆类：校准电缆、野外电缆、透气式电缆。

6820V2 是一款适用于江河、湖泊、湿地、河口、海岸等处进行多点采样与剖面分析的经济型数

据记录系统，最多可同时监测多达 14 项参数。不带电池室，适用于污水厂曝气池溶解氧、污泥（浊度）

监测和随机水质检测，并可集成在水质监测站、水质监测浮标或其他监测系统。

6920V2 与 6820V2 的区别是内置电池室，适用于野外连续自容式长期监测。

YSI 6820/6920 V2多参数水质监测仪
YSI 6820/6920 V2 Multi-parameter Water Quality Meter

6820/6920V2 均有两种版本：

●　6820/6920 V2-1 有 1 个光学口，同时具有温度 / 电导率、pH/ORP、深度、快速脉冲溶解氧和 3

个离子选择电极。

●　6820/6920 V2-2 有 2 个光学口，同时具有温度 / 电导率、pH/ORP、深度和 1 个离子选择电极。

产地与厂家：美国 YSI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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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

11

YSI 公司秉持不断满足客户新需求的经营理念，历经数年研制与客户测试的新产品平台——YSI 

专业系列手持式野外 / 实验室多参数水质分析仪隆重上市了。YSI PRO Plus 为 YSI 专业系列中测量

功能最全、性能最佳的一款仪器，其外形匠心独具、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防水等级高于 IP67、耐碰撞；

所有探头均可在野外自行更换；是野外仪器与实验室仪器的完美结合。

Proplus多参数水质分析仪
Proplus Mult-iParameter WaterQuantity Analyzer

●　全中文显示，内置详细的帮助信息。

●　电缆、探头均可在野外自行更换，无需工具

●　主机、电缆、探头三体分离：同一主机可配不同长度的电缆以满足不同的

应用需要

●　防水等级超越 IP67，电池仓与仪器主体各自水密分隔，即使电池仓进水也

不影响仪器电路。

●　接头的电缆部分可耐受 30 万次弯折，经久耐用。不锈钢探头保护套，坚固

耐撞，更易于沉入水中。

●　多种参数选择，包括溶解氧、BOD、酸碱度、氧化还原电位、电导、氨氮、

硝氮、氯化物和温度。选配灵活，可按照您的应用需求选配主机、电缆和探头

●　超长保修期：主机三年，电缆二年。

主要特点：

参数 测量范围 分辨率 准确度

溶解氧 (% 空气饱和度 )
溶解氧 ( 毫克 / 升 ) 

0 至 500%
0 至 50mg/l

0.1% 或 1% 空气饱和度

0.01 或 0.1mg/l 可选

0 至 200%： 读数之±2% 或 2% 空气

饱和度，较大者；200 至 500%：读数

之±6%
0 至 20 mg/l：读数之±2% 或 0.2mg/l
20 至 50 mg/l：读数之±6%

温 度 -5 至 +70℃ 0.01℃ ±0.1℃ 

电导率 0 至 200 ms/cm 0.001 至 0.1 ms/cm 读数之±0.5% 或 0.001ms/cm 较大者

盐 度 0 至 70ppt 0.01ppt 读数之±1.0% 或 0.1ppt 较大者

酸碱度 0 至 14 0.01 ±0.2 

氧化还原电位 -1999 至 +1999 mv 0.1mv ±20 mv 

总溶解固体 0 至 100 g/l 4 位数 

氨氮 0 至 200 mgN/l 0.001-1 mg/l （量程） 读数±10% 或 2 mg/l，较大者

硝氮 0 至 200 mgN/l 0.001-1 mg/l （量程） 读数±10% 或 2 mg/l，较大者

氯化物 0 至 1000 mg/l 0.001-1 mg/l （量程） 读数±15% 或 5 mg/l，较大者

气压计 375 至 825 mmHg 0.1 mmHg ±3 mmHg

补偿功能 自动高度补偿、自动盐度补偿和自动温度补偿

尺 寸及 重 量 21.6×8.3×2.3 cm，475g（含电池）

电 源 2 节 2 号碱性电池

电 缆 备有 4 米、10 米、20 米和 30 米可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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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与厂家：美国 YSI 公司



RiverSurveryor S5/M9 声学多普勒水流剖面仪 采用全新的电子电路、全新的硬件和软

件以及全新的数据通讯和船体，专为河流流量测验而设计。S5 专为较浅河道设计，性价比高，

M9 面向较深的大河设计，功能最为强大。S5/M9 体积小巧、功能强大、易于操作，是迄今

为止世界上最先进的一套测流仪器。

S5、M9 声学多普勒水流剖面集成系统
S5、M9 Acoustic Doppler Current Profiler 

—河流与水道的瞬时流量监测

●　独特的多频率换能器配置，可自动转换单元大小、工作频率、采样频率和工作模式，以

最优化的系统配置和最佳分辨率精确完成从浅水到深水的连续测量。

●　流速的测量范围为 ±20 米 / 秒、精度高达 ±0.25％、最小测量距离仅为 0.06 米，而最

大水深测量范围可达 80 米 (M9)，如此优越的性能是目前没有一台水流剖面仪可以比拟的。

●　独有的垂直超声波波束，直接精确测量水深与河床断面。

●　内置微处理器直接计算流量并保存数据，无需依靠外部程序，数据也不会因通讯中断而丢失。

●　自动选择脉冲相关技术的采样模式，确保浅水测量时，获取最高分辨率的测量性能。

●　全新的 RiverSurveyor Live 软件用于下载、查看和分析数据文件，不仅能在计算机上运行，

还能在手机中操作。

●　独有的 RTKGPS( 实时动态定位系统 ) 在走底情况下可替代底跟踪，获得高精度的大地

参考坐标位置，同时扩大测流范围 ( 高达 80 米 )。

●　运用多项先进的通讯技术，如蓝牙、扩频无线电台和手机，从而大大提升系统性能，并

扩展用途。

●　电源 / 通讯：

支持 S5 和 M9，可预装蓝牙、无线电台、

VTGGPS 和 RTPGPS 等选配件。

●　船体：

S5 和 M9 既可灵活地安装在船只侧面，

亦可安放在单体船或三体船上。

●　手机操作：

RiverSurveyorLive 软件不仅能在计算机

上运行，还能在手机中操作。

●　RTK GPS：

在走底情况下替代底跟踪。使用简单，测

量精度高 (0.03 米 )，全集成的定位系统。

特点：

强大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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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规格 S5 M9

流速

测量范围 - 距离 0.06 米至 5 米 0.06 米至 30 米

测量范围 - 流速 ±20 米 / 秒 ±20 米 / 秒 

分 辨 率 0.001 米 / 秒 0.001 米 / 秒

准 确 度 实测流速之±0.25％；±0.002 米 / 秒 实测流速之±0.25％；±0.002 米 / 秒 

单元数量 高达 128 高达 128 

单元尺寸 0.02 米至 0.5 米 0.02 米至 4 米

换能器配置
5 个换能器 :4 个倾角 25°的 3.0MHz
对称波束 ;1 个 1.0MHz 垂直波束

9 个换能器 :4 个倾角 25°的 3.0MHz 对称波束 ;4 个倾角

25°的 1.0MHz 对称波束 ;1 个 0.5MHz 垂直波束

深度

测量范围 0.2 米至 15 米 0.2 米至 80 米

分 辨 率 0.001 米 0.001 米

准 确 度 1％ 1％

流量

带底跟踪的测量范围 0.3 米至 5 米 0.3 米至 30 米

带 RTK GPS 的测量范围 0.3 米至 15 米 0.3 米至 80 米

流量计算 内部完成 内部完成

温度传感器：

分 辨 率：0.01℃ 

准 确 度：±0.1℃

罗盘 / 倾斜传感器：

测量范围：360° 

航向准确度：±2° 

横摇 / 纵摇准确度：±1°

内存 ( 非散失性 )：8GB

电源：

工作电压：12-18 伏 直流 

类型：可充电 

容量 / 连续工作：8 小时 

(4 小时 @RTKGPS) 

通讯：

RS232 通讯 

RS232 串口 GPS 输入 

最大数据输出频率：2Hz 

内部采样频率：高达 70Hz

无线通讯选项 /GPS 选项：

蓝牙 ( 手机使用 )：60 米 
蓝牙 ( 笔记本使用 )：200 米 
扩展频谱无线电台：2000 米 
GGA/VTGGPS 准确度：亚米级 
RTKGPS 准确度：0.03 米

船体选项：

双船体 
三体船

环境：

工作温度：-5℃至 45℃ 
存储温度：-10℃至 70℃

物理参数：

RiverSurveyor S5
尺寸：6.1 厘米 ( 入水部分直径 )； 
12.7 厘米 ( 下直径 )；25.4 厘米 ( 高 ) 
重量：1.1 公斤 ( 空气中 )；-0.3 公斤 ( 水中 )

RiverSurveyor M9
尺寸：12.8 厘米 ( 直径 )；25.2 厘米 ( 高 ) 
重量：2.3 公斤 ( 空气中 )；-0.6 公斤 ( 水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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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Tracker 是一款特别为野外使用者设计的无可比拟的低流速和浅水测流 ADV，能在野外运用

中提供实验室精度的流速数据，是日常流量检测和特殊水文应用的最佳测量工具。FlowTracker 的自

动流量计算方法，包括基于 ISO/USGS 标准的部分中间法、部分平均法和日本方法。使用随赠的软件

包，能够快速下载和报告数据。

FlowTracker 主要应用于天然溪流、沼泽、灌溉、明渠、水处理、堤坝、水槽和洪水，尤其适用

于湿地生态系统特殊环境下的浅水低流速测量。

“水流探索者”手持式声学多普勒流速仪
FlowTracker Handheld ADV 

—浅水、湿地的最佳测量方案

主要特点：

技术指标：

探头工作频率 10MHz

流速测量范围 0.001 ～ 4.0m/s

分辨率 0.0001 m/s

准确度 所测流速之±1%，0.0025 m/s

测点位置 中心换能器前方 10cm

电源 8 节 5 号碱性电池，可连续工作 25hr

重量 1.8kg

探头宽度 130 mm

手持终端防水规格 1m 水压

工作 / 存储温度 -20℃～ 50 ℃

内存 4MB，可记录 64 次流量测量或存储 150,000 多个独立的流速样本

数据补充文件 高达 20 组，包括测验时的水位、额定流量、时间标记和用户注释

QA/QC 自动计算流量的不确定性以达到 ISO/US GS 标准

通讯协议 RS-232

订货信息：

标准配置包括：手持终端、二维 ADV 探头、温

度传感器、2m 电缆、用于浅水流量测量的

WadeADV 软件、用于通讯的 FlowTracker 视窗

软件、操作手册、耐固防水仪器携带箱

可选：

●　二维 / 三维侧视式 ADV 探头

●　三维俯视式 ADV 探头

●　3m 电缆

●　2 段顶置式测杆（1.2m），用于安装

手持终端和探头

●　无与伦比的浅水低流速测量性能 ( 可测水深浅

至 2cm，可测最低流速 0.001m/s)

●　记录每次测量中变化的水位、额定流量

●　液晶屏实时显示流速流量，同时具有背光功能

●　轻巧、坚固、防水（主机水下 1 m）

●　无需再校准，可随时进行测量

●　非散失性内存，数据不会因电池能量耗尽而遗

失或破坏

●　内置温度传感器，分辨率为±0.1 ℃

●　二维或三维流速测量自由选择

●　2 段顶置式测杆（可选），方便用户测量

产地与厂家：美国 Sontek / YSI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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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 声学多普勒流速仪最初是 SonTek 公司为美国陆军工程兵团

水道实验室设计制造的，该流速仪运用声学多普勒原理，采用遥距测

量的方式，对位于探头一定距离处的采样点进行测量。如今，ADV 已

成为水利、水文实验室以及野外流速测量的标准仪器。

ADV点流速仪
SonTek ADV™ Acoustic Doppler Velocimeters 

技术指标：

性能指标 MicroADV ADV

工作频率 16 MHz 10 MHz

采样频率 0.1 ～ 50 Hz 0.1 ～ 25 Hz

采样单元 0.09 cm3 0.25 cm3

换能器到采样单元距离 5 cm 5 或 10 cm

分辨率 0.01 cm/s

准确度 所测流速的 1%，0.25 cm/s

可编的流速范围 3,10,30,100,250 cm/s

最大深度 60 m

探头主体规格 28.6 cm×5.1 cm（可转换为加宽型）

探杆长 25cm,40cm 或 1m 电缆

电池容量 无

工作温度 -5℃～ 45 ℃

存储温度 -10℃～ 60 ℃

温度传感器 分辨率 0.01℃；准确度±0.1℃

罗盘 / 倾斜传感器
分辨率 : 航向、纵摇、横摇 0.1° ; 准
确度：航向±2° , 纵摇、横摇±1°

输入功率 12 ～ 24 VDC

功耗 2.5 ～ 4.0 W（工作）；1mW（休眠）

订购指南：

●　16MHz 实验室 ADV 系统，其探头通

过可湿水结合连接头和 10m 电缆与安装

在一个防泼溅箱子内的数据处理器连接，

还包括内置温度传感器、软件、工具包、

500mL 反射种材、24V 电源及 10m 供电

/ 通讯电缆 (RS-232)。

●　10MHz ADV 系统，自容式处理器安装

在防泼溅箱子内，或通过 3m 电缆安装在

防水圆筒内 (500m 防水规格 )，还包括内

置温度传感器、ViewHydra 后处理软件、

工具包、500mL 反射种材、24V 电源及

10m 供电 / 通讯电缆 (RS-232)。

可选件：

●　四种探头：三维俯视、三维仰视、二

维侧视、二维／三维侧视

●　温度传感器、罗盘传感器、多台传感

器同步的模拟输入模块（Multi Port）

主要特点：

●　遥距测量，不干扰流场

●　测点可以离边界非常近 (mm 量级 )

●　可用于极低流速测量

●　声学逆向散射强度数据，标定后用来确定水体中悬沙浓度

●　探头与电缆分体设计，便于更换和维修；水密接头

●　恒久工厂校准，无需用户周期性校准

实验室声学多普勒流速仪

16MHz MicroADV 用于实验室平均流速、边界

层流速、紊流（雷诺应力）及波浪谱测量，小

于 0.09 cm3 的采样体积和高达 50 Hz 采样频率，

是低流速和紊流研究的理想实验室仪器。

现场型声学多普勒流速仪

10MHz ADV 用于现场平均流速和紊流（雷诺应

力）测量，既适用于实验室也适用于野外现场测

量，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和可靠性。

产地与厂家：美国 Sontek / YSI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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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标和浮动平台监测系统
Buoys And Floating Platforms Monitor System 

监测浮标是一种现代化的水体监测手段。采用浮标观测技术，可全天候、连续、定点地

观测气象、水文等内容，并实时将数据传输到岸站。作为完整环境监测系统的一部分，YSI

水质浮标和浮动平台主要由浮体、监测仪器 ( 多参数水质仪、 营养盐仪、气象仪、水文动

力学仪 )、集成单元、数据传输单元、供电单元 ( 电池组和太阳能供电系统 )、系泊装置、

保护单元 (GPS、雷达反射器、灯标、报警 ) 组成，可远程实时监测水质、气象、海流等多

种海洋监测数据。

应用领域：

●　水质动态监测

●　水文调查与监测

●　赤潮预报

●　蓝绿藻预报

●　突发性污染事故预警

●　专题研究

●　污染源调查

●　氮磷时空分布

浮体

美国 NOAA 航标首选材料超强离子泡沫胶聚合体

高浮力 / 重量比，便于布放和维护

耐受恶劣气候能力强

系统带有密封防水电器室，电器室不锈钢桶底部透过稳定硾直接与海水接触，可平衡

桶内的温度

自体防撞性极好，使用寿命长，安装牺牲阳极，仪器不受电解腐蚀

抗生物附着、低维护

各种型号可选，用于各种用途

集成单元

可接入多参数仪器、营养盐仪器、气象仪器、测流仪器

数据采集和控制

大容量闪存，断电数据不丢失

低耗电、低故障率

兼容性和扩展性好

数据传输单元
CDMA/GPRS 通讯：数据传输快捷，保密性强，实时性好，低功耗、低费用

卫星通讯

供电系统

MSX20R 型太阳能板：保护电路，抵受海洋腐蚀性环境，耐磨、耐刮、耐碰撞，大功

率，寿命长

高能免维护蓄电池

系留系统 多种锚缆结构：锥形锚、霍尔锚、块状锚、铁链、尼龙缆、弹性缆

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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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单元

GPS- 全球定位仪

同时跟踪 12 颗卫星，无使用费用 实时监测经纬度，精度小于 15m

脱离预设范围报警：防偷盗、防锚缆断裂、防意外事件

雷达反射器：有效反射面积 10.8m2

警示灯标

能见度 5.5km 闪烁间隔程序设定

6 灯泡轮式结构，自动切换 符合海事部门要求

LED 太阳能一体灯

报警
超限自动报警：GPS、溶解氧、叶绿素、氮、磷

报警信号送指定电话：即时采取措施

型号 说明 配置

EMM 2000
海岸带监测浮标，大型浮标，用于恶劣

环境下长期检测
包括浮体、电子设备、三脚架 / 塔、30W 太
阳能板和 66AH 充电电池

选配：

数据采集系统、通信系统、系留系统

EMM 1000 大型浮标，用于恶劣环境下长期检测

EMM 700 用于浅水长期检测

EMM 550 用于浅水长期检测

EMM60
Handy 便携式浮标，设计紧凑，便于

回收、安装和短期监测

0.5m 直径浮体，数据采集器，9AHr 充电电池，

5.8W 太阳能板，GPRS 通信系统，探测器电

缆 & 数据收集软件

订货信息：

产地与厂家：美国 YSI 公司

水质分析仪 ( 叶绿素、蓝绿藻、浊度、溶解氧、

电导 ( 盐度 )、温度、pH、ORP)
营养物检测仪 ( 硝酸盐、亚硝酸盐、氨氮、

正磷酸盐、硅酸盐、总磷、总氮 )

流速流向（表层流、剖面流）、非方向波 气象监测仪器，可测量风速、风向、

温度、湿度、气压、雨量

可选监测仪器：

2

EMM60

EMM550&700

EMM10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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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YSI 新推出的一款独特的水质数据采集系统—EcoMapper ™ AUV( 自动水下

滑翔机 )，配合 YSI 6- 系列传感器使用，为研究人员和科学家又提供了一种新的

数据收集平台，该平台具有无比的灵活性和卓越的性能。该仪器可测量达 10 个

水质参数，并可连续测量达 10hr。

ECOMAPPER AUV水下滑翔机 
ECOMAPPER 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cle

—专业的水质分析与水下地形高精度制图

●　船首整合传感器包括 YSI 传感器防

水隔壁、深度测探器和 PAR 端口等 8
个传感器和侧扫声纳 ( 可选 )

●　水下滑翔机由一个人很容易即可操作

●　锂电池—运行时间长 (8hr 以上 )
和充电快，运行速度 2 ～ 4 节 (1 节

=1 海里 /hr)

●　Wi-Fi 通 信 和 GPS 导 航，GPS 
(WAAS) 定位—数据校正速率 1 Hz

●　无须工作船艇和辅助人员即可开展

大区域调查

●　提供经过水体水平和垂直位面的数据

●　提供地理相关的数据

●　功能强大且操作简单——最小的操

作培训

●　低维护成本—维护、修理和改进

●　坚固、轻便的碳纤维和海洋级铝

材构建

●　可从岸上或小船上投放

●　近海岸测量深度——海湾、江河、

湖泊 ( 深度可达 55m)

●　内嵌水分探测器，带自动防故障的

紧急浮力装置，保证故障设备回收

●　集成位置声波发射器

●　直观的任务软件可进行快速、简单

的调查计划的设计和实施

●　可选 GEO/NOS 格式的 NOAA 或

USGS 海图 ( 甚至全球定位卫星图片 )

●　用户选择测量深度、速度、传感器

和 poling 频率等

●　建立任务文件和采集数据，易于取

回数据

●　随时终止或修改调查计划

●　很容易重新设置新计划和传感器

( 定义软件界面 ) 

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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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参数
温度、电导率、比电导率、盐度、电阻、TDS、TSS、pH、ORP、ROX ™光学溶解氧、浊度、叶

绿素、蓝 - 绿藻 ( 海水或淡水 )、罗丹明、深度、PAR ( 上视和下视 )

尺寸 直径：14.73 cm，长度：52.6 cm

重量 ( 空气 ) 20.4 kg

推进系统 2 刃铸铜螺旋推进器

续航能力 2.5 节速度续航 8hr

速度范围 1 ～ 4 节

控制 4 个独立控制位面

外部连接 数据：无线 802.11g 以太网 ( 可达 200m 通信距离 )；动力：2 针 DC 负荷电压

导航 航迹推算定位；水面差分 GPS 定位

跟踪 内部数据记录；可变程精度

传感器 温度、电导率、深度、高度和三维数字罗盘

软件 Microsoft Windows——增强型操作系统，图形用户界面导航套间，任务计划软件

能量 600 WHrs 可充电锂电池 (>300 cycles)

电子设备 低功率 X86 处理器；80 GB 硬盘驱动器，用于数据收集

通信 2.4 GHz 无线连接，水面下载任务和上传收集数据

传感器 光学溶解氧、浊度、叶绿素荧光、蓝 - 绿藻荧光、pH 和 ORP

侧扫声纳 图象 330 kHz 或 330/800Hz

安全系统 安全漂浮紧急空气包回收系统

技术指标：

应用领域：

●　绘制藻类爆发图

●　研究风暴影响

●　研究水质及点源和非点源污染的影响

●　研究水质的水平和垂直变化

●　选择饮用水源取水最适宜入水口

●　为何时和多久进行化学处理或预处理提供数据依据

产地与厂家：美国 YSI 公司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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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参数
温度、电导率、比电导率、盐度、电阻、TDS、TSS、pH、ORP、ROX ™光学溶解氧、浊度、叶

绿素、蓝 - 绿藻 ( 海水或淡水 )、罗丹明、深度、PAR ( 上视和下视 )

尺寸 直径：14.73 cm，长度：52.6 cm

重量 ( 空气 ) 20.4 kg

推进系统 2 刃铸铜螺旋推进器

续航能力 2.5 节速度续航 8hr

速度范围 1 ～ 4 节

控制 4 个独立控制位面

外部连接 数据：无线 802.11g 以太网 ( 可达 200m 通信距离 )；动力：2 针 DC 负荷电压

导航 航迹推算定位；水面差分 GPS 定位

跟踪 内部数据记录；可变程精度

传感器 温度、电导率、深度、高度和三维数字罗盘

软件 Microsoft Windows——增强型操作系统，图形用户界面导航套间，任务计划软件

能量 600 WHrs 可充电锂电池 (>300 cycles)

电子设备 低功率 X86 处理器；80 GB 硬盘驱动器，用于数据收集

通信 2.4 GHz 无线连接，水面下载任务和上传收集数据

METEODATA 2000系列农业小气候站 
METEODATA 2000 Agro-forest Weather Station

农业小气候是以农作物所处的地点为起点，一般测量高度不超过 10m，水平方向上可以从几米到

上百米。主要测量指标包括：空气温度、相对湿度、风速 / 风向、太阳总辐射、降雨量、土壤温度和

土壤水分等常规气象参数。也可以选择 ET0、叶片湿度、土壤水势、净辐射和 PAR 等参数。

另外，GEONICA 在当地气象信息基础上，结合使用国际上广泛认可的生物模型，提供大量的作

物疾病预报软件包，还提供精确的灌溉软件包，用于土壤水分蒸腾蒸发损失和土壤水分管理，进行霜

冻和微气象预报等。

数据采集器

输入通道 8 个，16 个或 24 个模拟差分输入通道

数字输入通道 2 个微型数字输入继电器 (10 个可选 )，( 抗 4000V 绝缘 )

数字输出通道 2 个微型数字输出继电器 (7 个可选 )，( 抗 4000V 绝缘 )

脉冲通道 (16 位 ) 用于雨量，风速和其它类似的带脉冲或频率输出的传感器

存储器 内置非易失性 64Mb 闪存 ( 可选 128Mb)，20 位分辨率模数转换器

通信端口 标准 4 个通信端口，可选 6 个

信号接口

电压信号 ±2.5mV ～±2500mV，可扩展到±5000mV 以上

电流信号 0 ～ 20/4 ～ 20mA

电阻信号 PTC，NTC 和 Pt-100 型电阻器，用于连接温度测量、电热调节器和压电式传感器

通讯适配器 ( 可选 ):RS-232/USB 电缆、GSM 调制器 ( 内置 )、GPRS 调制器 ( 内置）

工作环境温度：-30℃～ +70℃

主要应用：

订购信息：

●　METEODATA 3000C或METEODATA 2000C
●　传感器

可选配置：

●　远程无线传输装置

产地与厂家：西班牙 Geonica 公司

●　作物病虫害早期预测

●　土壤水分信息 & 灌溉管理

●　早期霜冻 & 微气象信息预报

●　作物蒸腾蒸发监测

主要特点：

●　高数据存储容量 ( 标准 64M，可选 128M)
●　可连接所有类型传感器，数字的、模拟的、

特殊协议的智能传感器

●　内部包括一个 12V 7Ah 的蓄电池和连接太阳

能板的充电控制器

●　极低的功耗 (12VDC 下，工作状态为 10mA，
空闲节电模式为 1mA)
●　内部快速连接终端，连接所有的传感器，太

阳能板，可使用的网络，无线传输机，天线等

●　多种通讯方式 ( 手机 GSM，GPRS，点对点

无线，因特网连接，卫星传输等 )
●　可独立地为每一个通道编程报警设置，若出

现某个关键参数值超范围或检测到特定危险信

息，会生成 SMS 提示信息发送到用户手机或

Email 发送给维修人员

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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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NICA 3000系列科研级气象站 
GEONICA 3000 Series Scientific Weather Station

GEONICA3000 系列科研级气象站是能够测量、存储、处理并

传输数据和图像的研究级自动观测系统。该气象站专门设计为野外

或无人职守的环境安装和使用。可建立一个由一些野外台站和中心

基站组建的系统或网络。中心基站接收，显示，存储所有接收信息。

GEONICA 的 3000 系列数据采集系统有超强的内部模型功能，

能对采集的数据进行计算，从而对未来的气象变化做出准确的预报。

应用领域： 
●　综合气象观测

●　农业小气候研究

●　农林小气候综合观察研究

●　农林生态环境观测研究

●　环境梯度监测

●　辐射观测

●　蒸腾蒸发观测

●　植物生理研究 

订货信息：

●　METEODATA 3000C 系列自动气象与水文站

●　METEODATA 2000C 系列自动气象与水文站

可选件：

●　"VT"：控制面板，带键盘和 LCD 显示器

●　"ES-107"：扩展板，可扩大 10 个数字输入，7 个数字输出

●　"AAT"：远程报警器

●　"AM"：扩展闪存，可扩展到 128M

●　"GPS"：全球定位仪

●　GEOCAM-3000W：网络摄像仪

●　远程无线传输设置

产地与厂家：西班牙 Geonica 公司

主要特点：

●　可选 (4×20) 的液晶显示器，集成 18 按键的覆膜键盘

●　高精度 (20 位的模数转换器 )
●　高数据存储容量 ( 标准 64M，可选 128M)
●　可连接所有类型传感器，数字的、模拟的、特殊协议的智能传感器

●　可连接低功耗网络摄像机，用于获取和传输图片信息

●　内部包括一个 12V 7Ah 的蓄电池和连接太阳能板的充电控制器，或 220V 交流电输入通路。也可

选用外置电源

●　极低的功耗 (12VDC 下，工作状态为 10mA，空闲节电模式为 1mA)
●　内部快速连接终端，连接所有的传感器，太阳能板，可使用的网络，无线传输机，天线等

●　多种通讯方式 ( 手机 GSM，GPRS，点对点无线，因特网连接，卫星传输等 )
●　设备的所有输入输出线路的内部保护

●　可独立地为每一个通道编程报警设置，若出现某个关键参数值超范围或检测到特定危险信息，会生

成 SMS 提示信息发送到用户手机或 Email 发送给维修人员

●　内置钟可与 GPS 接收器 ( 可选 ) 自动同步时间

●　可直接与可变信号标志相连接。当出现恶劣天气时，为大众显示相关文字信息或图形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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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器

输入通道 8 个，16 个或 24 个模拟差分输入通道

数字输入通道 2 个微型数字输入继电器 (10 个可选 )，( 抗 4000V 绝缘 )

数字输出通道 2 个微型数字输出继电器 (7 个可选 )，( 抗 4000V 绝缘 )

脉冲通道 (16 位 ) 用于雨量，风速和其它类似的带脉冲或频率输出的传感器

存储器 内置非易失性 64Mb 闪存 ( 可选 128Mb)，20 位分辨率模数转换器

通信端口 标准 4 个通信端口，可选 6 个

信号接口

电压信号 ±2.5mV ～±2500mV，可扩展到±5000mV 以上

电流信号 0 ～ 20/4 ～ 20mA

电阻信号 PTC，NTC 和 Pt-100 型电阻器，用于连接温度测量、电热调节器和压电式传感器

频率信号、周期信号、电平信号、继电器连接 ( 簧片继电器，电压继电器和固体继电器 )、带通讯协议的智能传感器、读取和

传输静态图像的网络摄像机

传输速度 1,200 ～ 115,200 波特率，用户编程控制

通讯协议 :TCP/IP、SMS 短信息，传送警告和报警信息给手机、GEONICA 协议、SDI-12、Modbus、GPS 和用于带特殊协议

的 Smart 传感器

通讯适配器 ( 可选 ):RS-232/USB 电缆、GSM 调制器 ( 内置 )、GPRS 调制器 ( 内置 )、光纤 ( 内置或外置 )、无线调制器 ( 内
置或外置 )、以太网 ( 内置 )、SDI-12 串口连接 ( 内置 )、Wi-Fi 无线传输 ( 内置 )、蓝牙 ( 内置或外置 ) 和卫星 ( 内置或外置发射器 )

工作环境温度 :-30℃～ +70℃

传感器 ( 详见各种传感器技术规格 )

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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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传感器技术规格 
型号 名称 性能指标

风速风向传感器

05103 风速风向传感器
风速：量程：0 ～ 100m/s，精度：±0.3m/s，启动风速：1m/s
风向：量程：0 ～ 360° , 精度：±3° , 启动风速：1m/s,10°位移

WO-II 二维超声风速仪
风速：量程：0 ～ 65m/s，精度：±2m/s，分辨率：0.01m/s
风向：量程：0 ～ 359°，精度：±2%，分辨率：±1°

85000 超声风速仪
风速：量程：0 ～ 70m/s，精度：0.1m/s，分辨率：0.1m/s
风向：量程：0 ～ 360°，精度：±2°，分辨率：±1°

温度和相对湿度传感器

41382VC 温湿度传感器
温度：-50℃～ +50℃，精度：0.1℃
相对湿度：0 ～ 100%，精度：1%

STH-5031 温湿度传感器
温度：-30℃～ +70℃，精度：0.1℃
相对湿度：0 ～ 100%，精度：±3% (0 ～ 92%)，±5% (92 ～ 98%)

土壤 & 水温传感器

ST01 土壤和水温传感器

适用于极端环境，污染土壤等。量程：-60℃～ +150℃，保护：IP-68 等级，精度：

±2.25℃ ( 可选 ±0,15℃ )，传感器类型：Pt100，2 或 4 线，电缆：3m，需要 2
模拟通道

降水传感器

52203/2 翻斗式雨量桶
WMO 规范标准，52202 带加热功能。分辨率：0.1mm，精度：2%(25 mm/hr); 

3% (50 mm/hr)，收集面积：200cm2，加热时耗电 18W，固定于 25.4mm

辐射传感器

LI-200SZ 总辐射传感器

高稳定性硅光电传感器，蓝光增强型。光谱范围：300nm ～ 1100nm，灵敏度：

典型 90µA/1000 W/m2，线性度：1% (3000 W/m2)，响应时间：10µs，操作温

度：-40℃～ +65℃ 

LI-190SA PAR 传感器
量程：400nm ～ 700nm，响应时间：10µs，操作温度：-40℃～ +65℃，绝对校准：

± 5%，灵敏度：5µA/1000µmol m-2 s-1



型号 名称 性能指标

PSP 精确光谱辐射计 ISO class 2，光谱范围：285nm ～ 2800 nm，量程：0 ～ 2000 W/m2

IR02 地面辐射强度计
远红外辐射观测 (FIR)，光谱范围：4500nm ～ 50000nm，量程：-1000 ～ +1000 
W/m2，温度传感器：Pt 100

RA01 二元辐射传感器

二元日辐射强度计和地面辐射强度计。日辐射短波强度计 (SW)：光谱范围：

305nm ～ 2800 nm。地面辐射长波强度计 (LW)：光谱范围：4500nm ～ 50000 
nm，温度传感器：Pt100，加热：1,6 W @ 12V ( 可选 )

NR01 四元辐射传感器

2 个短波 (SW) 和 2 个长波 (LW-FIR) 传感器，测量辐射收支 ( 净辐射 )。日辐射强

度计 (SW)：光谱范围：305nm ～ 2800 nm。地面辐射强度计 (LW)：光谱范围：

4500nm ～ 50000 nm，温度传感器：Pt100，加热：1.6 W @ 12V ( 可选 )

NIP 直接太阳辐射计 缝角度：5º 43’ 33”

热通量传感器

HFP-01 热通量传感器 量程：+2000 ～ -2000 W/m2，灵敏度： 50µV/ W/m-2，精度：±5% 

HFP01SC 自校准热通量传感器 量程：+2000 ～ -2000 W/m2，灵敏度： 50µV/ W/m-2，精度：±3% 

大气压传感器

61202 大气压传感器 量程：600 ～ 1100mb，精度：± 0.3hPa，输出信号：0 ～ 5V

蒸发传感器

TEV-1206 蒸发盘 “A”级玻璃纤维蒸发盘，尺寸：254mm×1206mm 直径

255-110 水位传感器 量程：0 ～ 25cm ( 水位 ) ，精度：0.25% ( 电位输出 )

CombiMET 组合多参数传感器
风速：0 ～ 60 m/s( 超声 )，风向：0 ～ 360º ( 超声 )，雨量：撞击检测，大气压：

600 ～ 1100 mb，气温：-50℃～ +60℃，相对湿度：0 ～ 100%，露点

土壤水分和叶片湿度传感器

EC-5 土壤水分传感器 量程：0 ～ 100% VWC，精度：±3%，长度：5 cm，5 m 电缆

LWS-200 叶片湿度传感器
电源：2.5 VDC @ 2 mA ～ 5 VDC @ 7 mA，信号输出：320～1000 mV @ 3V激发，

操作温度：-20℃～ 60℃，响应时间：10s

CO2 传感器

LI-820 CO2 传感器 量程：0 ～ 2000 ppm，分辨率：1ppm

雪深传感器

SON-62 超声雪深传感器
非接触连续超声雪深传感器，量程：0 ～ 7 m，电源：24 VDC (16 ～ 36 VDC)，
信号输出：4 ～ 20 mA，分辨率：1 mm

PULS-61 雷达雪深传感器
非 接 触 雷 达 雪 深 / 水 位 传 感 器， 量 程：0 ～ 10 m 或 0 ～ 20 m， 电 源：

12 ～ 24VDC，信号输出：4 ～ 20 mA，精度：±3mm

能见度传感器

SENTRY-SVS1 能见度传感器

量 程：30 m ～ 16km， 精 度：± 10% RMSE， 输 出：0 ～ 10 V (0 ～ 5 V 
或 RS-232 可 选 )， 电 源：10 ～ 36 VDC 或 100 ～ 240 VAC 可 选， 操 作 温

度：-40℃～ +60℃

PWD-10 能见度传感器
量程：10 ～ 2000 m，降水灵敏度：10min 内 0.05 mm/h，天气类型：雨 , 毛毛雨 ,
混合雨雪 , 雪 , 雾 , 薄雾 , 霾 ( 烟、沙 ) 和晴天

PWD-12 能见度

和天气现象传感器

能见度量程：10 ～ 2000 m，降水灵敏度：10min 内 0.05 mm/h，天气类型：雨 ,
毛毛雨 , 混合雨雪 , 雪 , 雾 , 薄雾 , 霾 ( 烟、沙 ) 和晴天

CL31 激光云高计 量程 0 ～ 7.5 km，分辨率：5m

放射性环境辐射传感器

R503X-SL Gamma 辐射传感器
检测器：正比计数管带能量补偿过滤器，量程：10 nSv/h ～ 15 mSv/h，能量范围：

6 KeV ～ 1.2 MeV，大小：Ø 76×500 mm 

水位传感器

PDCR-1730 水位传感器 带 10m 通气式电缆，压力补偿，精度：± 0.25% F.S，量程：0 ～ 200 m 

PULS-61 雷达水位传感器
非 接 触 雷 达 雪 深 / 水 位 传 感 器， 量 程：0 ～ 10 m 或 0 ～ 20 m， 电 源：

12 ～ 24VDC，信号输出：4 ～ 20 mA，精度：±3mm

水质传感器

CS-304 多参数水质传感器
采用 YSI-6600 多参数水质分析仪，可测量 PH 电导率、ORP、浊度溶解氧、叶绿

素等 17 个水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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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therHawk便携式自动气象站
WeatherHawk Portable Weatherstation

WeatherHawk 系列气象站广泛的应用于科学研究、环境监控、水土资源

管理等领域。可同时测量气温、相对湿度、气压、降雨量、太阳辐射强度、风向、

风速等多项常规气象指标，还可计算并输出土壤水分蒸发蒸腾损失总量 (ET)值，

可用于灌溉控制。

具有高度可靠性和长期免维护等特点。

主要特点：

指标 WeatherHawk232 WeatherHawk500 系列

风速
量程：0 ～ 210 mph
分辨率：1.75 mph
技术：三杯风速计

量程：0 ～ 134 mph；分辨率：0.22 mph (0.1 m/s) 
精度：±0.67 mph (±0.3m/s) 或±2% 以上；
技术：超声波传感器

风向
方位角：0 ～ 360°；响应时间：250ms；
精度：±2°；分辨率：1°；风向标

方位角：0 ～ 360°；响应时间：250ms
精度：±2°；分辨率：1°；超声波传感器

大气压
量程：15 ～ 115kPa
精度：<±1.5 kPa@0-85℃

量程：60 ～ 110kPa
精度：±0.05kPa @0-32℃
分辨率：±0.1kPa @-52 ～ +60 ℃

空气温度
量程：-40℃～ 50℃，
精度：±0.5℃
分辨率：0.1℃

量程：-52℃～ 60℃
精度：±0.3℃ @-40 ～ 52℃
分辨率：0.1℃

相对湿度
量程：0 ～ 100% RH
精度：±3%@0-90%RH；±5%@90-100%RH；

量程：0 ～ 100%；
精度：±3%@0-90%RH；±5%@90-100%RH
分辨率：0.1% 

太阳辐射
量程：0 ～ 2000 W/m² 
精度：<±2.5%

量程：0 ～ 2000 Wm-2

精度：<±2.5%
光谱范围：300nm ～ 1100 nm

降雨量
量程：0 ～ 76.2mm/hr
精度：1mm
分辨率：1mm

量程：0 ～ 200 mm/hr 
精度：<5%
分辨率：0.01 mm

技术指标：

订货信息：

●　232 型：包括主机、传感器（温度、相对湿度、风速、风向、降雨量、大气压、

太阳辐射）、RS-232 数据传输线、5W 太阳能板 1 套、外置电池 1 个、数据软件 1 套。

●　510/511 型：直接连接型 500 系列气象站，通过气象站下方 RS-232 串性数据 I/O 接口与电脑连接。

511 型在传感器头上整合一个可控温的加热器元件，使超声波风传感器和压力雨量传感器在 –52℃以

上免受冰雪损伤。 

●　520/521 型：无线传输型 500 系列气象站，使用工业级 916MHz RF 传输技术与电脑无线连接。

521 型在传感器头上整合了可控温的加热器元件，使超声波风传感器和压力雨量传感器在 –52℃以上

免受冰雪损伤。

产地与厂家：美国 WeatherHawk 公司

●　整合的 32K 数据采集器可保存 60 天数据 ( 假定 1hr 采样间隔，包括全部 7 个参数和 ET)

●　WEATHERHAWK 500 系列利用立体传感器，无运动部件。立体传感器较传统气象站具更流畅的

外形设计，具更高的可靠性和精度，需要的维护和检查更少，更加坚固，不易于受到风载物体伤害，

不会受到强降雪或严寒条件导致冰霜的损伤 ( 注意：在下雪或严寒地区，必须使用 511/521 带加热传

感器型的气象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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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stograph® 树木针测仪，是目前国际上常用的木材无损检测仪器。由于其优异的性

能，在林学和生态学研究中也有广泛的应用。

树木针测仪
Risistograph Drill Device

1

微型探针 1.5mm

探测深度 45cm( 标准 )，30cm ～ 100cm 可选

刺入速度 可达 50cm/min

分辨率 0.1mm 或 0.01mm

探测管直径 75mm

重量 3kg

内置打印机 1:1 输出

数据存储 可达 500 剖面，并可下载至 PC

DECOM 分析软件 图形显示，文件编辑，数据分析，可与其它程序转换数据

技术指标：

订货信息：

树木针测仪有专业型和科学型、木材用和树木用等多种型号可选，系统主要包括：

●　电钻主机：不包括钻头

●　电源组：包括 12V 电池、控制电子元件，数据闪存，内置打印机

●　仪器与电源组连接线

●　DECOM 分析软件

●　电池背包和运输箱及工具

可选配件：

●　钻头

●　热敏打印纸
产地与厂家：德国 Rinntech 公司

工作原理：

通过电脑控制电子传感器的钻刺针，刺入木材或树木，并同时测量受到的阻力，根据阻力

的变化，可以利用软件分析出树木的内部结构如腐烂或空洞情况、材质状况、生长状况。

应用领域：

●　用于树木或木材的木质评价

●　木质建筑状态检测

●　简便的年轮学研究

●　用于行道树、公园古树和森林危险树木的侦测

●　可以方便和精确的探测树木的内部结构、材质状况和生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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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BOTOM® 是一款新型的脉冲式树木断层成像仪，可利用应力波，拟合成图形显示测

量树木或伐木的内部腐烂、空洞和破裂等内部状态，评估树木的安全情况，确定树木或木

材的质量。

通过 Arboradix 模块，也可以探测受损的树根。

脉冲式树木断层成像仪
Tree Tomography Analyzer

工作原理：

多功能传感器可以发送并接受声学脉冲信号，在树木上安装多个传感器，可以测量声学脉冲

信号在各传感器点之间传播的速度。腐烂或者中空的木材传播速度要比正常树木慢很多，通

过软件将其转化为彩色图表，使得分析更直观方便。

主要特点：

●　精确定位木材有缺陷的部位

●　彩色图像快速显示测量结果，易于理解

●　强大的树木安全评价工具 

●　非破坏性现场测量

●　可使用掌上电脑或笔记本电脑控制 

●　可 2 维或 3 维测量并显示树木或伐木的内部状况 ( 直径不受限制 ) 

●　操作简单、快速

●　文件存贮所有测量值及评估步骤

●　可增减传感器数量（2 ～ 24 或更多）

订货信息：

●　有基本型、专业型、精确型或 3 维等多种系统可选，包括：

●　多功能传感器（2 ～ 24 个或更多）

●　连接电缆，锤子及专用工具

●　分析软件和手册

●　电池

●　运输箱

可选：

●　附加软件模块：显示时刻图表模块或 3-D 模块

产地与厂家：德国 Rinntech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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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TAB 是一款数字式年轮分析工作台，既分析树木生长锥样芯也可以分析年轮盘片。

该仪器为防水构造、结构坚固，设计上符合人体力学，易于操作。与 TSAP 软件配合使用，

年轮分析功能强大，广泛应用于树木年代学、森林生长、生态学地理形态学以及城市树木

存活质量等方面的研究。

LINTAB年轮分析仪
LINTAB Tree Rings Analyzer

1

工作原理：

通过精确的转轮控制配合高分辨率显微镜定位技术，使得年

轮分析精确、简单、稳定， 操作分析结果交由专业软件统计、

分析，结果稳定，全球统一标准。

技术指标：

●　标准测量长度：560mm，可选 200mm ～ 2000mm

●　标准分辨率：1/100mm，可选 1/200mm， 1/400mm， 1/1000mm

●　标准敏感度 ( 样品每轮移动 )：5mm，可选 2.5mm， 10mm 

●　样品重：可达 50kg

订货信息：

●　LINTAB 数控测量台 

●　TSAP 标准年轮分析软件，具测量与编辑功能

●　立体显微镜 (Leica) 

●　显微镜摇臂支架 

可选件：

●　高分辨率显微镜，可以将分辨率提高到 1/1000mm

●　延长线型工作台，可以将测量长度增加到 1m

●　高移动精度线型工作台，可以将测量移动精度提高到 2.5mm

●　90°等径伞齿轮装置，可使手柄置于年轮分析平台前端

●　专业版或科学版年轮分析软件，统计分析功能增强

●　植物生长锥，直径 5mm，长度 150mm ～ 400mm，规格 2 线或 3 线可选

产地与厂家：德国 Rinntech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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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ONSTATION 年轮工作站是目前年轮研究中功能最强大的仪器，它可以测量年轮密

度，木质部导管直径，密度，排列次序等指标，而且有着 20µm 的超高分辨率。结合近年

的气候和植物生长数据，可以完美的反推出历史的气候和植物生长情况。

最新型 LIGNOSTATION 树木年轮工作站，不仅包括测量设备，还包括表面抛光等预处

理设备，确保树木年轮变化和木材密度的测量的高精度。系统运用高频射线取代 X 射线作

为扫描探针，增加实验工作的安全性。

LIGNOSTATION年轮工作站
Lignostation High Frequency Wood Density System

工作原理：

系统运用高分辨率的数字化高频射线探针扫描，并结合显微照相探头，对树木生长锥样芯或

年轮盘片进行树木年轮与密度的测定。

主要特点：

●　高分辨率的扫描系统 

●　无需加装胶片

●　自动化的系统 

●　设计精巧，结构紧凑

●　易于操作

●　安全：使用高频射线替代 X 光射线，不会有 X 射线的放射危险

使用一个高频电子传感器进行密度测定 ( 不使用 x- 射线放射原 )

图像分辨率 <= 20µm(=1/50mm)

使用高精度的照相机进行光学扫描

测量对象 树木生长锥样芯，以及树木年轮盘片

最大测量长度 500mm

技术指标：

●　LignoTrim：高精度的木材表面切割器

●　LignoScan：高精度的电磁木材密度扫描仪

●　LignoScop：高精度的木材表面显微照

相扫描仪

●　LignoVision：图象分析的软件

●　可根据使用目的进行配置：

●　表面抛光：LignoStation + LignoTrim

●　密度分析：LignoStation + LignoTrim + 

LignoScan

●　光学分析：LignoStation + LignoTrim + 

LignoScop

●　 光 学 与 密 度 分 析：LignoStation + 

LignoTrim + LignoScan + LignoScop

产地与厂家：德国 Rinntech 公司

订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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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部栓塞是木本植物在遭受水分胁迫时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研究发现木质部边材抗栓塞能力

与树木耗水性和抗旱性之间关系非常密切，研究树木的耐旱性 ( 耐旱和抗旱 )，可防止木质部空穴和

栓塞的发生，从而保证树木在干旱胁迫下木质部水分运输机能的正常运行。XYL’EM 是一款性能非

常卓越，能测量植物片段的导水率和栓塞速率的设备，整个系统置于一个便携箱，12V 直流供电，温

度补偿，可用于实验室或野外测量。LCD 液晶显示器显示流量、压力和水温。

木质部导水率与栓塞测量系统
XY’LEM Hydraulic Conductance And Embolism Measurement System

1

工作原理：

XYL’EM 测量系统采用参比“水压”法，先测量一段样品的导

水率，然后用脱气水在一定压力下连续灌注样品使之水分饱和，

这种灌注排泄或溶解包含在栓塞木质部导管中的空气。起始导

水率 / 全饱和导水率的比率给出栓塞水平的定量值。XYL’EM
内部集成 1L 压力瓶，可在低压下工作 (100mbg)，或在高压下

工作 (HPFM) ( 典型 3bar，可达 7bar)。

流量测量

原理：热导式质量流量计

量程：0.1 ～ 5,0.2 ～ 10,0.4 ～ 20,1 ～ 50,2 ～ 100g/h H2O

精度：±1% ( 全量程 ); - 可调范围：1 ～ 50

低压生成与测量
原理：水柱

量程：典型 1 ～ 7 kPa ( 最大 10kPa);- 精度：±0.2kPa

高压生成与测量
原理：压力室 ;- 量程：一般可达 3bar，最大 7bar

精度：±1% ( 全量程 )

温度
传感器：Pt100 探针 ;- 量程：0℃～ 50℃

精度：±0.2℃

供水系统

高压
容器容量：1L

最大容器压力 :3bars( 如果去除过滤器可达 7bars)

低压
容器容量：100ml

最大容器压力：1m 水柱 ;- 水过滤器：0.2µm

机械性能

主机箱：IP65

大小尺寸：461mm×347mm×206mm

重量 ( 空容器 )：10kg

电子性能
供电：12V DC; - 电流消耗：900mA

接头：3 针插头

电脑连接

( 可选 )

数模转换 (15bits 分辨率 ) 和 RS-232 数据线传输数据到计算机

XYL’EM 软件可适于 DOS 和 Windows 系统，软件可收集

数据、计算校正和确定栓塞因子

技术指标：

订货信息：

●　XYLEM 导水率测量系统

可选件：

●　DATAXYL：RS-232 数

据系统，带数据处理软件

和数据线

●　LIQUIFLOW： 备 用 的

液体流量计，可在不同流

量范围操作

●　COMPXYL： 便 携 式

7bar 压缩机，野外操作，

12V DC 供电

●　FILTERS：0.2µm 过滤

器 (50 个 / 盒 )

主要特点： 
●　无需购买高压气工作，节省成本

●　气泵低压操作，操作安全

●　无需排气，操作简单，易于使用

●　高度集成，便于实验室或野外使用 

●　可应用于各种植物 

●　软件分析和可选电脑通信 

产地与厂家：法国 BRONKHORST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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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面积指数 (LAI) 与植物冠层吸收的光合有效辐射分量 (FPAR) 在生态学与气候学中是重要的生物

物理参数，是陆面过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结构参数，是表征植被冠层结构最基本的参量之一，它控

制着植被的许多生物物理过程，如光合、呼吸、蒸腾、碳循环和降水截获等。TRAC 是一款基于林窗

比例的新技术测量植物冠层的仪器，可野外便携测量叶面积指数 (LAI)，冠层林窗大小 (GAP SIZE)，

林窗比例 (GAP FRACTION) 和植物冠层吸收的光合有效辐射分量 (FPAR) 等技术指标。

TRAC植物冠层分析仪
Tracing Radiation And Architecture Of Canopy Meter

工作原理：

系统运用高分辨率的数字化高频射线探针扫描，并结合显微照相

探头，对树木生长锥样芯或年轮盘片进行树木年轮与密度的测定。

主要特点：

●　消除对叶片丛生效应和非随机分布的测量误差

●　不存在上下辐射测量不同步问题，对高大冠层不需要找空地

参照测量或测量滞后影响

●　不受样地大小局限

●　全天候测量，不受传统林窗比例原理测量要求光线均一影响

●　完全集成于一个手柄，便于携带和野外操作

●　可测量叶面积指数 (LAI)，冠层林窗大小 (GAP SIZE)，林窗比例 (GAP FRACTION) 和植物冠层    

吸收的光合有效辐射分量 (FPAR) 等技术指标

光学测量和数据采集单元高度一体化集成

3 个 PAR 传感器 400nm ～ 700nm

9V 电池和 3V 锂电池

内置 512K 内存

操作简单方便、成本低

软件界面友好

可记录和输出光强图形与数据

消除林窗比例 (GAP FRACTION) 传统冠层分析仪原理（LAI-2000，Decagon 和 Sunscan 等均采用此原理）对

冠层非随机分布的测量误差。

技术指标：

产地与厂家：加拿大 3rd Wave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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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指数主要反映植被在可见光、近红外波段反射与土壤背景之间差异的指标，各个植

被指数在一定条件下能用来定量说明植被的生长状况。便携式手持多光谱冠层指数测量仪

是一款多光谱的成像仪器，是专为农学、草业学、作物栽培学以及研究植被冠层的科研人

员设计的。它可以获得高分辨率的红、绿和近红外波段的图象，通过软件处理在几秒种内

就可得到 NDVI，SAVI，IPV 和 NIR/G 指数，通过这些数据和分析工具，我们可以精确地

进行水分灌溉决策与最佳产量的环境控制。它也可以采用远距离控制，同时通过数据端口

支持 GPS。

ADC多光谱冠层指数测量仪
ADC Multi-spectral Systems

1

产地与厂家：美国 TETRACAM 公司

技术指标：

工作原理：

多光谱冠层指数测量仪是一款由可见光红光波段、绿光波段和近红外波段组成的多波段光

谱的成像仪。植物叶面在可见光红光波段有很强的吸收特性，在近红外波段有很强的反射

特性，通过这两个波段测值的不同组合可得到不同的植被指数。

测量指标 NDVI，SAVI，IPV 和 NIR/G 指数

分辨率 1280×1024 像素

格式 无损压缩

图像数据 红、绿和近红外

数据接口 USB

镜头选件 可拆卸的 C-mount 镜头

控制选件 外部控制输入、相机控制软件 (Tracker)、可选的 GPS 控组件

硬件
Motorola CMOS 传感器、彩色 LCD 视窗、闪存适配器、USB 数据线、RS-232
数据口

电源 4 节 AA 电池，6V 直流输出

尺寸 14cm×7.9cm×5.1cm

重量 低于 453g 磅 ( 包含电池与 8.5mm 镜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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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MCA ( 多光谱相机 ) 系列相机可包含最多 6 个传感器通道，10 位 SXGA 数据，图象大到足以捕

获 130 公顷的图象，分辨率 1 米。每个通道有它自己的检测器 / 滤镜 / 镜头，固定在普通的、厂家安

装的光学模块上。相机提供的 Host 软件提供了完善的相机控制和图象管理。系统可连接到外部 GPS

接受器（NMEA 语言）

MCA系列多光谱成像仪
MCA Series-High Quality Multi-Spectral Imaging

特点：

●　1.3M 像素（每通道 )，可以实现准确地面

分辨率；

●　视频输出与 GPS 数据的外部接收；

●　用户可更换的光学与滤镜；

●　可选的 SensorLink GPS 位点激发应用使

得仪器可以实习预设位点的拍摄；

●　使用标准的 CF 存储卡；

●　强大的 PixelWrench2 图象编辑软件可以

应用于多光谱图象和 MCA 相机；

SXGA (1280 x 1024) 1.3 M 像素 CMOS 传感器，每通道 1 个；

25 mm 标准光谱仪滤镜，位于镜头后，每通道 1 个；

C-mount 系统兼容许多镜头，包含 8.5mm 镜头；

USB 接口 多针的 I/O 接口，用于 Tetracam 远端的快门和取景器等附件；

材质 不锈钢；

图象容量与速率 几乎 1 MB/ 图象；

速率 3 – 5 秒；

Burst 模式 每秒 1.3 桢；

输入 12 VDC @ 1A； RS-232 接口；外置快门；

输出 实时 NTSC 或 PAL 视频，用于取景器和菜单操作；

数据接口 USB 1.1

尺寸重量 （MCA-4）179mmx153mmx101mm，1.8 kg；（MCA-6）203mmx 79mmx101mm，2.85 kg；

系统包括
MCA 相机、每通道 1 个滤镜和 1 个 8.5 mm 的镜头，256MB CF 卡 ( 每通道 1 个 )、USB 线、

远端快门、AC/DC 电源、DC 电源线、Teflon 校准签、PixelWrench2 应用软件、便携箱。

性能指标：

产地与厂家：美国 TETRACAM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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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gee 便携式光谱仪适用于遥感测量、农作物监测、森林研究到工业照明测量、海洋

学研究和矿物勘察的各方面应用。操作简单、方便，并且可以左手或右手操作。此仪器可

用做测量辐射，辐照度，CIE 颜色，反射和透射。每种型号都可以测量相关波段内的光量子

通量和能量通量。

Apogee便携式光谱仪
Apogee Spectroradiometers

技术指标：

●　野外便携

●　带水平座余弦校正

●　两米的光纤电缆

●　包含便携腰包

主要特点：

型号 PS-100 PS-200 PS-300

波长范围 350nm ～ 1000nm 300nm ～ 850nm 300nm ～ 1000nm

基本单元大小 15.5cm×9.5cm×4cm 15.5cm×11cm×8cm 15.5cm×11cm×8cm

基本单元重量 500g 900g 900g

检测器 2048 象素，14µm×200µm 微型元件阵列

线性范围 0 ～ 2.1 吸光率单位 (<0.5%)

曝光范围 4µs ～ 60s( 气象多通道 )

积分时间范围 4ms ～ 6500ms

输入功率 220 ～ 250mA @+5V DC

光学电缆 2m 铠装电缆，电缆不可互换

波长分辨率 0.5nm

波长重复性 <0.05nm

波长稳定性 <0.001nm/℃

动态范围  1 ～ 4096counts(± 0.5%)

信噪比 可达 1000：1

产地与厂家：美国 APOGEE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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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matik 的生长测量仪，是一款质优价廉，监测植物各器官生长变化速率的仪器。

植物果实和茎杆生长测量仪
Dendrometers For Fruit And Stem Growth

产地与厂家：德国 Ecomatik 公司

工作原理：

Dendrometer 是一种电子位移设备，可以通过电信号的变化记录位

移的大小。带张力传感器，具温度补偿功能。数据可以直读，也可用

Datalogger 自动记录。

主要特点：

●　种类齐全，分别可以测量树木半径，直径，周长和纵向变化，水果，

疏菜的直径变化

●　高度精确，7µm；

●　自身重量极小 (13g)，几乎不压迫植物

●　耗能小，如果和专用数据采集器一起，用一个小电池可以连续测量两年以上

●　可以用专用的数据采集器，也可以与各种通用数据采集器连接使用

●　适用各种户外条件

订货信息：

●　U 型数据采集器，含软件、手册和数据线

●　防水盒

●　探头

数据采集器

型号 U 型数据采集器

通道 4 个模拟通道 ( 可同时连接 4 个生长测量仪 )

分辨率 12bit

内存 32K，可存 21600 个数据

机箱 密封防水箱

接口 RS-232

电源供应 碱性电池，保证两年以上供电

重量 13g ( 不含电缆 )

电缆长度 标准电缆长 2m，可延长至 100m

传感器

型号 DD 型 DF 型 DR 型 DC 型 DC-2 型 ( 新 ) DV 型

用途 直径生长 水果蔬菜 半径生长 周长生长 周长生长 纵向变化

量程
直径0～20cm 
( 特制 >20cm)

直径 0 ～ 11cm    
( 特制 )>11cm 直径 >8cm 直径 2～ 32cm 

( 特制 >32cm）
0 ～ 60mm 直径 >8cm

材质 不锈钢 , 铝合金 不锈钢 , 铝合金
不锈钢 ,
铝合金

不锈钢 ,
铝合金

不锈钢 ,
铝合金

不锈钢 ,
铝合金

尺寸 27×24×1.5cm 18×15×1.5cm 14×151.5cm 合金钢丝绳 合金钢丝绳 合金钢丝绳

重量 65g <52g <60g <13g <13g <1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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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和着色度是果实重要的外观品质之一， 着色好且着色均匀一致的果实有较高的商品价值， 

而且， 果实表面着色度与其成熟度和内部品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 收获后的果实需要依据标准， 

按表面颜色及着色度进行分级。目前国内果实分级主要依靠人的感官进行评定， 缺乏客观性和准确性， 

而且费工费时。CA-22 是一款易于使用的手持分光色谱仪，与专业 Horticol 软件结合，可快速对色度

进行分级。

CA-22果实色度计
CA-22 Portable Minispectrophotometer

产地与厂家：德国 UP GMBH 公司

技术指标：

●　小孔径光圈对于测量大多数水果 / 蔬菜色度是

非常有用的

●　只要对着水果按 CA-22，仪器就开始测量。

大约 3s 后，完成测量

●　测量结果通过 RS-232 端口自动发射到电脑中

●　被测量的颜色被添入最接近的标准。该仪器

使用众所周知的 RAL 设计标准。你也可以根据更

小的色彩变化自己定义标准，来评价果实的成熟

度 ( 如不同红色反映苹果的成熟度 )

●　Horticol 软件提供一个接口，直接将数据输入

到专门水果软件数据库

测量指标 反射光谱 400 ～ 700，10nm 间隔。XYZ， Yxy， L*a*b*， L*u*v*， L*C*h

光谱传感器

DRS 光谱测量；16 波段 400 ～ 700nm，20nm 间隔，45° /0°测量方式，产品符合 
ISOBANSI 标准；

测量面积：4mm2

Horticol 软件输出 L*a*b*， dE 加上最接近的颜色标准

测量时间 2s/ 次，无须预热

数据输出 RS-232，从 1200 到 19200baud

电源 230V 变压器到 12V DC， 200mA

外观尺寸 69mm×76mm×137mm (H×W×L)

重量 340g

订购信息：

●　CA-22 带双插头电缆，交流供电适配器，校准参照板

●　专业 Horticol 软件

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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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实品质分析仪 (Fruit Texture Analyser ，FTA) 可通过按动按键开关测量果实硬度，并将测量结

果存储于电脑中。整个测量在标准刺入深度和速度下进行，确保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和重复性。可测量

苹果、梨、桃、油桃和奇异果等水果，测量快速、简单，结果可靠。

果实品质分析仪
Fruit Texture Analyser

技术指标：

产地与厂家：德国 UP GMBH 公司

●　全部操作参数可通过电脑控制 ( 探针速度、校

准，阈值和深度 )

●　可选 LCD/Keypad 连接到 FTA 上，可在不连

接电脑情况下操作。全部测量结果——硬度、大小、

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等都可在 LCD 上显示 

●　内置安全设施防止过载

●　无需维护——无须润滑或无须调节，仅需要

清洁去除汁液

●　马达驱动消除操作偏差确保精确测量

●　测量单位：硬度：千克、磅、牛顿；深度：毫米、英寸

●　硬度数据可被很容易拷贝进 Excel 作图

●　可选条形码扫描输入设备——手持 QA 系统

使用条形码识别测试样品

●　可选电子果实大小测量仪 (EFM， Electronic 

Fruit Size Measure) 可被连接到 FTA 上，可测量

果实直径，测量结果可输入电脑中

●　系统可与带 ODBC 驱动程序的 Paradox， 

MS Access， Dbase 或 database 兼容

类型 GS-14 GS-20

精度 0.5% 0.4%

探针速度 5 ～ 35mm/s 5 ～ 35mm/s

操作范围 50g ～ 14000 g 50g ～ 20000g

最大果实尺寸 120mm 120mm

重量 10kg( 大约 ) 12kg( 大约 )

电源消耗 100W 120W

EFM 端口 ( 大小测量 ) 可选 可选

条形码输入 可选 可选

LCD/Keypad 端口 可选 可选

供电电压 220 V AC 220 V AC

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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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水势仪 
Equitensiometer

土壤水势是指从土壤中提取（吸取）单位水分所需引起的能量。

是在关于植物和水分，及土壤中水分运动的研究工作中最重要的指

标，也是判断土壤的干旱程度的唯一指标，测量土壤水势是实现节

水灌溉的关键技术。

土壤水势仪是德国 Ecomatik 公司在多项专利基础上开发生产的

土壤水势测量仪器。是目前世界上唯一高精度、大范围自动原位监测的土壤水势仪器。

主要特点：

●　世界上第一个精确测量土壤水势的仪器，已取得多国专利

●　覆盖全部对植物生长有意义的水势范围 0 ～ -1500kPa(0 ～ -15bar)

●　每台仪器都通过专门标定

●　户外使用无需保护和维修措施，超越测量范围不影响使用功能

●　低耗能（可用一般电池带动），易安装

●　已有 7 年以上的实地使用经验

●　在所有非盐碱性土壤中，测量结果不受土壤理化性质和土壤种类的影响

工作原理：

平衡传感器和含水量测量器。平衡传感器是由一种特殊材料组成，这种材料具有两个特点：稳定的含

水量和水势之间的关系和高度透水性。当平衡传感器和土壤接触时，其中的水势和土壤达到平衡。因

含水量和水势之间的关系已知，通过测定平衡传感器中的含水量即测得土壤水势。

技术指标：

DL6 数据采集器

通道数 6   （可以同时连接 6 个传感器）

采集间隔 1s ～ 24h

RAM 内存 16k ( 到 16000 个数据 )

电源供应 6 节 AA 电池可以使用一年

环境条件 IP67 级防水 ,-10℃～ 50℃

传感器

指标 土壤水势

范围 0 ～ -1500kPa(0 ～ -15bar)

精度 0kPa ～ -100kPa ±5kPa，-100kPa ～ 1500kPa<5%

适用 工作温度 0℃～ 40℃，存放温度 -30℃～ 70℃

电源 5V ～ 15V DC，每次测量最大消耗 23mA×5s（用 9V 电池，至少可测 100 次）

输出 模拟式输 100mV ～ 800mV（可用电压表直读或与 LOGGER 联用）

体积

重量

仪器体积 : 2cm×4cm×20cm. 探头体积 ( 须插入土壤的部分 ):2cm×4cm×7.5cm
重量约 350g ( 不含电缆 )。电缆长度 5m，可延长到 100m

产地与厂家：德国 Ecomatik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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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Test便携式土壤三参数测量仪 
EasyTest Portable Soil Moisture/ Temperature/ Salinity Meter

EasyTest 便携式土壤三参数测量仪是基于 TDR 技术，测量土壤水分、温度和盐分的野外便携式

土壤测量仪。可用于野外实时调查或原位定点剖面监测土壤水分温度和盐分等用途。主机上的 160×

128 点矩阵图形 LCD 显示器，可同时显示数据及 TDR 图形曲线。仪器通过 USB 接口进行数据传输。

主要特点：

●　轻便手持式外壳

●　记录存储 1000 个读数

●　内置温度传感器和实时时钟

●　传感器线缆长度可定制（1.5~9.5m）

●　键盘操作，大屏幕 LCD 显示（160x128 点）

●　操作软件界面友好

●　可选 GPS 模块

●　通过 USB 与电脑连接进行数据传输

脉冲 正弦平方式探针脉冲，200 ps 上升时间

读数范围

体积水含量 : 0 ～ 100 %

温度 : -20 ～ +50℃

电导率 : 0.000 ～ 1 S/m

准确度

水分 : 读数的 ±2%

温度 : ≤±0.5℃

电导率 : ±0.01S/m

分辨率

体积水含量 : 0.1 %

温度 : 0.1℃

电导率 : 0.001 S/m

响应时间 <5 s 

操作温度 0 ～ +50℃

尺寸 180 x 85 x 58 mm

重量 0.35 kg（带电池）

由可充电锂电池供电 3.6 V, 1600 mAh

电池充电器 自动，超载保护，墙壁充电器

探针长度 2 根平行的 10cm 长不锈钢探针

技术参数：

维护：

●　该仪器牢固耐用，无需特殊维护

●　如储存，每 3~4 个月充电一次，储存温度 -10 ～ +50℃

产地与厂家：波兰 EASY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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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 土壤pH 石灰需求 硝态氮 磷酸盐 钾 钙 镁 铝

单位 t/ha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0-14 0-34 0-25 0-150 0-725 0-2500 0-500 0-50

测量范围 铵态氮 氯化物 铜 铁 锰 硫酸盐 电导率

单位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S

0-75 0-1000 0-25 0-5 0-25 0-300 0-199

订货指南：
SK 100 - 土壤pH和石灰需求测量套件。含50次试剂。

SK 200 - 土壤肥力测试套件，在测量土壤pH和石灰需求的基础上，可以测量硝氮，磷酸盐和钾含量，含50次试剂。

SK 300 - 土壤管理套件，在SK200的基础上，增加钙，锰的测量功能，同时带有便携式的土壤电导率仪。含50次试剂。

SK 400 - 专业土壤管理套件，与SK300的功能相同，但是使用了最新型的分光光度计主机 Soil Test 10，大屏幕显示，精度更
高，数据更稳定。含50次试剂。

SK 500 - 完整套，使用最新型的分光光度计主机SoilTest 10。既适于在野外使用，又有试验分析的精度。适于养分测试和重要
的痕量元素的综合评价。主要包含土壤pH、石灰需求、硝态氮、磷酸盐、钾、钙、镁、氨态氮、铝、氯、铜、铁、
锰和硫酸盐等含量的测试。含50次试剂。

SK土壤养分现场测量套件
Palintest Soil Test Kits

土壤中各种营养元素含量，是土壤肥力评价重要指标。

对于植物生长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受限于检验方法，大多

要取样回到实验室进行测量，给研究工作增加了困难。

Palintest 公司结合自己几十年野外便携式分光光度计的设计生产经验，推出最新的 SK
土壤养分现场测量套件。另外配套标准取样稀释工具，标准提取液和“药片式”试剂，方

便整齐的便携背包，使得在野外现场，快速，定量，经济测量各种土壤养分成为现实。

Palintest测试规程基于标准的分析方法，与传统的实验室分析方法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

目前可以测量的指标有：土壤 pH、石灰需求、硝态氮、磷酸盐、钾、钙、镁、氨态氮、

铝、氯、铜、铁、锰和硫酸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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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呼吸代谢测量系统
Animal Metabolic System

Sable 呼吸系统由科学家研究开发并被国际知名的科学家广泛用来测量包

括从细菌到鲸鱼的各种生物的新陈代谢，已在 Science, Nature 和 PANs 等多种

杂志上发表过很多文献。Sable 测量系统已成为动物新陈代谢研究的标准设备。

Sable 可提供便携的、单个动物自动测量系统，也可提供多通道的全自动集体检

诊系统，满足生物学和医学研究。Sable 的标准系统测量氧消耗，二氧化碳生成

和水蒸气变化。但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要，灵活选择测量包括甲烷在内的任何气

体组合。

主要研究大中小型动物的新陈代谢（Metabolism），测量新陈代谢速率

（Metabolic rate）。通过测量动物 CO2 的呼出量及耗氧量等，可以知道动物的呼

吸代谢情况。可以结合动物活性传感器，研究动物在不同活动条件下的代谢速率。

研究尺寸范围：

●　微生物 / 土壤污泥测量系统

●　昆虫 / 节肢动物新陈代谢 / 呼吸测量系统，果蝇、昆虫等

●　小动物新陈代谢 / 呼吸测量系统，如老鼠、蝙蝠、鸟类等

●　中型动物新陈代谢 / 呼吸测量系统，如野兔、蜥蜴等

●　大型动物和人类新陈代谢 / 呼吸测量系统，如大象、鲸鱼等

大型动物和人类新陈代谢测量仪 多通道昆虫 / 节肢动物新陈代谢测量仪

小动物新陈代谢测量仪中型动物新陈代谢测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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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点：

●　开路系统设计，无需改变动物生活的气体环境。

●　高精度 CO2，O2，H2O 和流量测量，保证测量的准确性。

●　模块化，可升级扩展，比如扩展成多通道同时测量几个动物的代谢速率。

●　消除气体流通过程中各参数的测量时间误差。

产地与厂家：美国 SABLE 公司

CO2 测量

精度
优于 1% 的校准跨度；

分辨率：1 ppm/0.0001%

模拟输出 0 - 5V，4 路 ; 短路保护 ; 16 位精度

浓度范围 0-6%，0-10% 或 0-15% 的二氧化碳

流速 5 - 2000 + 毫升 / 分钟

显示 双行 16 字符

串行输出

二氧化碳浓度（0.1ppm），气压（0.001 千帕），

和光路温度（以0.001摄氏度）的逗号分隔符，

用户从最新的 0.1 秒可选择间隔 5 分钟

技术 双波长红外线金镀光路

H2O 测量

精度
优于 1%RH（在 0 - 95%RH 时），优于 2%RH
（从 0 到 100%RH）; 0.5 C 露点

精度 0.001%RH 和 0.002 摄氏度（露点）

模拟输出 0 - 5V，用户可选择的规模和范围

露点范围 -40 至 +40 摄氏度

露点分辨率 0.002 摄氏度

流速 5 - 2000 毫升 / 分钟（推荐）

气体出入口 1 / 8“（3 毫米）前面板倒钩配件

显示器 16 字符× 2 行

电源要求 8 - 20 伏直流

相对湿度 0% 至 100% 相对湿度，无冷凝

RH 分辨率 0.001%（面板和串行输出），0.002%（模拟）

RS - 232 输出 9600 波特率，用户可设置的逗号分隔符间隔

水蒸汽密度范围 0 到 10 微克 / 毫升

水蒸汽密度分辨率 高达 0.0001 微克 / 毫升

水蒸汽压力范围 0 到 20,000 Pa

WVP 精度
0.01 Pa (to 1000 Pa); 
1 Pa from 1000 - 20,000 Pa

O2 和大气压力测量

精度
优于 0.1%，1 - 100% 的氧气，氧气精度：

0.0001% 

大气压力精度 高于 0.05% 满量程，分辨率：0.0001KPa

气压补偿 消除在气压变化引起的漂移

4 个模拟输出

氧气（5 档，3 档零抑制）; 大气压力（3 档，

2 档零抑制）; 温度（3 档，2 档零抑制）用

户自定义

0 - 5V 输出，16 位分辨率

内部 A / D 转换 24 位，氧气、压力传感器和温度

显示器

电源要求 9 - 24Vdc

通用适配器提供

范围：氧气 - 0 - 100%（最佳精度高于 1%）

或 0 - 105 千帕氧分压：

大气压力 30 - 110 千帕

串行数据输出

逗号分隔的 ASCII 字符串的所有测量参数，

分辨率 0.0001%/ 千帕，0.001C，标准的

RS -232，从 9600-115200 波特率可调，

流量控制和测量

模拟输出
0 - 5 伏特，可设置从 0 到 5 的流量范围 - 
100 毫升 / 分钟为 0 - 2000 毫升 / 分钟

数据输出 / 控制 用于通信和控制的单位开放的协议

RS - 232 规格 115200 波特率 8N1

显示 16 字符，2 行显示与用户可控背光

流量调节
双流量调节。数字传动控制泵结合使用微调

控制镍镀针形阀

流量计
质量流量计，修正到标准气压。可用户校准

零点和跨度更大的准确性

流量范围 0- 2000 毫升 / 分钟

输入功率 额定 12V 直流（直流范围 10-16V）450 毫安

泵 长寿命膜片泵和马达

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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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XBOX多功能便携式动物呼吸
代谢测量系统
FOXBOX Field Gas Analysis System

专门针对野外工作设计，FoxBox 是一款科研级集成

的氧气分析仪，其中包括一个变量泵和质量流量控制器（范

围 20 - 1500 毫升 / 分钟）。 这些都集成在一个小型，重

量轻，结构紧凑，防尘，防水，坚固的便携箱内。 

FOXBOX 也是一款多功能便携式动物呼吸测量系统，

可以用于小到昆虫（如苍蝇、蚊子、蟑螂等）中到蜥蜴类

以至大到啮齿类动物（如田鼠、大家鼠等）的呼吸测量。

量程范围
氧 - 0 - 100%（最佳精度高于 1%），大气压力 30 - 110 千帕；二氧

化碳（可选）0 - 10%，0 - 15% 提供给特殊订货；

氧气精度 优于 0.2%（满量程），0.001%（1 - 100% 的氧气）

大气压力精度 优于 0.1%（满量程），分辨率 0.001 KPa

气压补偿（氧） 被执行浮点运算，消除在气压变化引起的漂移

数字过滤 0-50 秒可调的（0-63% 阶跃变化），0.2 秒递增

流量范围 20 - 2000 毫升 / 分钟，测量和 / 或控制通过线性质量流量计

流量精度 读数的 2%

4 个模拟输出
氧气 3 种量程；大气压力 3 种量程；二氧化碳 6 种量程；流速 7 种

量程

0 - 5V 输出 所有输出 16 位分辨率

内部数据存储
8100 数据点（包括所有参数），0.1 - 600 秒的间隔，支持多种录音，

非易失性，uploadable 到 PC 兼容的计算机使用附带的软件

噪音和漂移
在恒定温度，流速和浓度氧气噪声 < 0.004% 峰峰值（超过 20 分钟）；

漂移 < 0.03% 超过 24 小时

二氧化碳噪音 < 5 ppm 的峰峰值（超过 20 分钟），漂移 < 15 ppm（24 小时以上）

工作温度 5 - 45 度，不冷凝

显示器
数字 4 行字母数字液晶显示，同时显示的氧气（0.001% 或 0.001KPa）
的精度，流量和气压（0.001 KPa）的精度。二氧化碳 

电源要求 9 - 24Vdc（正常 12 伏），<0.5A

串行数据输出
逗号分隔的 ASCII 所有测量参数，标准 RS- 232 串口，波特率

115200，选择或自动发送用户可定义的时间间隔从 0.1 - 600 秒

尺寸 / 重量 13“× 10”× 4“（33 × 25 × 10 厘米）; 小于 10 磅（4.5 公斤）

科技 氧燃料电池，18-36 个月的生命，用户可更换

二氧化碳（可选） - 双波长非色散红外

具体性能指标：

产地与厂家：美国 SABLE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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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加联合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甲28号科实大厦B座08C 

电话：(+86 10) 5129 2601    传真：(+86 10) 8289 9770

E-mail: info@li-c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