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垂询：   

                      info@boyuesh.com

021-37018108

铂悦仪器为您提供材料检测整体解决方案

PCB整体解决方案

www.boyuesh.com



瑞士万通中国

手持式XRF分析仪 S1TITAN

M1 MISTRAL

    M2 BLIZZARD

高性能微区X射线荧光光谱仪 M4 TORNADO

最新一代钨灯丝扫描电子显微镜

Leica EM Uc7 

室温超薄切片机

Leica EM TIC 3X 

三离子束切割机

全手动实验机倒置金相显微镜

高级全自动智能数字式正置金相显微镜

徕卡   金相显微镜

半自动智能数字式正置金相显微镜

智能数字式半自动正置金相显微镜

电化学工作站

PGSTAT204电化学工作站

PGSTAT101电化学工作站

910 PSTAT mini

PGSTAT 100N电化学工作站

PGSTAT 128N电化学工作站 

PGSTAT 302F电化学工作站

PGSTAT 302N电化学工作站

伏安极谱仪（CVS极谱仪）

909 紫外消解器

797 C电镀添加剂专用测定仪

894专业型 CVS(循环溶出伏安法)

自动研磨抛光机        

Leica EM TXP 

MVA-13 全自动CVS电镀液分析系统

新一代紫外      可见分光光度计

SPECORD® 200 PLUS

SPECORD® 210 PLUS

SPECORD® 250 PLUS

高性能全新系列总有机碳/总氮分析仪

ZEEnit®系列原子吸收光谱仪
ZEEnit® 700P

ZEEnit® 650P

plasmaQuant®  pQ900  高分辨率 ICP-0ES

ESCALAB 250Xi XPS 光电子能谱仪

S C I E N T I F I C
T

K-Alpha X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Contour-GT

大工件光学轮廓仪系统 NP-flex

ContourSP  Large Panel

Dimension FastScan

原子力显微镜

Innova 扫描探针显微镜

Dimension® Edge原子力显微镜

Dimension Icon

光学轮廓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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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并测量铜中的低铅浓度（不超过2%），满足《安全饮用水法案》与 

《加利福尼亚第65号提案》。此校准曲线仅存在于800与600型。 

:RoHS I/II，生活用品扫描。自动模式与用户可选曲线，适用于塑料、中等 

密度材料、金属，和IEC与用户自定义限值设置。 

:适用于基于金属基体的RoHSI/II、基于金属的消耗品、焊剂、检测

是否符合《安全饮用水法案》。 

铜中低铅

 ROHS(材料)

ROHS(金属）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制造商要求遵

循一系列对于材料成分含量的准

入限制条款，典型的如欧盟对有害

物质 (RoHS-II)，以及2008年美国

CPSIA 对玩具中铅的最高含量限

制，这些法规使得越来越多的生产

商选择使用 XRF 进行严格的质量

控制。手持式 XRF 已然成为业界

广为接受的成品及原料筛选工具，

其对于重金属和其它限制物质的

检测颇为有效。 

 

分析快速而准确 
 

无损检测 
 

现场测量 
 

微区准直器 

 

摄像头选配件 

 

报告生成快速简单 

 

安全加密数据储存 

 

轻质，仅1.5公斤 

 

防护台面支架 

手持式 XRF分析仪 

 ROHS(材料)筛选

优点美国消费产品安全委员会已认可手

持式X射线荧光光谱仪为有效工具。

S1 TITAN 600与800号可对无铅产

品进行完全无损检测，也可检测

RoHS合规性，以及玩具和消费产

品中的重金属。且对铅（Pb）、汞

（Hg）、铬（Cr）、砷（As）、

锑（Sb）和钡（Ba）检测性能可

达到ppm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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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基于非金属基质（塑料与聚合物）的RoHSI/II、生活用品、检测

是否符合《安全饮用水法案》。 

ROHS(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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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 MISTRAL

测量RoHS指令元素
高 性 能 的M 1 M I S T R A L也 可 以 测 量

RoHS指令规定的轻基体中的痕量元

素。直接控制电子电气产品中有害元

素的浓度。

RoHS 检测要求

>Cr, Br, Pb, Hg 的浓度必须

< 1,000 ppm

>Cd 的浓度必须 < 100 ppm

测量镀层样品
采用X射线荧光技术的M1 MISTRAL可

以分析薄镀层样品，如印刷电路板、金

属或塑料件，包括单层镀层和多层镀层。

XSpect软件采用无标样基本参数法，可

以同时计算镀层厚度和镀层组成。使用

标准样品可以进一步提高定量分析的准

确性。

可分析的多层镀膜样品

可以测定镀层样品的镀

层厚度及成分，例如：

>Zn-Fe

>Au-Ni-Cu

>Au-Pd-Ni-Cu

>CuSn-Ni-Cu

>Au-Pd-Ni-Cu

M1 MISTRAL根据所配探测器不同分为二种型号：正比计数器（PC）型和高分辨率的硅漂移探测器（SDD）型。

参数

激发源

电压及功率

探测器

光斑尺寸

样品观察

样品台

定量分析

电源

尺寸

重量

M1 MISTRTAL     PC             M1  MISTRAL     SDD

高性能微焦斑光管，W靶，玻璃视窗    高性能微焦斑光管，W靶，玻璃视窗

40 kV40 W                                                      50 kV, 50 W

大面积正比计数器，

1100  mm²感应面积 2

Peltier制冷高性能XFlash® 硅漂移探测器，

30 mm² 感应面积,

对Mn-Ka能量分辨率< 150 eV

准直器：固定或4个自由切换，

Ø0.1到 Ø 2 mm          

准直器：固定或4个自由切换，

Ø0.2 到Ø 2 mm

高分辨彩色摄像系统，

放大倍数20-40 倍

高分辨彩色摄像系统，

放大倍数20-40 倍

马达驱动Z方向样品台，自动对焦, 

选项: 马达驱动 X-Y-Z 样品台                                          

便捷进样功能    

马达驱动X-Y-Z 样品台，

自动对焦，便捷进样功能

块状样品: 基于标样的经验系数法模式和

无标样模式

镀层分析: FP-基本参数法模式        

块状样品： 基于标样的经验系数法模式和

无标样模式

镀层分析: FP-基本参数法模式

110~ 230 V AC; 50/60  Hz,

最大功率100 W       

110~ 230 V AC; 50/60 Hz,      

最大功率120 W

(宽 x 深 x高)
550 x 700 x 430 mm 550 x 700 x 430 mm

46 kg                                                              50 kg

XSpect 分析软件

XSpect软件具有以下功能:

仪器控制，数据采集与处理

谱峰识别

定量分析，采用无标样法和基于标样的经验系数法

镀层样品分析，可分析镀层厚度和成分

采用基本参数法编辑特定镀层的分析方法

报告输出

All configurations and  specifica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Order No.DOC-B81-EXS003, 
Rev.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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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RAY镀层测厚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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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RAY镀层测厚仪



M4 TORNADO
高性能微区X射线荧光光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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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领域                                                应用示例                                                应用行业

>电子行业

> 研发部门

> FA, QA/QC 实验室

>教育研发机构

  > 电子与电子工程学

  > 材料科学

 >独立科研实验室

 如 SGS, Intertek, 等等.

质量控制与故障分析

电子与电子部件的元素分布

分析

> 镶嵌图像可显示PCB里面

各个细小电子部件

>通过选择性目标量化实现

超级分布图 

RoHS 符合性 

> 有害元素与限制性元素，如： Pb, Cd, Cr, Hg, Br,

 As, Sb, 等.

> 量化触点与焊接点的元素成分，如： Sn, Pb, Ag 

及 Cu, 等.

> 对IC芯片等单个电子部件进行无损元素分布检查.

RoHS 检测

测量一个PCB样品。元

素 的 面 分 布 图 显 示 了

下列元素的分布情况：

Br（绿色）、Cu（红

色）、Au（黄色）、Pb

（白 色 ） 和S n （粉 红

色）。

图像的原始大小：

250x75像素

测量时间：015s/像素。

树立了微区x射线荧光光谱仪的典范

微区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技术是对不均匀

样品、不规则样品、甚至小 品和包裹物件样

进行高灵敏 的、非破坏性的元素分析的首度

选方法。采用多导毛细管聚焦镜将激 光发 聚

焦到非常小的区域，以 得 佳的空间分辨获 极

率，进行快速分析。任何类型的样品都可以

通过简单的样品制备甚至不制备直接进行

分析。

� 采用了全新的技术，为各种

用户提供了最佳的分析性能和非常方便的

操控性。

样品放置
可抽真空的样品室配有自动门，大尺寸的样

品室可以放置各种尺寸的样品。通过两个放

大倍数可变的摄像系统观察样品（整体观察

和分析区域的细致观察），便捷进样功能和

自动对焦功能可以进行快速而精确的定位。

通过用户编辑的X-Y-Z 样品台运行程序可

实 现重复测量。 

高强度的X 射线光管与多导毛细管聚焦镜相

结合，确保在非常小的照射区域内获得非常

高的激发强度。采用滤光片和可以同时使用

的配有不同靶材的双光管，可以根据不同的

分析要求，优化激发光谱。

最新型的 探测器拥有大的探测面

积 和最好的能量分辨率，可以检测计数率

非常高的荧光辐射，并且不需要液氮冷却。

采用多导毛细管聚焦镜，照射光斑最小，空

间分辨率最高

涡轮增速x-y-z   样品台，借助放大倍数可变

的摄像系统获得高品质的样品影像，可在“飞

行中”进行元素分布分析。

通过可选的双X射线光管和最多6个滤光片进

行灵活的激发

采用无标样分析法精确定量分析块状样品，

精确分析多层膜样品

具有便捷进样功能的可抽真空的样品室

M4 TORNADO

Xflash® 

另外，使用多个探测器可以进一步提高测量

速度

R使用       探测器超高速地获取样品图谱，xfsh

激发

检测

?
欢迎电话咨询:
86-21-37018108
info@boyue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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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ourSP�3D�Optical�Microscopy
Enhance�Product�Performance�and�Maximize�Yield
Driven by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roadmap’s rapid pursuit of shrinking transistor geometries, PCB manufacturers 

are developing smaller and denser features on ever  thinner high-density interconnect (HDI) and multi-chip module 

(MCM) substrates.

The gage-capable ContourSP Large Panel Metrology System is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measure each layer of 

t he PCB panels during manufacturing, assuring the  minimum recipe development time, highest yield, maximum

 up-time, and lowest  cost per measured panel in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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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力显微镜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Bruker开发研制了一系列AFM产品，在达到高精准度和高分辨率成像的前提下，兼顾了人们对

于仪器性能和价格的不同要求。努力实现操作模式和图像数据采集的不断创新。为生命科字，材料研究，以及工

业和应用分析等领域提供高性能的表征仪器和最新的实验解决方案，推动各领域研究工作的快速发展。

此外，Bruker还是唯一一家配备探针生产工厂的原子力显微镜制造商，拥有失逬的针尖纳米加工设备，为客户提供

最优质的AFM探针。Bruker公司的AFM具有ScanAsystw mode—FeakForce® Tapp in等专利技术，以其卓越的性能广

泛应用于科研和工业界等领域。

涵盖了聚合物材料表征，集成光路测量，材料力字性能表征，MEMS制造，细胞表面形态观察，生物大分子的结构

及性质，数据存储，金属/合金/金属蒸镀的性质研究，食品、化字品、护肤品的加工/包装，液晶材料性能表征，

分子器件，生物传感器，分子自组装结构，光盘存储，陶瓷工艺，薄膜性能表征，地质、能源、环境等领域的监

测等各类科研和生产工作。

Dimension FastScan原子力显微镜 (AFM)在不损失Dimension®icon® 

超高的分辨率和卓越的仪器性能前提下，最大限度的提高了

成像速度。这项突破性的技术创新，从根本上解决了AFM成像速

度慢的难题，大大缩短了各技术水平的AFM用户获得数据的时

间。

为提高AFM使用效率和检测性能，Bruker开发了这套快速扫描系

统，不降低分辨率，不增加操作复杂性，不影响仪器使用成本的

前提下，帮助用户实现了利用Dimension快速扫描系统，即快速

得到高分辨高质量AFM图像的愿望。当您对样品进行扫描时，无

论设置实验参数为扫描速度 > 125Hz，还是在大气下或者溶液中

1秒获得一张AFM图像，都能得到优异的高分辨图像。快速扫描这

一变革性的技术创新重新定义了AFM仪器的操作和功能。

Dimension�FastScan

全球最顶级的原⼦⼒显微镜

全球扫描速度最快、分辨率最⾼的的原⼦⼒显微镜

卓越的仪器检测性能

♦在空气或液体中成像速度是原来速度的100倍，

   自动激光调节和检测器调节，智能进针，大大缩短

   了实验时间。

♦自动测量软件和高速扫描系统完美结合，大幅提

   高了实验数据的可信度和可重复性。

♦无与伦比的测量分辨率

♦Fastscan精确的力控制模式提高了图像分辨率的

   同时，延长了探针的使用寿命。

♦扫描速度20Hz时仍能获得高质量的

   TappingModeTM图像，扫描速度6Hz仍能获得高

   质量的ScanAsyst图像。

♦低噪音，温度补偿传感器展现出亚埃级的噪音水

   平。

♦全面的测试功能，适用于各类AFM样品

♦闭环控制的Icon和FastScan的扫描器极大的降低

   了Z方向噪音，使它们Z方向的噪音水平分别低于

   30pm和40 pm，具有超低的热漂移率，可得到超

   高分辨的真实图像。

♦Fast Scan可以对不同样品进行测量，保证扫描过

   程中从埃级到0.1μm的高精度无失真扫描。

   不论您选择Icon扫描器获得超低噪音和超高分辨率

   的图像，还是选择Dimension FastScan AFM的扫

   描器进行高速扫描检测，Dimension FastScan 

   AFM系统都会帮助您将仪器的功能开发到最大程

   度，实现其它单一模式的仪器所达不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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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扫描探针显微镜 Dimension®�Edge原⼦⼒显微镜
拥有最先进的AFM功能，最⾼的性价⽐，满⾜
任何研究者的使⽤要求

Dimension�Icon
AFM检测性能的全新定义

♦同类AFM中具有最低的噪音水平和最高的分辨率 

♦提供最经济灵活的AFM解决方案 

♦安装简单，能快速获得高质量研究结果 

 Innova扫描探针显微镜（SPM）具有很高的分辨率，实用性强，从器件

表征到物理化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等方面都有广泛应用。这是一套高

效简易的装置，仪器成本合理，适用于尖端科学研究。Innova具有独特的

闭环扫描线性化系统，确保测量准确性，而且维持噪音水平接近开环的低

噪音水平。

 使用Innova检测样品时，从亚微米级的小尺寸样品到高达90微米的大尺

寸样品，都可进行实验操作，且极易获得原子级分辨率，测量不同尺寸样

品无需更换扫描器等硬件；替换探针或样品等操作简便易行；集成化高分

辨率彩色光学系统和可编程自动化Z轴调节系统，可快速简易地定位到待

测区域

在材料和高分子中的应用 在材料和高分子中的应用

最⾼性价⽐的科研性能原⼦⼒显微镜
满⾜研究者要求的功能最强⼤的原⼦⼒显微镜

对所有AFM样品提供最高性能的测量♦

♦提供更广泛的AFM模式与应用

♦提供定量的纳米材料性能图谱

♦由创新的峰值力模式实现

Bruker Dimension® Icon� 原子力显微镜为工业界和科研界纳米领域的研究者带

来了全新的AFM应用体验，其测试功能强大，操作简便易行。仍然以世界上应用最

广泛的AFM大样品平台为基础，齐集 Dimension系统数十年的技术经验，广大客户

反馈，结合工业领域的设备需求，进行全面革新。全新的系统设计，实现了前所未

有的低漂移和低噪音水平，现在用户只需要几分钟就可获得真实准确的扫描图像。

Dimension Icon还配备了Bruker专利技术ScanAsyst�（自动扫描成像模式），用

户可以简易快捷地获得重复性更好的数据，并且降低了对客户操作经验和操作水平

的要求。作为目前配置最高的AFM，保证客户高效完成所需的检测任务。

适合更宽应⽤领域的最⾼性能的⼤样品AFM成像

最物超所值的高性能原子力显微镜

适合各种研究者预算要求的同级别最高性能的原子力显微镜

♦任何样品上同级别最高性能表现

♦高重现性的测量

♦结合ScanAsyst自动成像参数优化技术，最易操作的AFM成像

♦由创新的峰值力模式实现

Dimension® Edge� 原子力显微镜采用最新技术， 其仪器性

能、测试功能和操作性在同类产品中处于最高水平。

Dimension系列中性价比最高的闭环扫描原子力显微镜，专利的

传感器设计显著地降低噪音和漂移，既获得了闭环的精度，又具

有开环的噪音水平，在大样品台AFM上实现 了小样品台AFM的

成像性能。

基于顶级的Dimension Icon®平台, Dimension Edge系统的整体

设计使其具有低漂移、低噪音的特点, 大大提高了数据获取速度

和可靠性，使用这台全新的仪器，几分钟时间即可获得高质量、

可发表的专业数据。这些检测性能的提高，并没有影响仪器的价

格，绝对低于您对如此高性能原子力显微镜的支出预算。此外，

视觉反馈集成化和预配置可选功能辅助用户获得更高质量的测量

结果。整套仪器充满人性化的设计，适用于各个研究阶段和科研

水平的用户。

纳米电子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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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CAN成立于1991年，主要从事扫描电

子显微镜（SEM）及相关产品的研发和制造，主

要产品有： 扫描电子显微镜（SEMs）

高分辨率肖特基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FE-SEMs）

聚焦离子束扫描电子显微镜（FIB-SEMs）

扫描电子显微镜的探测器及其附件

纳米技术仪器仪表

是一款紧凑型钨灯丝扫描电子显微

镜，用于各种材料的综合检查和高

分辨质量控制，其具有超大的样品

室、强大的轮式底盘和设计紧凑等

特点，使其成为现场检查的移动实

验室。采用众多自动化功能和自我

诊断的直观触摸屏控制界面，即使

对于没有经验的用户，也能保证得

到高质量的结果。

最新一代  钨灯丝扫描电子显微镜

电镜用EDS,WDS,EBSD.Micro-XRF及CT

布鲁克公司提供范围多样的系统，适用于扫描

和透射式电子显微镜的 X 射线能谱 (EDS)，波谱

（WDS），电子背散射衍射（EBSD），以及

X射线微区荧光（Micro-XRF）和Micro-CT。

   QUANTAX EDS For SEM 是搭配在扫描电镜上

的快速、多功能能谱系统。 QUANTAX EDS For 

S/TEM 是搭配在透射或者扫描透射电镜上的高

性能能谱仪，对电镜本身性能没有任何影响。 

QUANTAX WDS是搭配在扫描电镜上的高精度

波长色散X射线谱仪。 QUANTAX EBSD是搭配

在扫描电镜上兼备高性能及易用性的背散射电子

衍射系统。 QUANTAX Micro-XRF把完整的

XRF系统整合到了扫描电镜上。

Micro-CT for SEM通过计算机三维重构X射线形

貌图，展现样品内部结构

QUANTAX CrystAlign EBSD分析系统面向不同水平

的用户，具有简洁易用和多功能的特点。无论是

单机分析还是与EDS一体化集成，CrystAlign均能

为各种不同晶体材料的研究提供更大的通用性

和灵活性。其中，高性能e–Flash系列EBSD探头

是该系统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CrystAlign–用户友好型EBSD系统

SEM

快速精准
无与伦比的速度与精度。

SEM应用

⑴生物：种子、花粉、细菌

⑵医学：血球、病毒

⑶动物：大肠、绒毛、细胞、纤维

⑷材料：陶瓷、高分子、粉末、环氧树脂

⑸化学、物理、地质、冶金、矿物、污泥（杆菌） 、机械、电机及导电性样品，如半导体(IC、线宽量测、断

面、结构观察）电子材料等。

TM

TM

TESCAN扫描电镜重要特点

业界睢一配置有中间镜(IML)设计的扫描电子显微镜

专利         Wide Field Optics �(大视野光路设计)

加强景深显示模式

专利         In-Flight Beam Tracing �(实时电子束追踪技术）

3D Beam(三维电子束扫描技术）

独特的（中间镜+固定光阑）镜筒设计，芫美取代 老式的移动光阑设计

所有探头标配YAG (钇铝石榴石）材质的闪烁体

图像最大存储像素高达8192x8192



超灵敏平行光WDS波谱仪

优异的性能，紧凑的尺寸：崭新的XSense。

Bruker公司的高精确度波长色散X射线谱仪

将最新的探测器技术纳入其中并且同时提

供许多难以匹敌的优势：

�精密的自动光学中心定位系统

�正比计数器配备独特的气体流量和压强       控制系统

�无畸变非磁性光学装置

XSense

XTrace
基于SEM的高性能微区荧光光谱仪 拓�SEM的分析�力，遂行�阶的�量元�分析

Xtrace 是一款可搭配在任意一台具有倾斜法兰槽SEM上的微

焦点Ｘ射线源。 利用该设备可使SEM具备完整意义上的微区

XRF光谱分析能力。对于中等元素至重元素范围内的元素，

其检测限提高了20-50倍。此外，因为Ｘ射线的信号激发深度

深于电子束，利用该设备还可以检测更深层次样品的信息。

铜合金照片（左）�其XRF谱图

和EDS谱图的�较（右）。从红

色XRF谱图中可看�该样品中

存在�多的�量元�。从XRF

谱图的�量分析结果可知该样

品为黄铜(CuZn33)。

铜合金的图��谱图

可�性更�的金属和合金鉴别

PCB�元件�电路的分析

�合物中的金属�有�元�

 Micro-CT for SEM
 样品内部微结构的无损检测和透视化

3D显�术：�计算机X�线�层扫描技术

基于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平台研发，Micro-CT为SEM增加真正的

3D显微术      任何厂家和任何型号的SEM均可搭配。SEM通过获取样品

的表面信息成像，而SEM专用的Micro-CT将成像技术进一步延伸，以

独特的视角观察样品内部的微结构      完全无损、操作简便。

非破坏性的获取样品内部微观结构信息，无需任何额外的样品制备
��
以2D或3D图像的形式形象化地显示和测量样品内部的形态
��
生成仿真模型，实现对样品内部的虚拟透视
��
直观、易用的3D透视软件，以三个正交面或切片影像形式将样品细节可视化
��
最大扫描体积的直径可达4mm，最大样品长度可达10mm
��
细节检测尺寸优于400nm
��
用于高分辨率成像的精准旋转样品台
��
X射线CCD相机分辨率达512×512或1024×1024像素
��
可与法兰口直径不小于65mm的任何型号扫描电镜搭配

Micro-CT功��述

�完全马达驱动的高级运动机构

�与EDS无缝集成的软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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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的QUANTAX能谱仪采用先进的 slim-line技术，

并可搭载不同有效面积的XFlash     6探头。而且，依托

于最新改进的超级数模双通道脉冲处理器，布鲁克又

一次为能谱仪的操作性和功能性建立了新的标准。 

利用以上最新科技，布鲁克第六代电致冷能谱仪为微

米尺度甚至纳米尺度的微区分析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

快速和可靠的分析工具

 EDS with Slim-line Technology for SEM and TEM

杰出的电子显微镜X射线分析专家

QUANTAX能谱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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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徕卡显微系统(Leica Microsystems)是德国著名的光学制造
企业。具有160年显微镜制造历史，现主要生产显微镜, 用户遍
布世界各地。

    早期的“Leitz”显微镜和照相机深受用户爱戴, 到1990年
徕卡全部产品统一改为“Leica”商标。徕卡公司是目前同业中
唯一的集显微镜、图像采集产品、图像分析软件三位一体的显
微镜生产企业。

徕卡   电子显微镜样品制备|扫描电镜及透射电镜样品制备

优秀的样品制备，是一个完美显微镜的前提。徕卡提供最全面的

产品种类，包括电子显微镜样品制备、扫描电镜样品制备和投射

电镜样品制备供生物，临床，医疗和工业样品等的准备。

����������

我们的样品制备仪器，以满足技术和人机工程学的最高要求，帮

助您实现在纳米技术领域的高精确的结果。

⾃动研磨抛光机��������
Leica EM TXP

�������

徕卡EM TXP 标靶面制备系统具有定点修块抛光功能，是

用锯，磨，铣削，抛光样品后，供扫描电镜，透射电镜，

和LM技术检测。

带有一体化体视镜，用于精确定位及对较细微难以观察的

目标位置进行样品处理时观察；使用样品旋转手柄，可以

改变样品观察角度，0°－60°可调，或者垂直于样品前

表面90°观察，可利用目镜刻度标尺测量距离。

�������

一体化自动程序控制

一体化自动程序控制，包括自动左右制动机制，前进反馈力

控制，倒计数功能等，为使用者节约大量时间。

适配⼯具多样性

可适配多种多样工具，从而使样品不经转移就可以进行研

磨，切割，钻孔，打磨及抛光。并且整个处理过程都可通过

体视镜进行观察监控，大大节省时间和费用。

表⾯光洁度和标靶检测

表面处理与目标检测，都通过一体化体视镜来完成，用户不

需要专程将样品拿出来再进行表面观察检测，这可大大提高

使用者的工作效率。

-30

0

30

60

观察样品侧⾯

观察制样过程

观察样品断⾯

A.�研磨抛光⽚

B.�尼龙布，⽤于精细抛光

C.�⾦刚⽯锯⽚

D.�CBN锯⽚，⽤于切割钢铁材料

E.�Φ3mm空⼼钻，⽤于制备�TEM�Φ3mm圆薄⽚

F.�铣⼑，⽤于铣削样品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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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ca EM Uc7      

室温超薄切⽚机

Leica EM TIC 3X 
三离⼦束切割机

徕卡EM�UC7提供半薄,�超薄切⽚和容易
准备，以及样品表⾯光滑处理，为透射电
镜，扫描电镜，原⼦⼒显微镜和光镜检验
⽣物和⼯业样品。

超薄切⽚的新标准

徕卡EM�UC7树⽴新标准,�结合⼈体⼯程
学设计和创新技术。它的卓越功能,�对⾼
技能或初学超薄切⽚者都能获得利⽤效益。

Leica�EM�UC7�超薄切⽚机可以进

⾏半薄和超薄切⽚，为光学显微镜，

透射电⼦显微镜，扫描电⼦显微镜

和原⼦⼒显微镜提供表⾯完美平整

的切⽚。符合⼈体⼯学的外观设计，

内部精密机械设计，直观的触摸屏控

制⾯板设计，造就了⾼品质的�Leica

�EM�UC7�超薄切⽚机。

无纸报告

轻松下载的⽤户，样品，⼑和存储参

数，通过USB，到Excel（只通过10.4

“控制器）

改进刀,标本的能见度

独三个独⽴，内置亮度可调的LED光源和额外提供

两个卓越的照明LED射灯

你的桌子上更多的工作空间

离⼦发⽣器和EM�FC7控制集成到徕卡EM�UC7单

元�-�没必要额外的控制台

刀使用信息

利⽤10.4“⾼端控制器把钻⽯⼑刃分成部分,确保钻

⽯⼑刃完整长度的最佳使⽤（专利申请）

几乎适用于任何材质样品，获得高质量切割截

⼏乎任何材质样品都可获得⾼质量截⾯，在没有任何变形或损伤

的情况下揭开样品内部最真实结构信息，在使⽤徕卡EM�TIC3X

之前，这类⼯作从未变得如此之简单。

徕卡EM�TIC�3X三离⼦束切割仪适宜处理软/硬复合、带有孔缝

结构、热敏感性、脆性及⾮均质样品，获得样品截⾯，从⽽进⾏

扫描电⼦显微镜（SEM），微区分析（EDS，WDS，Auger，EBSD）

及原⼦⼒显微镜或扫描探针显微镜(AFM，SPM)检测。

三离⼦束（分别独⽴控制），冷冻样品台及多样品台，确保离⼦

束对样品处理⾼效，切割区域宽且深，从⽽获得⾼质量截⾯切割

结果。

�������

�������
顶级性能

独特的三离⼦束系统，可获得最佳的截⾯处理质量，并可

⾼效获得宽且深的切割区域，⼤⼤降低⼯作时间。并可实

现在⼀次处理过程中最多处理3个样品。因此对有⾼通量

需求的实验室，徕卡EM�TIC�3X是最佳解决⽅案。

样品托

多种多样的样品托，适合于各类尺⼨样品。

可装配系统

根据您的样品制备需要，可以有针对性地在徕卡EM�TIC�

3X上装配⼀体化设计样品台�������标准样品台，多样品台或

冷冻样品台。

样品TOPO结构清晰可见

除了剖⾯切割，使⽤同⼀样品托还可对样品进⾏清洁及增

强衬度的功能。

冷冻样品台

针对温度敏感型样品如橡胶或⽔溶性⾼分⼦聚合纤维等，

可以使⽤冷冻样品台对样品进⾏低温下处理，获得⾼质量

处理结果。样品托和挡板的温度都可达到-15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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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徕卡显微系统(Leica Microsystems)是德国著名的光学制造
企业。具有160年显微镜制造历史，现主要生产显微镜, 用户遍
布世界各地。

    早期的“Leitz”显微镜和照相机深受用户爱戴, 到1990年
徕卡全部产品统一改为“Leica”商标。徕卡公司是目前同业中
唯一的集显微镜、图像采集产品、图像分析软件三位一体的显
微镜生产企业。

仪器简介：

DMI LM倒置式显微镜，主要提供反射观察配置，满足金相样品的常规检测分析
整体光路支持20mm视野直径
4孔位手动物镜转盘
提供内置35W卤素灯照明或外接100W变压器的卤素灯照明
可提供明场、偏光观察方式
可配接徕卡的各倍数物镜
可配固定式样品台或三板移动样品台
可配接摄像头，数码相机等图像采集设备，实现图像存储，配合分析软件做图像分析

全手动实验机倒置金相显微镜

仪器简介：

DM2500M显微镜是Leica公司2005年推出的新产品, 光学设计上采用先进的
Hc无限远轴向、径向双重色差校正光学技术，彻底消除杂散光等干扰因素；
在整个光学系统内, 对涉及成像质量的所有组件(物镜、镜筒透镜、目镜
筒、目镜、照相接口等) 进行最优化组合，实现图像分辨率和反差的最优
化，得到锐利图像的同时追求最高分辨率。

DM2500M适用于钢铁,金属, 化工材料行业科研, 质检, 质控  

反射光可实现明场, 暗场, 偏光, 微分干涉, 荧光观察功能 
透射光可实现明场, 暗场,偏光,  微分干涉观察功能 

可接干涉台阶仪进行高精度测量 
可接大尺寸物台用于半导体检测 
可接CCD相机配合图像分析软件进行材料分析 
可升级为其他观察方法 

仪器简介：

研究级半自动智能数字式正置金相显微镜，适合金属、陶瓷、高分子材料、电子
元器件, 粉尘颗粒、等样品的观察分析
模块化设计，可实现反射观察、透反射观察配置
复消色差光路，整体光路支持25视域
6孔位的物镜转盘，配接32mm直径工业物镜
观察方式可实现明场、暗场、偏光、干涉
机身内置12V100W的透、反射照明电源，可提供自动光强变化的高级照明方式
系统能自动记忆在不同物镜下和不同观察方式下最佳的光强、光阑大小及聚光镜
的相应组合，自动恢复到位，操作简单快速
机座带液晶显示屏显示显微镜各部件工作状态、参数
光强、光阑、观察方式调节和聚光镜调节除可由按键控制外，还可由计算机控制
操作，并自动在不同倍数物镜下拍的照片中加相应倍数标尺
具有色温恒定系统，提供工作效率
可配接摄像头，数码相机进行图像采集、分析、测量
可配接荧光观察、高温热台、阴极发光仪、光度计
可配接4x4、6x6大样品台，观察芯片等大尺寸样品
可配接自动扫描台进行多视场金属夹杂物自动分析和全视场的颗粒粒度、清洁度分析

高级全自动智能数字式正置金相显微镜， 适合金属、陶瓷、高分子材
料、电子元器件, 粉尘颗粒、等样品的观察分析
模块化设计，可实现反射观察、透反射观察配置
复消色差光路，整体光路支持25视域
6孔位电动物镜转盘，配接32mm直径工业物镜
内置电动调焦系统，精度0.015um
可实现全自动明场、暗场、偏光、干涉观察方式

半自动智能数字式正置金相显微镜

高级全自动智能数字式正置金相显微镜

智能数字式半自动正置金相显微镜

徕卡   金相显微镜

仪器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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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万通是当今唯⼀⼀家全⽅位涉⾜各类不同离⼦分析技术的公司，产品

包括离⼦⾊谱仪、电位滴定仪、KF�微量⽔分滴定仪和伏安极谱痕量分析仪

以及近红外光谱分析仪等。瑞⼠万通旗下拥有四个品牌：“Metrohm”、

“Autolab”、“Applikon”及“NIRSystems”，以其⾃动电位滴定仪、

KF�微量⽔分滴定仪、离⼦⾊谱仪、伏安极谱仪以及近红外光谱分析仪著称，

技术领先世界。您可以从瑞⼠万通获得⼤量有关离⼦分析和近红外分析的⽅

法和技术。

瑞士万通中国

电化学⼯作站
Autolab系列电化学⼯作站素以模块化设计、⽪实稳定、软件⼀流著称，标准配置的功能⼗分强⼤，能满⾜⽤户的绝⼤多

数测试需要。在这个基础之上，⽤户还能够配置不同的模块和外部设备，以满⾜特殊的测试要求。

电化学⼯作站主要应⽤领域：
电分析；

腐蚀防护与控制

储能设备（燃料电池、电池、太阳能光伏电池、超级电容器等）；

点催化、电镀、�电解、、电点溶解、点沉积、�电合成；

涂层研究（有机涂层及⽆机涂层）、纳⽶科学、导电聚合物的膜科学、化学机械抛光、借点材料和半导体材料；

⽣物传感器；

光谱电化学

相关⾏业：电池及电池材料⼯业、电镀⼯业、钢铁⼯业、航天⼯业、国防⼯业、

�����������������汽车、⽯化、化学加⼯、包装、涂料、半导体⼯业等。

PGSTAT204电化学⼯作站

PGSTAT204是Autolab系列中新的一员，是一款研究级的紧凑型

电化学工作站。PGSTAT204的槽压为20V，最大输出电流为

400mA。PGSTAT204预留一个扩展插槽，可用于一个功能模块的

扩展。PGSTAT204可用于与外部设备的模拟/数字信号的输入/输

出。PGSTAT204内置模拟积分器，用于电量的实时采集和积分电

流的测量。

����
� 小功率锂离子电池、超级电容器

� 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

� 腐蚀与防护

� 导电聚合物及膜科学

� 涂层研究

� 介电材料及半导体材料

� 电催化

� 电沉积等

PGSTAT101电化学⼯作站

一种非模块式、基本型、全电脑控制的电化学工作站，具有低电流、低噪声的特点；

可以测量或施加±100mA的最大电流，精度为电流值的0.2%，电流分辨率达30fA；

采取二、三、四电极方式进行测量；

包含一个内置积分器，可以直接进行计时库仑法测量；

包括一个数模转换模块，控制模拟信号的输入或输出，以控制或测量一个外部（电压或电流）信号；

恒电位仪带宽1MHz；

具备iR补偿功能；

内置模拟电化学池；

输入阻抗大于100GOhm；

只支持NOVA软件

����
     医学领域

     生物传感器

     伏安分析

     教学等

910�PSTAT�mini
让您轻松“掌”握电化学分析技术

免维护一次性丝网印刷电极，即插即测，无需前期准备

笔记本电脑USB供电，适合野外现场测量

源自瑞士的丝网印刷工艺

经济高效

多种修饰电极可供选择

非汞电极、安全可靠

丰富的应用报告

低至ppt级的检出限

910 PSTAT mini     小巧精悍

910PSTAT mini是一款由计算机控制的便携式恒电位仪，可应用于电化学活性

成分定量分析和电化学研发。配套的PSTAT软件简便直观，能提供各种主要的

电化学测试技术。一次性丝网印刷电极经济高效，可以直接应用，无需任何前

期准备。

�������SPE�
一次性丝网印刷电极使电化学分析变得更简单。只需将电极片插在分析溶液中

即可开始实验，无需任何前期准备。每个电极片的陶瓷基底上包括三个电极：

工作电极（玻碳、金或铂）、参比电极（银）和辅助电极（玻碳）。为了保证

测试结果的重现性，每个电极片只使用一次，用完后更换新的电极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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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STAT100N电化学⼯作站

������������

�������
一种模块式、全电脑控制的电化学工作站，具有低电流、低噪

声的特点；测量或施加±250mA的最大电流，精度为电流值的

0.2%，电流分辨率达30fA；最大反应电压为±100V，扫描电位

范围为±10V，电位分辨率为150 μV；

PGSTAT100N����������
     有机电化学；

     电沉积；

     油腐蚀；

PGSTAT128N电化学⼯作站�

   作为AUTOLAB家族中基准型的，AUTOLAB PGSTAT128N 

型电化学工作站是一款模块式、低电流、低噪音的快速电

化学综合测试仪，最大电流是250mA，响应电压是12V对

于那些研究小电流，高性能的应用，例如：

基础电化学、生命科学、生物传感器等方面，PGSTAT128N

可以说是一款价廉物美的仪器。

模块式的结构，也使得PGSTAT128N型工作站可以配套多

种AUTOLAB功能模块，以进行一定的功能扩展。

同样，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的输入输出也是该仪器不可或

缺的功能，以便能与外接一起进行控制和通信。

PGSTAT128N������ �������  

     常规的电化学用途； 

     生物传感器；

     分析用途；

     较低电流的测量；

     恒电流库仑滴定。

PGSTAT�302F电化学⼯作站

�������
PGSTAT 302F是PGSTAT系列中一款支持浮地模

式的新品。PGSTAT302F的技术指标与

PGSTAT302N完全一样，唯一不同的是

PGSTAT302F可在两种模式下工作，即常规模式

和浮地模式。在常规模式下，PGSTAT302F的功

能与PGSTAT302N完全一样。在浮地模式下，

PGSTAT302F可用于工作电极本身接地的体系的

研究。PGSTAT302F可在常规模式和浮地模式之

间自由切换。

�����������
� 高压釜联用（高压釜釜体接地）

� 土壤中金属构件的腐蚀研究

� 桥梁的腐蚀研究

� 摩擦腐蚀

� 氢渗透实验

PGSTAT302N电化学⼯作站

Autolab系列电化学工作站素以模块化设计、皮实

稳定、软件一流著称。PGSTAT302N型电化学工

作站是Autolab系列中一款通用型的高性能电化学

综合测试仪，能满足用户的绝大多数测试需要。

在这个基础之上，它还能够配置所有的可选模块

和外部设备，以满足特殊的测试要求。

������：

     电分析；

     腐蚀；

     储能设备（燃料电池、电池、太阳能光伏电

     池、超级电容器等）；

     电镀、 电解、 电合成；

     生物传感器；

     微纳米器件

     光谱电化学

瑞⼠万通NOVA软件

NOVA������
      与Autolab仪器配套的NOVA软件由电化学专家为电化学专

家而设计。NOVA基于最新的.NET技术开发，结合了二十多年

的用户操作经验，功能更强大，操作更加灵活多变。

   一般的电化学软件只提供固定的电化学测试方法和序列测试

功能，而电化学实验往往是不同的，固定的测试方法有时很难

满足用户的实际要求，此时用户只能期待下一个版本的软件，

为此，用户需要等上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NOVA就能很好

地解决这个矛盾，其提供了一种革新的、动态的工作环境。通

过NOVA，用户不仅仅可以应用所有典型的（固定的）电化学

测试方法，还可以设计自己的电化学测试方法， 这些自己的测

试方法可保存后下次直接调用。用户可以以固定的电化学测试

方法为模板来创建自己的测试方法，创建时只需通过鼠标“拖

拽”命令集中的命令到模板中即可，无须掌握复杂的程序代码

或关键字。NOVA提供的命令集包括：Control命令集、Metrohm 

Device 命令集、External Device命令集、Measurement命令集、

Data handing命令集、Analysis命令集和Plot命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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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9 紫外消解器是一款先进的消解设备，它可以通过紫外光解作用对样

品进行前处理。样品中的有机分子会干扰重金属的测量，特别对伏安法

测量和基于分光光度法的 ICP 和 AAS 测量干扰很大。基于已经得到验

证的紫外技术，新款 909 UV 紫外消解器能够高效消除液体样品中的有

机成分并能够提供快速简洁的样品前处理，特别是能轻松处理污染大的

样品。

909 紫外消解器能够对样品进行全自动消解。其核心部件是紫外灯，它

可以提供必需的 UV 射线。空气冷却系统可以消除紫外灯产生的热量。

为了确保紫外消解器在可控的条件下能够运行，在测样过程中，利用 

Pt1000 温度传感器测量消解温度。嵌入式微处理器控制消解温度和时

间。

⼴泛应⽤于⽔质、环保、⾷品、化⼯、地质等领域
利用紫外光解作用进行样品前处理的相关标准包括：

DIN 38406，Part 16：伏安极谱法检测锌、镉、铅、铜、铊、镍、钴

DIN 38406，Part 17：吸附溶出伏安法测定地表水、生水和饮用水中的铀

消解温度：80-100℃

控制精确度：±3℃

紫外灯能耗（可控）300-600W

冷却方式：风冷

室内温度（控制范围）：5-35℃

消解时间：1-999min

类型：中压水银灯

伏安极谱仪（CVS极谱仪）

瑞⼠万通909�紫外消解器

1922年捷克科学家J.Heyrovsky发现不同物质在电极接触的溶液中如含有还原离子或离子团，电流就会按等级地增

加，这是分析化学中的一个重大发现。 Heyrovsky因此获得1959年诺贝尔化学奖。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伏安极

谱法分析成为电化学分析中最重要的一种分析方法。 具有氧化还原电化学活性的物质均可采用伏安法，包括无

机阳离子、无机阴离子、有机物。伏安极谱法分析快速、准确、灵敏、低消耗，已广泛应用于水质、环保、食

品、化工、地质等领域。

UV-A（315-400nm):35W

UV-B(280-315nm):40W

UV-C(200-280nm):70W

放电管的温度：700-900℃

长度：137-139mm

外径：大约16mm

工作寿命：500-1000h

循环伏安溶出分析（CVS）和循环脉冲伏安溶出分析（CPVS）

是电镀行业中广泛应用的方法。许多镀层技术，特别是电路板

（PCBs）制造业，这个 方法是生产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添

加剂的定量是通过其对槽液主成份沉积的影响而进行间接测

定。由于测量是基于生产过程发生的电极反应，所以可以直接

测定添 加剂的活性和效果。

主要功能及特点

各种类型添加剂的定量测定需要专门的校正技术：线性近似法

（LAT）或修正线性近似法可测定光亮剂。稀释滴定法（DT）

可测定抑制剂。

这些分析使用结构简单、性价比好的旋转铂盘电极。在每次测

定前，电极需要进行电化学预处理，这已在方法中设置好、并

完全自动重复直至测定值稳定。

采用CVS或CPVS可以准确测定添加剂的含量。

电镀槽中添加剂的有效浓度以每升槽液中添加剂的毫升数来表

示并打印出来。这意味着可以准确的调节添加剂浓度。保证了

操作的连续性和无干扰。特别是分析结果 的准确性使该方法为

电镀行业所接受。其他方法，如经典的候氏槽（Hull cell）法，

仅能提供镀层质量的评估而不能测定添加剂浓度。

⼴泛应⽤于⽔质、环保、⾷品、化⼯、地质等领域���

 可调用预置的方法，只需要调整少量参数，就可以开始测定。

应用报告中配置的方法可用于电镀业排名前列的企业的镀液分

析。可以上网下载Metrohm 应用报告（AB）和应用简报

（AN），其中有更深入的应用方法。

VS�瑞⼠万通797�C电镀添加剂专⽤测定仪

性能卓越  技术优先

� 独特的多功能电极和最新设计的恒电位器，具

     有极高的灵敏度  

� 采用813型自动进样器或766型自动进样器可实

     现自动化  

� 数据库程序自动采集数据、生成报告  

� 多达220个现成重要的分析方法  

� 可根据要求按多种格式输出结果  

� 内置GLP指引模式、个人登录权限和自动电极

     测试。  
� Windows模式的用户界面，操作简单  

� USB接口与电脑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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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A-13�全⾃动CVS电镀液分析系统

主要功能及特点

全自动测定CVS电镀液中添加剂的一流装置。最多可连续分析56个

样品的抑制剂，28个样品的光亮剂。自动测定批量样品过程中，可

重新校正方法，最大限度保证了精度最高和操作的灵活性。

⼴泛应⽤于⽔质、环保、⾷品、化⼯、地质等领域

系统包括：
1X797VA Computrace+MVA-CVS

3X800 Dosino

1X838 Auto sampler 

1X843 Membrane Pump Unit 

894专业型�CVS仪器加viva软件�—�就是更加灵活、简单、安全的

CVS解决⽅案！

894专业型�CVS

�专为客户定制的模块化设计的测量系统

�内置的校正设备保证测量的精确度和可信度

�可拆卸的测量头

�丰富的自动化设备选择

�独特的液体处理系统—800 多思自动加液系统、抽排液泵和液位传感器

Viva软件

�个性化、面向问题的编程方式

�数据库针对方便浏览和测量结果评估的多种功能设计

�数据安全性和自动备份功能

�测量结果具有可追溯性和安全性，方便用户溯源

�控制图表功能

894 专业型CVS搭载viva软件是目前利用循环溶出伏安法（CVS）测定电

镀槽液中的有机添加物，功能最强大的系统。

⼴泛应⽤于⽔质、环保、⾷品、化⼯、地质等领域

更强的灵活性
894专业型CVS以其独特的灵活性而出众。

由于系统完全模块化设计，它可以通过添

加其它的模块单元。例如，多思TM自动加

液系统、泵和样品处理器等，可以随时地

扩展和升级系统的功能。viva电脑软件是

实现最大的灵活性的强有力保障。所有的

参数都可以自由定义，您可以在viva软件

中几乎无限制地编辑您自己的方法参数。

viva软件同时控制894专业型CVS主机和其

他的连接设备。软件中已预先安装好一些

重要的实验方法，这样可以使系统在简单

几步中，即可实现快速、简单的进行操

作。

更强的简便性
viva软件另一项强大的功能是其强大而完

善的数据库功能。除了数据自动采集和评

估功能，同时它还可以实现测量数据的便

捷管理。

更好的安全性
用户管理与自由定义访问权限，自动备

份功能确保高水平的数据安全性。更进一

步地，使用的溶液、电极和系统的其它附

件都可以被系统监控，以符合GLP（良好

实验室规范）来确保最高级别的安全性。

此外，Metrohm在CVS测定电镀槽液中的

有机添加剂领域的检测，已有超过10年的

丰富经验，这使我们在分析电镀槽液可以

成为您的忠实可信赖的合作伙伴。

最重要的应⽤
MLAT法测定电镀槽液中光亮剂的含量

（改进型线性逼近技术）

DT法测定电镀槽液中抑制剂的含量（稀

释滴定法）

瑞⼠万通894专业型�CVS(循环溶出伏安法)
瑞⼠万通
MVA-13�全⾃动CVS电镀液分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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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耶拿分析仪器股份公司（Analytik Jena AG,简

称AJ公司）成立于1990年，前身为卡尔    蔡司

（Carl Zeiss Jena GmbH）公司的分析仪器部, 今

天已成为德国最大的分析仪器公司。公司总部设在

世界光学精密仪器制造中心的德国耶拿(Jena)市，并

在Jena, Eisfeld, Langewiesen等地建有工厂。目

前Analytik Jena在全球80多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公

司的宗旨是不断创新和追求活力。

德国耶拿分析仪器股份公司

My�SPECORD!����品质造就⾮凡���
Time�for�new�demands!

新⼀代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从第一台SPECORD®诞生到本世纪初，全球已有超过15万

台SPECORD®和SPEKOL®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应用于各个

领域的分析实验室。

经典、耐用的的SPECORD®系列产品，历经近 50年的发

展，已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休系。最新型的SPECORD ® PLUS

又一次为分光光度计的发展引领了新的方向。

SPECORD®PLUS从常规分析到特殊应用，免费为各个

应用领域提供了操作高效、便捷的全套解决方案。在化

学、制药、医学、食品、坏境、材料、生命科学等诸多

领域，SPECORD® PLUS都为您提供了全面的实验方法。

SPECORD® 200 PLUS

SPECORD® 210 PLUS

SPECORD® 250 PLUS

全息光栅单色器有效减少杂散光；

最少的机械移动部件，提供最稳定的性能、极高信噪比

最大光通量；

和优化的非球面光学系统有着优秀的成像质量；

革新的CDD技术检测器确保测定结果不受环境温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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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日常分析还是特殊领域应用
multi N/C®系列都是您的最佳选择

⾼性能全新系列总有机碳/总氮分析仪

������    �������

总量分析和元素分析的前沿技术，曰益广泛的应用

于环境监测、医药研究、质量控制和过程管理。对

于分析技术的最大挑战在于面对品目繁多的基体和

含量变化范围很大的样品时，仪器依然能够具有可

靠的精确度和自动化程度。德国耶拿作为分析技术

的领军者，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高性能仪器的研发，

目标就是满足用户现代化分析的需求。

在这个目标的驱动下，德国耶拿几十年来不断推出

引领技术潮流的总量分析和元素分析仪器。凭借可

追朔到19世纪的分析仪器制造传统，以及从不停歇

的创新脚步，德国耶拿2010年又推出了multiN/C0系

列全新升级产品。基于多项创新的专利，multi N/C®

系列产品与您分享更加专业、可靠的分析技术。

专利技术：

高聚焦非色散红外NDIR检测器

作为光学领域的先驱和领军者，德国耶拿给用户可

靠保障：TOC分析仪使用的是最先进、最高品质和

最持久耐用的光学元件，性能高，寿命长。

全新multi N/C�系列仪器中，选用了最新专利技术

的高聚焦NDIR检测器，使用最高质置的光学元件制

成。与高能量的脉冲式红外光源完美结合，使得该

"FR-NDIR" (Focus Radiation-NoneDispersive Infra-Red)

高聚焦非色散红外检测器无可匹敌！

VITA®专利流速控制

和信号处理技术

�����������������

在热催化高温燃烧TOC分析中，我们所面临的最棘

手的问题是如何避免气体流速的波动对检测结果的

影响，耶拿公司专利的VITA�信号处理技术，完全

克服了这一难题，所谓VITA�技术，就是迟豫时间

积分技术，检测N DIR信号的同时进行流速测定，信

号积分前，流速的波动被根据相应函数补偿为一个恒定的流速，这完

全去除了气体流速波动引起的分析误差，得到绝对可靠的分析结果。使

分析重现性和稳定性表现卓越。在multi N/C®系列产品中都具有这一专

利技术。

���������

116位自动进样器    完全实现自动化分析 APG21自动进样器

����
饮 用 水 ， 自 来

水，地表水，江

河水，海水，污

水等

����
符合国际、国内

各类环境标准要

求

满足电厂和蒸汽

厂的TOC分析要

求

�����
土壤、沉积物和

垃圾样品中的

TOC/TN的分析

�����
半导体行业要求

生产过程用水中

的TOC含量低至

ppb级

�����
遵循USP28、欧

洲药典、中国药

典及其它相关国

际国内标准，和

清洁验证的要求

广泛的应用

技术服务及应用支持

�����������

基于卡尔.蔡司(Carl Zeiss)技术，耶拿公司出品

的高精密度分析系统是在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下生

产的，保证一流的产品质量。公司全线产品均通过

了 IS09001质置体系认证。

�������

公司的专家组将为每一位客户提供应用咨询，全方

位的客户服务保证客户都能得到有保障的可靠的测

试结果。

�����

安装仪器时，公司的安装维修工程师会对用户进行

现场培训，验证仪器设备的性能指标并记录测试结

果。并为用户提供解决特殊应用难题的方法。仪器

使用过程中，我们将始终以最快速度为客户提供消

耗品和零备件，保证您的分析工作不被耽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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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Enit®系列原子吸收光谱仪
ZEEnit® 700P
ZEEnit® 650P

ZEEnit® 700P

ZEEnit® 700P

ZEEnit® 650P

ZEEnit® 650P

160年的光谱仪器经验在耶拿

耶拿      光学测量技术的诞生地，以质量优异和发

明创造闻名于世。自卡尔•蔡司和恩斯特•阿贝开

创公司以来，已经积累了160多年的光学仪器制造

经验。目前，我们无比自豪地继承和发扬着这一得

天独厚的优势。

                 疝灯和塞曼石墨炉原子吸收

                 火焰和石墨炉一体化原子吸

                 收,疝灯和塞曼背景校正

精湛蔡司技术的继承和创新发明的结合使耶
拿最新一代的原子吸收确立了新的仪器典范

在几十年原子吸收制造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最新的电

子技术、磁场技术和石墨炉设计而研制成功的ZEEnit®

系列（ZEEnit ® 650P/700P）原吸收光谱仪，达到了前

所未有的分析性能和高度的智能化，是耶拿光谱仪发

展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
所有的石墨炉系统都采用先进的横向加热技术

���
全智能化自动稀释的自动进样器和分段流动注射进

样技术，使分析从不间断，无人看管地连续工作

����...
直接固体进样分析和液体进样分析在同一石墨炉上完成

���
最新一代3-磁场塞曼技术可直接扩展石墨炉分析的线性范

围；磁场强度连续可调允许选择各个元素的最佳分析条件

各种高端技术集结于ZEEnit®系统中:

♦横向加热石墨炉、三磁场技术、直接固体进样分析；

♦氢化物一石墨炉联用技术、全智能化自动进样系

   统等……

♦超群的分析性能同简便的操作完美的结合于一身

   分析条件自动优化；

♦气体流量、燃烧头高度、灰化温度、原子化温度、

   磁场强度，二磁场和三磁场校正模式等……

▼ 石墨炉固定样品自动进样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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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样品中低含量、微量和痕量的金属元素，

    以及部分非金属元素的定性和定量分析

■尤其适合分析样品量大，检测结果要求高的用户

■可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农业，质检、环保、钢铁、

   科研、卫生等行业

�����
★全新概念的超高分辨率

■高达0.003nm的光学分辨率

■借重德国耶拿公司特有的光学技术优势，

PQ9000拥有超过市场同类产品的光谱分辨能力，

很多难分析的、光谱干扰严重的样品，都能轻松应对

★独特的垂直矩管、双向观测技术

先进的垂直等离子体，

适合各类样品（有机，高盐）的分析

采用轴向、侧向双向观测设计，

满足不同浓度（ /L ~ % )的同时测量，保证

了灵敏度和准确度。

独特的智能测量，同一样品同时采用4种观测方

式测量；

轴向、侧向、轴向Plus、侧向Plus，

适合各个元素浓度范围不同的测定要求

������������

������

������

�������

����������������

★优异的检出限，超高的灵敏度

★最优异的光学性能

★高性能的新一代CCD检测器

★最强劲、最稳定的等离子体

★真正的即开即用

★精巧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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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默飞世尔科技公司(Thermo Fisher Scientific)赛默飞世尔科技是全球

科学服务领域的领导者（纽约证交所代码：TMO），致力于帮助客户使世

界更健康，更清洁，更安全。公司年销售额170亿美元，在50个国家拥有

员工约50,000人。主要客户类型包括医药和生物公司，医院和临床诊断实

验室，大学、科研院所和政府机构，以及环境与工业过程控制装备制造商

等。

Thermo Scientific ESCALAB 250Xi X射线光电子能谱仪结合了高灵敏度

与高分辨率定量成像以及多种测试技术能力。

XPS是众多材料特性表征技术中行之有效的测试手段。目前已成为从生

物材料到半导体材料等许多技术领域先进材料开发的重要工具。

ESCALAB250Xi 能够满足不断增长的分析性能和灵活性的需求。此外，

ESCALAB250Xi 提供的可选表面分析技术可用于补充应用 XPS 所获取

的表征信息。先进的Avantage数据采集和处理系统确保了从测试数据中

挖掘尽可能多的信息。

ESCALAB250Xi 配备了微聚焦X射线单色器，提供优化的XPS性能。其

市场领先的灵敏度确保了最大样本量。XPS并行成像是选择最好横向分

辨率的方法，ESCALAB250Xi提供的成像空间分辨率优于&lt;3&mu;m。

最新开发的成像检测器提供了“免签名“的定量数据。多技术能力和系

列预备室及各种设备的可用性，确保该仪器将提供任何表面分析问题的

解决方案。

ESCALAB�250Xi�XPS�
光电⼦能谱仪

����

•高灵敏度能量分析器

•标配X射线单色器

•小面积XPS

•成像空间分辨率<3�m

•定量成像

•深度剖析性能

•角分辨 XPS

•微聚焦单色器

•标准配置包含离子散射能谱（ISS）

•标准配置包含反射电子能量损失谱（REELS）

•标准配置包含预备室

•多技术分析功能

•多种样品制备选项

•全自动无人值守式分析

•多样品分析

•基于Windows 的Avantage数据系统

X�����

•双晶体微聚焦单色器拥有500 mm直径罗兰圆，使用铝阳极

•用户可选择200微米至900微米任何大小X射线光斑照射样品

 透镜/分析器/检测器

•透镜/分析器/检测器一体化使ESCALAB 250Xi具

  备同时拥有成像和小面积XPS测试能力的独特性

•两种类型的检测器可以确保分析者为每种分析选

  用最佳的分析器       二维检测器用于成像，当检测

  到高计数率时能谱分析使用基于通道电子倍增器的

  检测器

•配备两组电脑控制虹膜机制透镜       一组用于用

  户控制分析区域，小面积测试模式下可下降到小于

  20微米，另一组透镜用于控制接收角，对于高质量

  角分辨XPS至关重要

•180°半球能量分析器

����

•数字化控制的EX06离子枪可用于提供优异的深度

  剖析测试

•即便使用低能离子，EX06离子枪同样是一款高性

  能的离子源

•可用于深度剖析中样品原点多方位旋转刻蚀

•多技术能力

•设计用于其它分析技术，不局限于XPS测试

•透镜组和能量分析器供电是可逆的      使用EX06

  离子枪，ISS（离子散射能谱）始终可用

•电子枪加压可升至1000V，为REELS提供优异的

  离子源

Thermo Scientific* K-Alpha是一款完全集成的单色化小光斑X射线光电子能谱（XPS）系统。

性能卓越，拥有成本降低，易用性提高和尺寸紧凑使得K-Alpha成为许多现有以及新研发的表面分析应用领域理想解决方案。

K-Alpha是专为多用户环境推出的第一款XPS工具，从样品进入到报告生成完全实现自动化工作流程。

专为生产率而设计，从研究分析到日常测试

Thermo Scientific K-Alpha是一款完全集成的X射线光电子能谱。获奖的最新版K-Alpha平台特征光谱性能显著提高，提供更高

计数率和更快分析时间，改善化学探测能力。分析选配件包括一个角分辨XPS倾斜模块和一个循环惰性气体手套箱，用于转移

空气敏感样品。K-Alpha带来一系列激动人心的新软件特征，旨在进一步增强用户体验。K-Alpha是专为多用户环境而设计，先

进的单色X射线光电子能谱性能与智能自动化及直观控制相结合，同时满足有经验XPS分析人员及新人对此项技术的需求。

强大的性能

•可选区域光谱

•深度剖析刻蚀

•微聚集单色器

•快照采集

•高分辩率化学态光谱

•绝缘样品分析

•定量化学成像 

K-Alpha�
X射线光电⼦能谱仪

主要特征
分析器           180°双聚集半球分析器-128通道检测器

X射线源         铝Ka微聚集单色器-可获取的光斑大小（5微米步长30至400微米）

离子枪           能量范围100至4000 eV

电荷中和        又束流-超低能量电子束

样品安装         四轴样品台-60 x60毫米样品区域-最大样品厚度20毫米

真空系统          2个220 l/s涡轮分子泵用于进样室和分析室–自动开机，3灯丝TSP

数据系统         Avantage数据系统–过程许可–计算机

选配件           倾斜角分辨XPS模块–惰性气体手套箱用于空气敏感样品安装

S C I E N T I F I C
T

Thermo Scientific K-Alpha，一体化结

构的X射线光电子能谱仪（XPS）。性能

先进、高性价比、操作简便、结构紧

凑,是现代实验室和企业的首选仪器。采

用全新的生产技术,在K-Alpha的设计中

集合了所有这些优势. K-Alpha X射线光

电子能谱仪

赛默飞世尔科技

X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X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