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GMASS 

香港众鸿科技有限公司

元素分析专家

e e 
E圈盟国

( Rignku 

p .. AgilentTechno lo日 ies

@ANTEK"IN盯RUMENTS



产品目录
Product CataloQ 

f一一T 

⑧阳gaku

理学公司是生产X射线科学分析仪器的专业厂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理学公司的总部设在日本.在美国设有理学美国公司; 在德国设有理学欧洲公司;在加拿大设有

理学加拿大公司;同时.理学公司在世界七十多个国家设有销售和维修机构。

波长色散型X射线S、 CI、 P;由料分析仪Mini-Z

P. S 、 Cl 油料分析仪系列是用于分析特定元素
的台式波长色散型 X射线荧光光谱仪。 由于具备与
分析元素最合适的光学设计，虽然是台式小型仪器，
但具有高灵敏度， 分析使用非常简便。

· 优越的再现性

· 优越的检测界限

. 宽广的测试范围

· 触键式的简单键作方式

. 无"冷却永

· 小型台式

Mini- Z Sulfur A n a ly zer/ Mini- Z C l Analyzer 

·拥有高灵敏度，低背景的放妖色做光学系统

·配置6样品自动交换装置，实现无人连续测试

·具有谱峰和背囊测试(专利)

Sulfur Analyzer仪器为对应随着环绕规制强化而对石油燃料的无磁化检

崎"'.Z'~ 匈伽-

Printini台式波长色散X荧光光谱仪

澜(画在成分达到lOppm以下)的要求.测试再现性对于硫成分lOppm . p、 S 、 CI同时分析仪， 汹料分析的理想仪器

轻油的标准偏差为O.17ppm 检测界限 (lLD (S) ) : O.3ppm (测试时间 ·强大的分析能力 极好的旦敏度实现油品中ppmt民的叭队口分析

300秒).分析简便不需要化学处理!配置6位自动进样器满足快速分析'鹏要
Mini-l 口 AoαIyzer用于对应ISO 15597:2001t;J.:ι ·仪器'1、型化!容易放宽·不需要冷却水、 PR气体及特殊电源

油中的S分析 00次重复测试数据) 技术规格

SufftH A'n1、a型w2zet7r+CX『靶|射C}蛙IAo由'" Primini 
X射撞壳' 壳' 小盟军(琦CXz靶射}维光'

分先. RX9 
俭测" S-PC 
分听样品面 <Þ30mm 
得A画室 6样晶持台氛围气 H，

内输E{操边作停面}极外里何电即脑机打{透印件机}{选戳僻缉}传

~ 
0.16 

结果显示，低浓度检测也能得到良好的再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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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波*色散型X射线荧光超低
疏分析仪Micro-Z ULS 

符合 GBIT 11140, A5TM D2622, 15。

20884, JI5K 2541-7 标准

超低硫分析仪具有理学产品

)jt的高灵敏度、商精度和商稳定性

成熟的设计和分析功能

集理学数十年经验为蝶油、石油 (汽油)和奖他然料中超低硫分析而

设计. Micro -Z UlS ~驻波长色散型 X射线爽光光谱仪可同时测量 s能值和

背景强度.测量和校正背景强度变化的功能组供了良好的净蜂强度卓越

的较准结果增强了实际精度.理学 M;α。 Z ULS 符合 GB/T 11140、 ASTM

D2622、 15020884 和 JISK2541 - 7 -f;示准.

对严格标准的自信测量

美国环蜿保护暑 (EPA) 提出了轻型和中型，丧用车网汽油中硫含量的

三级程序. 三级程序俏建议在 2017 年开始!也是与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

(CAR町的低排放车辆 (LEV 川)计划相协调使汽车制造商在美国所有

50 个州都销售相同车辆.

、-

•• , •• 

优越的光路带来可靠的性能

Q 

Mìcro-Z UlS光学系统

男R穹酶乡，先‘你眼9 固定'目光挚，民锋

...鬼..也' 因.
阳'事i;IJ_e.~.1ti\-IIJ..!OlII'.四...

截止到 2017 年 1 归 l 日， EPA 提议将联邦汽油含磁量等平均值从

曰前的 30ppm 降低到lOppm. 此外， EPA 建议或保留现有的 80ppm

炼油商土恨和 95ppm下游上限或把它们分到降低到 50ppm 和

65ppm. 

理学 Micro- Z UlS 是石汹基燃料中硫分析的理想解决元案!具

有较低的检测限， S (LLD) O.3ppm. 稳固的光学系统安按在真空环

绕中，配置专门设计的 RX-9 双弯幽分先晶体， Micro-l ULS 提供

贯的高旦敏庭测量.

该第三阶段汽油磁含量标准与加州、欧洲、 日本、南韩和其他几个国

家已经达到水平类似.从 2006 年开始!将有最高硫含量不超过 15ppm

的柴油供高速公路上车辆使用.这种燃由被称为超低硫蝶汹 (UlSD) 0 

从校准到日常分析的所有键作，可以通过简易操作界面来执行!

技术规格

仪器

激发

波长色做X射线荧光分析仪包括真空泵

元萦范国磁 (5) , l LD=O.3ppm 

应用燃油<p硫含量分析

单测量位(标准 35mm杯)

40 l:::VCr靶X射线瞥

'康大功率40W

即使初次使用的网户也可以恢边掌握.

检测

双弯幽RX9分先晶体

封气正比计数榻

固定先路接收狭盟可开关

可选择放蜂或背景

脉冲高度分析穰 (PHA)

光路

样品分析在大气中

先路在真空中

环绕调节

环蜿温度15-28"1:

相对湿度<75%

人体串串觉不到的振动

无商蚀性气体、灰尘和微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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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散型X荧光光谱仪Lab-X3500S

符合方;去标准 15020847， 1508754 , A5T M D4294 , IP336 

· 无得氧气， 5的检tIj下限可低至3mgjlcg(ppm)(600秒l

·即使有口且气候条件变化也可对S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

·可在实际操作中进行低温和高温样品的测量测量前等待实际缩短

仪器性能

简易的常规操作

· 放入样品，输入样品名即可开始测量 几秒钟后便可得到近视的测量结果

(分析结果实时更新)

·样品元"前处理

·单独的安全窗口可断止仪器中意外泄漏

.校准范围的自动选择

·预量S的标佳幽线! 莫测量元法满足A5TM 04294 

体积小，可靠性高

·结实耐用的设计 ·强大灵活的软件包

·良好的自封性荫尘、脐扁蚀的商扳设计!以葡保在恶劣环横下课进行长 .CjH自动校正功能

期稳定的测量 ·可消除环域变动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傻子在实验室、 成品区域和现场之间运输 ·内.软件包

·牛津仪器生产的X射线管保证了高效卓越的长期使用性能 ·多语言设置!包括英语、法语、德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

·测定元法满足以下标准无"氯气的15020847， 1508754 , A5TM 自动提理援置1 通知用户样品质栓"要和服务的有效期

04294 , IP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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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散型X荧光光谱仪X-Supreme8000

X-SupremeBOOO 是-敦结构监事、功能强大且操作简恒

的能量色散 X 射线荧光 (EOXRF)先谱仪。 它融圭牛津仪器的

高可鑫性 x 射线曾与性能优异的硅，罩移 (SDD) 或正 tt探测器

技术。 这种匠心独具的卓越技术组合，保证仪器最低检测下限

和最佳分析性能，井提供制胜的整体解决方案以满E质量保

证和生产控制的要求。

FocusSD技术快速. 准确和长期可靠性

· 最优化的分析多敏、性能出色的解决元案

· 牛津仪黯推出的 X射线曾装有销靶、缸靶或铁靶并综合了'段先逃的高分

辨率大面积漂移βDD}或E比计数探测器

无人值守的全自动操作

' ID位置样品托盘!在分析过程中哥自动测量控样，确保分析结果的可倩度

·样品自旋黯(可选) 减少国制样颗粒尺寸与不匀性导致的误差

留圃'

数据易于传输

·大样品托盘(可选) 可餐纳直径5 1. 5mm (2英寸) 钢圄 (适用分析水
'PC组件侧面/下部有 USB竭口 1 可缺边连接外部设备

泥)或直径47mm过法样品

·牛津仪揭备有各种样品鑫供客户选用

仪器占用空间最小化

·集成PC 结构紧凑

·外观醒目、易于坝冽的彩色图标确保数据清晰便于使用

·触摸屏显示器(可选)元便恢谊输入数据

·性能优异、运行可靠预遭受WindowsXP系统

·通过以太网连接传输分析结果、登录到实验室恼息管理系统

(lIMS) 界面或远程绿控和故障诊断系统

坚固可靠稳定运行的设计

·可脐尘、"油脐滚剂的薄膜密封式键盘

·内部 "风遇"设计 冷却风扇不会夹带粉尘侵入内部敏恩组件

·简易更换的二次安全窗口可在进行液体/粉末分析时，院止样品泄漏

损坏仪iI!

使用能量色散型X射线荧光光谱仪测定硫吉量时.相关的标准分析方法汇且如下

固 11汽油
Lab-X3500S和

500mgfkg ASTM D42日4 17mgJkg-4.6% 
X-$uprerr回8000

Ll 
Lab-X3500S和

固'汽油 150mgJkg ASTM D42日4 17mgJkg-4.6% 
X-$uprerr回8000

IS020847 300mg/kg- 500mgfk目

国."油 50mg!kg ASTM D42日4 17mgJkg-4.6% Lab-X3500S和

上述标佳分析元法中 ， IS0 13032标准时2012年3月颁布的最新标准分析方法.1<量色触型X射线荧光光谱仪检测

车网燃A中低硫含量分析万法.此方法针对车网然A中的低硫含量分析!覆盖含量范围是 8盯 gj l:::g -50mgj l::g.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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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自动分析燃烧系统 AQF-2100H

（与 IC 仪联用分析卤素 F,Cl,Br,I 及硫元素）

适用对象：
• 医药品原料等有机物中的硫、卤素组成分析
• 塑料中硫、氟、氯、溴的含量分析
• 环氧树脂中氯含量分析
• 工业纸张中硫、氯、溴含量分析
• 润滑油中氯含量分析
• 土壤中氟、溴、碘含量分析
 

技术特点
• 全自动系统：燃烧、吸收、注入离子色谱的过程全自动化，只需设定燃烧、吸收条件
• 快速操作：使用自动舟进样系统 ABC 提供快速、准确进样，双层管燃烧方式保证高回收率
• 可重复燃烧系统：可加大样品量降低检测下限
• 高效率：最短 5 分钟内完成燃烧过程
• 高准确性：与样品传统处理法（如氧弹 BOM 法及 Flask 燃烧法等）相比，系统整体化的吸收单元避免了大
     气污染，操作简单，精度更高

 高灵敏度
• 采用了低空白的气体控制单元，降低气体空白值，提高灵敏度
• 采用高纯度石英管进行燃烧裂解，能分析样品中的极微量组份

技术规格
样品导入 样品舟自动进样
测量对象 固体、液体样品
样品量 固体：1 ～ 150 毫克；液体：5 ~ 100μl
燃烧管 高纯度石英管（可选陶瓷管）
燃烧炉 两段电子炉，独立控温，最高达 1100℃，
吸收管 10ml（可选 20ml）

IC 进样针 100µl 定量环（可选 5、20、50、200µl）
吸收方式 5ml 柱塞计量泵
接口管线 氟树脂 PEEK 管
信号输出 可触发启动 IC 的信号

所需气体
氩气：（纯度 99.98% 以上，0.3±0.1 MPa）
氧气：（纯度 99.7% 以上，0.3±0.1 MPa）

电源
HF - 210：AC 100 / 115 / 230 / 240 V，50 / 60Hz 1000 VA
GA - 210：AC 100 / 115 / 230 / 240 V，50 / 60Hz 50 VA

尺寸、质量
HF - 210：约 320（W）×430（D）×500（H）毫米，约 25 公斤
GA - 210：约 250（W）×430（D）×500（( H）毫米，约 22 公斤



产品目录
Product Catalog 

+ ， 一T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P-OES)

准确、稳定、 可靠

卓越的价值

·连续的波长覆盖范围提供了最宽的扩展动态范围!并且减少了干扰!使

您的结果具有最大的可俯度

· 稳健的等陶子体确保结果的可靠性和重现性 即使是最复杂的塞体

• 种观测方式 次逃样测定主、次及痕量元素 加上最悦的预热时

间， 提高了样品通量和分析效率

·很据您的应用"求可选择最优化的输向 (7101 !我径向 (7151 配置

. 直观、强大、杨子使用的软件

所有类型的样品都可获得稳定准确的结果

· 出色的等离子体性能允许直接分析不同类型的广泛样品 从有机滚刑

到工业废水以及海水大大缩短了样品制备时间

·交捷伦的专利创新的冷锥接口技术不必使用昂贵的居馅切割气体为您

节约了资金

· 先进的先学系统设计， 不含移动部件1 稳定的新 代等离子体生成技术

确保了极好的妖期稳定性

· 卓越的光学系统设计和 CCD 检测榻的完美综合带来最佳俯睐比1 从而

获得优异的位t!l l良

·输向现澜的 710ICP-OES 配套专用的逃样系统为帘规实验室的痕量元

察分析提供了'段高的灵敏度

· 径向现冽的 715ICP-OES 配套高效的逃样系统使级苛刻的样品分析变

得异院简单

• 710 系9 的附件扩展了，建分析性能， 比如可以分析柔和氧化物形成元素

的 VGA 用于实现无人值守自动化的 SPS 自动进样器用于即时冲洗和

能改善分析效率俐的 SVS 切换阀!适合有机'"质的 AGM 以及对环横样

品有较低检出陋的 USN

适合于工业应用的可靠性能

如果得要长期分析'段困难的样品类型!那么变撞伦 715ICP-OES 是

您最佳的选择它具有可靠的操作性能和最小的维妒11求.径向观测等离

子体垂直定位使腹气，.，被直接抽走以降低离这解团体样品对中心臂的

精塞和对妖期稳定性的影响.垂直定位的径向观测等离子体系统是包括化

学制造业、 盐业生产、磨耗金属分析、石汹化工以及贵金属精炼在内的许

多行业认可的标准.而使用水平矩笛的双向观测等离子体系统，是远不如

715ICP-OES耐用和适合高滚'再盐样品分析的.

安捷伦稳定的肝发生穰系统提供了可靠的稳定性， 确保那些困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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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分析具有极好的长期稳定性.径向结构对于有机应用也是首选!

因为垂直等离子体减少了碳在注入管上的沉积.软件控制的观测高

度并可自动选择，段佳的等胃子体观测位置 可以减少芮景 消除来

自碳和氧的分子发射干扰.这愈味着不用氧气就可以改善检出限.

无论您是进行石油化工工艺控制!还是测定岩石、土攘或沉积

物自扣的主、 次、痕量成分!或是测定废泊中的污猿物， 715 ICP-OES 

都能为所有样品失望提供稳定、 可靠的性能.



原子吸收光谱仪

高效精确可靠

安捷伦 AA 系列具有高效易用和极端可靠的
特性。 该系列产品具有适用于任何分析所需要的高
性能，并且同样适用于重视可靠性和易用性的常现
实验室。

支援伦 140 和 240AA 系列将灵活性和硬件的可靠性综合在起，为

用户提供高性价比、高性能的火焰/石墨妒/ 氧化物分析的 AA 产品

安撞伦 240FSj280FS AA 是当今'段恢迪和最离效的火拍原子吸收系

统. 它们拥有专利的快速序列分析技术使样品通量增加了倍纵而极大地

降低了运行戚本.它们可以经松地逃行"元素分析 是食品、农业或任何

高通量实验室的理想逃挥

支援伦 240 和 280AA鑫曼石墨妒 AA (GFAA) 系统高效而精确!它

徨供优异的石墨妒性能和精确的背囊校正技术

安捷伦 AA Duo 使您的工作效率成倍提高! 是世界上。佳 能够实现

火炮和石墨炉同时分析的原子吸收光谱仪!无'晴转换延时1 节省您的宝贵

时间

240FS1280FS AA 系列

通过-个样晶-次进样顺序测定样品中所高元素，主
德伦快速序列 AA 能够在几分钟内给出每个样晶的完整测
试结果。 除7节省您宝贵的时间和成倍提高样品通量夕，
240FS12BOFS AA 军事'1还降低7嚣的运行成本。

·元"重复吸人样品就能测定所有待测元素

·通过减少样品分析延迟使您的分析时间减半

·在不到 2 分钟的时间内究成单个样品中的 10 种元素的测定

·不管你测定多少元素 都能够检测所有元素种类

·减少样品消耗 更短的分析延迟!更少的样品浪费

·节省劳力和降低运行成本 测定的元'传越多， 越节省气体、试剂和灯

的消耗费用

·通过在线内标校正物理差异、样品制备误差或漂移提高精度和准确度

Agilent Technologies 

制造业和石油化工业的优秀解决方案

·无论您E在逃行原材料分析还是成品分析!或逃行产品检测，稳定

吁'脏的解决方案是您成功的关键.

·安篷伦 AA 系列为需要进行"种样品类型 原料或试剂中间

产品或成品(这些样品来自于冷却系统、 废品废料或废水等各个环

节) 测定的实验室提供理想响选择.

灵活的样品处理方案

使用安德伦 SPS 3 样品制备系统进行自动化分析，
从而进-步加速火焰 AA 系列的分析速度。 使用 SPS 3 , 

由可以为嚣的实验室创建-个便利的样晶制备平白。

·样品到样品的最缺迫切换

·高样品容量组离了实验室生产率， 并且系统支持样品架的在线更换

.智能清洗功能被少样品问污染

·可里活配置样品架和与某配套的试曾和取样针

.使用可选的集成稀挥系统进行在线稀释

·完整的样品制备能力! 使用可盗的稀释系统和软件逃行陶线标准品

和样品的制备

·可选环蜿室附件用于换气11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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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机碳分析仪GE Sievers InnovOx 

GE分析仪器部设计 Sievers* I nnovOx TOC分析仪，提供行

业领先的样晶处理耐用性，在制定高盐水样、工艺用水、环

境水E匮水中的TOC时，保障很长的正常运行时间 。 既提供

实验室型，也攫f共在钱型， I n n ovOx哥用创新的超临界氧化

( Supercritical WaterOxi dation . SCWO) 技术，与典型的燃

烧活或紫外过硫酸盐型TOC分析仪帽比，实现更高的可靠性

使用方便性、且{旺维护。 ''

·''
-44'

a,
-

dF 

, 

.. 
~ 

, 

.. 
• • 

主要特点

· 宽广的动态测定范围 10C测定从 0.5 至50.000ppm

-1;\种测定模式 测定总无机碳(Tolallnαgαnic Carbon , TlC) ，不可

吹出有机般 (Non - PurgeableOrganic Ca由 :ln ， NPO 口，总碳

(Tolal Carbon , TC) 与总有机碳TOC (TC-TlC ) • 

· 样品处理耐用性 使用创新的祖临界氧化。CWO) 技术，和固态非色

做红外(NDIR)检测技术无论样品中含有何种有机化合物与颗粒杂质或

者高至饱和的食盐水均可获得出色的 10C 回收率o InnovOx 能以空前

的可靠性处理广泛范围的传统测定困难的样品墨体包括盐水、纤锥索

与腐殖酸. 总有机碳分析仪主要技术参数

" '-''-，川 POC.TI
使用创甜的组临界氧化 (SCWOl 钱术! 无论伴晶中含有何
种有凯化含糊与帽位知质!绚可获得出色的 γOC 由收靡。

InnovOx.在以垒耐的可靠性， 处理广泛范围的传统测定因

远程监测与

08 

· 操作简易 在线望提供预设的协议，筒'另启动. 在线型与实验室型均具

备直观的彩色触摸瞬界面元"加热器预热与捡测揭稳定的时间主即使

用.

· 低维护与低运行戚本 设计牢固， InnovOxJII耍'段少量的操作者干预或

保护性维护，提供6个月的校准稳定性!使用固态非色披红外 (NDIR ，

Non-dispersive Inlrared) 检测器.

· 以太网(Ethernel)网络浏览器界面 (实验室型) 允许用户使用基于网

籍的界面与仪器的以太网界面!远程监测与控制分析仪的键作及结果.

通知用户水系统的事故!启动对· 可用户配置的报警与输出(在线型)

分析结果与性隘的远程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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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行业ìDl1l柔仪PE-1000 (UOP938方法标准指定ìDl1l柔仪)

PE-l囚。能快速，准确，呈敏的检测石油及其副严品中的

主吉量，样晶版入样品古后，进样， 前处理以及检测都自动进

行。 封闭的军统阻止7幸的挥茬，因此能得到准确的结果。 原

于荧光法能得到更高呈敏庄和更l'干扰的测量值。

仪器特点

· 液态段短的宗含量

·热蒸汽原子荧光法俭测 O.01ppb 超高灵敏度

.位确的检测系统

· 高效自动110 位自动进样器

• UOP938、 IFPMA-4-9606 标准指定石油、 天然气及硫氧化合物中总录

测定仪器.

主要应用

石脑油石脑汹轻汹原油重汹 凝析汹 液化石油气 液化天然气

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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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相色谱-原子发射光谱检ìmll器 (GC-AED)

• JAS提供成熟的化学分析和生命科学产品与技术服务;JAS 制造系列的

气相色晴和高效浪相色谱应用'再决方案，同时也提供实验室自动化和在

一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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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设备.

• JAS作为交捷伦的 "增值供应商. 氢们以安篷伦的色谱和光谱为平台1 结

合JAS自己的技术、硬件产品和服务，为网户提供完整的 体化解决方案.

• JAS德国总部工厂装备有生产和集成所需的各种工具和设备.

• JAS可以徨供八大类的上千种配件、 模块以及四大产品系列!用于满足不

同客户的常用及高端'露决方案'睡求.

.JAS为六个行业提供气相色谱和液相色谱交钢在解决方案.

• JAS 2390AA GC 应用包

包括 7890色谱， UNIS S{S进样口 AED检测器 AED软件!化

学工作站!计算机、打印机

• JAS 2395AA GC AED 高温模拟熬馈应用包

包括 7890色活， UNIS3100进样口， AED检测器带高温转移曾

路 AED软件!化学工作站计算机、打印机

AED新的应用方案

JAS公司产品种类

· 快速力ptM制冷部件产品 ( CM-l ) 

UNIS 逃样口系列、冷阱系列、样品转移线系列

.阀系统

天然气分析仪、 练「气分析仪液化气分析仪、用户定制气体分析仪

'A回 家族

GC-AES, LC-AES 、 lC-AED 系列、在线AED 系列

·在钱系统

在线废水分析仪、农药生产质量控制分析仪

.特殊分析仪

MSD X MSD、

GC-AED 系列、

.自zgzzvzz 
--一巾'…叫

---一
町叫一问…-

CWAA、1<雄气相色晴I(MSD)、 制备气相色诺

·标准应网分析仪

H53 药物滥用分析仪 PA阶农药分析仪免疫抑制剂

·实验室将晶代码追踪识别系统 ( SCOTTl ) 产品

读写援、支架 复制点、 天平、搅拌揭

·实验室将晶代码追踪识别系统 ( SCOTTl ) 解决方案

法医实验室乳制品实验室
m …,-

M 

F -_. … 

一一

• JAS AEU锥测帽对八种元蒙特别灵敏 (C ， H, N, S, CI , 0, p, F) 

JAS AED检测榻检测这些元J<看，碳元素都有特定的选择性

.对爵的灵敏度可达;5ppb

·长期111定性

·没有浮灭貌应

AED检测器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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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依赖于化合吻校正

· 可同时进行多元素检测 细碳、商氯 (共计26种元J< )

丙烯将晶一次分衍可以得到短， S, co和四 2等结果



公司简介拦业坠巴

香港众鸿科技有限公司 (GMASS ( HONG KONGI TECHNOLOGY Ll MITED.) Æ一章~~实验室分析测世姐器、消

耗品销售为主的专业也器服务供应商。公司与欧樊旦日本的事霞知名也器公司紧密合作，本着 "科学的在厦，

专业的服务" 的宗旨，致力于为广大学术及企业用户提供先进的仪器产品且专业的技术支持。

公司的销售及技术团队成员在石油化工及瞿古物领域具有十事年的行业经验， 特别是与华商和华草地区

的中石化、中石油及中海油下属企业有着十事年的合作，埠得用户的情任。 盟们为用户提供" 站式"的售前、

售后主过程的专业服务。盟们愿意携手更专业、更先进的仪器生产广商在本地区开拓市场，与我们的用户共同

成长，共享科技盘展。

诚信合作 共赢

香港众鸿科技膏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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