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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康励仪器设备有限公司-作为实验
室及工业检测仪器设备和环境检测行业
仪器设备等优质品牌供应商。并我们在
市场建立起了强大的销售网络，以及众
多的分销商。

作为国内科学仪器行业的优 质供应
商，我们服务于生命科学、工业、制
药、政府、教育、石化、电子以及商业
实验室等众多领域。凭借与世界知名科
学仪器制造商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以
及不断优化的公司自身运作和服务质
量，上海康励 每年都为无数的客户提供
优质产品。

我们自豪地拥有:
•  富有激情、高度专业化的领导和团队
•  良好的历年业绩和信誉
•  覆盖全国的销售网络
•  专业的应用和技术支持
•  完备的后台支持，包括市场营销、服

务热线以及后勤运作等方面

我们的宗旨:
    作为卓越的仪器供应商，为了满足每
一个领域客户的需要，我们提供：
•  完整的解决方案
•  先进的产品
•  专业的技术支持
•  满意的客户服务

公司文化和价值观:
我们本着诚信、公开、诚实和公平的

原则展开业务，努力营造员工和客户之
间互相尊重、坦诚沟通、高效互动的健
康环境。

对于客户，上海康励致力于了解他们
的实际需求，并尽力满足他们的近期和
长期需求。德祥在员工们的创新和努力
中不断进步，所以我们可以对客户做出
这样的承诺。

对于员工，我们把员工当成公司的主
人，公司资源也就是员工的资源。我们
为员工提供学习培训机会、公平的绩效
管理制度、安全的工作环境等，从而实
现员工自身的进步和成长。

 上海康励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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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食品/农业

植物生长箱

超声波清洗器

样品前处理分析设备

超低温冰箱、冻干机

多功能细胞工作站等

酶标仪、洗板机

凯氏/杜马斯定氮仪

气体发生器

液体处理工作站

生化分析仪

离心浓缩系统

真空泵

折光仪、旋光仪

均质器

离心机

多联电炉、混匀仪

恒温混匀仪、真空抽吸系统

显微镜

超声波破碎仪

超临界系列

制药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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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X射线分析仪器
在线TOC/COD多参数分析仪

水质分析系统
石墨消解系统
通风橱、储药柜
快速水质综合生物毒性分析仪

便携式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空气预浓缩系统
气相色谱仪

环境保护
TM

TM

工业/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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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及抗生素/激素残留分析

氮吹仪
柱后衍生系统

-------------------16
------------16

柱后衍生耗材
气液相色谱耗材
Tegent 移液器
液体处理系列产品
高效萃取装置及耗材
真空锁及超合金柱
色谱耗材
液体处理系列产品
生物耗材
色谱耗材
气体净化装置等
标准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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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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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G残留、模拟蒸馏、详细烃

石油产品测试设备
油料分析仪
色度仪
原子发射检测器AED 
精馏及蒸馏系统
马弗炉
材料试验机、聚合物测试
硬度测试系统

纳米力学材料检测仪
电镜专用分析工具
高温炉
超声波清洗方案
热裂解系统
样品研磨及粉碎产品
反渗透咸水淡化系统

高效液相色谱仪

药物制剂分析专家

药物制剂中试系统

自动化中压制备色谱

模拟移动床色谱

场流分离系统

温控箱系列

旋转蒸发仪等

水浴温控设备

平行合成工作站、反应釜

流动合成仪

折光仪、旋光仪

渗透压仪、冰点仪

精密筛分设备

清洗消毒机

粒子污染检测系列

XRD产品系列

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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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Parker Domnick hunter公司成立于1963年7月，是全球气体发生
器行业的领导供应商，全球首家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的气体处理设
备厂家。其超过40年的气体发生器产品研发和制造历史，可满足各类实验
室、各类科学仪器对高纯氢气、高纯氮气、零级空气、大流量氮气等气体的
需求。 

产品包括:  高纯氢气发生器、高纯氮气发生器、零级空气发生器、专用于
LCMS氮气发生器、空气干燥器、无二氧化碳空气发生器等。

Parker Domnick hunter 
专用于LCMS氮气发生器

Parker Domnick hunter 
高纯氢气发生器

生物/食品/农业 制药行业 环境保护
石油化工农药及抗生素/激素残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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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食品/农业 制药行业 环境保护
农药及抗生素/激素残留分析

Biochrom公司成立于1970年，是一家历史悠久的高质量科学仪器制
造商，其生产的仪器广泛应用于临床实验，生命科学和工业市场等多个领
域，Biochrom公司同样为众多知名仪器产商提供OEM服务。公司产品范围
主要包括有5个世界级品牌Biochrom Libra先进的分光光度计、Biochrom 
WPA紧凑型分光光度计和色度计、Biochrom Anthos 和 Biochrom Asys洗
板机和酶标仪以及Biochrom氨基酸分析仪 。

Asys和Anthos酶标仪和洗板机原产于奥地利，以其优越的性能，精
美的外形，合理的价格深受全球实验室和医院使用者的喜爱。

生物/食品/农业 制药行业 环境保护

意大利VELP公司建立于1983年，基于生产的高效性，创造性和专业
水准，VELP公司多年来设计、生产各种实验室分析仪器，是世界知名的分
析仪器制造厂商。VELP所有产品均符合CE安全认证，符合AOAC/EPA/
DIN/ISO等标准，并以其开拓精神不断推出创新性产品，不仅提供产品更
提供全面、专业的解决方案。

公司目前主要产品包括：凯氏定氮仪、杜马斯定氮仪、脂肪测定仪、纤
维素测定仪、氧化分析仪、BOD测定仪、COD消解、放射线检测仪、浊度
计、顶置搅拌器、磁力搅拌器、振荡混均器、均质器等。

UDK159凯氏定氮仪 NDA701杜马斯定氮仪

韩国N-BIOTEK公司拥有29年的研发和生产经验，是世界领先的生物
仪器制造商和供应商。公司拥有强大的研发队伍，先进的制造技术和全方
位的售后服务体系，为全球客户提供满意的生物实验产品。

产品包括：活 细胞工作台(LICES)、多功能细胞工作站（Beauty 
Cell）、超净工作台、生物安全柜、培养箱（普通培养箱、CO2培养箱、CO2

振荡培养箱）、IR真空离心浓缩仪、摇床、水浴锅等。 多功能细胞工作站

CO2培养箱

IR真空离心浓缩仪

活细胞工作台

恒温摇床

环境保护生物/食品/农业 制药行业

加拿大Conviron公司生产的植物生长箱系列，以提供“精确可靠的箱
体环境参数”闻名于世。它通过控制温度、湿度、光照和二氧化碳浓度，模
拟植物生长环境，方便研究人员深入研究不同环境对植物生理生态和组织
结构的影响。该系列非常适合于农业和生命科学领域，包括植物生长，幼苗
培养，生物工程，植物病理学研究和医药研究等。

Conviron公司提供的多彩触屏控制器最大程度的方便用户控制实验进
程，可实现数月甚至数年自动控制，并实时图形监测。CMP6050可以联网
进行实时监控，方便远程操作。

生物/食品/农业 制药行业环境保护 工业/制造业

德国Elma公司具有50多年专注于研发和生产超声波清洗设备的历史，
旗下的清洗器和清洗剂是德国Elma公司主打的两大类产品。其清洗器系列
容量小到0.8L，大到253L。有通用型和经济型，也有多频率、多功率可调的
专家型和可添加扩展方案的工业级超声波清洗设备。

Elma象征着品质，以及涉及所有清洗工作的专业力量。长期的测试和
研发，让Elma得于提供覆盖其所有产品类型的最高品质和最先进技术。

“Made by Elma Germany”代表着严谨、品质、进取和为不断发展而
充满的不竭激情。拥有TOP-Innovationspreis奖项和DIN EN 9001认证的
Elma，同样成功的拥有着广大客户的至诚信赖。 工业/制造业

生物/食品/农业 制药行业 环境保护石油化工

农药及抗生素/激素残留分析

“Sweep”
让我们的清洗更专业！

德国GERSTEL是全球著名的样品前处理分析设备公司，已有40余年
的历史。自1986年，成为AGILENT金牌解决方案合作伙伴。GERSTEL专
门开发了唯一结合液体进样、顶空进样、固相微萃取、磁力搅拌吸附萃取、
动态顶空、固相萃取等样品前处理技术于一体的多功能全自动样品前处理
平台（MPS XT），结合MAESTRO软件，可实现样品高通量的在线分析。
这些产品基于模块化设计，可单独使用，也可互相配套使用，为用户提供多
种样品前处理解决方案。另外，GERSTEL开发的热脱附系统TDS3，采用
GRAPHPACK专利技术，无阀设计，传输管线仅为15cm，可加热至400℃，
采用冷进样口CIS作为冷阱，已广泛应用于全球各地及各行业。

Gerstel热脱附系统TDS3

制药行业环境保护 石油化工 工业/制造业
生物/食品/农业 农药及抗生素/激素残留分析

Gerstel多功能全自动样品
前处理平台MPS XT

ilShin（一信）是韩国三星集团投资全球最大制冷设备生产商之一，自
1988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低温设备的研发及生产。公司凭借先进的生
产技术、强大的研发团队和完善的售后服务，迅速发展，目前已有ilShin韩
国和ilShin欧洲两大分公司，产品销往全球50多个国家。

产品包括: 超低温/低温冰箱、血库冰箱、层析冷藏柜、制冰机、台式
冻干机、立式冻干机、多功能冻干机（带离心浓缩）、高效冻干机（带预冻
槽）、可编程冻干机、生产型冻干机 生物/食品/农业 制药行业农药及抗生素/激素残留分析

生产型冻干机PVTFD300RDF系列立式超低温冰箱

FD系列小型冻干机可编程冻干机PVTFD10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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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Centurion公司（森特恩）作为全球领先的离心机产品开发者，
产品主要应用于科研、临床、细胞生物学等实验室。Centurion以其求真
务实、追求创新的理念，逐步成为一个提供高质量且具有创新技术和产
品的领导供应商，其严谨朴实的风格和为产品工艺改进所作的努力，使
之拥有引领未来离心市场的信心！

产品包括:  C系列—数控型离心机
K系列—多功能高速离心机
KR系列—多功能高速冷冻离心机 生物/食品/农业 制药行业 农药及抗生素/激素残留分析

英国Centurion离心机—108个存储程序、触摸屏控制

美国Glas-Col公司一直致力于设计和生产超出客户满意度的产品和
服务，在行业领域内做到最好。因为专注，我们将继续世界范围内制药、
生物、科研领域实验仪器的领导供应商地位。

通过对不同应用的细化和研究，Glas-Col产品能够提供针对性的、
可信赖的、最先进的产品以满足客户的需求。

主要产品包括:  电热炉、匀浆机、旋转混匀仪、振荡混匀仪、搅拌器、涡旋
混匀仪和氮吹仪。

美国Glas-Col六联电炉 美国Glas-Col旋转混匀仪

生物/食品/农业 农药及抗生素/激素残留分析

法国AES Chemunex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生产食品安全检测产品的
公司之一，主要生产微生物检测产品。

主要产品:  空气微生物采样器、拍击式均质器、自动稀释仪、菌落计数仪、
培养基自动制备分装系统，其产品集优良的品质及富有灵感
的设计于一身，享誉全球，是建设现代微生物实验室的首选。

法国AES空气(浮游菌)采样器 法国AES拍击式均质器

生物/食品/农业 制药行业 环境保护

英国 Bellingham + Stanley 公司（简称B+S）是全球最早专业从事折
光仪和旋光仪研发和生产的制造商，在近100年的历史中，始终如一地以
完整的产品线、精良的质量服务于食品、制糖、制药、香精香料、化工等
行业，深得用户信赖。

产品包括：全自动台式折光仪、阿贝折光仪、手持式折光仪、实时在
线折光仪系统、全自动台式旋光仪、目测式旋光仪等。

英国 B+S 全自动折光仪 英国 B+S 全自动旋光仪

生物/食品/农业 制药行业 环境保护石油化工 工业/制造业

美国YSI公司因其高灵敏度的探头和快速可靠的检测结果在生化分析领
域享有盛名。您可以在遍布全球的研究机构、医院、医疗机构、运动训练研
究、生物制药领域看到YSI的足迹。我们将为您提供: 单通道生化分析仪，双
通道生化分析仪，多参数生化分析仪，生物性耗氧仪，二氧化碳分析仪等 生物/食品/农业 制药行业 工业/制造业

石油化工 农药及抗生素/激素残留分析

美国Welch公司是美国Gardner Denver集团的一员，是全球实验室
级压缩机、真空泵等产品的领导供应商。一百多年来，Welch公司一直专
注于为全球化学、生物等实验室提供高质量的真空泵及附属产品。

主要产品线包括:  干式耐腐蚀隔膜真空泵、干式活塞 真空泵、旋叶式
真空泵、皮带真空泵、耐腐蚀油泵等，其真空范围为
200~10－4  Torr，广泛应用于科研院所等机构的化学、
生物实验室，制药、化学、化工、电子等行业。

生物/食品/农业 制药行业

Welch干式隔膜泵 Welch旋叶油泵

Neon100-1-8

瑞士Xiril AG，建立于2001年，创建者拥有27年的液体处理技术经
验，为生命科学和诊断应用领域提供自动化设备和解决方案。2004年获
得德国汉诺威国际工业博览会金奖。

Xiril自动化工作站，满足现代实验室高通量液体处理的需求。应用
于检测传染病血清学标志物的酶免检测，ALT检测，血型检测，抗体筛
查，样本留样，PCR，DNA等实验。且高端的品质和相对经济的价格为众
多消费者所接受。

产品型号包括：Xiril 75、Neon100、Neon150

环境保护生物/食品/农业 制药行业
农药及抗生素/激素残留分析

英国GeneVac公司，建立于1990年。致力于生命科学和制药、检测相关
领域的浓缩系统和真空泵的研究制造，其产品广泛地应用到全世界的生命科
学、制药、化学、分析等领域。

主要产品：miVac真空离心浓缩仪、Rocket快速溶剂蒸发系统

2002年获得Queen’s Award。
2004年通过ISO 9001 2000认证。
2009年获IBO 工业设计金奖。 生物/食品/农业 制药行业 环境保护农药及抗生素/激素残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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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药
行
业Waters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Milford的上市公司，其高效液相色谱仪等产品

和服务广泛应用于全球的实验室。公司业务全球化，在美国，新加坡，爱尔兰，以及英国的曼
彻斯特均有制造工厂。

沃特世Waters Breeze™ 2 高效液相色谱仪
沃特世Waters Breeze™ 2 HPLC系统可用于日复一日的常规分析，性能稳定可靠，使您

对顺利完成各项工作充满信心。通过多组件选择，创建自己的液相色谱系统，加上简化的、可
对色谱数据全程管理的软件，Breeze 2 HPLC 系统具有世界级性能而且经济实惠，集简单、
高灵敏度、高精度、高可靠性于一身，可用于教学与日常分析工作。

Waters Breeze™ 2 HPLC

生物/食品/农业制药行业 环境保护 石油化工 农药及抗生素/激素残留分析

Pharma test公司于1997年收购了德国Pharmag公司，使得
Pharma test产品线得到了很大的补充，不仅局限于制剂分析仪器，
还涵盖了实验室级的制剂生产仪器。

产品包括: 各种混匀设备、各种制剂设备

各种混匀设备

各种制剂设备

生物/食品/农业制药行业

脆碎度仪 粉末性能测试仪

德国Pharma-test创建于1979年，专业生产各种药物固体制剂的分
析仪器，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开发性能超群、操作简便的药物分析仪器，成
为国际著名药剂分析品牌。

产品包括: 溶出仪、崩解仪、硬度仪、脆碎度仪、粉末性能测试仪、振实密
度计及相关辅助设备。

溶出仪 硬度仪 崩解仪

生物/食品/农业制药行业 工业/制造业

日本山善株式会社（Yamazen Corporation）——制备色谱专家

全球唯一30余年只专注于中压制备色谱的厂家，成立于1977年，占据70%以上的
日本市场份额，拥有全球诸多知名制药企业如，GSK（葛兰素史克）、Pfizer（辉瑞）、
Novartis（诺华）、Roche（罗氏）、Sanofi-Aventis （赛诺菲安万特）、Takeda（武田）、
Daiichi-Sankyo（第一三共）、SmithKline Beecham(史克必成)等忠实客户。

山善公司为您提供一整套的制备色谱的解决方案。

产品涵盖从实验室小量制备到工业化大量制备的仪器以及配套的色谱柱系统，可
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要。

生物/食品/农业制药行业

生
物 \ 

食
品 \ 

农
业

意大利Optika公司是研发和制造显微镜的专业生产厂家，拥有超过
30年的科学仪器的生产历史，并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其生产的
显微镜种类丰富，型号超过80余种, 配件齐全，能够满足绝大多数用户的
需求。Optika还提供各种显微镜的附件、数码成像装置、分析测量软件、
旋光仪和折光仪等产品。

生物/食品/农业 制药行业 环境保护 工业/制造业

SONICS超声波破碎系统在化工、食品、制药、环境科学、生命科
学、工业生产等诸多领域均有应用，主要用于样品的混匀、乳化、分散、
雾化、破碎、萃取、合成等操作，是实验室的必备实验仪器。

130W/500W/750W 超声波破碎仪（150ul~1L）
•  独有的能量预设功能 •  数显功率 •  自动调频 •  完美的温度控制 
•  优良的重复性 •  微处理器控制-可编程 •  自动振幅补偿. 
•  参数实时显示 •  可变功率输出控制 •  十小时定时装置 
•  已用时间显示 •  独立脉冲开关 •  用户友好型菜单. •  体积小巧

生物/食品/农业 制药行业 环境保护 工业/制造业

Thar（Waters公司旗下品牌）科技是超临界技术和设备的专业领军供应商，设计并生
产实验室规模的超临界流体设备，为客户提供超临界流体萃取（SFE）、超临界流体超细微
造粒系统（SFP）、超临界相平衡仪（SPM）、超临界流体反应（SFR）、超临界石油分析专家
（SFC-FID）及超临界流体高压配件等专业设备系统及应用支持服务。

•  全自动电脑软件监控，可实现无人操作；
•  设计理念先进，易用；
•  性能稳定，安全性好；
•  模块化设计，节省空间；
•  技术和售后服务完善。 生物/食品/农业 制药行业 环境保护 石油化工 农药及抗生素/激素残留分析

德国HLC公司生产的恒温混匀仪、干式加热器和抽吸系统等实验室
设备以“技术和设计的完美结合”而著称于世。其难以抗拒的品质魅力
一直为客户所青睐，被誉为质量和标准的象征。

主要产品：恒温混匀仪（恒温金属浴）、干式加热器、自动抽吸系统

生物/食品/农业 制药行业 农药及抗生素/激素残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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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药
行
业

德国SCHMIDT+HAENSCH（简称S+H）公司是一家著名的旋
光仪和折光仪的专业制造厂家。该公司成立于1864年，从1875年开
始生产精确圆盘旋光仪起，至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其生产的旋光
仪及折光仪作为行业的领导者一直享誉全世界。

德国S+H生产各种型号规格的旋光仪、糖度仪系列和经典阿贝
折光仪、手持式、台式全自动电子折光仪，在食品，化学以及制药工
业的质量控制方面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另外S+H还具有色度仪、密
度仪、自动配剂系统等产品。

德国S+H旋光仪 德国S+H折光仪

生物/食品/农业制药行业 石油化工 工业/制造业

制
药
行
业

英国Radleys的前身是1966年建立的一家专门生产玻璃的厂商，随着组合化学这门
新兴科学的发展，充满活力的Radleys研发团队，紧随科学发展的脚步，推出了Radleys品
牌的平行反应站，目前现已成为英国最著名的平行反应站和反应釜生产企业。该公司产品
已成为当今世界最著名的化学家个人工具箱。

Radleys在制作高品质玻璃反应系统领域已享有超过45年的盛名，拥有一批专业的
玻璃釜的设计和制造的工程师，而且，Radleys所生产的所有客户定制化反应系统都是在
与客户密切合作的基础上进行设计，所有制造的反应釜都是根据每个客户的具体要求而
生产。Radleys同时也提供多种具有创新技术的标准化反应工作站，例如Lara全自动化控
制反应釜，新型的Lara Lite反应釜以及新设计的Reactor-Ready标准反应釜。 制药行业 石油化工 工业/制造业

英国Vapourtec公司专业致力于研发和生产流动合成仪。目前在世界著名制药公司中
都有了Vapourtec的产品。其生产的R系列产品质量可靠、性能成熟，高效能模块系统可随
您的流动化学生产能力的扩大而扩大，确保能满足您的业务发展需求。既能即刻发挥目前
投资的最大成效，也能保障未来有足够大的选择余地。

选择Vapourtec的三个重要原因:
·  独特的灵活性：选择能满足您的需求并能根据需要增加更多试剂馈送通道的反应器组合。
·  高精度:自动化泵监测系统可保障正确的流速。 温度控制更是业内一流。
·  高生产率：可排队自动执行无数次无人监控的反应。能迅速达到反应温度

制药行业 石油化工

德国LAUDA公司创立于1956年。专业生产恒温浴，循环冷却器，加热、制冷系统，
表面张力测定仪及粘度测定仪等。广泛地应用于研究和工业领域，享有极高的声望。 

LAUDA不断改进、追求更高的恒温循环浴制造水平和精确度， 同时根据用户的不
同需求，提供最佳的个性化开发解决方案。所有LAUDA的产品均符合苛刻的安全标准，
适用于各种环境中。其独特的产品系列覆盖了全部紧凑型实验室恒温浴领域，可以完全
根据客户的需求设计出制冷能力超过200kw的冷却/加热系统。LAUDA是唯一一家可以
确保在全部温度范围内提供最佳工作温度的公司，处于全球性的行业领导者地位。

LAUDA所有设备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查，其参数的设定均由计算机完成。长达数小
时的测试操作确保所有产品具有很好的质量保证。1994年LAUDA就以其高质量标准通
过DIN/ISO9001认证，以长周期安全运行而闻名。

制药行业 石油化工 工业/制造业
生物/食品/农业 环境保护农药及抗生素/激素残留分析

德国Postnova公司是一家专注场流分离技术的研发和仪器设计生产
的高科技企业，为全球的科学家们提供了非常独特的大分子物质分离技
术和技术服务，以确保用户能成功地、高效地使用好场流分离仪器。

场流分离技术是一项用来分离和表征流体中粒子和天然及合成聚合
物的新颖、高效率的分离方法。分离迅速准确，直接进样，不需要专门的
样品预处理步骤，不适用固定相。应用范围广，适用于不同样品的分离。

主要产品包括：Af2000非对称流动场场流分离色谱；S101沉降场场
流分离仪；T100热场场流分离仪；Sf1000重力场分流分离技术等。

德国Postnova AF 2000MT
中温非对称流动场场流分离仪

德国Postnova TF2000
型热场场流分离仪

环境保护
生物/食品/农业制药行业 石油化工

工业/制造业

德国Binder公司是全球首屈一指的温控箱专业制造商，一直专注于
高质量、高安全的实验温控产品的研究和生产，不断追求技术革新，其
在温度、湿度、气体测量与控制、生物安全等领域拥有多达70多项专利技
术，保证了其在温控箱制造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Binder温控箱广泛应用
于制药、食品、材料科学、化妆品、烟草、微生物、化工、电子等领域，是全
球最大、最专业的温控箱生产厂家之一。

主要产品包括:  恒温恒湿箱、烘箱、真空干燥箱、安全干燥箱、培养箱、二
氧化碳培养箱、植物生长箱、老化测试箱、环境测试箱等。

德国Binder恒温恒湿箱 德国Binder烘箱

生物/食品/农业制药行业 工业/制造业
环境保护 石油化工农药及抗生素/激素残留分析

美国Semba Biosciences公司模拟移动床色谱是一种连续的分离纯化技术，具有
分离能力强、投资成本低、节省溶剂等特点，特别适合分离热敏性及难以分离的物系。

•  世界上第一台台式8柱模拟移动床色谱
•  适合分析手性化合物、重组蛋白、抗体等
•  纯化量：毫克~克级
•  产率为单柱色谱的5~10倍
•  全流路具有生物样品兼容性
•  提供应用方法包（包含试剂，色谱柱组，方法参数等）

Octave™ 模拟移动床色谱

生物/食品/农业制药行业

德国Heidolph集团，将近70年的历史，迄今，我们拥有400多名员工。
Heidolph Instruments公司主要生产实验室设备，是实验室仪器行业的领
导品牌，向用户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

产品包括:  旋转蒸发仪、顶置式搅拌器、均质器、振荡混均器、蠕动泵和磁
力搅拌器。 加热型磁力搅拌器旋转蒸发仪

生物/食品/农业制药行业 环境保护 石油化工农药及抗生素/激素残留分析

weik
打字机文本

weik
打字机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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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BioTector在线多参数分析仪是专门为严苛的在线环境下连
续分析而开发的。BioTector专利的二级先进氧化法(TSAO)克服了传统
的在线分析仪所面临的困难，能很好地测量含有盐、颗粒、脂肪和油脂
的样品。BioTector产品被重要的国际用户认为是市场上最可靠耐用的
在线液体分析仪。15年来，BioTector产品已经证明自己具有在最严苛环
境下使用最简便的能力，在全球获得广泛赞誉。

测量指标： TOC、COD、BOD、TC、TIC、VOC

拜耳迪特在线多参数分析仪

生物/食品/农业制药行业石油化工 工业/制造业环境保护

环
境
保
护

美国CHEMetrics(凯迈)公司成立于1969年，拥有专利技术——自吸式
安瓿瓶达42年，并运用于其水质测试系列产品，从而引发了比色法水质分
析领域的一场巨大革命。如今，这项发明已使得比色法水质分析的整个过
程，无论在野外现场测试还是在实验室测量，都变得更简单、便利、快速、
安全。

产品包括：便携式COD多参数水质分析仪，快速水质测试套件系列，
COD试剂，便携式单参数水质分析仪、笔式PH计，笔式TDS仪，浊度计等。

生物/食品/农业
石油化工工业/制造业

制药行业
环境保护

农药及抗生素/激素残留分析

移动式XDD-5000 便携式Terra 小型台式BTX

TM

 DELTA

石油化工工业/制造业环境保护

美国Innov-X System——全球顶尖的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仪
(XRF)制造商，首家革命性地将微型X射线光管应用于便携式XRF，致
力于将XRF从实验室带到现场，短短几秒内即可完成元素定性定量分
析。Innov-X System全球首家推出了便携式和小型台式X射线衍射仪
(XRD)，产品线覆盖了：

手持——便携 & 台式——工业在线自动化监测——高通量输送型

应用领域包括：★ 欧美出口重金属安全标准：消费品、玩具和电子电器
★ 环境污染重金属监测和评估
★ 合金/金属材质鉴定和牌号识别
★ 材料表征(冶金、陶瓷和水泥)
★ 药物研发和控制           ★ 博物馆文物考古分析/刑侦
★ 石油/钻井：油页岩、管道腐蚀、泥浆液黏土、录井

制
药
行
业

 BTX小型台式XRD

TM

Innov-X Systems公司——全球顶尖的便携式X射线分析仪制造
商，领先于小型台式和便携式X射线荧光（XRF）和X射线衍射（XRD）
分析行业。X射线衍射实验源自于在火星科学实验室中MSL应用，这种
革新技术已体现在BTX用于实际应用中，这是世界上第一台台式集成
XRD/XRF分析仪器。

XRD产品分别有小型台式和便携式X射线衍射仪，其中BTX获得了
NASA专利7113265的授权，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方法能同时完成X射线
衍射和X射线荧光的检测。
在制药行业有着特有的优势，可以做到：
★   识别和追踪假冒伪劣药品
★   药物合成研发、生产质量控制
★   药物有效成分定性、定量分析
★   原材料来料可靠性鉴定(PMI)
★   检查原材料、生产材料的纯度 制药行业 环境保护工业/制造业

Terra 便携式XRD

制
药
行
业

英国Endecotts筛网是现今符合最严格要求，广受全球实验机构采用
的经济型精密筛网。Endecotts使用先进光学仪器及分析电脑，在制造过
程中针对每一个筛网反复检验精确度。因此Endecotts出品的筛网最少须
经过5次检验及1次复核，确认其品质合符标准后，才有资格打上Endecotts
的铭牌，并提供检验合格证书，以保障您所购买的最高品质水准。

主要产品包括:  各式筛网、特殊用途筛网等；筛分仪、测湿仪、稠度计等。 

生物/食品/农业制药行业 工业/制造业

美国PSI精密仪器公司创始于1963年，从创立以来一直专注于冰点
下降测量技术的研发和生产，在溶液，浓度，分子重量和化学分析的质量
控制仪器制造方面有超过40年经验，全线产品包括渗透压仪，冰点仪和
化学分析仪。PSI渗透压和冰点仪采用冰点下降原理快速精确测量各种
溶液的渗透压值和冰点值,具有独特的快速冷却系统，全自动校准，操作
简单等特点，测量时间约为1分钟，每小时可检测40~60个样品。应用领
域有：制药、生物制品、农业、食品、石化分析等行业。

生物/食品/农业制药行业 石油化工

美国Particle Measuring Systems有限公司始建于1972年，在粒子
污染监测领域处于领先地位。Particle Measuring Systems公司生产的
一系列产品不仅能够满足监测产品的要求，还能满足ISO 14644、USP 
797、GMP等行业要求。

产品包括：气体悬浮物粒子监测系列，液体粒子监测系列，便携式微生
物采样系列等。

PMS粒子计数器 微生物采样器

生物/食品/农业制药行业 环境保护工业/制造业

意大利Steelco公司成立于1985年，由于其专业的技术优势，在其成立之初就成为医
疗系统中器皿清洗消毒的引导者。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又不断的进行产品技术的研发和
开拓，Steelco逐步开拓并占领了卫生保健、实验室以及制药行业的市场，使其一直位于
清洗消毒机领域的前列。

Steelco生产的清洗消毒机用于各种实验器皿的清洗、消毒和干燥，广泛应用于化
工、制药、食品、生物和医疗等领域，可对试管、移液管、培养皿、锥形瓶、容量瓶、烧杯和
其他实验器皿等进行标准的清洗和消毒，为实验提供可靠高效的清洗保证。Steelco公司
还提供各种清洗篮和配件，对于标准的清洗消毒系统和客户定制的工程项目都能够提供
全方位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能够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

生物/食品/农业制药行业 石油化工
环境保护 工业/制造业农药及抗生素/激素残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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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SRI公司是生产气相色谱的专业厂家，全功能便携式气相色谱
仪8610C体积小，即适用于实验室，又适合于野外操作，根据不同用户的
应用需要，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在美国受到美国环境保护署、国家标准
局、农业部、海关服务中心、陆军部、疾病管制中心及各大学、研究所、各大
石油公司（BP、Chevron、Shell等）和知名企业（科达胶卷、洛克希德发动
机、固特异轮胎）等采用。

美国SRI Model 8610C主机

生物/食品/农业环境保护 石油化工
制药行业工业/制造业农药及抗生素/激素残留分析

美国ENTECH公司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生产大气中挥发性有机物分析
系统（VOC）的厂家,提供最新的VOC测试技术,高科技环保仪器。

主要产品有：预浓缩仪7100A、动态稀释仪4600A、自动清罐仪3100A
等，其中大气预浓缩仪可分析空气中数百种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为目前世
界上最先进的空气预浓缩系统。

3100A / 4600A 7100A

生物/食品/农业环境保护 石油化工 工业/制造业
制药行业 农药及抗生素/激素残留分析

石
油
化
工

环
境
保
护

环
境
保
护

法国Erlab（依拉勃）于1968年创立至今已30多年，并首先研发了世
界上第一台能过滤有毒化学气体的Captair®净气型系列产品，并成为该
领域的先驱，不仅掌握了此领域专业知识，而且不断地研究最有功效的
过滤系统并提高过滤器的生命周期。现在，依拉勃集团旗下包括2家公司
及全球6家分公司（美国、马来西亚、德国、西班牙、意大利、英国）——
通过严格执行AFNOR NF X 15-211标准以保证产品质量及用户的人身
安全。 制药行业环境保护 石油化工

生物/食品/农业 工业/制造业农药及抗生素/激素残留分析

AB1001全自动样品前处理工作站 SC181石墨消解仪

美国EE公司是无机样品前处理领域的领导供应商，其研发和生产的
石墨消解仪、全自动无机样品前处理工作站、各种无机样品检测耗材等在
全球拥有大量的忠实用户。从1997年以来，为了满足无机样品前处理的实
验室需求，EE公司不断开发了多款高效的石墨消解仪：SC154、SC196、
SC181、SC182等及AB1001、AB1002型全自动无机样品前处理工作站，极
大地解决了无机样品前处理过程中的各种问题。

此外， EE公司推出了多种无机样品耗材，包括聚丙烯消解管、BOD样
品瓶、自动进样器小瓶等，大大提高了样品前处理的工作效率。

生物/食品/农业环境保护 石油化工

环境保护 生物/食品/农业

美国Torion便携式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型号：GUARDION-7）是目
前世界上最快、最便携的气相色谱-离子阱质谱联用系统。GUARDION-7 
GC-TMS由快速低热质（LTM）气相色谱和微型离子阱质谱组成，是一个
快速、可靠、易于操作的气相色谱-离子阱质谱联用系统。毛细管气相色
谱使化合物检测更快速、分离效果更好；离子阱质谱提供高灵敏度和选择
性，适合大多数化合物的分析，所有这些特征都体现在这个轻便的、可独
立使用的便携GC-TMS中。GUARDION-7 GC-TMS为环境监测，应急监
测和过程控制等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

便携式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Microlan公司总部位于荷兰，在美国和中国均设有办事处，主要从事
在线及现场便携生物毒性监测仪器的研究。

Toxmini是荷兰Microlan公司研制生产的一种便携式快速水质综合生
物毒性分析仪。适合几乎所有的生物发光、化学发光试验。它采用了符合
EN ISO 11348标准规定的费希尔弧菌。此产品最大的优点是：快速和使
用简便。

Toxmini快速水质综合生物毒性分析仪

环境保护 生物/食品/农业制药行业 生物/食品/农业环境保护

DVE公司在色谱和质谱方面拥有资深的专业知识和行业经验，是分
析实验室的一个有价值的伙伴和优秀的供应商。可提供包括分析设备、软
件、耗材、自动样品制 备及维修分析系统等，协助实验室提高他们的工作
效率，完成整体实验室的解决方案。DVE与很多知名厂家有着广泛的合
作。其安全、高效、精准的液化石油气残留物分析仪、模拟蒸馏及详细烃分
析仪走在世界科研标准的前列。 DVE和Shell紧密合作，开发了液化气直接进样器(LGI)

石油化工

德国Petrotest公司是世界著名的石油产品分析仪器专业厂家，总部位于德国首
都柏林Dahlewitz工业区。公司于1873年由Mr. Berthold Pensky宾斯基先生（注：宾
斯基-马丁闭口闪点仪发明人之一）创办，至今已有近140年历史。其设计制造的石油
产品分析仪器多达200余种，几乎包括了油品测试的各种方法，是经典油品分析仪的
象征。

Petrotest公司具有强大的产品研发和创新能力，其开发研制全新的全自动微量
快速氧化安定性测试仪 -- RSSOT已经获得ASTM多个标准支持，具有适用范围广、
操作简单、体积小巧、维护方便等特点，领导了油品氧化测试仪器的发展方向。

Petrotest公司不断改进的自动石油沥青测试仪如自动延度测试仪、自动脆点测
试仪、自动针入度测试仪及自动薄膜烘箱试验等，不仅能够进行各种国际标准方法
测试，并能用于样品的研究性测试。受到国内外广大用户的青睐。

PetroOXY全自动微量
快速氧化安定性测试仪 自动常压馏程分析仪

制药行业 环境保护
生物/食品/农业石油化工 工业/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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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Jas公司是一家著名的为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公司，是安
捷伦气相色谱增值产品全球合作伙伴。

原子发射检测器（AED）是近年飞速发展起来的气相色谱的多元素
检测器。Jas是唯一提供商业化的原子发射检测器的生产厂家，其型号
为Jas 2390AA。

AED可作多元素同时检测，集通用性和选择性于一体；AED的元素
响应值为等摩尔响应，几乎与分子结构无关，不用标样亦可准确定量。
近年，AED的应用领域仍在不断扩大，它是一种十分有发展前景的气相
色谱检测器。

气相色谱/原子发射光谱联用仪(Jas GC-AED)

制药行业环境保护 工业/制造业
生物/食品/农业石油化工 农药及抗生素/激素残留分析

德国Thermconcept公司总部设在德国不莱梅, 拥有丰富的研发、设
计和生产的各种马弗炉和加热炉系统的经验，加热炉的温度范围从50℃
到2000℃，体积从3L-130L, 尺寸多样, 产品种类丰富, 能够满足绝大多数
用户的应用需求, 德国Thermconcept公司还能根据客户的特殊应用定制
解决方案。

产品包括: 实验室通用型马弗炉, 管式炉, 高温箱式炉, 高温管式炉, 
高温干燥箱, 退火炉, 升降炉, 干燥箱, 真空干燥箱等。

生物/食品/农业 制药行业石油化工 工业/制造业

工
业 \ 

制
造
业  

石
油
化
工

石
油
化
工

美国 Hysitron（海思创）是纳米力学材料检测仪器的顶级供应商。主
要产品有一体式纳米压痕仪，原位TEM/SEM联用纳米压痕仪，仪器通过
探针压痕或划痕来获得材料微区的硬度、弹性模量、摩擦系数、磨损率、
断裂刚度、失效、蠕变、粘附力等力学数据。并利用原位扫描成像技术，实
现了纳米尺度可视化表征。Hysitron应用其工艺领先的专利技术“三板电
容传导”，从源头上保证了仪器的稳定性和灵敏度。可结合多种模块化升
级组件，使仪器在薄膜、陶瓷、复合物、聚合物、微机电系统、生物和金属
等领域都有广泛应用。

配合扫描电镜使用的压痕检测仪

一体化的压痕检测系统

配合电子显微镜使用的压痕检测仪
石油化工工业/制造业

美国斯派超Spectro Inc公司，总部设在波士顿附近，是目前世界上
唯一专门生产在用油料分析光谱仪及研究在用油液分析在各个行业应
用的专业厂家；也是目前市场上唯一能提供全套的“工业摩擦磨损监测
系统”和全套“油品质量监测系统”的光谱仪厂家。

产品包括: 油料光谱分析仪Spectroil Q100、自动磨损颗粒分析仪
LNFQ200、手持式红外油品状态监测仪FluidScan、蓟管型分析式铁谱
仪T2FM、傅立叶红外油品分析仪Spectro FT-IR、自动快速运动粘度计
Spectro-Visc、燃料稀释嗅探仪Fuel Sniffer。

油料光谱分析仪Spectroil Q100

自动磨损颗粒分析仪SpectroLNF Q200 石油化工 工业/制造业

英国Tintometer有限公司——色度仪专业制造者，色度行业的先
驱。Tintometer®系列产品被公认为世界领先的色度分析仪器。Joseph 
Lovibond在1895年创造和发展了Lovibond®色标，该色标是基于一系列
经过校准的红色、黄色和蓝色的玻璃板。现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都使
用Lovibond®色度计来分析食用油、工业油、化学溶剂、表面活性剂和石
油衍生物等。国际权威标准化组织，如AOCS, ASTM, ISO等，不仅认可
了Lovibond®色度计这一色度分析的标志，而且在油品及其衍生物的测
量标准中引述。Lovibond®商标已成为色度分析仪器的代名词。

生物/食品/农业 制药行业石油化工 工业/制造业
环境保护 农药及抗生素/激素残留分析

PFXi系列高精度全自动色度仪 RT850i高性能台式表面分光光度计

Lloyd公司万能材料试验机被世界公认为准确、可靠材料分析与试验
的标准。其试验系统和经ISO TickIT鉴定的数据分析软件因其易用、极好
的可靠性和精确的测量获得广泛赞誉。材料试验系统被独立实验室、研
究所及高校广泛地应用于生产制造、质量控制和科研。使用行业包括塑
料、包装、医学装置、汽车零部件、纺织品、复合物和金属。聚合物试验仪
器主要用在聚合物加工行业，包括：熔融指数仪、聚合物特性粘度、双柱
密度柱。

熔融指数 双柱试验机

石油化工 工业/制造业

Newage作为一个专业的硬度计设计制造商，为广大金属、塑料、
橡胶及其他行业客户提供专业硬度测试方案。1954年，其第一台金属硬
度计正式问世，并且凭借其迄今半个多世纪的硬度计专业经验，已经赢
得了全球各地上万家用户的好评与信赖。2008年，Newage品牌正式被
AMETEK公司收购，成为测试与校准仪器部的一员。产品包括：洛氏硬度
系列、布氏硬度系列、显微硬度系列及光学系统、配件等。

布氏光学系统

洛氏硬度 
石油化工 工业/制造业

德国Pilodist公司是欧洲顶尖的实验室蒸馏及精馏设备供应商，是
由原德国Fischer公司的主力技术人员及Fischer先生本人一起组建的全
新的公司。Pilodist公司全面继承了原Fischer公司的技术资源，为全球客
户提供高品质的实验室蒸馏、精馏技术和设备，产品包括蒸馏、精馏设
备、分子蒸馏设备、自动气液相平衡装置、实沸点蒸馏仪及减压馏程仪
等。

实沸点蒸馏仪 精馏装置

生物/食品/农业制药行业 环境保护石油化工 工业/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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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Organomation是一家全球性的业界著名技术领先公司，其氮吹仪
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前处理设备之一，在业内有着很好的口碑。采用国际
认可的技术，通过将氮气吹入加热的样品表面从而进行样品浓缩，这种方法
省时、操作方便、容易控制，可很快地得到期望的结果。

产品包括： N-EVAP系列氮吹仪、MULTIVAP系列氮吹仪、S-EVAP系列
（煮沸型溶剂蒸发器、特别适用于以浓酸浓碱为溶解媒体的试样浓缩）平行
蒸发/浓缩仪，能提供多种样品位数，用于液相、气相及质谱分析中的样品制
备。

制药行业 石油化工工业/制造业
生物/食品/农业环境保护农药及抗生素/激素残留分析

N-EVAP系列氮吹仪 MULTIVAP系列氮吹仪

生物/食品/农业 制药行业环境保护农药及抗生素/激素残留分析

美国Pickering Laboratories公司是全球唯一专业提供柱后衍生分析整
体解决方案的厂家，不但其精湛的专业技术在业内久负盛名，而且其不断创
新及良好的信誉被众多的美国政府机构如EPA﹑ATF﹑FDA﹑AOAC和世界著
名的厂商所认可。

Pinnacle PCX是Pickering实验室在柱后分析产品制造25年经验的颠峰
之作，每个组件都是为柱后分析专门设计的，从而使分析的灵敏度和选择性
得到优化，可以用在氨基酸、氨基甲酸盐、霉菌毒素、抗生素分析以及在其它
方面的应用。Vector PCX为大多数标准柱后衍生应用提供高的选择性和灵
敏度，轻松使用，结果可靠。

美国Pickering Pinnacle 
PCX柱后衍生仪

美国Pickering Vector 
PCX柱后衍生仪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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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年銷售額超過100億美元，美国Parker集团成為監控技術及系統等多樣化的全
球领导生產商，為用户提供了专业的解决方案。

Parker VMT反渗透咸水淡化系统，适用于军方及远洋轮船海水及陆地苦咸水淡化。
淡化率达到25-30%，保存及清洗等后续工作简便快捷。节省船只载水空间，减低载重
量，为远洋运输及缺水地区苦咸水淡化提供有力支持。

Parker Filtration system产品包括：移动式真空脱水装置、IL8系列中压过滤器、
Moduflow系列过滤器、有载开关在线过滤系统、手提式过滤系统和移动式过滤小车。

Parker VMT产品包括：Titan系列高压泵、Aqua pro○R膜和过滤器、PW-XP系列防爆
海水淡化器、油水分离器、水净化系统和SW系列淡水机 石油化工工业/制造业

英国Glen Creston公司成立于1955年，总部设在伦敦，是一家专
业致力于粉碎、研磨设备的公司。其产品线包括了所有实验室及工业
级别的样品粉碎研磨设备，包括适用于在地址、矿产、环保等行业普遍
流行的，适用与XRF等设备联合使用的McCrone超微样品研磨仪、球
磨仪、鄂式粉碎机、杵磨仪、交叉式粉碎机、摇摆式粉碎机、振动盘式
研磨仪等。

从2008年起Glen Creston成为世界最高品质筛分企业Endecotts
旗下的一员，正式成立了Endecotts国际公司，也成就了一家可全面提
供粉碎研磨、筛分设备的跨国性企业。

球磨仪McCrone配件

生物/食品/农业 制药行业工业/制造业

工
业 \ 

制
造
业  

石油化工工业/制造业

超声波清洗方案提供者——德国Elma公司，具有50多年专业制造
超声波清洗器的历史，有多频率、功率可调的实验室和工业级超声波清洗
器，并可针对不同应用，根据用户需求提供相应清洗设备及清洗方案。

应用行业：

•  汽车、造船、航空工业中除油脂、除锈及氧化皮和除污垢等
•  电子工业，硬盘和液晶行业中电子管零件、半导体元件、硅片、印刷

电路去除油污、焊剂、防腐剂、氧化物、污垢、手垢等
•  医疗行业中实验或医用器械的清洗
•  电力行业中齿轮箱，齿轮、轴、轴瓦、缸套等工件的清洗

生物/食品/农业 环境保护 石油化工工业/制造业

日本Frontier公司是专业研发生产热裂解系统的公司，采用微炉式结
构，实时测定样品温度，裂解结果重现性好，比其他同类产品重现性高出10
倍以上。其独特的设计克服了热丝式裂解器、居里点式裂解器重现性差，高
沸点物质易损失的缺陷。独有的高分子裂解谱库可帮助使用者快速获得正
确的分析结果。因此，该系统在粘合剂、涂料、包装材料、特种高分子材料等
新产品研制、质控、配方剖析方面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多功能裂解器EGA/PY-3030D

多功能裂解系统PY-GC-MS

超合金毛细管柱

48位自动进样器

Protochips是致力于发展纳米尺度科学研究的突破性分析工具，让更多目的性研
究得以呈现。现今纳米尺度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观察仪器和纳米材料处理需分开独立
操作。将两者合二为一是目前市场上极大的需求。Protochips的专有技术能帮您实现两
者的完美结合，成功的将最普及的电子显微镜由一般的呈相拍摄功能转变为真正的纳
米实验室。Protochips提供高品质电镜专用样品架C-flat™和DuraSiN™，可供生物或物
性材料直接生长在样品架上直接观察。在电镜高真空环境下，Protochips以极其精湛的
技术提供达原子精度超高温的加热平台以及电性能测试。Protochips另一震撼性产品
Poseidon™使电镜能实时观察液体和带有水份的材料。 工业/制造业

德国盖罗至今超过三十年，是一家设计与生产高温炉并提供一系列特
种管式炉的专业制造商，在同行业内居于领先水平。GERO公司能在保护气
氛和真空下提供高精尖高温炉设备，满足实验需要。盖罗的标准设备应用
广泛，而且物美价廉。范围广泛的产品和全面的配件，可供客户根据需要选
择。盖罗的设计及生产团队中拥有大量的高素质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及操作
人员，能提供给客户专业的咨询以及高效，经济并可靠的解决方案和技术支
持。

工业/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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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赫施曼实验室仪器公司（Hirschmann Laborgeräte）一直致力
于生产和开发高品质的液体操作系列仪器，拥有近50年历史。完美的设
计多次获得全球工业设计大奖（如iF、Red Dot），严格的质控完全符合
ISO、GLP、GMP、DIN标准，并且可直接放入DIN EN ISO9000质量文件
中，产品销往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得广大用户的赞誉。

主要产品: 瓶口分配器/分液器、滴定仪、移液管移液器、微量移液
器、精密玻璃毛细管、真空镊子等。 德国Hirschmann瓶口分配器 德国Hirschamnn移液管移液器

Gerstel仪器常用耗材

GERSTEL是全球著名的样品前处理分析设备公司，在该领域已有
三十多年历史，一直以来以其精湛的样品前处理技术，赢得全球用户的
信赖。德祥公司做为代理商，将提供高品质的GERSTEL耗材，与您的仪
器设备精确匹配，更好的维护仪器，减少故障，使您每天都可获得一致
的分析结果和最优化的仪器性能。

Twister磁力吸附搅拌子 吸附管，与热脱附系统
配套使用

日本Frontier先锋实验室，出其特色的超合金色谱柱，以其特有的材
质——不锈钢材料，及其专利技术——在不锈钢金属毛细管的内壁上
涂布5~7层相互键合的涂层，使其具有不同于普通石英毛细管柱特有的
性质：耐高温450度、抗弯曲、耐磨损、耐冲击、高热阻、高惰性、低流失、
长寿命等，可广泛应用于各个品牌气相色谱仪器及气质联用仪器。

质谱真空锁：使客户在免放真空的前提可轻松更换色谱柱，方便维
护及提高工作效率适用于所有不同品牌的气质联用仪。

DPX萃取管

DPX公司位于美国哥伦比亚，主要生产SPE固相萃取小柱等样品

前处理装置及耗材，DPX高效萃取吸管是其最新专利技术。

DPX—高效移液萃取，它是SPE固相萃取的一个专利技术，不同于以往
所有SPE萃取技术。DPX采用业界领先制造商的吸附剂材料，萃取时，样品
与松散的吸附剂在类似移液器吸嘴的DPX吸管中充分混合，样品与吸附剂形
成一种均相混合凝胶体，然后经过洗提，快速完成萃取。因此，萃取效率及
质量均达到最高。

自从1988年成立以来，Biohit以其高新技术的液体处理产品确立了在世
界市场的位置。Biohit公司的液体处理产品是全球类似行业中覆盖面最广，
专业度最高的。Biohit不断开发新产品，在生产工艺方面精益求精以满足立
法机构，环保部门和顾客一日上升的要求。Biohit的产品根据ISO 9001、ISO 
13485、ISO 14001的质量和环境标准生产。Biohit也提供根据ISO 17025认
证的移液器校准。此外，所有产品均有CE/IVD标记，并具有单独的QC证书。

美国安捷伦科技公司是世界一流的测量企业。安捷伦提供重要的电子和
生化分析测量工具，在电子、通讯、生命科学研究、环境及石油化工行业都处
于领先地位，向全世界的生命科学、医药、环保和化工领域的科学工作者提供
服务。德祥科技作为安捷伦科技的华南总代理商，将为用户提供一系列优质
的色谱产品耗材，包括通用色谱分析、样品制备、气相色谱、气质联用色谱、液
相色谱、液质联用色谱、毛细管电泳、ICP-MS、可见分光光度计等耗材。

一直以来我们德祥科技都是世界知名品牌移液器制造商芬兰百得的一
个非常好的合作伙伴，一起携手为芬兰百得的手动及电动移液器市场做推广，
给广大客户带来性价比非常高的移液器产品。而2011年是我们德祥科技的突
破年，与芬兰百得公司合作，隆重推出一款符合中国市场需求的Tegent系列
半支消毒单道手动移液器——一款所有移液器配件完全由芬兰百得公司按
照国际标准制造，精确度及准确度都能做到最优的手动移液器。 Tegent 移液器

美国Pickering Laboratories公司是全球唯一专业提供柱后衍生化学试
剂、色谱柱、分析方法等柱后衍生分析整体解决方案的机构，其不断创新及
良好的信誉被众多的美国政府机构如EPA、ATF、FDA、AOAC和世界著名的
厂商所认可，在环境水质、农产品、食品和药品等领域应用广泛。

Pickering柱后衍生耗材为您提供分辨率高的色谱柱、HPLC级的试剂、
衍生化化学品、试剂盒和配件，以及提供完整详细的实验方法，从而使分析
简单快速，提高检测灵敏度和方法重现性。Pickering柱后衍生耗材可以满足
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草甘膦除草剂、黄曲霉毒素、多种残留霉菌毒素、麻痹
性贝类毒素、磺胺类药物、伏格列波糖、溴酸盐、氨基酸和氨基糖苷类抗生
素等多种实验项目的分析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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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光谱特种气体公司（Spectra Gases Inc.）创始于1980年，为研发、生产超高纯气体、特种混合气、同
位素的跨国公司。作为全球精细化工和高纯度气体的主要供应商，为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照明、准分子激
光、科研、医疗、半导体以及环境保护提供产品服务和技术支持。

•  全球知名特种气体生产商
•  标准气体均追溯美国NIST标准
•  连续15年成为美国EPA推荐的标准气体供应商
•  拥有全球领先的实验室，确保每瓶气体的高品质
•  采用独有的专利技术，对每个钢瓶进行钝化处理

SGT（Scientific Glass Technology），来自荷兰，以发明和供应
超净气体净化装置而著称，并作为色谱工业标准而闻名业界。目前
SGT为多个色谱仪器品牌提供气体净化装置，包括Agilent, Thermo, 
PE, Shimadu, Restek，Supelco等.其产品适用于GC，GC/MS，LC/
MS，ICP-MS等仪器及一些需除水、氧、烃的仪器。 荷兰SGT卡套式净化装置 荷兰SGT灯座式净化装置

美国Labcon公司自1959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生产高品质、环保型的生物耗
材，赢得全球用户的信赖。产品多达800多种，遍布世界各地，是美国最大的实验室耗
材销售商VWR的耗材供应商。Labcon公司自1995年开始致力于环保型生物耗材的研
发与生产，自1996年开始进行内部批量核糖核酸酶/脱氧核糖核酸酶、内毒素的测试，
并于1997年通过了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Labcon主要产品包括：各类移液枪吸头，各种规格离心管、细胞培养管、冻存管、
PCR反应管、PCR反应板等。 美国Labcon生物类耗材

德国La-Pha-Pack®公司成立于1990年，La-Pha-Pack®为所有国外
知名色谱品牌生产制造经典产品包括：短螺纹口样品瓶、钳口玻璃样品
瓶、顶空样品瓶、La-Pha-Pack储存样品瓶、La-Pha-Pack样品瓶盘及封
盖器启盖器、Profill液相色谱针头滤器。我们德祥科技作为代理，秉着共
同服务的态度，望能得到客户的信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