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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器系统
10 L/min

Leland Legacy 采样泵

描述 订货号

PM2.5 套件
100-3901
100-3903

225-1823
225-1747

PM2.5
PM10

225-392
225-390

 PM2.5
PM10

P54204
P54202
225-395
225-395A
225-396

配件
225-2-01

877-92
* 提供类似于联邦参考方法采样器的数据。DPS系统不是美国环保署的参考或等效方法 
合规抽样。
系统包含锂离子电池，并受特殊运输规则的约束。在同一批次内，PTFE过滤器的背压可能不同。
美国专利号7,334,453

采样头he DCS保存介
质盒。

为DPS设计的IMPACT采样头获得
了专利

微粒采样器(DPS)系统
环境和室内PM10或PM2.5采样

描述 订货号

100-3960

226-206

226-207
配件

877-92

采样器(DCS)系统
环境中多环芳烃、多氯联苯、杀虫剂和相关颗粒物的采样

* 提供类似于联邦参考方法采样器的数据。DCS系统不是美国环保署的参考或等效方法 
合规抽样。
系统包含锂离子电池，并受特殊运输规则的约束。

接带适配器的电池组件(单独封装), IMPACT ‡采样头,2个 ,校准

DPS系统的收集滤 (系统不提供)
根据您的采样应用序选择滤 ;采样需要的
石英 ,47毫米
聚四氟乙烯 (PTFE),47 毫米、2.0 -µm孔隙大小、PMP支撑环
采样头/替换零件

适配器,采样头 ,25 一次性 盘(有限的保质期),
,带快接配件的 , 支架,一个

IMPACT采样器，包括采样器的进样口和本体、校准适配器、滤
和采样器的 雨罩;所用 的收集介质(见上)和撞击基板(见下)单

独销售

IMPACT采样器进样口，在 IMPACT上可互换

撞击盘，37毫米，预 油，可随时使用，一次性
，采样需要使用，有限的保质
滤 ，采样所需

有盖培养皿载玻片，用于滤 运输

DPS系统* #包括带连接盒的采样泵,充电器(100 - 240 V), 2个外部连 PM10 套件

DCS系统*#包括带接线盒的样品泵、充电器(100- 240v)、2外部电池组件和适配器
(单独包装)，采样头，校准适配器，采样头的 雨罩，带有快速接头的软管，校准
适配器，和安装支架，在一个 实耐用可锁定的手提箱中

介质盒，需要，需要根据实 应用选择
包含如下描述的介质的不锈钢盒、不锈钢支撑屏和垫圈。每个介质盒包装在铝箔和

滤 /PUF，包含41.3 mm长度的PUF和一个47 mm的石英滤
滤 /PUF/XAD-2/PUF包含一个47毫米石英滤 和2克XAD-2吸附剂夹
在两个20.6毫米长的PUF之间

 Leland Legacy 的DataTrac数据软件，

Leland Lega cy的DataTrac数据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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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北京宝云兴业科贸有限公司是美国SKC 公司的中国总代理。成立于

1998年，自成立伊始， 就秉持着“诚信、执着、创新、快速”的经

营理念。公司以国家相关标准为依据，引进国际先进仪器，以个性

化配置方案与完善的服务体系为特色，先后成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中国各省市疾控中心等企事业单位的优质合作伙伴。连续多年

被推举为中国卫生监督协会环境卫生与健康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单位。典型用户：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监督中心、中国疾控中心

、北京市卫生监督所、北京市疾控中心以及浙江省、福建省、安徽

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江西省、辽宁省、河北省卫生厅等。

SKC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空气采样器制造商，是世界空气采样技术

的领跑者， 距今已有近60年的发展历史。它向全球用户提供600
种以上专业的空气采样产品。

Air Chek TOUCH 触摸屏采样泵

DataTrac Pro 软件

Pocket Pupm TOUCH 低流量触摸屏空气采样泵

Air Chek XRSOOO采样泵

Universal 采样泵

Leland Legacy 高流量采样泵

采样器（DPS）系统

QuickTake 30 采样泵

Defender系列流呈校准器

BioLite 生物采样泵

BioSampler 生物采样瓶

采样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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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直观简单的采样泵

1

触摸屏采样泵

触摸屏使操作更直观、简单

充满电可连续运行20小时以上

可编程多组运行程序

通过SKC Chekmate校准器
用户可以自行校准

体验SKC AirChek TOUCH采样泵
带给您的力量



屏幕保护盖

超大背光彩色触摸屏

可下载的历史数据

泵运行状态LED指示灯

查看实时数据 5台仪器
同时充电

电子底座
连接电脑

流量故障提示

只需一根电源线

 流量范围 5mL/min ~ 5000mL/min
• 5 - 500ml /min，需要低流量适配器

• 保护盖
• 屏幕密码锁定功能

 超静音 51.7 dB
(37-mm, 0.8-μm MCE 滤膜在 2 L/min状态下)

 连接电脑，使用DataTrac Pro 软件
编程和下载报告

 体积小，重量轻
• 10.4 x 9.4 x 7.1 cm (4.1 x 3.7 x 2.8 英寸) 
• 550 克 (19.4 盎司 )

   2

• 低流量模式下可以多管路采样

 已获专利的内置CalChek校准功能，
方便用户使用chek-mate校准器校准

 彩色触摸屏导航，编程简单

 连续，定时，间断采样

 高背压补偿
(50 英寸水柱  2 L/min)

 高能量锂电池在2 L/min状态下
可运行20小时

 温度和大气压补偿功能，更精准校正流量

 屏幕安全保护



SKC Ltd.     www.skcltd.com      •      SKC South Africa     www.skcsouthafrica.co.za

AirChek   

 100-240 V 220-5000TC-S 220-5000TCK

 100-240 V 220-5000TC-K

220-5000TCKC

220-5000TCKP

220-5000TCKV

220-5000TC-KD

 220-5000TC-KDE

 100-240 V 220-5000TC-K3D

 

220-5000TCK5C

220-5000TCK5P

220-5000TCK5V

100-240 V 220-5000TC-K5D

 220-800
220-900

100-240 V 220-600
100-240 V 220-700

877-93
210-500
P75718
224-911

订货信息

描述 订货号

AirChek 
请见以下套装和配件

 Pump 单台* 包含锂电池，螺丝刀组； 充电套装需另外订购; 220-5000TC

 Pump 套装* SKC Inc. 
订货号

SKC Ltd. 
订货号

  

初级套装  包含单台泵,标准充电底座 ,电源线, 0.9 米长Tygon软管,带有夹子的扎带 

100-240 V

 

单一高流量套装包含单台泵,标准充电底座,电源线，滤膜盒固定夹,软质尼龙便携包

 

 

 
  

配件 订货号

标准充电底座, 需要电源, 见下方

增强型充电底座 (e-Cradle) 包含USB数据线, 需要电源, 见下方

单一底座电源, 连接一个充电底座使用 
多个底座电源, 同时连接2-5个充电底座使用

DataTrac Pro for AirChek  数据软件套装 包含电子底座, 免费DataTrac Pro软件下载,
USB 数据线, 单一电源 

更换电池组,* 锂电

保护袋, 尼龙, 可调腰带和背带, 黑色

* AirChek TOUCH 泵内装有锂离子电池，需遵守特殊的运输规定。

认证

低流量 (5 to 500 ml/min) 套装 包含一体式低流量适配器 和A类型采样管保护盖

5台泵-蒸汽套装 包含i4个标准充电底座, 1个电子充电底座, 电源线和USB数据线, 5 个一体式可调低流量
适配器, 5 个A类型采样管保护盖, 采样管破碎器, 5根1米长Tygon软管, 一个耐用便携箱

  

 
 

单一高/低流量增强型泵套装 包含单台泵, 增强型充电底座 (电子底座), 电源线, USB数据线, 滤膜盒固
定夹, 一体式可调低流量适配器, A型采样管保护盖, 软质尼龙便携包

 
 

单一蒸汽套装 包含单台泵, 标准充电底座, 电源线, 一体式可调低流量适配器, A类型采样管保护盖, 采
样管破碎器, 1米Tygon软管,耐用便携箱

 

 

单一高/低流量泵套装包含单台泵, 标准充电底座, 电源线, 滤膜盒固定夹, 一体式可调低流量适配器, A
类型采样管保护盖, 软质尼龙便携包 100-240 V

单一组合式套装包含单台泵, 标准充电底座, 电源线, 塑料IOM MultiDust 采样器, 4 个MultiDust 滤膜匣, 10 
MultiDust 泡沫盘, 一体式可调低流量适配器, A 类型采样管保护盖, 采样管破碎器 , 校准适配器, 1米
Tygon软管,耐用便携箱

单一粉尘套装包含单台泵, 标准充电底座, 电源线, 塑料IOM MultiDust 采样器, 4个 MultiDust 滤膜匣, 10 
MultiDust 泡沫盘, 校准适配器,  1米Tygon软管, 耐用便携箱

3套高/低流量泵套装包含3台泵, 2个标准充电底座, 1个电子底座, 电源线, USB数据线, 3 个 滤膜盒固
定夹, 3个一体式可调低流量适配器, 3个A类型采样管保护盖，一个耐用便携箱

5台泵组合套装包含5台泵, 4个标准充电底座, 1个电子充电底座, 电源线和USB数据线, 5个塑料IOM
MultiDust 采样器, 10 MultiDust 滤膜匣, 10 MultiDust 泡沫盘,5个一体式可调低流量适配器 , 5个A类型采样管
保护盖,采样管破碎器, 校准适配器, 5根1米Tygon软管, 一个耐用便携箱

5台泵-粉尘套装包含5台泵, 4个标准充电底座, 1个电子充电底座, 电源线和USB数据线, 5个塑料IOM 
MultiDust采样器, 10 MultiDust 滤膜匣, 10 MultiDust 泡沫盘, 校准适配器, 5根1米长Tygon软管, 一个耐用便
携箱

5套高流量泵套装包含5台泵, 4个标准充电底座, 1个电子底座, 电源线，USB数据线，5个
滤膜盒固定夹，一个耐用便携箱 100-240 V 220-5000TC-K5 220-5000TCK5

5套高/低流量泵套装包含5台泵, 4个标准充电底座, 1个电子底座, 电源线，USB数据线, 5个 滤膜盒固定
夹,5个一体式可调管夹,5个A类型采样管保护盖，一个耐用便携箱

本质安全

AirChek TOUCH 需要1/4-英寸（6.35mm)内径软管

Sample Pump
触摸屏采样泵

3



DataTrac Pro-Pocket Pump
TOUCH套装包括USB 蓝牙适
配器，可以连接到电脑的 
USB 端口，这是免费下载软
件和使用 DataTrac Pro for 
Pocket Pump TOUCH 软件
是必需的。

控制/监测
采样泵

 

SKC 系列采样泵数据管理软件

适用于AirChek TOUCH的
DataTrac Pro软件

简单方便连接到电脑

DataTrac Pro-AirChek 
TOUCH附件套装包括电
子底座，单一电源适配器
和用于连接电脑的 USB 
数据线 ，这是免费下载
和使用DataTrac Pro for
AirChek TOUCH 软件所 
必需的配件。

订货号  877-93     

便捷的蓝牙适配器
连接到电脑

编制采样程序 更改菜单设置

历史记录
图形显示

同时连接多台泵

查看历史记录

DataTrac Pro 适用于AirChe TOUCH和Poket Pump TOUCH采样泵，数据管理软件，选配件 
使用DataTrac Pro 软件可以访问/管理泵历史记录，控制和监测泵的运行，编制采样程序，更改菜单设置。

下载历史记录

订货号  877-94 

适用于Pocket Pump的
DataTrac Pro软件

  44

数据管理软件



低流量触摸屏空气采样泵
 20 - 500 ml/min

 

 
 

 直接连接采样袋的出气口
 

 
 

 

• 屏幕自动变暗节约电量
  

• 使用AC电源适配器延长运行时间
 

 多管路采样
• 最多四管路同时采样; 节约了采样时间和使用更少的泵
• 恒流和恒压模式

     

 流量故障自检和重启

 屏幕自动锁定，以便更安全采样

• 可选快速连接配件，便于连接

 磁性充电接口

 电池状态显示

 超大背光显示屏显示时间，日期，电池状态，流量，采样体积，
温度,大气压 , 剩余运行时间(编程模式), 已经运行时间

 橡胶材质外壳，冲击防护和手握防滑

 体积小，只有235g（8.3盎司）

 在 500 ml/min状态下，满电量可运行 20小时以上

0539

IECEx

 触摸屏，直观，易于编程

 恒定流量范围 20 - 500 ml/min
• 适用于吸附剂采样管的典型流量

 蓝牙连接电脑和DataTrac Pro数据软件

9.7
厘米

8.1
厘米

本质安全

在500m
l/min

可运行2
0小时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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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000TC
220-1000TC-C

Pocket Pump 
 100-240 V 220-1000TC-S

 100-240 V 220-1000TC-K

220-1000TCKV

100-240 V 220-1000TC-K3

100-240 V 220-1000TC-K5

100-240 V 220-1000TC-K5D

220-1000TCKV5V

100-240 V 220-300
220-400
P75739
P76303

220-200
224-903
224-915

DataTrac Pro for Pocket Pump  877-94

 单台* 包含锂电池和螺丝刀。需要电源适配器，见下方套件和电源适配器

 含充电器* 包含单台泵，单一充电器 (充电线和U.S美规插头)

单一泵套装* 包含单台泵，单一充电器(充电线和U.S美规插头), A类型单一采样管固定夹, 一
    

 初级套装* 包含单台泵，单一充电器（充电线和U.S美规插头）,
 0.9米Tygon软管，带夹子扎带 

单一Pocket Pump TOUCH 泵-蒸汽套装 包含单台泵, 单一充电器(充电线和U.S美规插头), 带有A类
型采样管保护盖的单一采样管固定夹, 采样管破碎器, 迷你工具套装, 详细操作说明，便携箱

订货号

带指示灯的磁性充电连接口

使用蓝牙模块连接电脑和
DataTrac Pro软件 

使用chek-mate校准器方便快捷校准 大块背光显示屏

出气口，快捷连接采样袋

描述

Pocket Pump 
Pocket Pump 

3组泵套件*包含3台泵, 3个单一充电器 (充电线和U.S美规插头), 3个A类型单一采样管固定夹, 一个
Pelican便携箱
5组泵套件* 包含5台泵, 5个单一充电器(充电线和U.S美规插头), 5个A类型单一采样管固定夹, 一个 
Pelican便携箱

 

 

配件

单一充电器, USB, 磁性连接口, 提供电源线和U.S.美规插头
5接口USB充电集线器带有电源线（U.S.插头), 需要单独订购5根充电线(货号P75739)
单一充电线, USB, 不包含插头
更换电池组* 锂电

快捷连接采样袋适配器, 安装在泵出气口上,用于与采样袋安全连接,适用1/4英寸内径PTFE软管

 

* Pocket Pump TOUCH 泵包含锂离子电池，并且要遵守特殊的运输规定.

5组高级版泵套件* 包含5台泵, 5个A类型单一采样管固定夹, 5个单一充电线(没有插头), 一个5接口
USB充电集线器包含电源线（U.S美规插头), 1个用于DataTrac Pro软件的 USB蓝牙适配器(软件免
费下载),一个耐用便携箱

5台Pocket Pump TOUCH 泵-蒸汽套装包含5台泵, 5条USB充电线, 一个带有电源线5接口USB
充电集线器, 5个带有A类型采样管保护盖的低流量采样管夹,采样管破碎器, 5组迷你工具套
装, 3套快速操作说明, 一个耐用便携箱

单一套装便携包, 尼龙, 含肩带
5组套装便携箱, Pelican品牌

  USB 蓝牙适配器, 需要免费下载和使用DataTrac Pro软件

  66

个软质尼龙便携包



XR5000 型号 2 L/min* 5 L/min*
大功率锂离子电池 40 小时 22 小时
标准锂离子电池 20 小时 11 小时

• 高功率锂离子电池可延长运行至40小时

• 流量故障15秒后尝试自动重启

� 标准型号仅重454克

�������

• 多管路采样选项允许同时采集最多四管样品，可选不同流速

� 高背压补偿能力

� 大流量范围:5至5000毫升/分钟 †

• 最高50英寸水柱在2L/min时

� 2个可更换电池选项

• 适用于低流量气体/蒸汽或高流量颗粒采样

• 按下按钮连续运行
• 蓝色泵状态LED
• 易于阅读的LCD显示运行时间和累计采样时间

�设置采样时长和延迟运行

• 可锁定的键盘
• 自动流动故障检测

本质安全

增强型电池，延长运行!

4 L/min PPI采样器
用于呼吸性粉尘采样

在2L/min
时

运行约20
小时

7

AirChek XR5000

• 标准锂离子电池运行20小时的

� 高精度电子流量控制系统

� 自动温度补偿功能校正其引起的流量变化

�操作简单
• 大型三键键盘

• 计时和延迟运行最高可达9999分钟

�采样的完整性



10.9 
cm

2个锂离子电池选项 蓝色LED指示灯

5.8 cm 
7.6 cm

小巧便携，只有454克!

4芯大功率电池
组

2芯标准电池
组

描述 SKC Inc. Cat. No. SKC Inc. Cat. No.
210-5001 210-5002

100-240 V 210-5001-S 210-5002-S
210-5001K 210-5002K

210-5001K5 210-5002K5

210-5001K5D 210-5002K5D
更换锂离子电池组* P85004 P85002

SKC Inc. AirChek® XR5000 套件

4芯大功率电池
组

2芯标准电池
组

描述 SKC Ltd. Cat. No. SKC Ltd. Cat. No.
带电池的泵，需要充电器 210-5001 210-5002

100-240 V 210-5001K 210-5002K

 
 100-240 V 210-5001KV 210-5002KV

210-5001KP 210-5002KP

 210-5001KC 210-5002KC

240 V 210-5001K5 210-5002K5

 240 V 210-5001K5V 210-5002K5V

240 V 210-5001K5P 210-5002K5P

100-240 V 210-5001K5C 210-5002K5C
更换电池 P85004 P85002

SKC Ltd. AirChek XR5000 套件

* AirChek XR5000泵含有锂离子电池，并受特殊运输规则的约束。

增强型电池，延长
运行时间

泵与电池*和螺丝刀组，需要充电器
初级套装包括泵，充电器，0.9米(3英尺)的软管，和带夹子的扎带
单台泵套件包括泵，充电器，滤膜盒固定夹，软质尼龙包(224-903) 100-240 V
5台组高流量泵套件包括5个泵和滤膜盒固定夹，同时充电5台泵充电器(100- 240v)，
一个耐用便携箱（224-914）
5组高/低流量泵套件，包括5个泵，滤膜盒固定夹，一体化可调低流量适配器，A型采样
管包含盖，同时充电5台泵充电器(100- 240v)，一个耐用便携箱（224-914）

单泵气体/蒸汽套装，包括泵和电池，单充电器(223-241)，1米(39英寸)的软管，一
体式可调低流量适配器(224-27)），采样管断开器(800-01200)，A型采样管包含
盖(224-29A)和操作指南，一个耐用的手提箱(224-98)

单泵基本组件包括泵，充电器，1米(39英寸)的软管，一个耐用的手提箱(224-98)

单泵尘/颗粒套装，包括泵和电池，单充电器(223-241)，校准适配器(391-01)， 1米(39英寸)
的Tygon软管，塑料IOM多粉尘采样器(225-70A)， 4个额外的 MultiDust滤膜匣(225-71A)
， 10 个MultiDust泡沫盘(225-772)，和操作指南，一个耐用的便携箱(224-98)

单泵组件组合包括泵和电池，以及气体/蒸汽套装和粉尘/颗粒物套装中描述的所有介质和附
100-240 V

100-

件，放在一个耐用的手提箱中(224-98)

(

5台组泵的基本组件包括5个泵和电池，5个1米(39英寸)长的Tygon 软管，3个操作
指南，5个单充电器，一个耐用的便携箱（224-97B)

100-

5台泵气体/蒸汽套装，包括5个每个泵和电池，一体式可调低流量适配器(224-27)，
和A型采样管保护盖(224-29A)， 5根1米(39英寸)长度的Tygon软管，采样管断路器
(800-01200)，3份操作指南，5个单充电器，一个耐用的便携箱(224-97B)

100-240 V

* AirChek XR5000泵含有锂离子电池，并受特殊运输规则的约束。

5台组泵粉尘/颗粒物套装包括5每个泵和电池,塑料IOM MultiDust采样器(225 - 70),和塑
料旋风分离器(225 - 69),和5根一米(39-inch)长度的软管,10 MultiDust泡沫盘(225 - 

772),校准适配器(391 - 01), 10个额外MultiDust滤膜匣(225 - 71),3份操作指导,和5个充
电器，一个耐用便携箱((224 - 97 B) 100-

5组泵组合，包括5个泵和电池，5台组气体/蒸汽和5台组粉尘/微粒中所描述的采样
介质和附件，在一个耐用的随身携带箱内(224-9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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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Chek XR5000



 

 

 

 

 

 

PCXR8 Universal Pump 
可编程解决方案

44XR Universal Pump
经济的解决方案

PCXR4 Universal Pump 
  遵从性解决方案

 高精度计时器

 流量故障自动停止运行/ 时间保持

 HOLD 保持功能

 延迟采样

 定时关机

 间歇采样

 延迟+间歇采样长达7天

 开机即运行 高精度计时器

 流量故障自动停止运行/ 时间保持

 HOLD保持功能

经典耐用，5ml/min-5L/min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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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用系列

� 恒流高流量 5 - 5000mL/min

� 低流量 5 - 500 ml/min ，需要低流量适配器

� 运行时间 12+小时 (4 L/min,20 英寸水柱背压)

� 坚固耐用

� 重量轻 — 只有 34盎司 (964克)

� 选择满足您要求的自动功能





*不建议将 Leland Legacy 用于高背压应用，例如石棉间隙采样。 

  

 

 

  
  

 

 

 

不同。

高流量— 5 - 15L/min
Leland Legacy泵是小型、便携式、电池
供电，能够提供真空泵式的高流量
并且长时间运行。
*不适用于需 要本质安全的应用。

充一次充电运行24小时
可 充电锂离子（Li-Ion）电池组可在撞击器和

其他背压较低的采样设备上提供 24 小时运行

时间。

* Leland Legacy 泵是无人值守环境空气采样

的理想选择。

高流量采样的最佳选择！ 
先进的流量控制 
高精度的内部流量传感器直接测量流量，并作

为次要标准来不断保持设定流量。在启动时立

即达到设定流量，并通过内置传感器自动保持

流量校准，该传感器可补偿采样期间由温度和

大气压力差异 ，用于实时校准流量。

灵活的编程 

准生成采样报告。DataTrac 软件单独出售或在5台组Leland Legacy 套件中出售。

儿童哮喘研究 PM10 和 PM2.5 可吸入粉尘

• 24 小时以上

– Sioutas 撞击器，流量9L/min
- IMPACT 采样器，流量10L/min

- 小容量PUF管，流量5L/min

- DPS系统，流量10L/min

- 可吸入PPI采样器，流量8L/min

• 其他采样应用

– 生物气溶胶（孢子存料管/盒

注意：此数据是使用新的泵和
新的充满电的电池获得的，
其他条件下可能会有所不同

• 可编程

将 Leland Legacy 与 PC 和 DataTrac 软件一起使用，以创建完整的运行序列，下载采样

历史记录，并以ISO 9000，全面质量管理（TQM）程序以及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系统标

• 手动三键操作

无需工具！使用内置的键盘进行设置，校准和采样！只需按一下按钮，即可获得实时采

样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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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land Legacy
区域或个体高流量采样

Leland Leg acy

典型应用和运行时间

• 32 小时
– 37 毫米，0.8 微米 MCE滤膜

，流量5L/min
（背压为大约14英寸水柱）

• 20 小时

– 37 毫米，0.8 微米 MCE滤膜

，流量8L/min
（背压为大约22英寸水柱）



20.3

厘米 

 

 

 

 

 

 

 

  

 

 

页。

• 对泵进行编程/操作

 

 

 
 

顶部受保护的计算机连接口和电池充电插孔

带有可更换的防护过滤器的进气口

LED运行指示灯

大型液晶显示器（LCD）便利的电池状态图标

电池状态图标

易于使用的大型 3 键键盘

防静电热塑性外壳

坚硬的橡胶包覆成型可保护泵并提供牢固的抓力

9.9厘米
6.6厘米

用于 Leland Legacy 采样泵的

Data Trac 软件可最大限度地

利用泵功能，并将样品历史记

录下载到 PC 上形成报告。

订购请参见左下方。

• 下载采样记录到电脑

• 管理数据并生成报告

• 设置简易的样本簿

† Leland Legacy 泵包含锂离子电池，并且要遵守特殊的运输规定。

∆在没有介质的情况下以 10 L / min 的速度测量距泵 1 米（39 英寸）

替换电池组†锂离子

用于 Leland Legacy 的 DataTrac 软件，包括 CD 和数据线适配器，
需要 Windows 7 或更高版本系统以及USB 端口

仪器箱
  
 

223-248

224-912
224-905

210-502

740-4146

224-89

877-92

P75692

100-240 V 223-241
100-240 V223-441

单充电器，用于锂离子电池供电的泵

配件

多功能充电器，同时给5台仪器充电，用于锂离子电池供电的泵

 
100-240V 100-3002K5

100-240 V    100-3002K

100-3002

订货号描述
SKC Leland Legacy 

和 Sioutas Impactor

CalChek 校 准 通信电缆，用于 连 接 Defender 校准器

5 台 组 ， 带轮子，易于运输

通过美国 EPA-ETV 性能认证

美 国 环 保 署 环 境 技 术 验

证 （ E P A - E T V ） 计 划 通

过 性 能 验 证 ， 加 速 接 受
和 使 用 改 进 的 、 成 本 效

益 高 的 技 术 ， 从 而 进 一

步 促 进 环 境 保 护 。 E P A -

E T V 用 S i o u t a s 撞 击 式

采 样 器 器 测 试 了 S K C  

L e l a n d 传 统 样 品 泵 的 性

能 。 有关验证报告，请访问
AMS中心在

http://www.epa.gov/etv/vt-

ams.html.

Leland Legacy Pump†，带有锂离子 电池组和螺丝刀，需
要充电器； 请参阅下面的套件或充电器

单台泵套件†包括上述泵和单充电器，防护便携箱

5台组泵套件?包括 5 台 Leland Legacy 泵，放5台泵的防护 便
携箱 多功能充电器和 DataTrac 软件

单台组， 防护便携箱

资质认证

通过 Sioutas 

Impactor验证了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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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land Legacy 

电池充电适配器，用于为泵外部的电池充电

TSI 4146流量计，流量范围为 0.01至 20 L/min，包括校准器，侧面软包

，安装耳，1/4英寸 ID 软管，电池组，6节 AA电池，进气过滤器，阻尼

模块，NIST证书和手册；

仪器包，降低噪音的黑色尼龙袋，将泵的噪音从 62.5降低到 52dB∆

Leland Legacy
使用粉尘采样器采样24小时，流量最高10 L/min

http://www.epa.gov/etv/
http://www.skc-asia.com/
http://www.skcinc.com/


SKC可部署采样系统提供了具有成本效益的环境空气采样，是包括栅栏线、近巷道、修复
监测、基线调查和室内空气研究等应用的理想选择。SKC提供两种系统:

▪ 可部署PM10或PM2.5颗粒物采样(DPS)系统
▪ 多环芳香烃(PAHs)、多氯联苯(PCBs)、农药和相关颗粒物的可部署墨盒采样器

(DCS)系统

每个系统包括完全可编程的利兰遗留样品泵，特别设计的采样头和配件，快速部署和有效
的采样;它可以放进一个便携式的重型箱子里。为高级调度选项和记录保持与软件合作的任
一系统。

�方便携带

� 快速建立与模块化组件和快速连接油管

� 理想的远程办公场所，室内空气采样和
基线调查

• 预编程自动启动和停止
• 24小时锂离子电池运行
• 安全操作从重型可锁的情况下
• 快速更换电池组
• 室内低噪音

� 系统泵提供恒定，准确的气流
• 简单的3键键盘设置一个单独的无人参

与的样品运行
• 使用PC和DataTrac为Leland遗留软件

编写多次运行的程序

雨棚保护采样头

Quick-mount支架

韧性加强油管

坚固的便携箱

快式油管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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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S采样器系统
环境空气24小时采样

DPS采样器系统

系统性能概要

流量
10 L/min

运行时间
> 24小时(一次充电)
电源
可充电锂离子电池，7.4 V, 

12 ah容量，88.8 Wh

尺寸
47 x 36 x 18 cm 

重量
DPS: 5.9 kg (13 lbs)
DCS: 5.5 kg (12.2 lbs)

         认证



Leland Legacy 采样泵

描述 订货号

PM2.5 套件
100-3901
100-3903

225-1823
225-1747

PM2.5
PM10

225-392
225-390

 PM2.5
PM10

P54204
P54202
225-395
225-395A
225-396

配件
225-2-01

877-92
* 提供类似于联邦参考方法采样器的数据。DPS系统不是美国环保署的参考或等效方法 

合规抽样。
系统包含锂离子电池，并受特殊运输规则的约束。在同一批次内，PTFE过滤器的背压可能不同。
美国专利号7,334,453

采样头he DCS保存介
质盒。

为DPS设计的IMPACT采样头获得
了专利

微粒采样器(DPS)系统
环境和室内PM10或PM2.5采样

描述 订货号

100-3960

226-206

226-207
配件

877-92

采样器(DCS)系统
环境中多环芳烃、多氯联苯、杀虫剂和相关颗粒物的采样

* 提供类似于联邦参考方法采样器的数据。DCS系统不是美国环保署的参考或等效方法 
合规抽样。
系统包含锂离子电池，并受特殊运输规则的约束。

接带适配器的电池组件(单独封装), IMPACT‡采样头,2个滤膜匣,校准

DPS系统的收集滤膜(系统不提供)
根据您的采样应用序选择滤膜;采样需要的
石英滤膜,47毫米
聚四氟乙烯滤膜(PTFE),47 毫米、2.0 -µm孔隙大小、PMP支撑环
采样头/替换零件

适配器,采样头防雨盖,25片一次性撞击盘(有限的保质期),滤膜盒开启
器,带快接配件的软管,固定支架,一个结实耐用可锁定的便携箱

IMPACT采样器，包括采样器的进样口和本体、校准适配器、滤膜
匣和采样器的防雨罩;所用到的收集介质(见上)和撞击基板(见下)单
独销售

IMPACT采样器进样口，在 IMPACT上可互换

撞击盘，37毫米，预涂油，可随时使用，一次性
，采样需要使用，有限的保质期
滤膜匣，采样所需

有盖培养皿载玻片，用于滤膜运输

DPS系统* #包括带连接盒的采样泵,充电器(100 - 240 V), 2个外部连 PM10 套件

DCS系统*#包括带接线盒的样品泵、充电器(100- 240v)、2外部电池组件和适配器
(单独包装)，采样头，校准适配器，采样头的防雨罩，带有快速接头的软管，校准
适配器，和安装支架，在一个结实耐用可锁定的手提箱中

介质盒，需要，需要根据实际应用选择
包含如下描述的介质的不锈钢盒、不锈钢支撑屏和垫圈。每个介质盒包装在铝箔和
装在带盖子的铝罐中装运
滤膜/PUF，包含41.3 mm长度的PUF和一个47 mm的石英滤膜
滤膜/PUF/XAD-2/PUF包含一个47毫米石英滤膜和2克XAD-2吸附剂夹
在两个20.6毫米长的PUF之间

 Leland Legacy的DataTrac数据软件，包括 CD 软件，DataTrac 适配器和连
接线 需要 Windows 98 或者更高可用串口或 USB 兼容 PC 与系统。

Leland Legacy的DataTrac数据软件，包括 CD 软件，DataTrac 适配器和连接线
需要 Windows 98 或者更高可用串口或 USB 兼容 PC 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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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S/DCS采样器系统



23.6 cm

8.9 cm

21.3 cm

Powered by Supercharged 

恒流，10 - 30 L/min
用于BioStage可行级联撞击器，孢子阱盒，微量真空盒或其他

要求在泵背压范围内流量高达30L/min的采样器进行采样

小巧便携!
QuickTake® 30 重量只有2.2 kg (4.8 磅），并具有易于抓握
的手柄，便于携带

可靠的长时间运行...
配备功能强大的锂离子电池

操作简单... 
大按键, 高对比度数字显示,前置进气口，用于快

速连接采样介质, 可编程运行时间

多用途!
采样时,在进气口上直接放一个孢子捕捉盒，或连接软管和冲
击器或滤膜盒，或连接BioStage采样器(带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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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Take 30

Lithium-Ion Battery 

增强锂离子电池



 

 

 

 

 

 

 

 

100-240 V 228-9530
 100-240 V 228-9530A

 

100-240 V 228-9530K

100-240 V 223-245
228-9531
320-100
P75689
P40021

 

QuickTake 30 使用石棉滤膜盒
固定在三脚架上skcinc.com

QuickTake 30 采样泵
适用于微生物、石棉和其它物质恒流采样

� 10 - 30 L/min恒流采样泵
• 在整个采样周期内维持恒定流量，确保样品
的完整性
• 与BioStage级联撞击器，孢子捕获盒（例如Ve rsaTrap），
微量真空盒或其他要求流量最高30L/min的采样器一起 使用的
理想选择

� 充一次电长时间运行
• AC 充电器/适配器延长采样时间
• 可循环充电锂电池

� 轻巧便携
• 23.6 x 21.3 x 8.9 cm (9.3 x 8.4 x 3.5

英寸)
• 仅重2.2 kg (4.8 磅)
• 简单易用的提手

� 简单易操作编程运行时间便于无人值守采样
• 选择预设的采样时间或自定义1到999分
钟之间的计时器
• 连续运行并自动关机
• 间隔采样
• 大的简易按键

� 操做简单
• 大的按键控制
• 循环结束可视化提示和声音警报提示

� 高对比度数字显示

� 低噪音— 平均 < 64 dB，距离3尺
(37-mm, 0.8-µm MCE 滤膜,16.8 L/min)

Sampling Solutions  
For Mold and Other Bioaerosols

描述 货号

QuickTake 30 采样泵*# 和充电器
QuickTake 30 采样泵,*# 转子流量计, 和充电器

配件

充电器/适配器 

QuickTake 30 采样泵*# 套装 包含采样泵,充电器, 转子流量计,
标准BioStage, 安装支架与进口适配器, 校准适配器, 装在一个
耐用的箱子里

适用BioStage的支架 ,包含进口适配器
转子流量计, 3 to 30 L/min

* 采样泵包含锂离子电池，并受特殊运输规定的约束
# 没有CE标志

优势 !

直接固定在进气口

QuickTake 30 使用BioStage
    固定在支架上

QuickTake 30 

应用和典型运行时间§
QuickTake 30 使用孢子捕捉盒

 
 

 
 

 
• 5 小时

–  孢子捕捉盒,15L/min

• 4 小时
–  BioStage 采样器，

28.3L/min

• 使用新泵获得的结果
以及新的充满电的电池。泵
电池性能可能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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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Take 30

QuickTake 30

即使与产生背压的介质
（例如壁腔采样器和微真空
  盒）一起使用，也可保持恒
  定流量

低噪音，电池供电可替换
真空泵

• 14+ 小 时
– 37-mm, 0.8-µm MCE滤

膜，流量10 L/min

• 9+ 小 时 — 石 棉 采 样
为了在石棉间隙采样过程
中获得最大的空气体积，
请使用QuickTake 30配
25毫米 ，1.2微米MCE滤
膜，设置10升/分钟的流
量，充满电的电池和AC电
源，以实现9个小时以上的
运行时间，采集空气体积
量为5400 升

更换电池,* Li-Ion
更换滤膜/O型环（内置）包含5片滤膜和1个O型环



 

 

 

 

 

 

 

 

 

 

 

 

 

 

 

 

 

   SKC Ltd. 

  230 V 
 

     
 

+ 

 
 228-9620KB

BioLite ⱳ◓ ‒
有效收集细菌，真菌和病毒 

订货号
描述

 

 

• 与 BioSampler 一起使用时，无需额外孔口

• 保持下游压力≥15英寸汞柱

便携式音速泵

    
生物采样器应用

• 室内空气质量调查

包含用于生物气溶胶采样的所有设备和介质

• 医院和兽医诊所

• 农业粉尘研究

• 研究，调查

• 公共建筑调查

• 食品加工行业

• 制浆造纸厂和废水处理厂

高级 BioSampler系统包括 1个 BioSampler采样瓶，两个 20 ml 带有瓶盖的收集器皿，

1个带固定杆的箱子，1瓶 ViaTrap *（120 ml）矿物油，1台 BioLite+泵，软管/适配器
，和转子流量计
基本 BioSampler系统包括 1个BioSampler采样瓶，收集器皿，瓶盖子和

*ViaTrap *（120 ml）矿物油可能不适用于 PCR 分析

和转子流量计
一个 20 ml 带有瓶盖的收集器皿1个固定支架，1个 BioLite 泵，软管/适配器

 

 

采样泵

• 包括带把手的保护壳、真空计和阀门

固定杆将 BioSampler 采样瓶固定在外壳上

使用 BioSampler 进行采样

将BioSampler与音速泵一起运行，例如

BioLite+,该泵在系统中保持下游大气压

力≥15 英寸汞柱或 0.5个大气压。

BioSampler 的三个喷嘴（音速）孔，每个

喷嘴均允许通过 4.2L/min的环境空气，

总流速约为12.5L/min。

便携式BioLite+采样泵非

常适合与 BioSampler 采

样瓶一起使用.BioLit e+

可提供高达62L/min的非

补偿气流或音速流。

BioLite+具有两个采样瓶

安装孔，可以同时连接两

个BioSampler采样瓶，并

在15英寸汞柱的背压下

以总流量25L/min同时运

行。

BioLite+ 采样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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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ite ⱳ◓ ‒

包括带手柄的保护性外壳，真空计

和阀门，不包含固定架或转子流量

计，仅提供 AC 操作，重量为 7.2 

5千克（16 磅）

230 V ...订货号.....228-9620

228-9620KBD

http://www.skcinc.com/labs
http://www.skc-asia.com/
http://www.skcinc.com/
http://www.skcinc.com/


 

 

 

 

生物采样器 

 

 

 

 

描述 

 
 

20 毫升 
20 毫升 
5 毫升 

225-9595
225-9595K4
225-9593

20 毫升 
5 毫升 

225-9596
225-9596A

 225-9597

120 毫升 
500 毫升 
950 毫升 

225-9598A
225-9598
225-9599

225-22

 

 

 

 

有关微生物实验室的列表，

请访问 www.skcinc。com，然

后在“实验室”上搜索。 

c 

 长达 8小时 

  
 

 
+ 

 

 
ViaTrap‡ 

  

BioSampler
分析选项

• 聚合酶链反应（PCR）通过

筛选特定属或种来鉴定生

物气溶胶。可能需要使用

无菌水作为收集液；与实

验室核对。

采样流量： 通过 BioSampler喷嘴的
音速

非蒸发液体，建议使用

（12.5 升/分钟）

   

采样泵： BioLite

采样介质：

软管： 1/4 英寸 内 径 和 3/8 英寸 内 径

订货号

pk/4



• ViaTrap®矿物油可能不适合进行 PCR 分析；与实验室核对

• 生长培养可以定量描述空

气传播的细菌和真菌。

• 显微镜计数空气中细菌

和真菌的总数(提供有限

的鉴定)。

• 生化分析以对化学物质的

反应为基础对生物化合物
进行定量分析。

• 免疫分析根据与特定靶

抗原结合的抗体来量化

空气中的过敏原。

采样时间：

 三个切向喷嘴以特定角度喷射粒子到内壁，从而减少了颗粒

反弹并保持了微生物的完整性

 旋旋流液体收集方法最大限度地减少再气溶胶化，温和地夹带

生物气溶胶，以保持生物活性

 为了获得最高效率，请使用粘度高于水的非蒸发收集液，例如：

ViaTrap®矿物油.‡

 与 ViaTrap®矿物油一起使用时，采集效率在 8小时的采样期内保持

恒定。

 全玻璃结构易于清洗，消毒，

高压灭菌和重复使用。

 样品适用于五种不同的分析

见左上方。

适用于空气传播的细菌、真菌、花粉、病毒、内毒素、真菌毒素和其它碎片

由优质玻璃制成-可高压灭菌

 收集方法可确保较高的微生物活力

使用ViaTrap液体采样时间延长到8小时以上

克服了撞击式采样器采样问题

进气口限制为收集能通过人鼻的颗粒物

BioSampler Mini套装包括 1 个 BioSampler，两个带盖的 20 ml 收集器皿  

（底部），1 个带固定杆的 BioSampler 便 携 箱 和 1 瓶 ViaTrap‡（120 ml）

ViaTrap 收集介质，‡用于生物气溶胶采样的特种矿物油

BioSampler，三部分玻璃结构组成，包括进气口，
出气口，和收集器皿（底部-不包括磨口瓶盖）
进气口和出气口部分是相匹配的一套组合。

BioSampler 收集器皿（底部）和磨口瓶盖，用于运输样品

BioSampler®是一种高效的玻璃制收集装置，与大流量音速泵配合使用，可以捕获空气中的

微生物进行分析。在外部，BioSampler 类似于全玻璃撞击式采样器（AGI-30）；

在内部，BioSampler 专业性设计以便减少颗粒反弹并保持最大的生物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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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Sampler 生物采样瓶

BioSampler 生物采样瓶
将生物气溶胶收集到液体中保持其最大限度活性

玻璃捕集器，保护泵，用于区域采样，可以使用或不使用吸附剂，关于吸
收剂类别。编号225-22-02

http://www.skcltd.com/
http://www.skcsouthafrica.co.za/


产品介绍

Defender系列流昼校准

器是新---1-'G的干式气体流

毋计， 属干—级流毋计，

被大毋的个体采样泵厂商

推荐和配套使用。 采用干

式活塞运动的原理， —次

按键即可产生连续多个读

数。 与悍部泡沫式流量

计相比， 使用更加方便快

速。 用千T\llt下牛、 职业

健康空气采样泵的校准。

项目／型号

流量范围
(ml/min) 

体积流量精度

体积流量读数

温度 、 压力传感器

温度读数

压力读数

Defender 510 型

L, 5-500 

M, 50-5000 

H, 300-30000 

1% 

ml/min上/m1n,cc/min,cf/m1n

Defender 系列

流量校准器

产品特点

＿ DryCal正位移技术（干式活塞原理），

操作简单
＿ 通过1S017025认证，流量控制精准
＿ 正压进气或负压排气皆可测量，可连接PC

下载校正数据结果
＿ 具有自我测试内部泄漏功能
＿ 大屏幕显示， 每组读数高达100个
＿ 可内置温度、压力传感器(520、530系

列）
＿ 读数模式：单循环，连续或脉冲式
＿ 每次读数时间： 1~15秒

Defender 520 型 Defender 530 型

L, 5-500 L, 5-500 

M, 50-5000 M, 50-5000 

H, 300-30000 H, 300-30000 

1% 1% 

ml/m1n,L/m1n,cc/min,cf/min ml/m1n,L/min,cc/m1n,cf/min 

有 有

mmHg, PSI, kPa mmHg, PSI, kPa 

3.5 mmHg (典型） ， 7.0 mm (最大）

0.8°C (典型） ， 1.3°((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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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量校准器

压力精度

温度精度

oc、 ℉oc、℉



AirChek 52
AirChek XR5000
AirChek TOUCH
AirLite  

 

B
 

 

D
 

 

   

222-3L-1 (B)   

222-3XL-1 (C)   

222-3XD-1 (D)   

可调低流量适配器/单采样管固

定器

订货号. ......................224-26-01
订货号. ....................................224-29D

 

步骤 1 步骤 2 步骤 3
采样泵 采样管固定器 采样管保护罩

一体式可调低流量适配器/单采样
管固定器/包含CPC恒压配件 

订货号. ...........................224-27

订货号. ....................................224-29C

A (6-mm 外径 x 70-mm 长)
订货号. ...................................224-29A

订货号. ....................................224-29B

C (10-mm 外径 x 150-mm 长)

 (10-mm 外径 x 220-mm 长) 

 (8-mm 外径 x 110-mm 长) 

Pocket Pump TOUCH 带有保护罩的低流量/采样管固定器 (不可调流量)

订货号 222-3-1 (A)  (6-mm 外径 x 70-mm 长)with A

with B (8-mm 外径 x 110-mm 长)

with C (10-mm 外径 x 150-mm 长)

with D (10-mm 外径 x 220-mm 长)

 

 
  

Universal XR Series
PCX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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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货号  ............................................................................................................................ 226-03-055

SKC采样管破碎器
一体式SKC破管器能安全、干净地打开玻璃吸附管。由坚固的不锈钢制成

，SKC破碎器适用外径为6/7 mm的管和外径为8/10 mm的采样管；无需携

带两个不同尺寸的破碎器。旋转重型瓶盖，露出所需尺寸的开瓶器，并保

留要丢弃的玻璃头.

单路低流量采样附件

三步骤建立单路低流量采样系统: (1) 选择一款采样泵, (2) 选择适合采样泵的低流量适配器 (3) 选择采样管保护罩.

低流量采样附件



从第46-50页的吸附剂管选择指南
中选择所需的管。将指南中管盖
栏中的字母与上面的字母匹配。
特殊采样管固定器见下文。

AirChek 52
AirChek XR5000
AirChek TOUCH

  

 

 

 

B (8-mm OD x 110-mm L)
 

C
 

D (10-mm OD x 220-mm L)
 

Pocket Pump TOUCH
AirLite  

采样管保护罩

A (6-mm OD x 70-mm L)
订货号.........................224-29A

 (10-mm OD x 150-mm L)
订货号. .........................224-29C

订货号. .........................224-29B

可调多路采样管-低流
量适配器

2 路采样管 (Dual)
订货号 ............... 224-26-02

3 路采样管 (Tri)
订货号 ............... 224-26-03

 

采样泵 恒压控制 (CPC)

不需要
(泵内置恒压控制器)

CPC
订货号....................224-26-CPC

CPC
订货号 ................224-26-CPC10

订货号. .........................224-2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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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路低流量采样附件

步骤 1 步骤 2 步骤 3 步骤 4

三步骤建立多路低流量采样系统: (1) 选择一款采样泵, (2) 选择适合采样泵的低流量适配器 (3) 选择采样管保护罩

通用系列
PCXR8

4 路采样管 (Quad)
订货号. ............... 224-26-04

低流量采样附件



  使用捕集器以

防止将吸收瓶

液体吸入采样

泵。当使用挥

发性液体时，

需要添加吸附剂到捕集器中

，阻止蒸汽污染物,保护采

样泵。 见订货号 225-22 和

225-22-01。

225-36-1
225-36-2
225-36-4
225-36-5

225-22
225-22-01

225-22-02
225-20

 

225-0020

225-0021

225-0026
 225-0027

225-22-01
 

225-22-02

225-0022

225-0023
 

 

PFA 小型吸收瓶配件
 

 
  

 

† 不能用于玻璃吸收瓶

 
90度弯曲PFA软管, 1/4英寸直径x 6英寸长，用于连接2个PFA吸收瓶，仅用于
吸收瓶（订货号 225-0021）

多孔
喷嘴

标准
喷嘴

小型玻璃冲击式吸收瓶
将空气中的危害物收集到液体中

小型PFA冲击式吸收瓶

 

标准小型, 25 ml, 标准喷嘴

防溢小型, 25 ml, 标准喷嘴

小型玻璃冲击式吸收瓶
 

 

单一PFA吸收瓶固定器,† 不锈钢, 固定在采样泵上

皮套,* 涤纶，带夹子，用于固定在衣服上

225-20-01
 

225-20-03
   
 

* 不适用 PFA吸收瓶

技术提示

订货号 225-0021 订货号 225-0020

固定架,* 固定在空气采样泵上

 

SKC玻璃吸收瓶的刻度精确，每一刻度增量误差±0.5 ml以内

。两部分均标注序列号,有助于样品识别和正确的零件匹配。

标准小型冲击式吸收瓶 25毫升容量，刻度增量5毫升. 喷嘴位置

精确，以确保正确收集。

带多孔喷嘴的特殊小型冲击式吸收瓶 是一种改进的标准小型吸
收瓶，具有特殊的多孔喷嘴，以增加空气样品与液体之间的接
触。许多NIOSH和OSHA程序都要求使用这种起泡器吸收瓶。

防溢出的小型冲击式吸收瓶具有一个特殊的出口侧臂，该臂向下
延伸到中间，使上面有足够的容量处理冲击式吸收瓶中的所有液
体。

订货号玻璃小型冲击吸收瓶

订货号PFA 小型吸收瓶

带端口转换盖吸收瓶, 60毫升容量，带有2个1/4英寸的垂直端口，用于近
距离组装采样序列；包括密封垫圈螺母

带有1个整体式转换盖吸收瓶, 60毫升容量，带有一个1/4英寸的垂直端口
和一个1/4英寸的侧端口用于水平连接； 包括密封垫圈螺母

Savillex PFA（含氟聚合物）60毫升吸收瓶非常牢固不易破碎，对几乎所有化学药品均呈惰性
，并且在高温和低温应用中表现良好。 有两种不同接口配置，转换盖和密封垫圈螺母可提供
密封性。

单一,* 不锈钢, 1个吸收瓶或者1个捕集器, 适用AirChek 52/Sidekick 或通用系列采样泵

双,* 不锈钢, 2个吸收瓶或吸收瓶和捕集器 , 适用AirChek 52/Sidekick 或通用系列采样泵 225-20-02
双,* 不锈钢, 适用 AirChek TOUCH 采样泵, 2个吸收瓶或吸收瓶和捕集器

180度弯曲PFA软管,1/4英寸直径x 8英寸长，用于连接2个PFA吸收瓶，仅适用
吸收瓶（订货号 225-0021）

更换捕集器吸附剂, 200 克, 去除蒸汽, 适用的捕集器订货号. 225-22 和 225-22-01

内嵌式塑料捕集器含有吸附剂去除蒸汽, pk/3

PFA吸收瓶皮套,† 涤纶，带夹子，用于固定在衣服上
内嵌式塑料捕集器带有吸附剂去除蒸汽, pk/3

适用小型吸收瓶的捕集器, 适用区域采样的玻璃捕集器, 可以使用或者不使用吸
附剂,见右上图

更换捕集器吸附剂, 200 克, 去除蒸汽, 适用的捕集器订货号. 
225-22 和 225-22-01

特殊小型, 25 ml,多孔喷嘴,170 to 220微米熔块

防溢小型, 25 ml, 多孔喷嘴, 170 to 220微米熔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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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瓶



SKC 优质吸附剂管 符合 NIOSH，OSHA，ASTM 和 EPA 规范

由高质量，低背景吸附剂制成

 

• 经过测试的均匀背压

• 准确，可重复的结果

 

备用吸附剂层，用于穿透指示

可靠性验证
• 在 OSHA，NIOSH，ASTM和 EPA 方法中指定

 

密封盖 

防止污染 

 

 

备用吸附剂层 

 

 

均匀的压降 

 

 

Anasorb 
质量商标 
1973 年，SKC 制成了第一支商

用吸附剂管。从那时起，SKC

引领了吸附剂管技术的发展。

为了更轻松地在空气采样方法

中识别 SKC 专有吸附剂，所有

类型的 SKC 专有吸附剂均使用

注册商标“ Anasorb”。 

吸附剂当量 

Anasorb  
708  
727  

C300 
CSC  
747  

GCB1  
  

 
 

采样资源 

• SKC 样本设置指南

• SKC 采样解决方案—针对目标应用的媒体/方法

• SKC 活动采样在线研讨会及其他主题

在线可获得吸附剂背景认证（见右图）

泡沫隔离物

等效吸附剂
红硅藻土色谱载体108
红硅藻土色谱载体106

Hydrar, Carulite
SKC专有吸附剂
SKC专有吸附剂

GCB2

Carbotrap B（20/40）
Carbotrap B (60/80) 

Carbotrap C（20/40）
Carbotrap C (60/80)

SKC 质量控制确保吸附剂和试管达到高标准

大批量生产 AnasorbCSC Lot 2000 木炭，确

保可以使用很多年

检测样品穿透

玻璃管

精密密封的尖端

安全，轻松的破碎到

规定的开口尺寸

吸附剂层

精确控制表面积，孔径，
吸附特性和筛孔尺寸

拉制非常接近的公差，以获得

好的重复性数据

高纯度玻璃棉

精确计量，

均匀的压降

• 被世界各地的健康和安全专业人员用于法规
遵从性和咨询

• 准确的吸附剂重量
• 统一的规定方法测量筛孔尺寸和隔离物

23

吸附管

http://www.skcinc.com/certificates
http://www.skc-asia.com/
http://www.skcinc.com/
http://www.skci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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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VOC Chek 575 主要原因
容量

• 比其他采样器中的吸附剂多出两倍

采样时间

费用

科学数据

夹在工作人员呼吸区域采样 盖上盖子并记录信息打开上盖

25

• 更多的吸附剂意味着更长的采样时间；大多数化合
物长达8小时或更长时间

• 单层多容量吸附剂和持续8小时采样，能够减少
分析次数，降低使用成本

• 使用NIOSH和其它标准对VOC Chek 575采样器进行了测
试，结果更可靠，且可以在线查询

采样简单-3步!

被动式采样器



Charcoal Lot 2000, 350 mg 575-001†

575-001A
5

25
Anasorb 747, 500 mg 575-002†

575-002A
5

25
575-005†

575-005A
5

25
575-006 5
575-007 5

OSHA 1005 226-01 OSHA 1005 575-002

OSHA 1009 226-01 OSHA 1009 575-002

OSHA 16 (MEK) 226-10 OSHA 1004 575-002

OSHA 89 226-73 OSHA 1014 575-006

OSHA 111 226-81A or 
226-01

OSHA 111 575-002

OSHA 1001 226-01 OSHA 1001 575-002

OSHA 1020 226-01 OSHA 1020 575-002

OSHA 1002 226-01 OSHA 1002 575-002

 - stylizeFPO

主动/被动式采样对比参考

牢固的夹子

帽和泡沫塞 

确保吸附剂的清
洁，同时提供易
于分析的入口

采样器主体
漏斗便于吸收剂转移

单一吸附剂层
8小时的处理能力意味着更低的分析成本

化合物
苯

主动式方法 采样管订货号 被动式方法

乙酸丁酯

MEK/MIBK

苯乙烯

甲苯

三甲基苯

二甲苯/乙苯

三氯乙烯/四氯乙烯

数量

有机蒸汽

有机蒸汽

环氧乙烷 Anasorb 747用氢溴酸处理, 500 mg

苯乙烯 Anasorb 747 用叔丁基邻苯二酚处理, 500 mg
甲醇 Anasorb 747, 500 mg, 包括二次扩散屏障

  

在OSHA方法中，SKC VOC 

Chek® 575 系列被动采样器

被认为是许多化合物主动采

样的可靠替代方案！

被动式采样器科技
领导者

†    可提供更大数量的包装。 联系SKC。

ppm级有机蒸汽

坚韧的尼龙扩散屏障
一体化成型做成采样

器主体

 266

简单而坚固的
采样器

被动式采样器

VOC Chek 575 系列被动式采样器

吸附剂种类采集物质 订货号

订货号



SKC 采气袋

SKC采气袋采用高质量薄

膜 ，密封无泄漏接缝和高

质量袋配件。

做出最佳选择!
SKC在其包膜上发布性能数

据，使您具备做出最佳选择

定制采气袋

SKC将为您制作您需要的气

袋!选择薄膜，配件，气袋

尺寸等!

27

采
气
袋



  

 

 

 
 

 

 

 

 

 

从60多种组合中选择，库存丰富，可立即购买

 
� Tedlar，泰德拉

� Standard FlexFoil,标准箔

� FlexFoil PLUS,增强箔

用于气袋的采样泵

� Pocket Pump TOUCH 可编程, 触屏, 本质安全

� Grab Air 经济的，固定流量1 L/min

高品质薄膜气袋

SKC — 采气袋

为您的应用而设计的气袋配件
� 单个聚丙烯组合的软管/阀门和隔膜

� 单个不锈钢组合软管/阀门和隔膜

� 双--不锈钢分离软管/阀门和隔膜

� 呼吸气体分析使用带吹嘴的不锈钢或聚丙烯

 28



 

 

 

 

 
 

 

 

3

Tedlar

FlexFoil PLUS

·
·
·
·

· ppb VOC

·

·
·
·

·
·
·
·
·

Vac-U-Chambe

 FlexFoil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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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在真空下坍塌

� 有多种尺寸可供选择，包括用于EPA方法0040的超大尺寸

� 保护样品和泵免受污染

 30

 

 

 

 

 

For Soil Gas Sampling
skcinc.com

Vac-U-Chamber 
消除泵对气袋采样的污染

� 直接填充空气样品袋

• 样品不通过采样泵

窗口

真空口 采样袋 吹扫口

样品进气口

方便、可靠的袋式采样

SKC Vac-U-Chamber是一个刚性的空气采样箱，可以使用大多数个体空气采样泵提供的负压直接填充采样袋。 由于样品未

通过泵，因此消除了样品和泵污染。与样品接触的所有表面均由惰性材料制成。Vac-U-Chamber的刚性壁在真空条件下不

会坍塌。

蒸汽入侵监测

土壤气体采样--用于蒸汽入侵评估

土壤气体采样可以识别地下污染并追踪污染物的来源，程度和移动。

美国EPA（环保署）土壤气体采样标准操作程序（SOP）2042 将采样袋指定为密封室内的容器（例如，Vac-U-Chamber）

。采样泵使室内产生负压，使土壤气体直接进入袋内。样品在现场用直读仪器和/或合格实验室进行分析。.

气袋采样系统

Sampling Solutions 

• 样品仅接触惰性管和气袋

� 采样列延长使污染源穿过箱子到气袋

• 其负压由个体空气采样泵提供
• 专业设计用于装SKC采气袋

� 坚固的密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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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素

• 生物惰性
• 低手工制品-完全消除和溶解

银 • 化学惰性
• 可高温高压灭菌

• 低金属背景
• 高压灭菌

• 均匀孔隙度和厚度
• 抑菌作用
• 亲水性和无机性

聚碳酸酯 • 光滑的表面
• 薄、透明、无污染
• 耐化学腐蚀、生物惰性
• 热稳定性高达140摄氏度 (284 F)
• 疏水性
• 自重特别低

• 低自重聚氯乙烯 (PVC)
• 强疏水性
• 低灰分

聚四氟乙烯 (PTFE) • 耐酸、碱、溶剂
• 疏水性
• 低背景，无化学物干扰
• 低自重
• 高压灭菌

石英 • 无粘合剂
• 低金属背景
• 疏水性
• 高压灭菌
• 热处理的

玻璃纤维 • 无粘合剂
• 耐高温
• 高压灭菌
• 疏水性
• 高颗粒保留率

• 100% 纯的
• 无灰的
• 高压灭菌
• 亲水性

明胶 • 伽马射线预灭菌
• 高含水量
• 水溶性-易溶于琼脂
• 适用于生物气溶胶

SKC 滤膜

混合的纤维素酯 (MCE)

微孔滤膜

滤膜 用途

• 亲水性

特征 规格（直径mm）

采集空气中的金属、

石棉和其他纤维

焦炉排放物的收集和分析

X射线衍射法收集

空气中二氧化硅分析

25
37
47

光学和电子显微镜分析25
37
47

二氧化硅、金属、粉尘25
37
47

颗粒物采样
制药行业乳酸粉采样
金属加工液采样
适合重量，化学和/微观
分析样品微粒

25
37
47

25
37
47
102

超细颗粒采样（小于100nm）

有机碳

柴油颗粒物（DPM）

痕量污染物

13
25
37
47

13
25
37
47
90

粉尘、适合重量分析

25
37

25
37

采集微生物
制药厂
监测消毒剂或抗生素

SKC滤膜为您提供最优质的过滤材料，可提供各种直径和配置，如散装、预装的、预称重和匹配重量，以满足您的空气采

样应用。凭借solution - cap、accuc - cap、涂层滤膜和DPM滤膜盒等创新技术，SKC仍是微粒采样技术的全球领导者

。

重量采样，有机/无机沉淀
物收集，AA（原子吸收）
和HPLC（高效液相色谱）
方法的理想之选

18910819969
Line



	 	 	 	 	 	 	 	 	
	

225-2-25LF
225-2258

50
100

25 225-3-25LF
225-2259

50
100

25 225-8585 50

25 225-2257 50

25 225-3-23 50

25 225-329 50

37 225-2LF
225-2050LF
225-2250

10
50

250

37 225-3LF
225-3050LF
225-3250

10
50

250

37 225-304 50

37 225-4 50

37 225-8451 50

37 225-8483 50

37 225-45A 50

37 225-308 50

37 225-309 50

Static free – ideal for cyclones!

47 225-8496 16

47 225-8497 16

∆	 与大多数溶剂相容；对于溶剂相容性图表，

访问 www.skcinc.com/instructions/1650.pdf

	 	 	 	 	 	 	 	 	 	
	 	 	 	 	 	 	

所	有SureS	eal滤膜	盒均	进行了	真	空泄漏	测	试，如果在	施加24	英	寸汞	柱		的	真空	时	每30秒	衰	减	小于1英	寸汞	柱，	在施	加5	 psi压

力时每30秒衰减小于1 psi，则被视为无泄漏。 SureSeal滤膜盒需要使用SureSeal滤膜盒开启器；

直径 (mm) 描述 订货号 数量

25 2块, 标准的;
苯乙烯,透明

3 块,标准的;
苯乙烯, 透明

3 块,杯状；聚丙
烯，不透明白色

；耐溶剂∆

2 块, 杯状;
聚丙烯, 
导电黑色

3 块, 
2-inch 中间罩;

聚丙烯, 
导电黑色

3 块, 
1/2-inch 中间环;

聚丙烯, 
导电黑色

2 块, 标准的;
苯乙烯,透明

3 块, 标准的;
苯乙烯, 透明

中间环;
苯乙烯,透明, 1/2 

inch

直径 (mm) 订货号描述 数量

2 块, 标准的;
苯乙烯, 

不透明棕色

3 块, 标准的;
苯乙烯, 

不透明棕色

3 块, 标准的;
聚丙烯, 

不透明白色;
 耐溶剂∆

2 块, 标准的;
聚丙烯, 

不透明白色; 
耐溶剂∆

2 块, 标准的;
聚丙烯, 
导电黑色

2 块, 标准的;
聚丙烯, 
导电黑色

3  块, 标准的;
聚丙烯, 导电黑

色

3  块, 标准的;
聚丙烯, 
导电黑色

最佳做法
使用旋风分离器采样时，将滤膜盒壁的损失降至最低。 NIOSH建议使用静电消散（导电）黑色聚丙烯滤筒，例如Cat.NO.225-309 . 
参见Ashley，K.，Harper，M.，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10：3，2013，pp.D29-D33，
http://doi.org/w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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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滤膜盒

SureSeal 空白滤膜盒
认证无泄漏



25 MCE, 0.8 µm 225-321 50

25 MCE, 0.8 µm 225-321A 50

25 MCE, 0.8 µm, black grid 225-326 50

25 MCE, 1.2 µm, black grid 225-1934 50

25 MCE, 0.45 µm*
TEM analysis

225-327 50

	 	 	 	 	

	 	 	 	

 
 

 

	 	 	 	 	
	 	 	

	 	 	 	
	 	 	 	

	 	 	

Sampling Solutions  
For Asbestos

skcinc.com

直径mm) 滤膜参数 数量

SKC经过认证的BestChek滤膜装在碳填充的聚丙烯滤膜盒中

带罩,带状的

带罩,带状的,
在出口端带有立
式插头

带罩,带状的

带罩,带状的

带罩,带状的,
带支撑和5.0μm扩散
垫

* 可作为带喷嘴的微型真空地毯盒使用； 见左下方

Air Chek Touch采样泵
具有彩色触摸屏显示的个体采样泵

• 超静音，可进行连
续、定时或间歇采样
•重量550g
• LED指示泵的运行及故
障状态

Flite 3 区域采样泵
可编程高流量区域采样泵

• 流量范围2 to 20 L/min
• 电池或AC电源供电,
长运行时间

• 带把手的坚固钢制外壳
• 重量2.24 kg (4.9 磅 )
• 可编程，流量故障功能

微真空石棉滤膜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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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膜盒可靠性的最高标准

所有SKC预装的石棉滤膜均包含纤维素载体。

滤膜盒描述 订货号

关于
石棉滤膜盒

仅SKC-BestChek®滤膜盒在

计数、清洁、导电性、收

集区域和结构方面符合或

超过NIOSH、OSHA和ASTM标

准。

指定SKC BestChek石棉滤膜
盒-保证可靠性和准确性。

• 流量范围
5-5000mL/min，5-500
mL/min（配低流量设
配器）
• 可拆卸充电锂离子
电池、AC适配器

• 喷嘴，便于对表面沉降的
灰尘进行取样

• 符合ASTM方法D5755的规范

• 与个体采样泵一起使用时流
量是2L/min

碳填充聚丙烯，带罩和喷嘴、
BestChek 25mm、0.45-μm 
MCE滤膜（用于透射电镜分析）
和纤维素载体

订货号 ...............................225-322 

苯乙烯（非导电），带喷嘴,37 

 m m，0.45-μm MCE滤膜，用
于透射电镜分析和纤维素载体

订货号 ............................225-9543 

石棉纤维滤膜盒

认证的BestChek石棉纤维滤膜盒

石棉纤维采样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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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器系统
10 L/min

Leland Legacy 采样泵

描述 订货号

PM2.5 套件
100-3901
100-3903

225-1823
225-1747

PM2.5
PM10

225-392
225-390

 PM2.5
PM10

P54204
P54202
225-395
225-395A
225-396

配件
225-2-01

877-92
* 提供类似于联邦参考方法采样器的数据。DPS系统不是美国环保署的参考或等效方法 
合规抽样。
系统包含锂离子电池，并受特殊运输规则的约束。在同一批次内，PTFE过滤器的背压可能不同。
美国专利号7,334,453

采样头he DCS保存介
质盒。

为DPS设计的IMPACT采样头获得
了专利

微粒采样器(DPS)系统
环境和室内PM10或PM2.5采样

描述 订货号

100-3960

226-206

226-207
配件

877-92

采样器(DCS)系统
环境中多环芳烃、多氯联苯、杀虫剂和相关颗粒物的采样

* 提供类似于联邦参考方法采样器的数据。DCS系统不是美国环保署的参考或等效方法 
合规抽样。
系统包含锂离子电池，并受特殊运输规则的约束。

接带适配器的电池组件(单独封装), IMPACT ‡采样头,2个 ,校准

DPS系统的收集滤 (系统不提供)
根据您的采样应用序选择滤 ;采样需要的
石英 ,47毫米
聚四氟乙烯 (PTFE),47 毫米、2.0 -µm孔隙大小、PMP支撑环
采样头/替换零件

适配器,采样头 ,25 一次性 盘(有限的保质期),
,带快接配件的 , 支架,一个

IMPACT采样器，包括采样器的进样口和本体、校准适配器、滤
和采样器的 雨罩;所用 的收集介质(见上)和撞击基板(见下)单

独销售

IMPACT采样器进样口，在 IMPACT上可互换

撞击盘，37毫米，预 油，可随时使用，一次性
，采样需要使用，有限的保质
滤 ，采样所需

有盖培养皿载玻片，用于滤 运输

DPS系统* #包括带连接盒的采样泵,充电器(100 - 240 V), 2个外部连 PM10 套件

DCS系统*#包括带接线盒的样品泵、充电器(100- 240v)、2外部电池组件和适配器
(单独包装)，采样头，校准适配器，采样头的 雨罩，带有快速接头的软管，校准
适配器，和安装支架，在一个 实耐用可锁定的手提箱中

介质盒，需要，需要根据实 应用选择
包含如下描述的介质的不锈钢盒、不锈钢支撑屏和垫圈。每个介质盒包装在铝箔和

滤 /PUF，包含41.3 mm长度的PUF和一个47 mm的石英滤
滤 /PUF/XAD-2/PUF包含一个47毫米石英滤 和2克XAD-2吸附剂夹
在两个20.6毫米长的PUF之间

 Leland Legacy 的DataTrac数据软件，

Leland Lega cy的DataTrac数据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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