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 全 与 健 康

优势

可以同时测量不同粒径段的质量浓度，分别对应

P M1,   P M 2 . 5 ，可吸入颗粒物，P M1 0和总 P M 
(<15μm )。
易编程和易操作

新的图形用户界面，彩色触摸屏

执行在线重量分析方便日常参考校准

自动调零(使用选件：调零模块)减小零点漂移；

暴 露 测 量 仪

DUSTTRAKTM DRX 气溶胶监测仪

8533 型和 8534 型
实时粉尘监测仪

只有最新型的 DUSTTRAKTM DRX 气溶胶监测仪可以

同时测量质量浓度和粒径尺寸。DUSTTRAKTM DRX使

用电池供电，自动记录数据资料，光散射激光光度

计可以实现实时读取气溶胶的质量浓度。DUSTTRAK

DRX 使用特有的鞘气系统隔离了气溶胶和光学室，

这样保证了光学元件的清洁，延长了其寿命，降低

维护费用。DUSTTRAK DRX 不仅适用于干净的办公

环境，也适用于恶劣的工业环境，建筑环境场所和

其他室外地点。DUSTTRAK DRX 可以测量的气溶胶

包括灰尘、烟雾、浓烟和薄雾

应用

工业 / 职业卫生研究

室内空气质量研究

室外环境监测

基线趋势跟踪和监控

点源监测

工程控制评价

工程研究

远距控制

排放源监测

气溶胶基础研究

TRUST. SCIENCE. INNOVATION. 



 
 
 
 
 
 
 
 
 
 
 
 
 

DUSTTRAK DRX气溶胶监测仪是世界最先进的仪 
器 
这些新型的激光光度计可以同时测量5个不同粒径段的质 

量浓度分布，世界上没有其他的仪器可以做到。台式的和 

手持式的都是可以连续实时测量的 90°光散射激光光度 

计，能够同时测量不同粒径段粒子的质量浓度，分别对应 

PM1, PM2.5，可吸入颗粒物，PM10和总 PM(<15∝m)。 
DUSTTRAKTM DRX 采用颗粒云（所有散射光面积）和单颗 
粒监测相结合的技术完成不同粒径段质量浓度的测试。 

对不同粒径段粒子质量浓度的测量技术优于通用的光度计 
和光学粒子计数器 (OPC)。它同时给出了通用光度计能够 
测量的质量浓度和计数器给出的粒径分布。 

光度计可以用来测量很高的质量浓度，但是它们不能给 
出任何粒径的信息 (除非和可选择不同粒径的进样口一 
起使用)，但是明显的低估了大颗粒的质量浓度。 

光学粒子计数器可以提供粒径和数量信息，但是，他们 
不能够给出任何质量浓度的信息，并且不能用在高浓度 
的环境。 

 
编程和操作简单 
新的图形用户界面，彩色触摸屏让你可以用手指完成操 
作。显示屏清晰易读，屏幕上实时显示质量浓度，图形数 
据和其它一些统计数据，还能够显示仪器的泵，激光和流 
量的状态等。适用与快速的监测，也可以对仪器进行编程 
使仪器能够长期的采样。可以设定开始时间，总采样时间， 
采样间隔，报警阈值和其它需要的参数。用户甚可以设置 
仪器，使其能够连续工作。 

 
 
 
 
 
 
 
 
 
 
 
 
 

台式型: 适用于长时间测量和远距离监测的理想 
机型 
手动和程控的数据记录功能使DUSTTRAK DRX台式型成为 
无人监测条件下的理想机器。它们具有 USB(device 和 
Host)，以太网和模拟、报警输出功能方便通过远程获得实 
时的气溶胶浓度数据。台式型DUSTTRAK DRX允许用户为 
瞬时 15m 分钟短期报露限定 (STEL)，设定报警阈值。当 
异常情况出现时用户设定的报警输出用发出警告 

所有的 DUSTTRAK DRX 台式型具有下列 4 个特点： 

重量分析采样采用一个37mm的滤盒，用户能够完整的 

使用重量分析法进行需要的校准工作。 

仪器可以通过外置的调零模块进行自动调零。当用户进 

行长时间的采样时，需要使用这个功能。在采样是进行 

调零工作，能够使零点漂移的影响最小。 

当仪器应用在一些危险废物场所，排放源浓度变化幅度 

比较大，当仪器达到报警设定点时 STEL 报警功能可以 

跟踪 15-min 的平均质量浓度。 

标准和先进的校准功能。DUSTTRAK DRX气溶胶监测仪 

具有两个校准因子：光度计校准因子 (PCF) 和粒径校准 

因子 (SCF)。PCF 主要用于校正气溶胶测量和 A1 粉尘 

测试结果之间光度计响应的偏移，SCF主要用于校正空 

气动力学粒径的测量偏移。 

- 标准校准的主要目的是获得感兴趣的气溶胶粒径校准 

因子(SCF)。标准校准步骤简单，不需要和重量法分 

析的样品进行比较。分别测量使用 PM2.5的切割头和 

不使用 PM2.5的切割头，然后仪器进行这两个结果的 

比值，并与 PM2.5切割头转换效率曲线比较，计算得 
到 SCF。然而，绝对的质量浓度可能不会象高级校准 
那么准确。 

- 高级校准的方法可提高不同粒径的质量浓度测试精 
度。它包括两个重量分析测量分别获得 PCF 和 SCF。 
高级校准能够准确的测量不同粒径的粒子的质量浓 
度。 



手持式：适用于快速调查和单点数据收集情况 
的完美应用 
手持式 DUSTTRAK DRX 质量轻，易携带。他们非常适合 
于工业卫生调查，点源监测，室内空气质量研究，工程控 

制评价和基线趋势跟踪和监控。和台式型一样，手持式也 

具有手动和程控数据记录功能。此外，他们还具有单点数 

据记录功能。单点数据收集被用在快速工业卫生和室内 

空气质量研究。 
 

新型软件是操作更加简单 
TRAKPROTM 数据分析软件允许用户直接在电脑上设置和 

编程。新的特点是允许远程操作和使用无线网(920 MHz 

或 2.4 GHz)或是以太网通过自己的电脑获取数据。你可 

以打印图表，原始数据表和统计数据以及综合报告来达 

到保存记录的目的。 
 
DUSTTRAK DRX 气溶胶监测仪特点 
所有型号 

锂离子可充电电池 
内置和外部电池充电功能 
外部端口可以进行等动力采样 
可更换鞘气和泵的过滤器 
测试暂停和重启功能 
记录测试可编程 
- 彩色触摸屏 - 具有手动模式和程控模式 
- 通过电脑的 TRAKPROTM数据分析软件 
用户可以自调标准或高级的校准设定 
瞬时报警设置，可采用听觉和视觉报警 
实时数据图形显示 
可以在采样进行中和采样后查看统计数据 
屏幕状态显示标示：流量，激光和滤膜 
滤膜服务指示器可以进行预防性维护 

 
 
 

所有台式型号 
热插拔电池 
称重采样功能 
内置的泵具有 10,000 小时的寿命 
TRAKPRO 数据分析软件 
自动调零模块 (选件) 
STEL 报警设置 

 
 
 
 
 
 
 
 
 
 
 
 
 
 
 
 
 
 
 
 

所有手持式型号 
2,500 小时的寿命的内置泵 
单点数据采集功能用于快速调查 
TRAKPRO 数据分析软件 

电池性能 

8533 型(典型) 

6600mAH 锂离子电池组(P/N801680) 1 节电池 2 节电池 

电池工作时间(小时) 最长 6 最长 12 

充电时间 *(小时)使用 DustTrak 

充电时间 *(小时)外部电池充电器 
(P/N801685) 

8534 型(典型) 
3600mAH 锂离子电池组(P/N801681) 

电池工作时间(小时) 

充电时间 *(小时) 使用 DustTrak 

充电时间 *(小时) 外电池充电器 
(P/N801686) 

* 一节完全耗尽的电池 

4 
 
 
4 

 
 
 
 
 
 

电池 
 

最长 6 

4 
 
 
4 

8 
 
 
8 



技术规格：

8533 型和 8534 型
DUSTTRAKTM DRX 气溶胶监测仪

传感器类型

90°\u20809X散射

气溶胶浓度范围

8533 台式型 0.001 到 150mg/m3

8534 持式型 HC 0.001 到 150mg/m3

显示内容

PM1, PM2.5，可吸入颗粒物，PM10和全粒径显示。全部同时显
示

分辨率

± 0.1% 读数，0.001mg/m3 取大值

零点稳定度

± 0.002 mg/m3 24 小时，10 秒时间长数

粒径范围

0.1 到 15μm
流量

流量可调(1.4 ~ 3.0 L/min)
流量准确度

偏差小于± 5%，内部流量控制

温度系数

+0.001 mg/m3  /℃
操作温度

0 到 50℃
储存温度

-20 到 60℃
操作湿度

0 到 95% 相对湿度，无凝结

时间常数

用户可调节，1 到 60 秒
数据记录

5 MB 内存(>60,000 数据点)
45 天(1 分钟采样间隔)
记录间隔

可调节，1 秒到 1 小时

外形尺寸(HWD)
手持式 12.5 x 12.1 x 31.6 厘米

台式 13.5 x 21.6 x 22.4 厘米

北京宝云兴业科贸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宣武区广安门内大街319号广信嘉源C座7C
邮编：100053
电话：010-83131559
传真：010-83131390
E-mail: byxy@263.net 

重量

手持式

台式

通讯 ( 具有可扩展的数据无线传输功能 )

8533
8534

交流电源

115-240 VAC 

模拟输出

8533

报警输出

8533

8534

屏幕

8533
8534

称重采样

8533

CE 规格

Immunity 
Emissions

1.3 kg, 1.5 kg 含电池

1.6 kg, 2.0 kg 含 1 节电池

2.5 kg 含 2 节电池

USB，以太网，使用 U 盘存储数据

USB，使用 U 盘存储数据

用户可选，0-5V 或 2-20mV，用户可选择

范围比例

继电器或蜂鸣器

继电器

Non-latching MOSFET 
User selectable set point 
-5% deadband 
Connector 4-pin, Mini-DIN Connectors 
听得见的蜂鸣

5.7 in，VGA 彩色触摸屏

3.5 in，VGA 彩色触摸屏

可更换 37mm 滤盒(用户提供)

EN61236-1:2006
EN61236-1:2006

技术指标如有变动，恕不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