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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滴定仪整体设计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简约时尚！

设计紧凑，模块化设计，最多可以加配两套滴定管，三套蠕动泵进行工作。同时可以选择磁力搅拌滴定台，连

续自动滴定单元等
 ● 自动样品液位装置，无需精确取样，该装置在滴定前自动保证样品恒定液位，特别适用于大量样品的快速测量。
 ● 很多实验需要在密闭，或者隔绝氧气的条件下进行滴定实验，而自动曝气装置很好解决这个问题。
 ● 强大的数据及图像管理软件

Flash

FLASH 全自动电位滴定仪

产品特点
设计紧凑：模块化设计，针对不同实验进行不同配置，自动化程度高。

操作简单：触摸屏导航式菜单设计，类似智能手机，方便操作人员快速学习

实时曲线：滴定过程当中，滴定曲线和计算曲线可以显示出来，连接软件还可以将

其逐个保存下来；

方法编辑：Flash 可进行自动 pH 测量，酸碱滴定，沉淀滴定，氧化还原滴定等

滴定管

每台 Flash 滴定仪最多可以加配两套滴定管，滴定管分注精度为 12000 步；

滴定管接触物料部分为高品质玻璃或 PTFE，防外线棕色保护罩；

通过触屏可对滴定管进行各种操作，包括：滴定，清洗、以及反吸等功能

蠕动泵

滴定过程当中，除了自动加入滴定剂外，往往还需要加入其他相关试剂，比如 pH

调节剂，稀释剂等保障滴定主反应的完成。Flash 最多可加装 3 个蠕动泵，方法编辑

时，可以将其嵌入进来，让滴定流程真正实现全自动。
 ● 设定参数：工作时间（s）
 ● 流量：1ml/sec.
 ● 内部管路材质：氯丁橡胶
 ● 外部管路材质：PVC 和 PT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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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方法

 ● 每台 Flash 在出厂前已经预先设置了多种标准滴定方法
 ● 每个标准方法可以直接调用，也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编辑
 ● 常用的滴定方法可以标记置顶，便于操作人员快速选用

设置菜单

内置系统设置，日期及时间设置，校准溶液设置，操作人员

设置，滴定管手动操作，蠕动泵手动操作，电极升降装置手

动设置，以及连续滴定转盘手动设置功能

实用程序

包括：手动设置清洗步骤，手动装满滴定管，校准程序设置，

pH 测量设置，滴定结果查询、导入、转出和删除、校准报告

和记录

滴定曲线

 ● 滴定过程当中，会实时显示滴定曲线，滴定结束之后会显

示积分曲线
 ● 滴定结束之后，显示滴定结果，包括起始数值，结束数值

和计算结果等

产品特点介绍



096 www.julabo.cn

  附件
不锈钢磁力搅拌滴定台

AS24-16 位连续滴定台
 ● 整体设计精巧，性能可靠
 ● 顶置搅拌设计
 ● 共 16 位（15 个工作位和 1 个固定清洗位）；
 ● 自动样品液位装置，无需精确取样，该装置在滴定前自动保证样品恒定液位（及样品体积），别适用于大量样品的快速滴定

AS24-35 位连续滴定台
 ● 磁力搅拌设计
 ● 共 35 位（34 个工作位和 1 个固定清洗位）
 ● 配套塑料试管进行小量样品滴定
 ● 样品需求量仅为 5ml

自动曝气装置
配套氮气阀门，在 滴定过程当中进行氮气保护，防止被氧化

配套打印机 - EPSON TN T20II

可通过蓝牙通讯结构连接电脑和打印机

可选配数据及滴定曲线管理软件

打印机

磁力搅拌滴定台

多位连续滴定台

显示屏 4.3 英寸彩色触摸屏

滴定管分注精度
10mL 滴定管，每台最多可配置两套

配置了 12000 精度的步进马达，精度高达 0.83μL
分注精度 ＜ 0.2%（对于 10mL 滴定管约为 2μL）
分注重复性 ±0.2%（对于 10mL 滴定管约为 2μL）
蠕动泵泵头 可更换，每台最多可配置 3 套

pH 滴定

滴定范围：0-14pH

精度：±0.02pH

分辨率：±0.01pH

mV 滴定

滴定范围：±2000mV

精度：±2mV

分辨率：±0.1mV

温度范围

温度范围：0-100℃

精度：±1℃

分辨率：±0.1℃

二氧化硫滴定

电流值范围：±10μA

精度：±2μA

分辨率：±0.1mA
应用程序 ①滴定程序、②清洗程序、③电极校准

pH 校准
校准溶液自动识别功能，校准周期提醒功能、温度补偿功能等。校准模式包括：

①单点校准（7）、② 2 点校准（7,4 or 10）、③ 理论法（能斯特方程）、④ 酒品 2 点校准（7，3）

通讯接口
①电极接口×2、② USB A、③ USB B、④ RS232 接口（用于连接打印机）、⑤ RS232 接口（用于连接连续滴定单元）、⑥蓝牙接口（用

于连接电脑或打印机）

数据存储功能

可储存最近 50 次分析和 10 次校准数据

最多可存储 30 种分析方法

测量报告包括：日期、时间、操作人员 ID、样品 ID、分析方法、滴定结果和滴定体积等参数
可选附件 ①打印机、②单分析站、③ 16 位连续滴定单元、④ 35 位连续滴定单元、⑤自动脱气装置、⑥电脑安装软件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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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货号 Flash  - M1  - T1  - S1  - B1  - P1  - G1  - L1

M1 pH 电极
M2 银电极
M3 双铂金电极
M4 pH 电极和银电极
M5 pH 电极，银电极和双铂金电极
M6 微量 pH 电极，可连接 35 位连续滴定单元
M7 微量银电极，可连接 35 位连续滴定单元
M8 微量 pH 电极和微量银电极

T0 不带温度传感器
T1 带温度传感器

S1 一位不锈钢搅拌滴定台，磁力搅拌
S2 AS24-16 位连续滴定台，顶置搅拌
S3 AS24-35 位连续滴定台，磁力搅拌

B1 一套滴定管
B2 两套滴定管

P1 一套蠕动泵
P2 两套蠕动泵
P3 三套蠕动泵

G0 无自动曝气单元
G1 带自动曝气单元

L1 无液位调节单元
L2 带液位调节单元

订货号 描述
SFLA2661 pH 电极
SFLA2662 银电极
SFLA2663 双铂金电极
SFLA2664 微量 pH 电极
SFLA2665 微量银电极
SQFT054082 pH，银电极线，BNC 接口
SQFT054043 双铂金电极线
SQTR074926 温度传感器
SFLA2671 一位磁力搅拌滴定台
SFLA2672 AS24-16 连续滴定台
SFLA2673 AS24-35 连续滴定台
KLJS042400 10mL 滴定管
SFLA2681 曝气单元
SFLA2691 液位调节单元
SQTR074678 热敏打印机
SQTR075651 打印纸
SQFV062829 数据采集软件

订货号 描述
CDDS060901 USB 数据线
VAJT073170 电磁阀
VA3T074784 16 位样品盘
VA3T057972 烧杯支撑座，适用于 AS24-16 多位连续滴定台
VAJT058919 顶置搅拌器
VAJT059225 玻璃搅拌桨
VA3T058922 电极夹头
VA3T058376 烧杯支撑座
AGOY024204 PVC 管路
VA3T074921 蠕动泵管路
VA3T062831 滴定管管路
SFLA2710 玻璃滴定杯
SFLA2711 塑料滴定杯，50 个 / 包
SFLA2721 存储 U 盘
SFLA2722 操作笔
SFLA2733 电源线
SFLA2745 GL45 瓶口适配器

附件订货信息

主机订货信息

订货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