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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传感器

不锈钢温度传感器

温度范围：-40 – 135℃

传感器无损坏可承受最大温度：150℃

精确度：±0.2℃（0℃）； ±0.5℃（100℃）

反应时间：10秒内到达95%

宽范围温度传感器

温度范围：-20°C - 330°C

感器无损坏可承受最大温度：380℃

精确度：±0.5℃

二者的感温元件均在传感器尖端
约1cm处，宽范围温度传感器比
不锈钢温度传感器粗



温度传感器

高温传感器（热电偶）

温度范围：-200°C - 1400°C

精确度：±2.2º (0ºC to 900ºC);  ±5ºC(–200ºC to 0ºC);  ±15ºC(900ºC to 1400ºC);

提示: 以上温度传感器均无需校准,高温传感器可测火焰温度



PH传感器

功能：测量溶液的PH值

范围：pH:0 - 14

精度：±0.2pH

反应时间：1 秒内到达90%；

操作温度：5 - 80°C

注意：1、PH传感器顶端的玻璃泡不要被损毁，否则不属于保修范围。

2、保存在储存液中

普通PH传感器（PH-BTA）

校准: 新产品无需校准,较长时间后，需购买标准溶液用两点校

准法校准



平头PH传感器

校准: 新产品无需校准,较长时间后，需购买标准溶液用两点校

准法校准

平头PH传感器（FPH-BTA）

功能：测量溶液或者土壤表面的PH值

范围：pH:0-14

薄膜类型：平头玻璃

反应时间：30秒内到达98%

操作温度：0-100°C

注意：1、PH传感器顶端的玻璃泡不要被损毁，否则不属于保修范围。

2、保存在储存液中



PH传感器&滴数传感器&磁力搅拌站

滴数传感器 磁力搅拌机

注意事项：

1、建议使用滴数传感器前，进行校准，其默认值为28滴/毫升

2、塑料滴管上端的开关用于控制液滴大小即滴速，下端开关 只用于控制“开”和“关”

3、滴数传感器的感应元件为光电门，液滴必须经过光电门且指示灯闪烁，计数才有效



导电率传感器&抗酸碱铂金导电率传感器

功能：测量溶液中的离子导电率

范围：低：0到200 µS/公分（0到100 毫克/公升 TDS）；

中：0到2000 µS/公分（0到1000 毫克/公升TDS）；

高：0到20,000 µS/公分（0到10,000 毫克/公升TDS）；

导电率传感器

提示：建议在弱酸弱碱以及水溶试剂中使用。

抗酸碱铂金导电率传感器

功能：测量强酸，强碱及非水溶液中的导电率

范围：0-2000 μS/cm

温度范围：0-80℃   



盐度传感器

盐度传感器

功能：测量溶液的盐度

范围：0-50000ppm

反应时间：10s达到90%

使用温度：0-80°C



色度计和分光光度计

色度计和分光光度计的原理相同,都是测有色物质对某些特定波长的光的吸收和透过率。

比较项目 波长范围 校准方法

色度计
紫色 (430 nm)、蓝色 (470 
nm)、绿色 (565 nm)、红色

(635 nm)

1.按< 或 >选择波长
2.放入蒸馏水样品
3.按CAL至红灯停止闪烁

分光光度计 380-950nm
1.放入蒸馏水样品
2.在软件中选择“预热和校准”
3.点击“完成”

色度计 分光光度计



气体压力传感器&400KPa气体压力传感器

功能：测量气体压力的大小

范围：0到210千帕

最大承受压力：400千帕(4大气压)

气体压力传感器

功能：测量气体压力的大小

范围：0-400kPa

温度范围：-40℃到125℃

最大可承受压强：800kPa

400KPa气体压力传感器



氧化还原传感器

功能：测量一个溶液充当氧化试剂或还原试剂的能力。ORP代表氧化还原电势，

氧化性越强，则电位越高

范围：-450 到 1100mv

操作温度：0 – 60℃

用 Ce4+溶液滴定 Fe2+溶液的 ORP 毫伏 与 体积数据

氧化还原传感器



电压传感器和电流传感器

功能:测量低电压的交流和直流电路上的电压

范围：± 6.0伏特

最高输入电压：±10伏特

提示:使用前需归零,并联在电路中

电压传感器

功能:测量低电压的交流和直流电路上的电流

范围：± 0.6安培

最高输入电压：±10伏特

提示:使用前需归零,串联在电路中

电流传感器



恒定电流传感器

功能:提供直流电源，并能测量电路中的电流

直流电压：5伏特

电流范围：0-0.6A

提示：不能测量其他电源供电电路中的电流，

只能测量其内置电源供电电路中的电流

恒定电流系统



氧气传感器

功能：测量气体环境中的氧气浓度

范围: 0到27%(0 到 270 ppm)

储存温度：-20 - 60°C

两点校准法：1. 点击实验菜单下的校准

2. 按传感器顶端的归零按钮，待仪表盘显示零后，输入数字0

3. 松开归零按钮，待仪表盘读数稳定后，输入20.9%

4. 校准完成

提示：氧气传感器必须竖直放置，否则将影响准确度和使用寿命

氧气传感器



二氧化碳传感器

功能：测量气体环境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

范围：低范围：0到10000 ppm；高范围：0到100,000 ppm

预热时间：90秒

反应时间：120秒达到准确读数的95%

气体取样模式：扩散

储存温度：-40℃-65℃

二氧化碳传感器



溶解氧传感器&光学溶解氧传感器

功能：测量溶液中的溶解氧含量

范围：0到15 毫克/公升 (或 ppm)

精度：±0.2 毫克/公升

样本最低流速：20公分/秒

提示：使用前需添加电解液，并进行预热和校准；使用时对环境的要求比较高，需要不断搅拌

溶解氧传感器

光学溶解氧传感器

功能：测量溶液中的溶解氧含量

范围：0-20毫克/公升（或0-100%），

精确度：±0.1 mg/L（低于10 mg/L）；±0.2 mg/L（高于10 mg/L）

温度补偿：自动，0-50°C 压力补偿：自动

提示：无需预热和校准，即插即用，价格更贵



溶解二氧化碳传感器

功能：测量溶液中的溶解二氧化碳含量

范围：4.4 到 440 毫克/公升

精确度：0.7% 的读数 (例：10.0 ±0.07 毫克/公升；440 ±3 毫克/公升)。

溶解二氧化碳传感器



浑浊度传感器

功能：测量水质的清澈程度

范围：0-200 NTU

分辨率：12-bit: 0.25 NTU（LABQ2,LQ-MINI）；13-bit：0.13NTU（SDAQ）；

精确度：±2 NTU（在25 NTU下）；±5%（25 NTU以上）

提示：使用前需用蒸馏水和配套的标准液进行校准

浑浊度传感器



离子类传感器

名 称 功 能 测量范围mg/L 备注

氯离子传感器 测量溶液中氯离子的含量 0-14000

使用前需要预热
和校准，易受其
他离子干扰，建
议用作定性研究

铵离子传感器 测量溶液中铵离子的含量 0-18000

硝酸离子传感器 测量溶液中硝酸离子的含量 0-14000

钙离子传感器 测量溶液中钙离子的含量 0-40000

钾离子传感器 测量溶液中钾离子的含量 0-18000



气相色谱仪

功能：对挥发性液体或者气态样品中包含的组分进行分析和鉴定

使用温度：30℃-160℃

进样量：约0.2μL

提示：进样注射器的针头不得弯曲，活塞不得拉出总容量的50%

迷你气相色谱仪



化学旋光仪

功能：测量有机、无机或生物化合物的旋光性

分辨率：0.25°

精确度：±1°

提示：每次使用前均需校准

化学旋光仪



熔解站

功能：测定固体粉末物质的熔点

温度范围：30℃-260℃

精确度：0.1℃

样品毛细管：用来装待测样品，外径14-18mm,长100mm

升温速率：可达10℃/min

熔解站



不常用的几个分光光度计

功能：可测量紫外和可见光波段的光谱

波长范围：220 nm–850 nm

光度范围：0 - 1

波长间隔：1nm（共570个波长）

波长精确度：±2.0nm

光度精确度：±5.0%

紫外分光光度计

提示：与分光光度计（加强版）的区别是波长范围不一样，可测量紫外波段的光谱，

价格也更贵



不常用的几个分光光度计

功能：测量在一个以滤片（随货附600nm滤片）定义的单一波长下，样本的瞬态吸

收光谱

时间分辨率：100 微秒

空间分辨率：取决于滤光片（使用600nm滤光片时为10nm）

最短时间窗口：15 毫秒

闪光光解分光光度计

提示：主要用于研究化学反应动力学和光化学反应定律



不常用的几个分光光度计

功能：测量放射光光谱

波长范围：350 nm–900 nm

光波长间隔：1nm（共570个波长）

光学分辨率：3nm

波长精确度：±2.0nm

光度精确度：±5.0%

放射光分光光度计

提示：可用来测量灯泡、气体放电管或阳光等放射光的光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