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样品 参数

·食品、饲料、农产品的原材料和成品以及相关

  的基质胶

·水和废水以及广泛的工业化合物

·也广泛用于工业应用

·凯氏消化分析

·化学需氧量和其他回流化学反应

·由AAS或ICP仪器进行的微量金属分析

·经常在FIA系统和SFA系统中联合使用

TecatorTM 系列消化系统

 Tecator™ Line

Tecator™ 消化炉 2508, 2520 和2540 是基于消化分析的仪器和管架, 允许利用方便、安全、灵活的凯氏分

析法进行全自动的消化分析。双向PC通信支持可跟踪性和GLP。依据所选择的配置, 这些多功能的消化分析系

统有能力处理容积分别为100ml、250ml或400ml的8个、20个或40个消化管。



使凯氏分析更加方便
Tecator™ 消化炉 2508, 2520 和2540为方便、安

全、灵活的凯氏分析法提供了一系列的选择。双向

PC通信支持可跟踪性和GLP。Tecator™ 消化炉有两

种类型：自动升降型消化炉（含自动升降系统）和自

动支架型消化炉（含支架）。自动升降型消化炉（含

自动升降系统）促进高度自动化过程，消除对热化学

物质的处理。自动支架型消化炉（含支架）仪涉及更

多的手工操作。

Tecator™ 系列产品从一天仅仅处理几份样品，到全

自动化系统的高水平的样品检测量，可以与满足个

性化的需求相结合。

高效低成本的操作
流畅的操作能节省化学物品、能源、劳动力、空间和

时间。通过可选择性的排气提供高效的烟气控制，同

时，烟气也可通过可选择的洗涤器2501消除。带着集

成的可编程控制器，Tecator™ 消化炉可以与所提供的

一系列配件相结合。

· 适应实际产品并配置用户界面的全自动消化炉

· 方便、安全、灵活的操作

· 双向PC通信的GLP支持

· 节省化学物质、能源、劳动力、空间和时间

· 通过可选择性地排气进行高效的烟气控制

· 通过可选择性的洗涤器进行高效的烟气消除

本系统有扩展应用的支持，兼容了凯氏定氮仪和其他

厂家的蒸馏仪。



所有消化炉都使用400ml、250ml或 100ml 的消化管作为消化单元。
*当您订购消化单元时，指定消化管的容积。

技术
消化炉绝缘，以尽量减少对周围环境进行热传递，快

速加热，从而提供了良好的工作条件且节约了能源。

它们为8个、20个或40个的消化管分批次设计，并进

行两个不同级别的控制。

全自动类型有一个集成的活动控制器，以适应实际的

产品配置，并利用所提供的软件进行编程。当连接升

降装置或洗涤器装置时，它们就会被选定的应用程序

控制，进行全自动操作。而选定的应用程序就存储在

消化仪器记忆系统里。

软件
在Tecator™ 消化炉中有两个独立的软件系统。根据

常规基本原理，嵌入式软件控制消化炉中所有的必

备功能。通过CD进行操控的PC应用软件是一个系统

控制软件，根据授权用户的需要，能够修改默认值。

大量的应用软件可以从CD里存储的数据库下载，以

便处理不同的样品类型。消化炉在任何时候都可以

存储多达254种应用软件。其中，有一半的软件可以

被福斯格式标准化，一半的软件可以被用户定义。每

一种软件可以控制包括所有温度、斜坡和时间、升降

和洗涤器在内的23个步骤。

软件支持实验室管理规范（GLP）常规和认证程序。

有关日期、时间、温度、使用的应用程序、操作员、

批号、识别号码的数据会不断地进行记录。32组最新

的数据记录，可以存储在消化单元里。这些信息都可

以转移到电脑存档并可以产生七种不同的报告。原始

的福斯应用程序无法被更改。它们可以作为不同的文

件被改编或另存，或者，用户可以设计自己的应用程

序。遵照GLP常规，该软件对不同的权限级别进行了

密码保护，以防止未经授权的更改。



每一个消化炉都有一个废气罩

有声警报
当消化程序完成后,用户会听到“准备好”或“循环

结束”的警报。

当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出现错误/中断时，用户将听

到“报警”警报。警报声可以设置为高、低或关闭

模式。

电源故障或供电中断
当出现电源故障时，消化操作会自动进入最安全的方

式。如果在预热或消化循环开始之前，任何时候发生

电源故障或中断，本次循环将在电力恢复之后继续。

当消化开始之后发生了电源故障或者中断时，仪器会

立即停止加热，升降系统会到达冷却位置和排气位

置，直到电力恢复。这遵照了GLP和健康安全常规。

这些中断的情况将记录在数据记录功能里。

与电脑通讯

作为提供标准，电脑应用软件通过串行RS232电缆与

消化炉进行通讯。

语言版本
该软件可以在以下语言环境下运行：中文(简体)、荷

兰语、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韩语、

波兰语、俄语、西班牙语和瑞典语。其他语言可以与

您当地的供应商合作。

升降系统
升降系统促进了高度自动化程序，消除对热化学物

质繁重和危险的处理。由于在消化炉上面放置了管

架和排气总管，节省了珍贵的工作平台空间。带有

8个、20个或40个消化

管的管架位于升降系

统中。接着选择应用程

序，完全控制整个过

程。当管架向下移动至

预热消化炉时，排气总

管自动进入管架位置；

洗涤器连接之后就开始

启动。在本次循环控制

烟气并使酸损失降到最

低时，洗涤器容量会自

动调整。当消化完成之

后，综合管架和排气总

管会移至冷却位置，而

洗涤器仍在运行，直到 升降系统消除了繁重的操作

没有产生更多的烟气。消化单元的可调声响信号显

示“循环结束”。当冷却之后与管架分开时，为了

避免任何的溢出，排气总管的除霜水盘安装在废气

罩下面。

支架系统
当使用支架系统来代替升降系统时，除了集合/单独

的管架和排气总管之外，支架系统典型的工艺流程与

升降系统是一样的。当听到信号时，支架系统会被手

动操作移动到冷却位置。选择控制所有其他功能的应

用程序与升降系统也是一样的。

烟气消除和控制系统的排气总管
如凯氏分析法等诸多消化应用程序会产生令人不快和

具有腐蚀性的烟气。为每一个消化炉设计的排气总管

便于烟气的消除和控制，推荐所有消化分析程序使用

该设计。通风橱已经被效率低的烟气处理所腐蚀，置

换核准的废气罩的成本相对低廉，因此，置换通风橱

的花费比置换废气罩的花费要大得多。同时，很多用

户在开放实验室里会选择操作集成化系统，对于这些

操作中，我们强烈推荐排气系统和通风橱的使用。这

完全符合实验室管理规范（GLP）, 并避免与当地的

健康安全条例的要求相冲突。

排气总管应与提供的水泵或者相配的洗涤器相连接。



推荐使用有颈缩的体积管。

只应用于250ml大小的球形接头，要求用于使用回流

泠凝器磁头的化学反应。凯氏法推荐使用容积更大的

250ml直型消化管，因为它们可以容纳不同大小的样

品。通常，需要很多不均匀材料的样品，以确保它们

具有典型性。在250ml的消化管中样品量没有下限；

对于大多数类型的样品，它们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材

料是均匀、小样品具有代表性或它们用指定方法来处

理的情况下，可以使用100ml容量的直型消化管。与

250ml系统相适应的特殊的400ml消化管是专为处理

大量液体而设计的，一般是50或100ml水和啤酒的

应用程序。

凯氏消化片
在凯氏消化中用了提高沸点的盐和提高反应速度的催

化剂。作为获得正确剂量的一个简便方法，福斯提供

了凯氏消化片——包含

硫酸钾和催化剂(铜、

硒、铜/钛)的片剂。消

化时间可能取决于所使

用的催化剂。历史上，

汞一直作为最有效的催

化剂。今天，由于安全

和环境方面的考虑，它

大体上已经被铜或其他

金属取代。

凯氏消化片分别提供了

几种重量的药片，为满足不同的要求，通常为3.5 g

和1.5 g。一个或多个药片与酸结合来获得最佳盐/酸

比。较小的1.5 g片剂是为100ml管设计的。

附件

洗涤器
在水作为稀缺和昂贵

商品的地方，或者只

是需要更高级别的自

动化时，水泵应替换

成一个高效的洗涤

器。由于当地水压力

的波动，需要外部水

源的排气总管和洗涤

器仪器受到真空效率

变化的影响。

紧凑型台式Tecator™洗涤器2501是自带的，因此不受

水供应问题的影响。在消化环境潮湿时，酸性气体通

过洗涤器被连接的废气罩吸收。酸蒸汽在大型分酸器

里先被浓缩和稀释。

任何残余气体在经过第二个分酸器之前收集、清洗和

中和，以此来保护洗涤剂耗尽的真空泵。接着清洁的

空气通过消化管出口释放。按照GLP和H&S的要求，这

个通风管应该引导到一个通风橱。当洗涤器连接到升

降或支架系统时，程序将控制包括从高到低的送气仪

器的所有功能。

回流头
当消化炉用于化学需氧量(COD)等回流化学反应时，

应该用连接相配冷水供应的回流头来取代排气总管。

回流头合适地安装在消化仪器中与管道架配套的处理

机架上。

为使用球形接头连接消化炉导管，来设计球形接头连

接冷凝器。回流头与升降系统、支架系统和LabtecTM

系列是兼容的。

消化管
为了适应不同的应用程序和手动/自动处理系统，消

化管有三个尺寸(400ml、250ml、400ml)和三种形

状。大多数消化

应用程序都推荐使

用直型消化管。分

析前，需要稀释沼

渣来获得固定体积

的应用程序，例如

FIA、SFA、AA等，

凯氏消化片、盐和催化剂

Tecator™系列洗涤器2501中和了
腐蚀性烟气

凯氏消化片、盐和催化剂



消化炉：

所有产品型号交付使用时都带有管架和综合管架隔

热板。消化炉应始终具有一个相匹配的排气总管或

回流头和容积为100ml、250ml或400ml的消化管。

对于凯氏消化炉来说，对于凯氏消化炉来说，洗涤器

2501考虑到了腐蚀性气体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作为提

供标准，这就替代了水泵。

升降型：附件中有升降和集成控制器的全自动控制的

消化应用程序，包括升降操作和洗涤器装置(可选)。

消化仪器可以连接到PC来获取应用程序的更新、跟踪

和数据记录。

请注意：对一个自动系统来说，必须添加一个适当的

排气总管或回流头。

支架型：附件中有支架和集成控制器的全自动控制的

消化应用程序，包括洗涤器装置(可选)的操作。消化

炉可以连接到PC来获取应用程序的更新、跟踪和数据

记录。通过附带的升降系统，支架型号的消化炉可以

更新至全自动升降系统。

请注意：一个适当的排气总管或回流头必须添加一

个自动系统。

消化炉2508：

· 消化炉2508 升降系统，250ml消化管，115 V 或者 

  230 V 50-60 Hz

· 消化炉2508 支架系统，250ml消化管，115 V 或者 

   230 V 50-60 Hz

消化炉2520：

· 消化炉2520升降系统，250ml消化管，

  230 V 50-60 Hz

· 消化炉2520支架系统，250ml消化管，

  230 V 50-60 Hz

消化炉2540：

· 消化炉2540升降系统，100ml 消化管，

   230 V 50-60 Hz

· 消化炉2540系统，100ml 消化管，230 V 50-60 Hz

烟气消除和围护系统

· 消化炉2508的排气总管使用100ml或250ml消化

  管。附件中有吸水泵和除霜水盘

系统描述

· 消化炉2520 的排气总管使用250ml的消化管。附件

  中有水泵和除霜水盘

· 消化炉2540 的排气总管，附件中有吸水泵和除霜

  水盘

· 洗涤器2501 110/230 V 50-60 Hz。用于中和酸性

   消化产生的烟气。可以与任何的排气总管相结合。

   多达100份的样本没有反应物产生改变。当连接自

   动的消化仪器时进行全自动操作。

升降和支架系统：

·LS2500升降系统安装在消化炉2508、2520和2540

   的自动版本上。在消化炉运作的应用程序完全控

  制升降系统。

·RS2500支架系统安装在无升降系统的消化炉2508、

   2520和2540版本上。与升降系统采用相同的方

  式，能够手动操作部件。

• 

回流冷凝器：

·RH 2508回流头COD 消化炉2508。带有8个

  250ml消化管的水冷式冷凝器

·RH 2520回流头COD 消化炉2520。带有20个

   250ml消化管的水冷式冷凝器

·回流冷凝器，空气冷却，700mm。带有250ml试

   管的磨口连接

• 

操作系统

消化炉配送时附带有一个管架。订购上等产品时可以

很方便的找到管架，因此，在实验室里所有正常使用

的消化管都放置在架子。

· 有250ml 和400ml 消化管的8 & 20 型号的管架适合

凯氏2460、8420、8460 取样器。 8个100ml、250ml

和400ml消化炉消化管的管架

· 20个250ml或400ml消化管的管架

· 40个100ml消化管的管架

· 洗涤作用的托料板；消化炉2520，250 ml消化管

· 洗涤作用的托料板；消化炉2540，100 ml消化管

· 沸腾杆，当消化大量的水时，避免暴沸

· 消化管的操作装置

· 移液器2-10 ml, 1000 ml的瓶子

· 移液器10 - 30 ml, 2000 ml的瓶子

· 冷凝烧瓶 5L. 当消化大的液体样本时连同洗涤器

   一起使用



消化管

消化管经常被用作凯氏定氮法

·消化管100 ml 或 250 ml 8支/包

·消化管100 ml 40支/包

·消化管250 ml 20支/包

·消化管400 ml 20支/包

体积收缩标识，用于消化的物体稀释和采集小样进行

分析的应用程序。

·带有250 ml 20支/包标志的消化管

为空气冷却的回流冷凝器配置的磨口接头

·250 ml 20支/包标志的带有磨口接头的消化管

为空气冷却的回流冷凝器配置的球形接头

·250 ml 20支/包标志的带有球形接头的消化管

·等效电子管 5套，仅适合250 ml 系统

内容说明

凯氏消化片:

大部分类型都是以1000 盒配送的

·铜，消化片4.5 g 硫酸钾 + 0.5 g 硫酸铜.

·铜，消化片3.5 g 硫酸钾 + 0.4 g 硫酸铜.

·铜，消化片1.5 g 硫酸钾 + 0.15 g 硫酸铜.

·硒，消化片1.5 g 硫酸钾 + 7.5 mg 硒.

·硒，消化片5 g 硫酸钾 + 5 mg 硒.



性能数据 消化炉 2508 消化炉 2520 消化炉 2540

温度范围 周围环境 - 440℃ 周围环境 - 440℃ 周围环境 - 440℃

温度设置再现 1℃ 1℃ 1℃

温度读出 数字 数字l 数字

加热器指示 LED LED LED

加热器警报 文本显示 文本显示 文本显示

过温保护 是 是 是

在100℃下的耐热性 ± 2℃ ± 2℃ ± 2℃

在400℃下的耐热性 ± 1℃ ± 1℃ ± 1℃

在230 V的情况下加热20分钟到400℃ ~35最小值 ~40最小值 ~35最小值

每一步的时间设定 1 - 999分钟 1 - 999分钟 1 - 999分钟

斜坡仪控（加热比率） 是 是 是

消化记忆程序 多达 254个 多达 254个 多达 254个

每个应用程序的消化步骤 多达 23个 多达 23个 多达 23个

升降连接 是的，全自动 是的，全自动 是的，全自动

洗涤器 是的，全自动 是的，全自动 是的, 人工控制

消化管 / 批次 8 20 40

典型样本容量

消化管尺寸 250 ml 250 ml -

样本大小* 固体 多达 5 g 多达 5 g -

样本大小* 液体 多达15 ml 多达 15 ml -

消化管尺寸 100 ml - 100 ml

样本大小* 固体 多达 1 g - 多达 1 g

样本大小* 液体 多达 3 ml - 多达 3 ml

注意：较大样品需要特殊步骤。请参考相关的应用程序注释或咨询我们的客服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