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dicated Analytical Solutions

样品磨系列包含多个用于传统湿化学法和仪器分析的样品制备设备。该系列包括：CM 290 CemotecTM盘式磨，
用于研磨固体样品，无水分损失；CT 293 CyclotecTM旋风磨，用于均匀粉碎干样；KN 295 KnifetecTM刀式磨，
用于制备高脂肪、高水分和高纤维含量样品；专门针对降落数值分析而设计的 HammertecTM锤式磨；HM 294 
均质机和 HM 297 均质机，用于高脂肪或高含油的较大量样品快速均质。

样品

• 食品、饲料和农业领域的原材料和制成品
• 同时广泛应用于工业领域

样品磨系列
CT 293 Cyclotec旋风磨，CM 290 Cemotec盘式磨，KN 295 Knifetec刀式

磨，Hammertec锤式磨，HM 294 均质机和 HM 297 均质机

Labtec™ 产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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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制备造就准确结果
准确的分析结果始于样品制备。相比于样品制备所造成的
误差，仪器产生的误差是次要的。不好的样品制备会直接
导致较大的分析误差。

实验室样品磨是分析链中十分重要但又经常被忽视的一环；
因此，福斯将其视为分析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泛的应用 
为确保最佳分析结果，福斯研发了多款经过专门设计的既安
全又易用的样品磨。样品磨系列涵盖多种研磨应用，包括传
统湿化学法、降落数值分析和近红外分析。

确保可靠的分析
样品磨系列由高质量的产品组成，能确保分析的可靠性和重
复性。CM 290 CemotecTM、CT 293 CyclotecTM、KN 295 
KnifetecTM、HammertecTM 和HM 294/297均质器维护简
单，样品制备效率高，易于清理或自清理，能把交叉污染减
至最低，便于在实验室中使用。

CT 293 CyclotecTM旋风磨： 
通用样品磨

• 湿化学法或红外分析之前的干燥样品
• 低脂肪/低水分样品（最高 15% 的水分和 10% 的脂肪） 

CM 290 CemotecTM盘式磨：  
对谷物进行粗研磨，无水分损失

• 水分分析之前的干燥样品
• 低脂肪/低水分样品（最高 15% 的水分和 10% 的脂肪） 

KN 295 KnifetecTM刀式磨： 
用于高脂肪、高水分和高纤维含量的样品

• 研磨量多达 200ml (30-200g)

HammertecTM锤式磨：

为降落数值分析、湿面筋分析、凯氏定氮和近红外分析进
行样品制备

• 适合干燥、流动性好的整粒谷物样品

HM 294均质器和 HM 297均质器： 
用于高脂肪、高水分和高纤维含量的样品

• HM 294 0.1 - 1.5kg 样品量（最多 1.5 升）
• HM 297 0.1 - 2.5kg 样品量（最多 2.5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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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研磨，无水分损失
CM 290 CemotecTM专门用来研磨谷粒和种子样品，且不会
丢失水分。这款样品磨非常适用于对颗粒尺寸的精细度和均
匀度要求一般的各种类型的样品制备。

技术

描述
CM 290 CemotecTM的工作原理是利用两个磨盘(一个固定
磨盘,一个旋转磨盘)之间的运动对样品进行剪切。样品从固
定磨盘的中央加入，然后在两个磨盘之间被粉碎。

磨盘之间的间距可以通过刻度转盘进行调整，以控制谷物
的研磨细度。

配件
• 玻璃样品瓶 350ml 4个 或 40 个/包
• 钢丝刷和刷子

优势
• 无水分损耗
• 可靠经典的工作原理
• 低噪声
• 低维护要求

CM 290 CemotecTM盘式磨

典型的 CM 290 CemotecTM颗粒尺寸

CM 290 CemotecTM用于干燥和低脂肪样品，最高15%水
分和10% 脂肪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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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一般实验室分析，实现快速样品制备
CT 293 CyclotecTM能实现非常快速、方便的样品制备，适
用于多种分析技术，例如红外光谱法、凯氏定氮、纤维测定
以及溶剂萃取。这款样品磨非常适用于对颗粒尺寸的精细度
和均匀度要求较高的各种类型的样品制备。

CT 293 CyclotecTM适合用来研磨干燥、低脂肪的样品（水
分最高 15%，脂肪最高 10%），例如各种饲料、谷粒、叶
子等；也可用来研磨化学品、药物以及类似产品。

描述
CT 293 CyclotecTM通过叶轮带动样品高速运动，撞击在内
部耐磨圆周面来研磨样品，最终使样品通过筛网。大量的
空气流起到自清洁作用，使样品在研磨时产生的交叉污染
降到最低。

CT 293 CyclotecTM，配有标准进样口和 350ml 玻璃瓶

典型的颗粒尺寸分布，采用 1mm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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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 size 1 mm

配件
• 大尺寸进样口，便于装入较大量样品或者草料等大体

积样品
•  筛网尺寸：0.3mm、0.5mm、0.8mm、1mm（包括 

0.5 和 1.0）和 2mm
• 玻璃样品瓶 350ml 4 个/包和 40 个/包
• 集尘选件

·集尘垫
·外接吸尘器转接头

• 研磨环
·坚硬样品用研磨环
·重金属分析用研磨环
·标准研磨环， 硬质合金

• 叶轮
·标准铝制叶轮
·镀镍叶轮- 用于矿物分析

优势
• 高研磨速度，4 克/秒
• 样品不会热降解
• 均匀的颗粒尺寸分布
• 低维护要求
• 符合 AOAC 的近红外分析前样品制备 （4.2.10 17版）

CT 293 CyclotecTM旋风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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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脂肪、高水分和高纤维含量样品的快速
样品制备
KN 295 KnifetecTM 用于分析之前的高脂肪、高水分和高
纤维含量的样品制备，例如油菜籽、预制食品、肉制品、
水果、蔬菜、谷物、种子和饲料。

描述
高速旋转刀片和定时器控制能够实现非常快速和可重复的样
品制备。样品制备的正常时间为 2 秒至 10 秒。盖子有安全
开关，能防止样品磨在没盖盖子时的意外操作。

KN 295 KnifetecTM配备研磨室冷却功能，可连接到冷水龙
头或其他的实验室冷却设备。

高脂肪含量的样品在研磨过程中脂肪会软化，容易沾在研磨
室内壁上，不利于充分均质

高纤维含量的样品会因摩擦生热。利用冷却功能可以克服这
两个问题，确保样品制备符合要求。

KN 295 KnifetecTM的盖子、铝制研磨室和旋转刀片可拆卸，
便于取出样品和样品间的清理。

样品碗可拆卸并带盖，便于样品处理。

优势
• 定时器控制
• 整体系统，盖子和旋转刀片可拆卸，便于清洗
• 研磨室冷却功能可减少样品在研磨内壁上的粘附

配件 
• 标准刀片：大多数情况都可使用标准刀片工作。

• 适合少量样品的刀片
 刀片在碗中的位置低于标准刀片。此外，刀片边缘锋利。 

• 适合颗粒样品的刀片
 刀片位于不同高度，一个较低，一个较高，能防止颗粒滞

留。此外，刀片边缘锋利。

• 带颗粒漏斗的盖子
 盖子上安装有进料漏斗，用户可在电机运行过程中不打开

盖子安全地添加粗粒食物(宠物食品)。这能防止在正常使
用中，因研磨室过载造成安全切断功能“跳闸”。

• 不锈钢样品托盘                            
  不锈钢样品收集盘可用来快速方便地将研磨后的样品送到

样品储存罐。

KN 295 KnifetecTM刀式磨

KN 295 KnifetecTM刀式磨



6

HammertecTM

用于降落数值分析的锤式磨
HammertecTM专门针对降落数值分析、湿化学法和近红外
分析而设计。这款样品磨非常适用于对颗粒尺寸的精细度
和均匀度要求较高的各种类型的样品制备。

适合干燥、流动性好的整粒谷物样品。

描述
HammertecTM在设计上以用户为中心，运行时比市场上现
有的解决方案至少安静 1.5 dB。另外，它比老式样品磨更
小、更轻，可降低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受伤风险；同时，其
创新设计有助于避免样品残留，确保结果更精确。

优势
• 噪声低，无需护耳用具
• 比市场上现有的样品磨轻20%，便于移动
• 比同等样品磨小了近 60%，更节省空间 
• 旋风式的样品出口方便样品收集 
• 易于清洗部件和更换皮带
• 不粘材料能防止样品残留
• 满足 AACCI/ICC/ISO 的降落数值分析要求

配件
• 自动进料器
• 样品出口袋
• 样品刷
• 平带
• 样品袋
• 带适配器的样品漏斗
• 样品出口适配器
• 带滤布的样品收集器
• 样品过滤器 0.8mm
• 样品过滤器 0.5 mm
• 样品过滤器 1.0 mm

满足 AACCI/ICC/ISO 方法的要求
AACC：样品磨，0.5 或 0.8 mm 筛网，用于制作以下的粒
度分布的样品：>500μm，0-10%；>210 但 <500μm，25-
40%；<210μm，75-50%。
ISO：实验研磨，锤式，配有 0.8 mm 筛网，可用于制作满
足8.1.3中所示粒度规格的全麦产品。

可选的自
动进料器

可更换的皮带
更换样品磨上的皮带从未如此简单。皮带很容易够到，
非专业人士也能轻松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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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多种样品快速破碎和均质
HM 294和 HM 297均质器用来破碎和均质各种高水分、高
脂肪和高纤维含量样品。
 
应用实例包括：

• 缩减草料、干燥食品和化学产品的尺寸。
• 肉、鱼肉、水果、蔬菜、预制食品（例如比萨、肉饼和冷

冻餐）以及化学品和药品配方的均质。
• 均质器能在短时间内使冷冻食品样品均质化，以便对维生

素等不稳定成分实现更准确的分析。

描述
利用有角度的刀具达到混合作用，实现可重复的均质程度。
通过高速度和强有力的切割作用达到均质效果。

有角度的刀片在样品内产生垂直流，便于实现快速、彻底
的均质效果。

通常在 20 至 60 秒内实现完全均化。

磁性安全开关能防止 HM 294 和 HM 297均质器在透明盖
子未锁定的状态下运行。

HM 294 和 HM 297 均质器配有一个多功能微齿切刀。另
外，两款均质器还额外配备不锈钢碗和平滑切刀，以提高
便利性。

配件
• 切刀分为微齿刀片（包含）和平滑刀片
• 额外的碗

HM 297 特点与
优势
• 强大的双速 

(3000/1500 rpm) 
400V 50Hz 三相电机

• 提供可变速（最高 1500 
rpm）115V/60Hz 单相
型号

• 5.5 升不锈钢碗 
• 0.1 - 2.5kg 样品容量（

最大 2.5 升）
• 针对冷冻食品的脉冲模式
• 多用途不锈钢微齿刀片作为标配，平滑刀片作为选配
• 安全开关保护用户
• 易清洗

HM 294 特点与优势
• 强大的 1500 rpm 单相电机
• 提供 230V/50Hz 和 115V/60Hz 型号
• 3.5 升不锈钢碗
• 0.1-1.5kg 样品容量（最大 1.5 升）
• 针对冷冻食品的脉冲模式
• 多用途不锈钢微齿刀片作为标配，平滑刀片作为选配
• 安全开关保护用户
• 易清洗

平滑（左）和微齿（右）切刀刀片

HM 294均质器和 HM 297均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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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 CM 290 CemotecTM CT 293 CyclotecTM KN 295 KnifetecTM 均质器 HammertecTM

样品类型 干样品 ，水分
最高 15%，
脂肪最高 10%，
例如 ：

谷粒，谷物，种子

豆类

干的粒状食物

颗粒饲料

干样品，水分最高 
15%，脂肪最高 
10%，例如：

谷粒，谷物，种子

宠物食品颗粒

干草，稻草（已干
燥，切成 2-3cm）

青贮饲料（已干燥，
切成 2-3cm）

颗粒饲料

叶子

烟草

高水分、高脂肪和
高纤维含量样品，
例如：

谷粒，谷物，豆类

油籽

坚果

豌豆 - 湿和干

玉米 - 湿和干

颗粒饲料和宠物
食品 (3-4 mm)

颗粒最大 6mm -用
于颗粒料的盖子

肉制品

蔬菜和水果

高水分、高脂肪和
高纤维含量样品，
例如：

肉和肉制品

完整预制食物

草料、干草、稻草
和青贮饲料
（建议 297）

鱼*和鱼制品

蔬菜和水果

*可能需要去鳞和/或去皮

干燥、流动性好的整
粒谷物样品 

样品规格 < 14mm（如果更
大，需要预先压碎）

最大 10mm，
大进样口可达40mm

最大 200ml，
(30 - 200ml)

(294): 0.1-1.5 kg
(297): 0.1-2.5 kg

最大 10mm，
大进样口可达 40mm

研磨原理 两个磨盘，一个旋
转，一个固定 叶轮，研磨环，筛网 旋转刀片 各种刀片 锤式磨

研磨速率/
时间 大约 3 g/s 大约 4 g/s 2 至 10 秒 20 至 60s

300g，13% 含水量
的样品可在60秒内制
备好，取决于样品类
型和水分含量

研磨速度 研磨盘 3.000 rpm 叶轮 10.000 rpm 刀片 16.000 rpm

(294): 
刀片 1.500 rpm 
(297): 
刀片 1.500/3.000 rpm

16800 rpm

颗粒尺寸 粗粉 细而均匀的粉碎 取决于样品 取决于样品 ISO 3093，或同等
标准

定时器 无 无 是 无 无

安全 微动开关 微动开关，电机制
动器 微动开关，电磁开关 磁性安全开关 安全制动器，微动开关

清洁 低交叉污染 低交叉污染 手动 手动 低交叉污染

技术规格
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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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信息

CM 290 Cemotec™ 
• CM 290 CemotecTM包含硬质研磨盘，漏斗，漏斗盖，玻璃样品

瓶 350ml 4 个/包，钢丝刷，刷子，用户手册和快速指南，200-
230V，50-60Hz

• 同上，但为 115V，50-60Hz

配件
• 玻璃样品瓶 350ml 4 个/包和 40 个/包
• 钢丝刷
• 刷子
• 带盖漏斗
• 研磨盘（1 对）

CT 293 Cyclotec™ 
• CT 293 CyclotecTM包含玻璃样品瓶 350ml 4 个/包，0.5 和 

1.0mm 筛网，刷子，集尘垫 5 个，管刷，硅树脂塞，六角和
通用扳手，标准研磨环，皮带张力调整集成，用户手册，快速
指南，200-230V，50Hz

• 同上，但为 115V，60Hz

配件
• 玻璃样品瓶 350ml 4 个/包和 40 个/包
• 大进样口/草料组装套件
• 外接吸尘器的适配器
• 集尘垫 20 个/包
• 筛网 0.3mm
• 筛网 0.5 mm
• 筛网 0.8 mm
• 筛网 1.0 mm
• 筛网 2.0 mm
• 叶轮，标准
• 叶轮，镀镍
• 研磨环，用于硬质样品
• 研磨环，用于重金属分析
• 研磨环，标准研磨环， 硬质合金

KN 295 Knifetec™ 
• KN 295 KnifetecTM包含标准锋利刀片，刮刀，管夹，2m PVC 

管，玻璃样品瓶 350ml 4 个/包，铝碗，铝盖，不锈钢托盘，
用户手册，230V，50-60Hz

• 同上，还包含变压器， 115V，50-60Hz

配件
• 标准锋利刀片
• 适合小容量样品的刀片
• 适合颗粒样品的刀片
• 颗粒料盖子集成

• 玻璃样品瓶 350ml 4 个/包和 40 个/包
• 不锈钢托盘
• 铝碗，铝碗盖
• 刮刀
• 刷子
• 115V/230V 变压器

Hammertec™ 
HammertecTM包含自动进料器，样品出口适配器，带适配器的样
品漏斗，平带，样品袋，样品刷，0.8mm 样品过滤器、包装箱、
用户指南、备件手册、手册盒，100-120 VAC 60Hz

配件
• 用户手册
• 样品刷
• 平带
• 样品袋
• 带适配器的样品漏斗
• 样品出口适配器
• 带滤布的样品收集器
• 0.8mm筛网
• 0.5 mm筛网
• 1.0 mm筛网

HM 294 均质器 
• 均质器包含不锈钢碗 (3.5 l)，多功能微齿切刀，透明盖和用户手

册，1.500 rpm，1 x 230V，50Hz
• 同上，但为 1 x 115V，60Hz

配件
• 不锈钢碗3.5 l
• 平滑切刀
• 微齿切刀
• 磨刀石

HM 297 均质器 
• 1500/3000 rpm，3 相，400V，50Hz 均质器，包含 5.5 l 不锈

钢碗，微齿切刀，带刮刀的透明盖以及用户手册
• 速度可调，最高 1500rpm，单相，115V，60Hz 均质器，包含 

5.5 l 不锈钢碗，微齿切刀，带刮刀的透明盖以及用户手册

配件
• 5.5 l 不锈钢碗，2097
• 平滑切刀，2097
• 微齿切刀，2097
• 磨刀石
     



安装要求
CM 290 Cemotec™ 
电源： 200-230 V, 50-60 Hz
 115 V, 50-60 Hz
功耗： 450
净重：  21,3 kg
尺寸，长 x 宽 x 高: 167 x 385 x 350 mm
旋转速度，研磨盘： 3.000 rpm

CT 293 Cyclotec™ 
电源： 200-230 V, 50 Hz
 115 V, 60 Hz
功耗： 600 W
净重： 21,2 kg
尺寸，长 x 宽 x 高: 317 x 307 x 452 mm
旋转速度，叶轮： 10.000 rpm

KN 295 Knifetec™ 
电源： 230 V, 50-60 Hz
功耗： 600 W
净重： 7,5 kg
尺寸，长 x 宽 x 高: 190 x 322 x 237 mm
旋转速度，叶轮： 16.000 rpm
供水： 2 l/min, 10-15°C

Hammertec™ 
电源： 200-240 VAC 50/60 Hz
 100-120 VAC 50/60 Hz  
功耗： 1300 W  
重量： 40.6 kg  
尺寸，长 x 宽 x 高: 240 x 555 x 460 mm  
噪音： 小于 80dB 
温度: 室内使用，5-40 °C

HM 294 均质器 
电源：  230 V, 50 Hz 1-单相
  115 V, 60 Hz 1-单相
功耗：  500 W
净重：  15 kg
容量：  3.5 l 碗
  1.5 l 液体
旋转速度：  1.500 rpm
尺寸，长 x 宽 x 高: 250 x 410 x 300 mm

HM 297 均质器 
电源：  400 V, 50 Hz 3-单相
  115 V, 60 Hz 1-单相
功耗：  750W 单相/1400W 3 相
净重：  25.5 kg
容量：  5.5 l 升碗。
  2.5 l 升液体。
旋转速度：  1.500 rpm（单相） 
  1.500 和 3.000 rpm（3 相）
尺寸，长 x 宽 x 高: 270 x 460 x 4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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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福斯
福斯是世界领先的分析解决方案供应商，服务范围涵盖农业、食品业、制药业和化
工行业。

我们的解决方案基于间接法和参照法，使用常规分析为整个生产过程（从原材料到
产成品）提供分析和控制（旁线和在线工序控制等）。简而言之，福斯解决方案为
您提供优化产品质量和提高经济效率所需的准确信息。

福斯是一家私营企业，旗下拥有 1200 名员工遍布全球，并分别在丹麦、瑞典和美
国设有工厂和研发机构。我们的解决方案通过遍及 25 个国家的福斯销售与服务公
司以及超过 75 家专属经销商进行销售与支持。

请按下列地址与福斯联系或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foss.cn，以便更加深入地了
解：福斯会如何帮助您在农业和食品生产过程中获得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好的经济
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