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室分析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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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的分析在实现您的目标中扮演着一个
重要的角色。我们要求自动化的解决方案必
须和传统方法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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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的解决方案承担了实验室的分析任务，避免了重复

的手工处理过程，同时将与化学品的接触降到最小。自

动化的程序也规避了不可避免的人为误差，使结果具有

一致性和可追溯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改进型操作能够有效的使用技术从而

提高产能和处理量，并快速获得投资回报。

全球超过30,000个实验室正在使用福斯的解决方案进行

日常化学分析工作。我们的系统有250个以上的详细应

用简报和全球各地的本土专家进行支持。

食品、饲料、农业和环境检测

我们在食品、饲料和环境检测方面的专业化让我们完全

理解用户的需求并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福斯的解

决方案覆盖广泛的检测需求，包括消化、蒸馏、纤维分

析、样品制备和快速方法。

福斯解决方案的主要应用包括：

·	氮/蛋白质

·	粗脂肪、总脂肪和其它可萃取物

·	粗纤维、洗涤纤维和膳食纤维

·	水和土壤中的营养参数

·	其它更多

行业协作与持续改进

多年的行业协作使我们根据核心业务领域的需求提供创

新和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获得持续发展。

获得全面的价值

最后，福斯在全球范围内通过训练有素的员工为用户提

供本地支持。有广泛的支持和维护保养方案可供选择。

加之福斯Tecator仪器传奇的坚固性，所有的一切等同于

增加了仪器的寿命和价值。

实验室的合作伙伴

TecatorTM	系列-同样的原理，全新

的技术

从25年以前的与众不同的橙色Tecator仪器到最新

的改进型的全自动解决方案，福斯始终处于实验

室分析的创新前沿。目前，使用和原Tecator仪器

同样原理的仪器仍在继续。

实验方法几乎没有改变，但实现这些方法的工具一直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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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福斯实验室解决方案的价值能概括在三

个关键领域中：

1. 创新： 

随着竞争市场需求的增长，实验室不得不保持快速发展。这就是为什么福斯的实

验室解决方案能为您提供一个前沿的技术和创新设计，从而简化实验室程序和优

化您的商业潜力。

2. 生产力 

经营验室费钱又费时。福斯的TecatorTM系列仪器专为您提供最高级的自动化程序。

我们的方案让一个无法想象的样品检测成为可能，并且这些检测最高的准确度和

最小的消耗。

3. 安全 

安全是良好实验室规范的基础之一。因此，我们尽可能让您的实验室在没有安全

顾虑的情况下比以前运作更快。从根本上说，安全与人息息相关，这就是福斯的

仪器设计具有您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安全的特性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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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的技术革新在全球研究实验室或大型的商业实验室

的实验操作方面发挥了真正的作用。通过在既定的方法

上持续改进，我们在创新技术方面的投资赋予您新的机

会来提高您的实验操作，如：

·	自动化减少人工操作，提高整体生产力

·	创新技术节省资源和时间

·	最少化水、化学品、溶剂和能源的使用

年复一年，对我们天赋异禀的设计家、科学家和工程师

的工作进行持续投资就意味着下一个省钱、省时、提高

安全性的方案已经向您走来。

福斯创新方案依照官方传统实验方法，同时在节省样品

处理时间和降低风险方面设定新的标准。福斯为操作者

提供更少的人工操作，一个更为安全的工作环境和一个

智能化的用户界面。

有关准确性验证的档案是任何一个产品开发项目的一

部分。因为福斯的高质量标准，我们的湿化学法在许

多企业中被用于间接法的校准。无论您使用的是哪种

分析方案（在线的，旁线的或实验室），都需要定期

进行校验工作。

无论您是要优化产量，监测和控制产品质量或仅是节省

原材料的使用，我们创新的实验室解决方案都能保证您

的投资获得最大的回报。

持续投资

独特的、获得专利的Hydrocap过滤器从最

初的称重、水解到最后萃取的整个过程中

一直持有样品。

溶剂收集简单安全，以便处理或再使用。 每个加热盘有单独的温度控制，自动停机

功能可以允许加班运作。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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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操作的减少和安全性的提高。自动化的解决方

案所产生的稳定的和处理量恒定的结果也会促进整体生

产力的发展。从样品制备到全自动分析，效率的提高

不仅节约时间同时节省化学品和溶剂的使用，更不用

说因减少员工执行重复和耗时的任务而节省的费用。

酸水解步骤用于在脂肪分析之前释放样品中的绑定脂

肪，通常需要在盐酸中煮沸样品。然后过滤并用水清

洗滤渣，烘干后就可以进行溶剂萃取。该过程很耗时，

且涉及到样品转移，可能引起样品损失，是误差的主

要来源。

福斯通过整体的脂肪分析概念，排除样品转移的需要

来简化程序。

批次处理附件和工具也有利于提高产量和结果的可

靠性。

更少的操作，更多的结果

生产力

12位酸水解装置，可进行无人值守操作并

且产量更高

为了减少人工操作，一个控制器可以操作2
个溶剂萃取单元

批次处理和自动进样进行数小时的操作

可靠的结果是任何实验室的基础

没有任何一个结果会比它的参考标准更好。这

就是为什么福斯自动化的化学分析解决方案都

依据ISO，AOAC，IDF和EPA等官方批准的参考

法和法规。

通过使用官方批准的方法您可以：

·得到世界范围内都有效的结果

·将验证应用程序的工作降至最低，从而节约时间

·使用稳健的方法在广泛类型的样品上获得精确 

  的结果

·测量不确定时可使用协作研究数据

*饲料中的酸性洗涤纤维（ADF），酸性洗涤木质素

（ADL）依照欧洲标准，脂肪分析依照AOAC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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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风险

快捷转盘功能可以进行安全和一致的溶剂添

加，消除了化学品的人工操作。

内置通风柜防止溶剂添加期间暴露在溶剂

烟雾中

内置安全传感器提高操作者的安全

安全

只需放入样品便可离开

福斯的SoxtecTM索氏提取系统采用获得专利的四

步溶剂萃取技术。它可进行沸腾、淋洗和溶剂回

收。在第四步中，样品杯升起离开加热板，使用

余热预干燥，同时避免烧干的风险，整个过程是

一个全自动的无人值守的操作。当实验完成该系

统会自动关闭。

我们找到许多方法帮助您避免接触化学品、溶剂及其

产生的烟雾。

有了福斯的解决方案：

·自动化降低了和化学品及溶剂接触的风险

·智能的技术简化操作并且减少事故的风险

·安全的系统允许多样操作，例如，使用多种溶剂

如果一台仪器能在安全可控的条件下去装满烧杯或清空

管路，为什么非要训练有素的员工去做呢？

操作的执行有不同级别的自动化。温度传感器，门传感

器，电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应有尽有，他们都在警告

您危险的境况。封闭的系统和自动排废系统使人与化学

品、试剂及其产生的烟雾的接触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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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atorTM 系列

全自动

高产量

官方方法

无与伦比的准确度

最安全的方法

每项需求都		有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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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半自动

灵活操作

官方方法

高准确度

高端安全功能

LabtecTM 系列

每项需求都		有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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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5年革命性的Rafatec溶剂萃取技术建立以来，福斯

Tecator技术不断改进脂肪分析操作，并在Soxtec 8000

系列中达到巅峰。

脂肪分析的自动化程度达到空前水平，SoxtecTM 8000总

脂肪系统包含一个萃取单元，一个水解器和两个单元

共用的过滤器。这使您可以用一个整合的步骤来执行

Randall改进的索氏萃取分析。对索氏萃取分析来说，

这是迄今为止第一个天衣无缝的方案。它避免了过滤

到过滤的转移，在节约时间和劳动力同时避免了人为

误差的风险和费用。

SoxtecTM 萃取器范围从小的（2位）ST 245 SoxtecTM

到每天能处理7批（84个）样品的全自动（12位）的

SoxtecTM8000。 

我们发现许多方法来帮助您避免接触溶剂、化学品及其

产生的烟雾。而且，许多安全特性让您可以广泛的使用

检测溶剂，包括一些其它方案认为易燃的溶剂。萃取单

元中仅有的电力零件是加热板，它是防电火花的。双温

度传感器确保仪器一直维持在设置的温度，而且不能达

到任何溶剂的燃点。

由于福斯萃取系统独有的设计及其一系列的应用简报，

您的实验室几乎能够处理任何类型的样品。

Soxtec系列所有的仪器都使用我们的批次处理概念来使

样品的处理尽可能简单和安全。 

溶剂萃取

快速而可靠的结果，
较高的操作安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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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xtecTM 8000   TecatorTM Line   

SoxtecTM 8000浸提单元是快速安全测定可萃取物的全自动系统。标准配置中是6位装

置，可扩展到12个，每天能处理7批（84个）样品。对于总脂肪分析，Hydrocap过滤

器从水解单元转移到浸提单元，然后进行萃取四步骤：沸腾、淋洗、溶剂回收和预干

燥，完成后仪器自动关闭，完全无需人员值守。

ST 255 SoxtecTM      LabtecTM Line    

半自动ST 255 SoxtecTM系统用于快速安全的测定可萃取物。它是样品量较低的实验室的

理想选择，提供很多全自动Soxtec的益处和功能，不过价格更低。该系统每天可处理6

批，36个样品。系统中包括批次处理的工具，以保证样品和浸提杯的快速安全处理。

ST 245 SoxtecTM      LabtecTM Line   

ST 245 SoxtecTM 是两位溶剂浸提系统，用于高速安全的测定食品、饲料、土壤、聚合

物、纸浆和纺织品中的可萃取物质。该系统包含一个浸提单元和控制器，还有玻璃滤

筒或纤维素滤筒可选。滤筒尺寸为26毫米/30毫升或33毫米/65毫升。

ST 243 SoxtecTM      LabtecTM Line   

ST 243 SoxtecTM 6位溶剂浸提系统，用于高速安全的测定食品、饲料、土壤、聚合物、

纸浆和纺织品中的可萃取物质。该系统包含一个浸提单元和控制器，还有26毫米/30毫

升的玻璃滤筒或纤维素滤筒。

解决方案

官方批准的方法：

Soxtec系统被批准用于以下方法：

·AOAC 2003.05&2003.06饲料、谷物和饲草中 

  的粗脂肪（乙醚和正己烷萃取法）

·AOAC 991.36肉类和肉类产品中的（粗）脂肪

·ISO1444:1996肉类和肉类产品-游离脂肪含量

  的测定

· EN ISO11085:2008谷物，谷物类产品和动物饲 

   料-Randall

    萃取法测定粗脂肪和总脂肪含量

·US EPA 3541土壤和淤泥中多氯联苯（PCBs）

  和半挥发物的提取

浸提杯
根据不同的用途，可选用铝的或玻璃的浸提杯。数量和重

量分析通常选用铝杯，因为铝杯不易破损且热传递快，能

够减少加热，冷却和干燥所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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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解阶段通常是总脂肪分析的瓶颈，因为这里一个有

限的样品处理量意味着稍后萃取阶段中有限的样品处

理量。独特的Hydrocap过滤器从起初的称重、水解到

最后萃取过程中一直持有样品来提高处理能力。过滤

器适合一个易操作的架子。它放置在一个12位的水解

系统里面然后直接转移到12位的萃取器。从水解到转

移，这天衣无缝的样品转移通过减少人工操作提高速

度，在高量生产提高您整个响应时间的同时避免了潜

在的人为误差。

HydrotecTM 8000

HydrotecTM 8000自动进行样品的酸解，打破了脂肪和

其他组织间的绑定。传统上，水解器能装6种样品，并

且这种容量在实验室里面的话仪器会占据很多工作台的

空间。HydrotecTM 8000改变了那种范例。它有12个可折

叠的样品架，这样一来样品便可巧妙地进入水解装置。

用抽水泵来添加和移除化学品，在提高安全性的同时可

以减少人为误差风险。

在样品水解之后，Hydrocaps烘干将水解的样品6个一组

放入专门用来转移到萃取装置设计的工具中。

过滤器由惰性材料做成，该材料分解时保留脂肪，但在

萃取期间释放出脂肪。

247 SoxCapTM

247 SoxCapTM是Soxtec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根据

认证的方法提供总脂肪分析。SoxCap系统进行水解，过

滤和清洗且无任何样品转移。此申请专利的技术提供高

产量同时使用批量处理工具减少人工操作。

通过比较修订版prEN ISO/DIS 7302方法——使用同样的

样品，并且同时进行分析，验证了SoxCap方法。prEN 

ISO/DIS 7302发表在ISO/DIS 7302。

打破总脂肪分析的瓶颈

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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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Hydrotec™ 8000     Tecator™ Line  

Hydrotec™ 8000对要求样品高产量的繁忙的实验室来说是理想的选择。这是一款创新

的全自动系统，它会自动进行酸解且无样品转移，占地小且有一个独特的批量处理功

能，自动稀释酸直到PH达到中性。

SC 247 SoxCap™     Labtec™ Line  

SoxCap系统在不需要样品转移的情况下进行水解、过滤和清洗，并且使用批量处理工

具使得人工操作最小化。该专利技术是以SoxCap密封容器的能力为基础，在水解期间

保持脂肪，同时在溶剂萃取时释放时脂肪。它的容量是每批6种样品，每天36种样品。

独特的、获得专利的HydroCap过滤器包含样品（从

起初的称重，到水解和到最终萃取），避免了样品

转移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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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产量和安全-对任何一个进行Kjeldahl分析的实

验室来说都是需要考虑的三个主要问题。

Kjeltec节省

就福斯Kjeltec™ 系列的自动化方法相比于传统的非自

动方法而言，福斯Kjeltec™ 系列的自动化会给您很多

种节省方法。 

仅考虑到不同试剂的相关花费，Kjeltec仪器就可以潜在

地节省很多。Kjeltec方法使用更少的试剂同时减少操作

和处理成本，主要贡献者是来自酸/酸碱和催化剂。与

其他自动化方法相比，Kjeltec也有其突出之处，它可让

成本减少范围达到30%-40%。

提高生产力和安全性

蒸馏的自动化能对产量有巨大的影响，特别是结合使

用常规管架的自动消化。Tecator消解系统与Kjeltec蒸

馏器共同作用恰到好处，而且伴随着一系列的配件不

仅减轻技术人员的工作同时将危人工操作危险化学品

变成安全和可靠的操作。

您的自动化Kjeltec方法包括：样品的稀释，碱的添加，

蒸馏，管道排水，接收器解决方案添加甚至是比色检

测。除了由此自动化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同时也提

高了安全性。专门平衡蒸汽的SAfE技术在为保证碱传递

中的长期稳定性处理放热反映和高精确度的隔膜泵期间

蒸馏

减少试剂和

冷却水的使用

催化剂 53.33%

碳酸 40%

硼酸 40%

冷却水 90%

氢氧化钠 37.5%

用最低的成本提高产量

提高安全性。所有设备都装备了可调蒸汽发生器，稀释

水，碱，除此之外还有空管。

Kjeltec™ 系列将尽可能最低的成本/测验与尽可能最好

的精确度相结合。这里有许多模型来满足不同的需要。

典型运用

EN ISO 5983-2（AOAC 2001：11)，适用于动物饲料，

谷物，饲料，油籽，宠物食品和鱼粉中的蛋白质/氮。

这个标准也是作为确定氮/蛋白质的参考方法，通过：

·	间接的光谱测定（NIR/NIT）

·杜马斯燃烧法（ISO16634）

ISO 20483 确定谷类，豆类和衍生产品的蛋白含氮量

ISO8968-2（IDF/FIL 20-2）确定通过电热消解器原则全

脂或脱脂的液体牛奶的含氮量

ISO8968-3（DF/FIL 20-3）确定液体，全脂或脱脂牛

奶，半微量法的含氮量

ISO8968-4（DF/FIL 20-4）确定液体、全脂或脱脂牛

奶，半微量法的非含氮量

ISO937（AOAC 981.10）肉类和肉类产品-确定含氮

量（参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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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jeltec™ 8420/8460     Tecator™ Line   

选配的20或60位自动取样器甚至为更低样品产量提供自动化的益处。只需要从消解

块上直接下载您的样品架，Kjeltec™便会在无人照看下进行四个多小时的精确分析。

KT 200 Kjeltec™      Labtec™ Line   

KT 200 Kjeltec™蒸馏器为安全和半自动蒸馏提供一个简单可靠的方法。预设碱添加和

蒸馏时间支持发生器独立的生产出精确结果。精确的波纹管泵可长时间维持试剂传递

的稳定性。此装置为蒸汽发生器配置了安全门传感器和标准/超压传感器。SAfE技术减

少蒸馏期间碱和酸的放热反应。

解决方案

Kjeltec™ 8100/8200/8400     Tecator™ Line   

Kjeltec™ 8000系列的特点是具有广泛的自动化蒸馏装置，适合您实验室需求的

不同的自动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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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jeldahl的消解分析在耗酸方面耗时且很贵，而自动方

法有利于减少二者的消耗。

节省时间

影响消解时间的因素包括：

·样品类型

·酸量（H2SO4）

·盐量（K2SO4)

· 排气速度

·催化剂

· 氧化剂

· 消解块的温度

福斯的消解系统的各方面处理都是为了减少操作时间。

Tecator™消解器可用在人体工学和更灵活性的版本上，

从基础的到完全自动化无人照看系统。所有设备可以为

个体需要而定制包括氮/蛋白质分析和为其他控制参数

如COD，追踪重金属分析，基脯氨酸，AAS和流动注射

分析准备。

减少酸的消耗

酸在消解过程中受到损失，它不能够完全被消除，但

是可以大量减少。

以下是福斯 Tecator消解系统的一个节省的示例：

经典的Kjeldahl消解：    7.2毫升/每个样品

Tecator消解程序：    1.2毫升/每个样品

不同之处：     6.0毫升/每个样品

 

20个样品节省120毫升的H2SO4 

一个实验室每天有40个样品，每一年大约节省53升

H2SO4。

消解程序使用排气和一个可选择的洗涤器使移除烟雾

更加容易。可以考虑从一个更为干净和更少酸性的工

作环境中间接节省。

跟踪试验

装有消解装置的软件给良好实验规范（GLP）和认证程

序提供了支持。日期、时间、温度、应用、操作员、

批次数、和识别号码等这些数据不断输入计算机中，

并且为了归档和生成报表，所有的信息都能被转移到

一台电脑上。

减少操作时间，更理性地使用耗材

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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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estor Auto Lift     Tecator™ Line   

消解自动上升系统，以消解设计和8,20或40的管架为基础，促进全自动化程序，消除

重的和危险的热化学品处理。管架放在电梯中。选择应用程序然后完全控制全过程。

若消解已完成管架和排气总管的连接，移到制冷位置知道信号灯指示为“循环完毕”

。双向PC通讯支持可追溯和GLP。

Digestor Auto Rack     Tecator™ Line   

消解自动托架系统遵从与自动架系统同样的程序，除了管子的结合/分隔以及排气主管

移动到冷却位置是由人工听到信号后进行操控。选用的应用程序同自动上升系统一样

控制所有其他功能。

Digestor Basic     Labtec™ Line   

有了消解基础系统，所有的程序由操作员操作。消解的温度和时间动面板上选择。一

旦消解设备达到选择的温度，然后所有其他的程序由操作员操作。基础版本有一个内

置、用户可定义的时间和温度控制器和显示屏。

Scrubber 2501     Tecator™ Line  

2501可选洗涤器，在缺水或水很贵或仅是需要一个更高程度的自动化时，能代替吸水

泵有效消除烟雾。简洁的工作台上TecatorTM洗涤器可以自给自足，因此不受供水问题

影响。当洗涤器与自动升降货自动托架系统连接时，程序会完全控制该功能包括转换

从高到低的抽水设置。

Scrubber 210     Labtec™ Line   

半自动、多变洗涤器使用在消解阶段用来中和腐蚀烟雾。洗涤器在进入凝容器之前通

过一系列输水来用泵抽烟雾。

解决方案

除烟和控制系统排气主管

专为每一个消解设备设计的排气管有利于移除烟雾和控制，并且大力推荐所有消解程

序使用该排气管。我们强力推荐这些操作使用排气系统和烟雾通风橱。这是简单的良

好实验室规范(GLP)，能够避免与当地健康与卫生（H&S）的要求相冲突。

回流头

当一个消解装置用在回流化学法中，如化学氧需求（COD），连接到一个合适的冷水

供应的回流头应该用来代替排风管。Tecator™ 回流头在操作架中易安装，而操作架与

消解器里面的管架相匹配。

球型接头的冷凝器专为与球型接头消解管的使用而设计。回流头与自动电梯，自动架

和基础系统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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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作为一个参数覆盖与不同功能群的相似组件，纤

维仅由采用的试验方法定义。例如，粗纤维定义为“

通过酸解和碱解提取后，植物细胞的残渣”，同时食

用纤维定义为“植物细胞的残存物抵抗人的消化酶”。

遵照标准方法

纤维分析是复杂的并且标准方法对结果的可靠性非常

重要。数十年来，福斯擅长遵循标准方法来保证结果

的可靠性。

传统的纤维分析法涉及到重复处理样品、转移、过滤和

处理不同的经常是热的试剂。这些过程的每一步都潜藏

着误差或安全问题。

福斯擅长于人工方法的自动化，它以我们多年的基础化

学品的自动操作和全面的文档经验为基础，而这些文档

来自实验研究和一系列测验。

特别地，在Fibertec™系统减少误差提高安全性中，通

过容纳样品整个过程，减少试剂的处理并通过完整的

真空和压力系统来保证高效过滤，从而减少误差和提

高安全性。

灵活的选择

粗纤维和洗涤纤维系统与动物营养学联系在一起，食用

纤维提供全面的方法来满足每一个需求。这些由热浸器

和冷浸器组成，根据实验室中使用标准参考“坩埚法”

如实验室的温德法，范氏法等来简单确认粗纤维，洗涤

纤维和相关参数。

典型应用：

EN ISO 6865 (AOAC 978.10) 指饲料中粗纤维（CF）

的分析，介绍基于坩埚或Fibertec™法的分析程序。

EN ISO 16472 (AOAC 2002:04)指饲料中中性洗涤纤

维（NDF）的分析，介绍基于坩埚或Fibertec™法的分

析程序。

EN ISO 13906 (AOAC 973.18) 指饲料中酸性洗涤纤

维（ADF）和木质素（ADL）的分析，介绍基于坩埚或

Fibertec™法的分析程序。

自动化新等级

粗纤维, 洗涤纤维和膳食纤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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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bertec™ 8000     Tecator™ Line  

这是一个自动化系统，它通过使用内部预热的试剂添加到密封系统的方式来减少与热

剂的接触，根据温德法、范氏法和其他认证的方法来确定纤维含量。单一或连续提取

（包括沸腾、清洗和过滤）在可再生和可控制条件下进行。

FC 221 FiberCap™, FC 223 FiberCap™     Labtec™ Line   

根据温德法和范氏法，FiberCap 系统专门设计用于为纤维确定提供低成本和高性能的
解决方案。脱脂、煮沸、清洗和过滤能够在可再生和可控制条件下进行。FiberCap™ 

密封装置设计有一个固定卡，在批次处理时用于整个程序以减少样品转移的风险，确
保精确分析和更高的精确度。

FT 122 Fibertec™     Labtec™ Line   

根据温德法，范氏法和其他认证的方法，FT 122 Fibertec™ 使用外部预热试剂来确定

纤维含量。单一或连续萃取（包括沸腾、清洗和萃取）可以在可再生和可控制条件

下进行。

Fibertec™ 1023     Tecator™ Line   

该系统包括振动型恒温水浴和过滤模，用于定量测定各种样品类型的食用纤维。过滤

模进行过滤并收集6种样品，包括一个快速脱水系统。滤水阶段是通过一个内置的“

压力模式”加速，打碎过滤时阻塞过滤器的滤渣。过滤时间为2-4分钟，能够消解

100毫升的溶液。振动恒温水浴每批通常为12种样品。温度范围从周围环境至800℃

，可事先预置三个温度。

Fibertec模型使用相同的坩埚系统，如有需要，

允许样品在提取的时候进行干燥和称重。

解决方案

FT 121 Fibertec™     Labtec™ Line   

对于脱脂样品来说，冷浸萃取装置在室温萃取，例如确定木质素和残渣纤维的溶剂脱

水。与Fibertec 热浸萃取系统配合使用，如Fibertec8000，FT122 Fibert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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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的测验材料是可靠结果的先决条件，然而样品的准

备在质量保证方面经常被忽视。它对质量测量的精确度

有着巨大的影响（接近正确的结果，单个测验结果）。

均化和采样本身就是一门科学：关系到颗粒大小和（统

计需要的）最小样品数量。估算最小样品数的经验法则

与样品测验的颗粒尺寸成正比。

可靠的和重复性的结果只能在如下情况获得：

· 采用正确的样品准备方法

· 使用有效的样品材料

· 所有的样品都在同样的条件下准备

福斯为样品的研磨和均化开发出一系列设备和工具。

样品研磨

· CM 190 Cemotec：粗糙地磨碎颗粒，无水分损失

· CM 193 Cemotec：通用样品研磨，使颗粒均匀

· KN 195 Knifetec: 对于高脂肪，高水分和纤维的样品

均化器

· HM 294均化器及HM 297均化器，用于高脂肪，高水

  分和纤维样品

样品制备

可靠的工具用于准备一致的样品



25

即使是均质坚固的样品，颗粒大小不会只有一个值，

如0.5毫米。通常根据分布曲线，正常（或高斯）分

布，钟形曲线，颗粒大小将成分散状。结果最好的颗

粒大小不到1毫米。

CM 190 Cemotec™     Labtec™ Line   

The Cemotec™ 样品碾碎机专为在无水分损失下磨碎颗粒和种子样品而设计。它是碾

碎各种准备的样品的最佳仪器，它要求的细度和粒度均匀适中。

CT 193 Cyclotec™     Labtec™ Line   

Cyclotec™ 样品碾碎机专为快速、均匀碾碎各种饲料，谷类，叶子等设计的，同时也

可以碾碎化学品，药物和相似产品。Cyclotec 提供各种快速和方便的方法来为各种分

析技术进行精确的样品制备，例如，消解，萃取，纤维，NIR。

HM 294 均化器	(单相，1500rpm)	及 HM 297 均化器

(3-phase,1500/3000rpm)     Labtec™ Line   

2094和2097均化器专为在20-60秒内浸软和均化各种高水分、高脂肪和纤维而设

计。应用示例包括：减少饲料、干食品和化学产品；肉、鱼、水果、蔬菜和准备的

食品（包括披萨，派和冷冻食品）的均化作用。

KN 195 Knifetec （20,000rpm，带冷却设施)     Labtec™ Line   

1095 Knifetec™ 样品碾碎机专为准备高脂肪，高水分和纤维样品而设计，例如：油

籽，准备的食品，肉类产品，水果，蔬菜，谷类，种子，动物饲料和宠物食品都是

适合的样品类型。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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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验室来说，特别是对那些有多个场地的实验室来说，我们富有经验的网络化工具能够保证基于互联网

的远程仪器的监控和诊断。有了该软件，国内外的专家无需考虑他们的位置也能够精确地安装和监控福斯

仪器。更新校验和偏差修正能够通过网络简单安全地集中处理，同时系统可以进行日常监控。

因为仪器能够通过网络直接连接到福斯并接收和传输数据，我有信心为仪器

提供不间断的支持”

“…与福斯的网络连接首先为我们提供“心安”，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一位福

斯专家正在管理和监控我们的仪器。所有与运行仪器、校验、诊断等有关的复杂

事务，我们都外包出去。网络化可以确保我们在任何时候所有设置都是最优化的，

这样我们可以精力集中到实实在在的业务上面。”

“调整倾斜/截距等当然不是我的专业，因此我认为让福斯做这些颇具价值。”

“…配置了大量仪器后，网络中心安全和网络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操作仪器这些

复杂工作只要联系福斯，就会有专人处理，现场不再需要专家。”

集中校验
仪器的管理与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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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中国客户支持中心
Customer Support Center (CSC)



福斯
您实验室可信赖的合作伙伴

福斯是全球顶尖的食品业及农业产业分析解决方案供应商，帮助生产者实现其

生产价值最大化。

福斯化学分析方案为现代化学实验室提供经典的基本“湿性化学”方法，为各实

验流程提供专业分析。从开始的物理样本准备（研磨及磨碎），到基于消解、蒸

馏、萃取及最终分析的化学准备，福斯实验室方案为实验室客户节约成本、帮助

客户快速获得可靠结果。

福斯仪器着眼于您的业务需求。从商用实验室到工业实验室，福斯为您提供众多

方案，您可根据自身生产能力、自动化及安全性需求选择合适的方案。

超过50.000个福斯分析仪器正在全球各地实验室中运行，包括商业实验室，公共

及工业实验室；世界100强食品和农业产业公司中有90多家正在使用福斯的方案。

福斯的实验室分析器已获得如GLP,GMP&ISO等国际认证。

福斯是一家私有企业，拥有来自各个国家的1200多名员工。福斯在丹麦、瑞典, 

美国和中国均有制造及研发基地。福斯在25个国家设有销售服务公司及超过70家

专业经销商，由他们销售福斯方案并提供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