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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1984 年，創業階段著重於替台灣客戶
尋找國際市場中環境空氣採樣分析設備與重金屬前處理設備。公司經

營理念不以銷售大量設備為最終目標，而是著重於售前應用服務及售

後維修服務，強調對客戶提供專精的技術支援，因而獲得廣大市場客

戶的認同與支持。

科安深耕台灣市場已超過三十年，隨著台灣的經濟成長，科安也不斷

地成長與茁壯。一方面持續累積專業服務經驗，另一方面基於對科技

新知的努力追求，持續依國內客戶的需求提供國際市場最新的分析與

採樣技術資訊，先後引進其他領域的先進儀器，繼續服務廣大的台灣

客戶。

科安擁有最堅強的業務、行銷、應用與技術服務陣容，獨家代理 CEM 
及 SKC 產品逾 30 年，每年皆獲全球 Top Sales 代理商大獎，具近千
套微波設備與數千組空氣採樣設備的實戰經驗，足跡踏遍中央/地方政

府機關、各大學院校/研究單位、商業檢驗實驗室、電子業、石化業、

食品業、製藥業、生物科技業、環保產業等.....不勝枚舉。

科安所一貫堅持是永續經營的信念，唯有不斷地提供客戶最高品質的

產品保障、售後服務以及即時的儀器完修承諾，也建立每位工作同仁

正確的服務態度、信念及健康的工作生活，方能緊密地維繫與客戶間

長期的良好關係。

以專業服務獲得信賴的儀器代理公司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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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消化設備酸消化設備酸消化設備無機樣品前處理與分析無機樣品前處理與分析無機樣品前處理與分析

MARS 6 多模式微波消化系統

NIEA R355
USEPA 3051A / 3052

沈積物、污泥及油脂中金
屬元素總量之檢測方法

NIEA R317
EN 13657

事業廢棄物萃出液中重金
屬檢測方法

NIEA A305 /
A306 / A307

空氣中粒狀污染物中微量
元素、元素含量、金屬含
量檢測方法

NIEA A302 排放管道中重金屬檢測方
法

NIEA M301
廢棄物及底泥中金屬檢測
方法

NIEA W312
USEPA 3015A

水中金屬元素萃取消化法
－微波輔助酸消化法

NIEA S301
土壤中重金屬檢測方法－
微波輔助王水消化法

ASTM D7876-13 
石油產品和潤滑劑樣品中
元素消化及原子光譜測定
法

TFDA 重金屬檢驗方法總則

台灣中藥典
3049 / 3050

重金屬感應耦合電漿、原
子吸收光譜測定法

方法內容

藥品中重金屬限量檢測

國內外適用標準方法範例 – 消化

方法編號

USP232 / 233

榮獲美國 R&D100 最佳科技研發產品獎

內建 40 年經驗微波消化專家：高智慧人性化 One Touch™ 技術，選擇內建方
法即可啟動消化，快速準確、減少方法開發之人力與時間

 極高消化能力：具較高耐壓之調壓技術，輕鬆達成完全消化

全彩觸控螢幕：圖像式操作介面簡單易上手

超高效率且具有彈性：單批可消化 1∼40 個樣品

全球最專業：美國 USP / FDA / 台灣 FDA / 國內外各大藥廠採用，提供完整 3Q 
文件並符合美國 FDA 21 CFR Part 11 軟體確效規範
權威標準制定：為多項美國 EPA / FDA 方法與台灣 NIEA / TFDA 公告方法之標
準儀器，可確保分析的準確性與再現性，亦適用 RoHS 及 REACH 規範，後端
可搭配 AA、ICP-OES / ICP-AES、ICP-MS 元素分析設備

快速安全降溫：爐腔內直接快速抽風降溫，不須冒險搬動高溫高壓瓶組

安全有保障：多項國際安全認證，及多重主被動安全防護機制

專利防護設計：瓶組防護套筒使用杜邦專利 Kevlar 防彈纖維複合材質，安全及
耐用度極佳

全瓶組自動偵測系統：可自動辨別瓶組種類及數量、偵測所有瓶組的溫度，簡

化操作流程

CEM 創立於 1978 年，為 全球最大、
歷史最悠久之微波化學儀器製造商。曾
11 次獲得美國 R&D 100 大獎，並持有
300 多項專利，全球超過 50000 套、全
台超過 1000 套設備，銷售總額於世界
同類市場中穩居第一。
MARS 系統可應用於樣品消化、萃取、
濃縮、乾燥、蛋白質水解、有機 / 無機
合成等一系列實驗。

全球、全台市占率第一

全球超過
50000 套設備

自 1994 年通過
ISO 認證製造商

由 CEM 原廠認證
技術人員執行

平均 15 年專業
維護經驗

獲選 11 次
R&D 100 大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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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消化設備酸消化設備酸消化設備無機樣品前處理與分析無機樣品前處理與分析無機樣品前處理與分析

MARS 6 微波消化系統 - 反應瓶組配件

DV50 
常壓高產量
反應瓶組

MARSXpress
(Plus) 密閉高產量

反應瓶組

EasyPrep (Plus)
密閉超高壓
反應瓶組

每批次
最高反應瓶數

反應瓶種類

52 for 50mL
120 for 15mL

24/40 12

iPrep 密閉超高壓
高產量反應瓶組

XpressVap
蒸發濃縮系統

12 24

體積 (mL) 15/50 mL 10/20/55/75/110
mL 100 mL 110 mL 適用 55 mL 

Xpress

可耐壓力 常壓 高 超高 極高 NA

一般
適用樣品

最高可耐
溫度 (℃)

115 260 310 310 NA

適用於油漆屑片、

嬰兒用擦拭紙巾、

植物和動物組織、

血液、毛髮、尿液

和土壤等樣品。

植物 / 廢水 / 土壤 
/ 動物組織 / 食品 / 
飼料 / 種子 / 濾紙 
/ 藥物/聚乙烯(PE) 
/ 食用油⋯⋯

所有 Xpress 系列
可消化的樣品，再

加上陶瓷 / 油脂 / 
難分解塑膠 / 電路
板 / 煤礦 / 礦物 / 
爐渣 / 地質樣品 / 
難分解之無機物⋯

⋯

所有 EasyPrep 
系列可消化的樣

品，再加上燃料 
/ PET / 阻燃劑與
大量樣品及所有

難消化樣品

蒸發 / 濃縮樣品
中無機酸，適用 

Xpress 系列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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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消化設備酸消化設備酸消化設備無機樣品前處理與分析無機樣品前處理與分析無機樣品前處理與分析

MARS 6 微波消化系統 - 控制系統及相關配件

iWave 光學溫度控制系統

不須溫度探針、非接觸式

溫度控制系統，設定更便

利

針對個別反應瓶可精確量

測反應瓶內液體溫度，準

確度與升溫曲線完全吻合

光纖溫控系統量測結果

iWave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As Compared To Industry
Leading F Iber Optic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0
5

Min
10

Min
15

Min
20

Min
25

Min
30

Min

50°C

100°C

150°C

200°C

250°C
iWave Fiber Optic

iWave vs. Fiber Optic

IR 紅外線溫度感測器MST-300 光纖溫度探針

Xpress 瓶組用自動鎖／開瓶器AutoCal NIST 可追溯溫度校正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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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化設備灰化設備灰化設備無機樣品前處理與分析無機樣品前處理與分析無機樣品前處理與分析

功率輸出：1350W±50W
溫度範圍：操作溫度最高可達 1200℃  
專利聚能熱輻射灰化爐腔：使用強化陶瓷加石英纖維絕緣材料，
灰化內爐腔體積：1.8L~5L
雙熱偶溫度探針，內置溫度標定  

紅外線爐門安全感應裝置

排風量：130CFM

規格

PhoenixTM 微波高溫灰化系統

灰化速度快，較傳統高溫爐節省 10∼100 倍時間，數分鐘內完成
溫度範圍最高可達 1200℃
一次完成碳化、灰化階段，不需預先碳化

內設自動連續排煙裝置，免使用本生燈，直接快速蒸發樣品減量

專利石英纖維坩堝，快速縮減灰化及坩堝冷卻時間，60 秒內即
可秤重

符合 AOAC、ASTM、ISO、USP、UOP 標準方法之需求
適用所有材質的坩堝或容器，包括：白金、石英⋯等材質

搭配特殊石英坩堝即可進行碳黑測定，不須使用管狀爐

Phoenix-AirWaveTM 微波高溫灰化系統（塑膠與石化樣品專用）

利用高壓空氣強化之排煙系統，可快速與安全地灰化高有機含量

之工業產品（如塑膠、石油等），並且可排除大量空氣、煙霧及

揮發性的燃燒產物

溫度範圍最高可達 1200℃
適合樣品量大且有機含量高的灰分測定，最多可操作至 200g 樣
品量

可結合分析天平與印表機，成為生產線旁快速灰化工作站。即時

完成灰化、秤重、計算統計、列印數據以供製程管制所需資訊

排風系統需另購置 5 馬力以上的空氣壓縮機或連接工廠區內高壓
空氣即可

符合 AOAC、ASTM、ISO、USP、UOP 標準方法之需求

功率輸出：1350W±50W
溫度範圍：操作溫度最高可達 1200℃
專利聚能熱輻射灰化爐腔：使用強化陶瓷加石英纖維絕緣材料，
灰化內爐腔體積：1.8L~5L
雙熱偶溫度探針，內置溫度標定  

紅外線爐門安全感應裝置

排風量：130CFM（可調）

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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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機樣品前處理與分析無機樣品前處理與分析無機樣品前處理與分析 全鐵氟龍包覆加熱系統全鐵氟龍包覆加熱系統全鐵氟龍包覆加熱系統

利用 Sub-boiling 蒸餾原理得到超純試劑，大幅降低購買試劑成本

可濃縮部份或全部試劑（酸、鹼或有機溶劑），不須額外冷凝裝置

密閉式蒸發不受外來汙染，可得到良好回收率達 ppt 等級

全鐵氟龍包覆，有效避免鏽蝕造成分析汙染問題

可同時進行樣品消化／濃縮／純化，可同時處理 12∼24 個樣
品

不需要搭配中和系統，有效節省操作成本

加裝石墨墊塊，即可使用不同容量的樣品瓶進行蒸發

具 3 孔 ／ 6 孔 ／ 12 孔可供選擇

EvapoClean® 密閉式石墨加熱濃縮／消化／製酸系統

具二種溫度控制器可供選擇：可編程式溫度控制器或標準式溫度控

制器

一機兩用，可作為標準加熱板使用，也可加裝石墨消化瓶架，成為

消化爐（Hotblock）。石墨消化瓶架可讓消化瓶內樣品加熱更均勻
、更快速

溫度控制器和加熱平台之間的電源連接線長約 1.5m，可將控制器
置於非酸蝕區，延長使用壽命

具有抗酸蝕及均溫設計，且加熱板具腳架，避免放置平台被熱熔

具A2／A3／A4尺寸可供選擇
另提供石墨加熱板、石墨消化瓶架客製化服務

Acids Inert Hotplates 抗酸蝕全鐵氟龍包覆石墨加熱板

EasyTraceCleaner® 鐵氟龍酸蒸氣清洗系統

無任何金屬組件外露

可提供最佳的空白值

只需要少量約 500mL 的清洗酸液

適用於所有材質之容器及組件的清潔

鐵氟龍隔板可供清洗瓶蓋等小零件

具溶劑進口端及出口端，方便試劑添加及廢液排出，操作更安全

另提供清洗微量吸管尖專用之機型

符合 TFDA、NIEA 重金屬檢驗方法總則等公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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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機樣品前處理與分析無機樣品前處理與分析無機樣品前處理與分析 超純酸蒸餾器與 超純酸蒸餾器與 PFA PFA 實驗室用品實驗室用品超純酸蒸餾器與 PFA 實驗室用品

專為清洗 PFA 小樣品瓶（Vial）及 ICP／MS 自動進樣樣品
瓶的泡酸清洗裝置

特殊瓶架與排酸通道設計大幅提高操作安全性，使人員免於

暴露於直接接觸酸液及酸液噴濺的風險

4 公升容量，全鐵氟龍 PFA 材質泡酸桶

提供 7mL、15mL、30mL 樣品瓶適用之瓶架供選擇
平坦底部設計，適用於熱板加熱

樣品瓶清洗裝置

全鐵氟龍 PFA 材質，潔淨度高，經久耐用

儀器體積小，不佔空間

次沸點加熱，產出純酸品質高，可低至 sub-ppt 等級

蒸餾速率快，一天可產酸約 800∼1000mL（DST-1000）或 
1800∼2000mL（DST-4000）

不需冷卻裝置

使用簡單，清洗容易

內建式加熱器

可調式溫度控制，可依照所需純度進行調整

具自動斷電功能，當酸液過少即自動停止加熱，避免乾燒 

（DST-4000）

DST-1000／DST-4000 次沸點超純酸蒸餾器

自動進樣系統樣品瓶 Autosampler Vials

適用進樣系統

Agilent I-AS Autosampler

CETAC ASX110/112 Autosampler
ESI SC-Micro/SC-2/SC-4 Autosampler

自動進樣系統樣品瓶 Autossaammpplleerr VV

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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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機樣品前處理與分析無機樣品前處理與分析無機樣品前處理與分析 超純酸蒸餾器與 超純酸蒸餾器與 PFA PFA 實驗室用品實驗室用品超純酸蒸餾器與 PFA 實驗室用品

地質科學及半導體工業超微量潔淨室專用加熱板

電子級抗酸蝕 PFA 鐵氟龍材質塗佈
高密度模鑄石墨板體

控制器最高操作溫度達 240℃，導熱均勻（150±2℃）

可選配 8 或 17 孔石墨樣品架（Rack）
具 A3 及 A4 兩種尺寸加熱板供選擇

樣品架（Rack）適用 Savillex 5mL∼60mL 高潔淨
PFA 材質樣品瓶

抗酸蝕石墨加熱板

高品質 PFA 實驗室用品
寬口瓶 試管 燒杯 濾紙固定座／濾紙匣 

（Filter Holder）

管柱元件 瓶組 微型管柱 特殊規格品

更多鐵氟龍實驗室用品
請上科安網站查詢
www.kohan.com.tw



樣品前處理 All-in-one：
搭配創新 Q-Cup 專利，溶劑添加、萃取、 冷卻、過濾一
鍵搞定

省時有效率：試劑添加 / 萃取 / 過濾 / 冷卻及分離，全程

只需 5 分鐘，較市售加壓溶劑萃取儀快 6 倍以上、比索氏
萃取縮短了20倍以上的時間

經濟又環保：萃取 30g 樣品只需約 35mL 溶劑，節省成本
又減少廢液回收

操作步驟極簡易：只需將 Q-disc 濾膜置於 Q-Cup 底部，
旋好底蓋、倒入樣品後按下開始鍵即可開始萃取，避免人

為誤差問題

機台輕巧：機台寬僅 36 公分，可有效利用實驗室空間
方便又安全：無需外接氣體鋼瓶，無需擔心壓力不夠實驗

中斷、或壓力過高之安全問題

溶劑在 Q-Cup 中均勻
分散於樣品中，增加

萃取效能

勻

EDGE 全自動加壓流體萃取系統

輕巧身盈 安裝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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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壓萃取加壓萃取加壓萃取有機樣品前處理與分析有機樣品前處理與分析有機樣品前處理與分析

樣品類型

應用類型及適用樣品範例

環境
環境

食品

塑料與聚合物

消費性產品

脂肪酸分析(FAMEs)、
農藥殘留分析等

塑化劑之萃取

危害性物質檢測

適用範圍

EPA 3545、
NIEA M189.01C、
土壤中SVOC

萃取技術

索氏萃取

自動索氏萃取

超音波萃取

各種萃取技術比較

EDGE
微波萃取

QuEChERs
一般加壓流體萃取

150 mL
90 mL
300 mL

溶劑使用量

20 mL
30 mL
23 mL
21 mL

$ $
$ $ $
$ $

成本

$
$ $
$ $
$ $ $

360 min
120 min
60 min

萃取時間

5 min
15 min
30 min
3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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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樣品前處理有機樣品前處理有機樣品前處理 微波萃取微波萃取微波萃取

MARS 6 微波萃取系統

符合美國 EPA 和 ASTM 標準，為 EPA3546、3200、3015 
方法認定的標準萃取儀器，另符合 ASTM D5765、ASTM 
D6010 等標準方法，適用於環境樣品、歐盟 RoHS 規範中 
PBB 和 PBDE 等分析，亦符合台灣 NIEA M194.00C
試劑用量少，2∼5g 樣品僅需 20∼35mL 溶劑
萃取效率高，一個批次可批次處理 12∼40 個樣品，依樣品
的難易度，只需 10∼50 分鐘處理時間
專利的溶劑感測器，一旦有機溶劑洩漏即發出警報，並自動

停止微波發射以確保操作人員安全

全世界唯一取得加拿大政府專利技術 MAP 授權認可施作萃
取方法的微波儀器

最佳化的攪拌功能，有效增加溶劑與反應物的接觸面積，進

而達到更高的萃取效率

MARS 6 微波萃取系統 - 配件
攪拌系統（萃取配備）Solvent Sensor 有機溶劑安全偵測器

方法編號

ASTM D5765-16

國內外適用標準方法範例 – 萃取

NIEA M194.00C USEPA 3546

USEPA 3200

USEPA IO-3.1

溶劑萃取土壤、底泥中總石油碳氫化合物使用密閉
微波萃取法

方法內容

樣品製備與萃取方法－微波萃取法

汞物種分餾與定量方法－微波輔助萃取法、選擇溶
劑萃取法或 / 與固相萃取法

大氣中金屬元素測定中濾紙選擇,製備與微波萃取法

固體基質中有機化合物微波萃取法ASTM D6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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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相萃取 / 乾燥濃縮固相萃取 / 乾燥濃縮固相萃取 / 乾燥濃縮有機樣品前處理與分析有機樣品前處理與分析有機樣品前處理與分析

SPE-DEX® 5000 全自動固相萃取膜系統

符合美國環保署（USEPA）506 / 508.1（飲用水）、608 / 664A（廢水）、
8061 / 8270（固體廢棄物）等方法需求

萃取器可同時放置 3 個樣品依序進行樣品萃取程序

符合環檢所（NIEA）W801.53B 水中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檢測方法─氣相層
析質譜儀法等方法需求

重力進樣方式，萃取速率快且能多段調整

具特殊快速沈積物萃取碟（膜）固定座，專為高懸浮微粒樣品之萃取而設計

10 分鐘內可完成 1L 樣品萃取

具多種不同直徑（47、50、90mm）萃取碟（膜），並提供活性碳管柱串聯
選項可供選擇

全自動沖提樣品瓶功能，提升樣品回收率及避免樣品交叉汙染

具 7 種溶劑傳輸管線，能依實驗需求設計多種不同預浸溼及萃取碟（膜）萃
取待測物的程序，以達到最佳回收率

固相萃取可大幅減少溶劑使用量，且無液液萃取之乳化現象問題

可連接 4 台萃取器組成全自動工作站，同時可個別執行相同或不同樣品之萃
取方法

VacMasterTM Disk 手動固相萃取膜裝置

符合環檢所（NIEA）W507.50C 水中油脂檢測方法－固相萃取重量法、美國
環保署（USEPA）1664B、ISO 11349、APHA 5520 G 等需求
可萃取油脂、半揮發性化合物（SVOC）、正己烷可萃取物（HEM），並可
輕鬆處理含顆粒的混濁水樣

具有 47mm 與 90mm 不同直徑的萃取膜供選擇，搭配預過濾膜，可輕鬆處理
含不同大小顆粒的混濁水樣

高效率：比傳統液液萃取節省時間，增加可處理樣品數量

可串連至多八台手動固相萃取裝置，以節省操作人員時間、達到最高萃取效率

具有 4 向控制閥，可將含水、有機、含氯化合物的廢液分開收集

SPE 固相萃取膜

Atlantic Disks 每一批次皆經過認證，可配合 Horizon 自動固相萃取系統達到
良好且穩定的萃取效果

具 pre-filter 構造，顆粒不易阻塞，流速快且無破出(breakthrough)現象
適合不同種類樣品及酸/鹼液萃取

多種固相萃取膜供選擇：

HLB(Oasis)、C8、C18、C18 XF、DVB、SDB、Oil&Grease、SAX、
Anion-SR、One pass ....等



固相萃取 / 乾燥濃縮固相萃取 / 乾燥濃縮固相萃取 / 乾燥濃縮有機樣品前處理與分析有機樣品前處理與分析有機樣品前處理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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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yVapTM 除水加熱減壓吹氮濃縮定量裝置

完全符合美國 EPA 與台灣環檢所 NIEA 方法的需求
可使用 65mm DryDisk 膜進行乾燥，無需使用無水硫酸鈉。
另供應 20 cc DryDisk 管匣選擇，並可重複使用
利用真空降低溶劑沸點，確保半揮發性化合物的最佳回收率

濃縮瓶體積為 250mL，處理樣品容量可由 2mL∼200mL，有 4 種
溶劑乾燥時間的選擇

提供 0.5mL、1mL、2mL 定量點、完全吹乾及連接 GC 樣品瓶的濃
縮瓶供選擇

蒸發濃縮過程可自動溶劑淋洗瓶壁，提高樣品回收率

獨立密閉瓶操作，可同時或個別處理 6 個樣品，並具 5 段自動沖洗
溶劑選擇的功能

融合線上除水、吹氮、真空和加熱系統，控制蒸發程序與自動濃縮

終點監測

化合物名稱 KD Tube DryVap™
Phenol 91.9 95.5

2-Chlorophenol 89.2 92.0

2-Methylphenol 91.9 94.0

3-Methylphenol 90.4 92.5

2-Nitrophenol 92.4 98.2

DryVapTM 回收率比較（%Recovery）

各大衛生局、食品大廠指定機台

XcelVap® 全自動高產量快速濃縮系統

實驗完成後系統可自動關閉氮氣，以節省氮氣使用量

最多可儲存 6 組方法、處理 54 個樣品，輕鬆完成樣品濃縮
氮氣噴嘴具斜吹功能，並可更換單支且不需工具，簡化維護工作並

降低維修成本

水浴槽具前置排水口，不須搬動系統即可輕鬆排水

水浴槽具低點感測器，可監控水位高度避免加熱器過熱

可調式 Rack，適用各種尺寸與數量樣品管，應用彈性佳又經濟實惠
系統體積小且為縱向設計，節省抽風櫃放置空間

相容各種主流規格樣品管(12mm / 13mm 玻璃試管，15mL / 50mL 
離心管)，應用彈性佳

具 5 階段調壓功能，吹氮壓力可線性增壓，無須人為調整，提供最
佳回收率與再現性

DryDiskTM 溶劑過濾除水乾燥膜

符合環檢所方法 W601、W802、W801

DryDisk™ 分離膜以多孔薄膜之物理除水方
式，從萃取液中移出殘留水，同時保證完全

捕獲整個溶劑相，獲得更高的萃取回收率

DryDisk™ 分離膜優於硫酸鈉除水功能之處：
a. 過濾分離處理時間短
b. 樣品處理量大
c. 無需烘箱乾燥和特殊預處理
d. 對於有乳化現象的過濾效果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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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合成化學合成化學合成微波化學儀器微波化學儀器微波化學儀器

Glass Chem 高產量小容量合成反應瓶組

每批次最多 24 瓶
搭配光纖溫控系統

Pyrex 玻璃瓶身
體積 20ml

Flow Cell 2/4L 連續流動式反應瓶

可持續進樣

適合大量生產

MARS 6 常壓／密閉式微波合成反應系統

高壓反應可選擇 10 / 20 / 55 / 75 / 100 / 300mL 反應瓶，最高一批次 
反應40 瓶樣品

常壓反應可使用 250mL∼5L 圓底燒瓶，或 2L / 4L Flow Cell 流動式
反應瓶

搭配有機溶劑感應器，溶劑濃度過高自動停止反應並快速清除溶劑

可加快反應速率約 10∼100 倍以上

搭配 Caboflon 材質攪拌子，非極性溶劑亦可進行加熱

微合成反應名稱

微波加熱 vs. 傳統熱板加熱的化學合成實驗比較

Diels-Alder
Williamson Ether Synthesis
Aldol Condensation
Bromination
Nucleophilic Aromatic 
Substitution
Protein Hydrolysis

熱板加熱 微波合成

90mins in DMF 10mins in H2O
60mins in H2O 10mins in H2O
23hours in H2O
45hours in HOAc

15mins in H2O
 8mins in HOAc

60-90mins in Toluene 10mins in EtOH / H2O

34hours in MeOH / H2O 9-15mins in MeOH / H2O

 

PhoenixTM 微波高溫燒結／合成系統

適用所有材質的坩堝或容器，包括：白金、石英⋯等材質

儀器隔熱效果佳，安全性高，可直接置放於一般實驗室平台上操作使用

超大爐腔空間，單次可容納高達 15 個坩堝或反應樣品

溫度範圍最高可達 1200℃

應用範圍廣：奈米粉粒、陶瓷薄膜、正極材料、陶瓷材料⋯等微波高

溫合成研究用途



Discover Labmate 聚焦式微波合成儀

具 Hot Key 功能，可於反應期間即時更改微波功率／溫度／壓力／加熱時
間等參數

內建紅外線溫度回饋監控系統

高密度微波輸出 900W / L，可大幅縮短合成時間與簡化反應路徑

專利單槽式圓形導波腔，可自動最佳化調控微波功率輸出

應用範圍：小分子合成、放射性標記、環化反應、有機金屬反應、MOFs
、奈米材料合成、氧化還原反應、醣類保護與合成、聚合物合成反應⋯等

可選擇於單機上直接操作或以遠端電腦軟體控制與編輯

具 PowerMax 與 CoolControl 專利冷卻設計，有效提升合成效率，並減少
副反應

適用於 10mL 及 80mL（選配）密閉式反應瓶及常壓反應瓶（5∼125mL）

Discover SP 聚焦式微波合成儀

可使用密閉式 10、35、80mL（選配）反應瓶及常壓式反應瓶（5∼125mL）
內建紅外線溫度監控系統

移除不需要的氣體副產物，維持反應平衡

Activent 主動調壓技術，可自由設定欲調壓之壓力值

伸縮式全自動密閉壓力監測頭，操作更簡便

壓力監測頭經特殊鐵氟龍及電鍍處理，抗蝕能力佳

可選擇於單機上直接操作或以遠端電腦軟體控制與編輯

Explorer 全自動微波化學連續反應系統

可選擇 12、24、48、72 或 96 個自動取樣盤

搭配全自動取樣系統，可供組合式化學研究及物種分析（Speciation）之
應用

可選擇放置 10mL 或 35mL 反應瓶

搭配 Discover 系列聚焦式微波合成儀使用

12-position
48-position

規格

最多可放置 48 個 10mL 反應瓶或 24 個 35mL 反應瓶
最多可放置 12 個 10mL 反應瓶或 6 個 35mL 反應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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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合成化學合成化學合成微波化學儀器微波化學儀器微波化學儀器

Discover 聚焦式微波合成儀升級組件

特殊低溫冷媒的冷卻迴路包覆設計，可進行室溫及攝氏

0 至 -80℃的反應
反應體積可由 250μL∼6mL

廣用於醣類天然物化學應用

置入式光纖溫度監控，可回饋控制微波輸出功率

CoolmateTM 超低溫反應

可搭配原有紅外線溫度控制系統

產能放大至 80 mL 密閉式反應

置入式光纖溫度回饋監控系統（選配）

搭配 Discover 系列聚焦式微波合成儀使用

具壓力監控感應器

耐溫 200℃，耐壓 200 psi

80 mL 密閉式反應瓶

可即時監看樣品反應過程變化

適合研究單位發表文獻使用

Discover 專用影像監看系統

具進出管路供液體連續流動，不需

人力操作

可快速且連續產出，以達量產需求

Flow Cell 連績流動反應配件

可進行氫化（hydrogenation），或
填充惰性氣體的反應⋯等

反應期間氣源可被完全關閉，確保

實驗安全

Gas Addition 加氣反應

PETWave 微波輔助放射合成儀

適用所有 hot cell 的合成方法
改善 11C、18F、68Ga 標靶藥劑的純度與特性

完成一個反應只需六分鐘

可大幅提升放射性化學藥劑合成產量

具 1，2，5ml 的反應瓶可選擇，操作體積為 50μL∼2.5mL

專用的七孔接頭，可進行進樣、真空、通氣及樣品移出等

自動化程序

操作溫度為 30∼300℃



Liberty Lite 全自動高效胜肽合成儀

自行合成可完全掌握序列機密、合成條件與品質，確保

研究心血與智慧財產之保密

採用高效胜肽合成（HE-SPPS）技術，一個完整 
coupling cycle 只需 15 分鐘、30mL 溶劑！
操作簡單、合成速度快、穩定性高，突破胜肽產物取得

之瓶頸，一日內即可取得高純度胜肽

比傳統胜肽合成大幅減少溶劑使用量達 70%
一機多彈性，可自由選擇傳統常溫合成或使用微波能量

增加反應效率，反應爐腔亦可進行有機合成

特殊專利技術，可有效降低 chain aggregation、消除 
recemization，有效提高產率及純度
合成產量 0.005∼5 mmol

Discover Bio 手動微波胜肽合成系統

單次 coupling 只要 3∼5 分鐘，一個完整的胺基酸合成
cycle 只需 10∼15 分鐘，較傳統快 10∼100 倍 

消除 racemization effect，提高產物純度

微波加熱可降低 chain aggregation，能合成傳統方法無
法合成之困難胜肽

微波合成產物純度較傳統方法高

手動式合成產量：0.025∼1mmol
可升級為全自動胜肽合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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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ty Blue 高效率低溶劑全自動微波胜肽合成系統

革命性高效胜肽合成（HE-SPPS）技術突破，一個 coupling cycle 
只需 4 分鐘、15mL 溶劑！10mer 胜肽一小時內即可完成

一機多彈性，可自由選擇傳統常溫合成或使用微波能量增加反應

效率，微波反應爐腔亦可進行有機合成

反應可選擇使用微波能量加快反應速度，並進而降低 chain 
aggregation、消除 recemization，有效提高產率及純度

合成產量彈性佳，不須額外配件即可合成毫克到公克等級（0.005
∼5mmol）

精確光纖溫度控制系統，溫度回饋調整零時間差，維持胜肽和胺基

酸穩定

適用各種常見結構修飾如環化、分支、磷酸肽等，亦適用 Biotin、
FITC、thioester、fluorescence-labeling、peptoids、MAP、PNA
⋯等特殊修飾

合成能力強，可合成舊式機台無法合成的困難序列

一種胺基酸只需配製一瓶溶液，搭配內建試劑用量計算機直接顯示

各種試劑之所需總量，大幅節省前置準備時間

大幅減少溶劑使用量達 90%，不僅降低溶劑成本更實現綠色化學
的理想

應用實例

胜肽序列：GEQKLGAib*AibASEEDLG-NH2
早期微波輔助胜肽合成法 純度：44% Liberty Blue 全新微波輔助胜肽合成技術 純度：90%

胜肽序列：Ubiquitin（MQIFVKTLTGKTITLEVEPSDTIENVKAKIQDKEGIPPDQQRLIFAGKQLEDGRTLSDYNIQKESTLHLVLRLRGG）

序列長度：76-mer
合成粗純度：~86%
合成總時數：9 小時 8 分鐘
溶劑使用量（DMF）：1366 mL
總廢液產生量：2146 mL

Aib* coupling at 75o C Aib* coupling at 95o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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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學生物化學生物化學微波化學儀器微波化學儀器微波化學儀器

RAZOR 快速胜肽斷裂 (Cleavage) 平行反應系統

30 分鐘可完整處理達 12 個胜肽樣品

可於合成期間小量快速斷裂後即時檢查胜肽品質，避免

浪費昂貴試劑

各反應瓶可獨立控制排液

斷裂效率高，有效提高產物的純度及產率 

胜肽合成化學試劑

PEG-PS 材質之樹脂，提供了絕佳的固相胜肽合成環境
，特別適用於難合成的困難序列

具 Rink Amide 和兩種 Acid Linker，以及高／低 loading 
可供選擇

全新 Acid Linker Cl-TCP（Cl）和 Cl-MPA 搭配獨家微
波縮合方法，接上第一顆胺基酸只要 10 分鐘

ProTide 高效率固相胜肽合成樹脂

縮合試劑 - Oxyma Pure

ethyl 2-cyano-2-
（hydroxyimino）acetate
搭配微波輔助胜肽合成，

有效降低消旋反應 

縮合試劑 - Fmoc 胺基酸

高品質胺基酸，每批均附純度檢

驗並通過實際合成測試

創新預秤重包裝，不需秤樣，即

溶即可上機使用；亦提供不同容

量之罐裝胺基酸

Natural, Phospho & Aspartimide 
Prevention Amino Acids

度檢

，即

同容

m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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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控制製程控制製程控制微波化學儀器微波化學儀器微波化學儀器

SMART 6 微波水分／固形物測定儀

可搭配專用數據管理軟體，輕鬆瀏覽與分析數據/圖表

符合 AOAC 標準方法

超高彈性，固體/液體/粉末/漿狀、極性／非極性、高／低含水量（

0.01%∼99%）及對熱敏感之樣品皆適用，一台符合您各種需求

內建 OneTouch 資料庫，含各種樣品檢測方法，一鍵搞定、省去方
法開發時間
大型彩色觸控螢幕，操作簡單、非專業人員亦可快速上手

革命性 iPower 雙波長技術，較紅外線快 10 倍、較烘箱快 150 倍
，同時維持絕佳準確性及再現性！

IP65 防水設計，可置於廠內即時檢測，省去採樣至實驗室之時間，
加速製程、提高良率

ORACLE 快速脂肪分析系統

不須建立方法、不須拉檢量線，30 秒快速測得精確脂肪含量

系統具獨特軟體，能分析 NMR 數據和精準地計算出脂肪含量結果

可應用各式於油脂、冰淇淋、去骨禽肉、酸奶酪、調味品、奶油、

餅乾⋯等

利用核磁共振原理測定游離與化合的脂肪含量不受食品色澤或組織

結構改變的影響。採用非破壞檢測方法，無須使用溶劑且不須校正

符合 AOAC 2008.06 標準方法

搭配 SMART 6 微波水分／固形物測定儀，可於 5 分鐘內快速取
得水分、固形物、脂肪之精確數

可搭配自動手臂進行全自動連續樣品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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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廠檢測分析藥廠檢測分析藥廠檢測分析 藥物溶離與經皮吸收藥物溶離與經皮吸收藥物溶離與經皮吸收

台灣 TFDA、 藥技中心 DI 示範實驗室選用機種手動／全自動藥物溶離試驗系統

符合國際各大藥典規範
美國 USP 溶離訓練課程指定廠商、國內外各大藥廠選用，專業品質有保障
完全符合 FDA 21 CFR Part 11 規範，不須額外連接軟體與執行電腦確效
完全符合 FDA 21 CFR Part 210, 211,212 Data Integrity 數據完整性之需求
高品質注射幫浦，精準度達 0.05mL

幫浦使用壽命長，5mL 大體積注射器，10mL 只需抽取兩次，避免多次抽取
導致幫浦使用壽命快速耗損

具自動稀釋／二階添加／添加安定劑等功能，提升溶離的數據品質，並可

去除人為誤差、大幅節省人力與時間成本

控制器最多可接 3 台溶離機，大幅節省經費與空間
溶離結束後自動清洗管路，方便快捷又符合清潔方法確效

可連接 Online UV 或 HPLC 進行線上即時分析
具線上過濾小飛碟配件

具多項彈性功能：執行溶離液不回補時，可事先編輯取樣高度，隨杯內液面

降低而自動調整

完全符合 USP 針對取樣點在液面與 Paddle 中間之定點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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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廠檢測分析藥廠檢測分析藥廠檢測分析 藥物溶離與經皮吸收藥物溶離與經皮吸收藥物溶離與經皮吸收

數據完整性解決方案企業版藥物溶離線上分析控制軟體

可與各廠牌溶離機及 UV 連線：整合所有溶離系統操作介面及報告
格式，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學習成本及錯誤率

可升級企業版功能：方法、數據自動備份至 Server，省時、低風險
、符合未來趨勢

獨家資料庫模式：快速搜尋方法／數據／活動記錄／方法修改歷史

記錄

功能彈性廣：可設定換 pH 值後之波長改變、多波長校正、酵素動
力學、不同溶離杯可獨立設定參數(不同溶離液／API／波長等)⋯等
多項獨家功能

完整彈性的報告格式：使用者可自訂顯示項目，製作完全符合需求

之報告

提高 UV 投資報酬率：溶離試驗期間仍然可進行 off-line UV 分析

可升級遠端讀取功能：主管可隨時於辦公室內讀取/簽核資料，高效

便利

完全符合美國 FDA 21 CFR part 11 規範

符合 USP <1724> 方法全自動／手動無水浴經皮吸收系統

創新 Cell 設計將組裝與操作化繁為簡，Cell 與加熱槽緊密貼合，精
準控制溫度、轉速，提供絕佳數據

直覺式彩色觸控螢幕控制器，可儲存 100 組方法及 50 組使用者帳號

獨家手臂設計，可輕鬆去除氣泡

特殊攪拌子，補液後瞬間混合均勻，避免誤差

可容納 10∼30mLl 溶離液、0.25∼6.2mLl 樣品，適合各式凝膠、膏狀
、霜狀、乳液、貼布等藥物及化妝品測試

無需水浴槽、體積小不佔空間

全自動系統，完全符合 FDA 21 CFR Part 11 規範，可自動取樣、補液
，大幅節省人力、提高生產力、降低人為誤差

電腦一次可連接兩套全自動系統，最多可控制 4 組 24 個 Cell

無水浴經皮吸收專用 Cell 傳統水浴式經皮吸收專用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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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廠檢測分析藥廠檢測分析藥廠檢測分析 物性測試與藥物溶離耗材物性測試與藥物溶離耗材物性測試與藥物溶離耗材

符合 USP<701> 與 <2040> 規範，以及相對應 EP 及 
JP 規範
依據 USP 裝置 A 或裝置 B，每杯可放 6 或 3 顆錠片
提供完整 3Q 文件

PHASE ONE™ 崩解度試驗儀

FLODEX™ 粉體流動性試驗儀

符合 USP<1174>
內含整套圓盤，可量測流動性範圍 4-40（index%）
提供完整 3Q 文件

Disi AutoSense™ 
全自動崩解度試驗儀

符合 USP<701> 與 <2040> 規範，以及相對應 EP 及 
JP 規範
符合 21 CFR Part 11 及 Data Integrity 規範

系統連續監控，可避免人為判定的誤差

彈性高、效率佳，具 2 槽或 4 槽可供選擇、各槽透過
軟體可獨立控制

溶離過濾頭
Dissolution Filter

溶離杯 Vessel 

藥物溶離試驗耗材／零件

經皮測試配件
Transdermal Testing 
Accessories 
（Apparatus 5, 6）

符合USP、BP、JP
規範的膠囊專用沈籠
Sinker

更多溶離試驗耗材配件
請上科安網站查詢
www.koha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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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廠檢測分析藥廠檢測分析藥廠檢測分析 原料鑑定原料鑑定原料鑑定

microPHAZIR  RX 手持式 NIR 原物料鑑定系統

手持式設計，適用於進貨倉庫或非實驗室等環境使用

可透過透光包材如塑膠袋、玻璃瓶等直接進行非破壞

性檢測

檢測只需 3 秒鐘
直接顯示鑑定結果（Pass / Fail），不須專業人為判別
對中草藥／天然物樣品效果佳

符合中華藥典<4051>、PIC / S 及 USP  1119、JP 15 
Supplement 2、EP 2.2.49、美國 FDA 21 CFR Part 
11 軟體確效規範

提供完整 DQ / IQ / OQ / PQ 文件

Truscan GP 手持式拉曼原物料鑑定系統

Thermo 專利比對軟體搭配 785nm 雷射光源，鑑別力
高、誤判率低

可透過透光包材如塑膠袋、玻璃瓶等直接進行非破壞

性檢測

一種樣品只須建立一種標準光譜，大幅節省人力與時間
一分鐘內可立即判斷結果，並自動產生完整的報告

直接顯示鑑定結果，不須專業人為判別

符合中華藥典<4052>、PIC / S 及 USP 1120、美國 
FDA 21 CFR Part 11 軟體確效規範

重量 < 1Kg，輕巧不造成人員負擔
手持式且經美國軍規防摔防水測試，適用於進貨倉庫

或非實驗室等環境使用

提供完整 DQ / IQ / OQ / PQ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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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流量採樣器

AirChek TOUCH
全彩觸控微電腦
空氣採樣器

0.005 ~ 5

20小時以上
(2L/min)

Timer

50'' at 2L

550

鋰電池

N/A

AirChek XR 5000
高效能高低流量
空氣採樣器

0.005 ~ 5

20小時以上
(2L/min)

Timer

50"at 2L

454

鋰電池

N/A

流量範圍(L/min)

可運轉時間

電量顯示

流量錯誤顯示

計時功能

背壓補償

重量(g)

電池類型

程式化設計

電腦連線

RFI / EMI保護

UL 安全驗證

流量校正器

Chek-mate 流量校正器
兩種流量範圍：0.75 至 5 公升／分鐘、0.05 至 0.5 公升／分鐘
NIST / UKAS 可追溯一級流量校正器
準確度：±1%
可連續顯示即時體積流量

Pocket Pump
Touch 觸控式
掌上型採樣器

0.02 ~ 0.5

20小時以上
(200mL/min)

Timer

20"at 500mL

235

鋰電池

N/A

PCXR Series 廣用
高流量空氣採樣器
(基本/計時/定時型)

0.005 ~ 5

12小時以上
(4L/min)

N/A (基本型)
      (計時/ 定時型)

N/A (基本型)
      (計時/ 定時型)

40"at 2L

964

鎳氫電池

N/A

N/A (基本型)
      (計時/ 定時型)

N/A (計時/ 定時型)
      (定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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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採樣器空氣採樣器空氣採樣器空氣採樣／監測空氣採樣／監測空氣採樣／監測

QuickTake 30
高流量空氣採樣器

10~30

14小時以上
(10L/min)

N/A

N/A

N/A

N/A

N/A

N/A

N/A

2200

鋰電池

N/A

AirChek 52
精簡型中低流量
空氣採樣器

0.005 ~ 3

12小時以上
(2L/min)

Timer

25"at 2L

567

鎳氫電池

N/A

N/A

AirLite
經濟型中低流量
空氣採樣器

0.005 ~ 3

10小時以上
(2L/min)

20"at 2L

340

鹼性電池

N/A

N/A

N/A

N/A

Leland Legacy
個人式高流量
空氣採樣器

5~15

24小時以上
(10L/min)

Clock

12"at 10L

1036

鋰電池

N/A

BioLite+
高流量真空採樣器

0~62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7420

N/A

4146 乾式流量校正器
NIST 可追溯，準確度：±1%
可顯示之單位：mL、L、cc、cfm
可進行單點／間歇及連續式校正

可顯示單次／多次校正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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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狀物採樣配件與介質

Sorbent Tube 吸附管

專為空氣採樣袋採集使用

可使用 9V 可丟棄式電池

經濟，操作簡單

流量範圍：1L / min

Grab Air Sampler 簡易型空氣採樣器 Vac-U-Chamber 真空採樣箱

樣品直接充入採氣袋，減少採樣

路徑汙染的干擾因素。外殼堅固

耐壓。可於惡劣環境採樣，隔絕

環境汙染，符合 EPA 與異味採
樣之公告方法

Impinger 衝擊瓶

瓶內填充吸收液，將空氣中之有

害化學物收集於液態介質，符合

NIOSH、OSHA 與 EPA 標準方
法。有玻璃瓶式與 Teflon 瓶式兩
種以上選擇

Passive Sampler 被動式採樣器

適合長時間監測環境變化之採樣

方法，不需要搭配空採器，即可

採樣

符合NIOSH、ASTM、OSHA
等相關方法與規範驗證

可進行低濃度（ppb level）揮發
性有機物之量測

超過 50 年的優良口碑：SKC 已有 50 年以上吸附管的製造與研究發展
經驗，是世上最大的吸附管製造商，且所有的吸附管皆符合 NIOSH、
OSHA、EPA 與 HSE 公告之規範。SKC 所製造的吸附管種類超過 150 
種，可進行 800 種以上化學物之採樣測試，提供使用者多樣化選擇
堅持品質的一致性：吸附管內之固體吸附劑介質種類繁多，較常見的有

活性碳管、矽膠管、XAD-2 等

Gas Sampling Bag 採氣袋

具各種接頭與材質可供選擇，攜帶方便、品質穩定，可應用於大氣環境

、室內環境、製程、排放源等空氣採樣，符合 EPA、NIOSH 標準方法
應根據待測化合物的應用，選擇正確材質的採樣袋。目前 SKC 生產的
採樣袋有五種：Tedlar、SamplePro FlexFilm、Standard Fled Foil、
FlexFoil Plus、FluoroFilm F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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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採樣配件與介質空氣採樣配件與介質空氣採樣配件與介質空氣採樣／監測空氣採樣／監測空氣採樣／監測

粒狀物採樣配件與介質

Filter 濾紙

SKC 具多種濾紙種類繁多，包含 MCE 濾紙、PVC 濾紙、PTFE 濾紙、
玻璃纖維濾紙、石英濾紙、銀膜濾紙等

如何選擇適當的濾紙，可參見美國 NIOSH、OSHA、USEPA、ASTM 
或國內 IOSH、NIEA 等機構所公告之標準方法與說明

Filter Holder 濾匣固定座

用以固定及支撐濾紙匣及旋風分

離器，可掛於衣領上進行採樣

Cyclone 旋風分離器

有鋁製及塑膠材質可供選擇，適

用ACGIH、NIOSH、ISO、CEN 
可呼吸性粉塵採樣曲線方法

Calibration Jar 多用途校正瓶

可適用於多種採樣器校正，如

IOM、旋風分離器等，具旋轉密
封蓋及快速接頭

Sioutas Cascade Impactor 
五階段分徑採樣器

為多階分徑採樣器，可收集五種

不同粒徑之微粒。適合個人及區

域採樣

PEM 環境氣膠微粒採樣器

適用 USEPA IP-10A 之 PM10 & 
PM2.5 方法的採樣。可應用於室
內及大氣環境空氣汙染的研究

IOM 可吸入性粉塵採樣器

符合 ACGIH 的可吸入性粉塵採
樣原則，於採樣前後可將濾紙與

濾紙匣一起秤重，可避免粉塵漏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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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快速提供物體表面及液體快速

測試使用，使用簡便，立即觀察

物體表面反應之顏色，即可得知

汙染物濃度

Surface Sampling Kit 表面採樣測試套件

生物氣膠採樣配件與介質

Biosampler 生物氣膠採樣器

使用液態收集液捕集。具專利的

進氣噴嘴在採樣時可達到音速流

速，可避免再氣膠化，以保存微

生物之完整性及活性。後續可進

行菌落培養或 PCR 分析

表面擦拭採樣

Button 圓頂型氣膠採樣器

可捕集粉塵及生物氣膠，進氣口

之圓頂造型，可減少大顆粒粉塵

阻塞採樣器，並預防刮傷

Biostage 單階生物氣膠衝擊器

運用慣性衝擊的原理，進行真菌

與細菌採樣。可適用於室內或戶

外採樣。符合美國 NIOSH0800
、0801 與國內 NIEA 公布 
E301.15C 室內空氣中總細菌數
／E401.15C 室內空氣中總真菌
數濃度檢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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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A-80 / DH-77 高流量懸浮微粒/有機汙染物採樣器

DPA14 低流量懸浮微粒採樣器

符合 EN12341 細懸浮微粒 PM2.5、PM10 測量規範
具符合歐規及美規流率的 TSP、PM10、PM2.5、PM1 採樣頭可供選擇
空氣採樣流量範圍：5∼50L / min
適用濾紙直徑：47mm
可全自動更換達 24 個濾紙匣，可做連續採樣用途
觸控式控制系統，程式編輯簡單又方便

具遠端遙控功能，即時因應突發天候進行採樣

具風向感測器功能，進行特定方向範圍採樣

具條碼掃描功能，可將採樣數據與採樣濾紙做連結

符合 EN14907 中 PM2.5 採樣規範
符合 EN12341、EN14907 細懸浮微粒測量規範
空氣採樣流量範圍：100∼1000L / min
具 TSP、PM10、PM2.5、PM1 採樣頭可供選擇
適用濾紙直徑：150mm
可全自動更換達 15 個濾紙匣，可做連續採樣用途
濾紙匣儲存區具溫控功能

具完整溫度、壓力、流量確校與校正工具

採樣微粒質量高，無需使用五位數以上天平

觸控式控制系統，程式編輯簡單又方便

具手動或全自動線上 PUF 管，同時採集粒狀／氣狀汙染物，如 SVOC、Dioxin
可加裝固氣分離裝置（Denuder），於濾紙前端完整蒐集特定氣態樣品
具遠端遙控功能，即時因應突發天候進行採樣

具風向感測器功能，進行特定方向範圍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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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M-5000 環境空氣粒狀物監測儀

高靈敏度及準確度，內置採樣幫浦，僅需更換採樣頭即可量測 PM10、PM2.5
、PM1 與 TSP
具有定時採樣及數據下載功能

Dual Method：可加裝濾紙匣，進行濾紙採樣，比對即時量測數據
提供可於個人電腦上安裝的 DustComm Pro 軟體，採樣數據可被下載並儲存
於電腦中進行分析與製作報告，省時省力

具 CE 認證之電磁波干擾遮蔽能力
一體成形攜型箱，方便攜帶並可避免粉塵汙染

HAZ-DUST I 即時粉塵濃度監測儀

可偵測 0.01mg / m3∼200mg / m3 範圍之 PM10∼TSP 粉塵濃度，適合危害
性／爆炸性粉塵作業環境之監測

具液晶螢幕可立即讀取監測數據

可手持或安置於腳架進行長時間監測

搭配軟體可進行長時間監測數據之紀錄及下載

數據可透過 RS-232、USB 或藍芽模組進行傳輸
具 CE 認證之電磁波干擾遮蔽能力

HD-7204 全彩觸控個人直讀式氣膠監測器

測量濃度範圍：0.001-500 mg/m3 或 1-500,000 ug/m3
適用粒徑範圍：0.1~100μm
準確度：±10%
重量：0.508 公斤，尺寸：8.89×5.715×12.065 cm  
鋰離子電池，可操作 22 小時以上
可儲存 43,200 筆數據
具備流量補償，補償背壓達70英吋水柱

可提供即時監測數據，並於機台螢幕顯示濃度/時間剖面圖

ISO 7708/CEN 可吸入性或可呼吸性氣膠微粒採樣頭可供選擇
可裝置 37mm 或 25mm 濾紙匣，採集氣膠微粒以便進行重量法比對

HAZ-DUST I即時粉塵濃度監測

觸控個人直讀式

測量

適用

準確

重量

鋰離

可儲

具備

可提

ISO 
可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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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ocet 531S 手持式粉塵監測儀／微粒計數器

重量僅 0.9 公斤

質量數模式：具 PM1、PM2.5、PM4、PM7、PM10 與 TSP 六種不同質量
數供選擇

可與電腦連線傳輸數據或列印

顆粒數模式：具 0.3、0.5、1.0、5.0、10 microns 顆粒數供選擇
內建大容量記憶體，可儲存高達 6,000 點數據
可選購溫度與相對溼度感測器進行大氣溫度與相對溼度監控

Aerocet 831 手持式氣膠監測儀

一分鐘即時量測 PM1、PM2.5、PM4、PM10 等四種粒徑之懸浮微粒質
量濃度

重量僅 0.79 公斤
適用於室內/室外空氣品質之監控作業

可儲存 2,500 點數據，並可透過 USB 與電腦連線傳輸數據
長效式鋰電池，可連續使用 8 小時

BT-645 手持式懸浮微粒監測儀

搭配分徑採樣頭，可即時量測周界或室內空氣中 PM2.5、PM4、PM10 與 
TSP。
搭配旋風分離（Sharp Cut Cyclone）分徑採樣頭，無須塗覆衝擊油
可追溯之 0.6um PSL 標準微粒測試條件下，準確度為 5%
內建記憶體，可儲存高達 5,000 點數據
搭配軟體可進行數據之下載

重量輕巧，僅 1.7 公斤



直讀式室內空氣品質監測器直讀式室內空氣品質監測器直讀式室內空氣品質監測器空氣採樣／監測空氣採樣／監測空氣採樣／監測

32

YES Plus LGA 手提式十五合一室內空氣品質監測器

可安裝多達 15 種感測器，包含溫度、濕度及自選氣體
30 種以上的感測器可供選擇搭配
LCD 面板操作容易
手提式握把方便攜帶，並可調整為立架方便長時間監測及顯示

高容量內建記憶卡，可記錄超過 100 萬筆數據資料
符合 RoHS 電路板認證
應用廣泛多元，包含一般住家、商業大樓、醫院、實驗室、停車場、機場、

飯店、研究廠址等環境之監測

Aeroqual 手持直讀式氣體偵測器

可替換式氣體感測器，主機可更換多種感測器，如：CO2、CO、O3 等等近三
十種氣體感測器，同時也提供可偵測 PM2.5 / PM10 細懸浮微粒感測器。

螢幕可提供氣體即時／最大／最小／平均值讀值

使用時間可達七小時

經 EN 50082-1:1997、EN 50081-1:1992 認證

S200 型（基礎型）

S500 型（高階型）
可加裝溫度、相對溼度感應器

內建資料儲存裝置，可儲存 4300 筆數據，同時藉由 RS-232 與電腦進行連
線下載數據

具警報功能，可在氣體濃度超出範圍時發出警報

YesAir 八合一室內空氣品質監測器

八合一功能，大幅減少外出時需攜帶的機台數量、體積小重量輕，可至任何地

點進行室內空氣偵測

可同時偵測環保署規範之五種氣體及溫度、溼度

偵測器選項：CO2、CO、HCHO、TVOC、O3、溫／溼度、可燃性氣體、有

毒氣體及 PM2.5 / PM10 
30 種以上感應器供選擇：電化學式、觸媒燃燒式、紅外線及 PID、微粒⋯等
可同時顯示所有即時的偵測數值

具 Datalog 功能，可儲存監測數據，並支援 SD 卡儲存介面
具 USB 傳輸介面，透過電腦軟體 YesViewer 可進行電腦連線
選配氣體感測器校正組件，可進行零點或全幅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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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知管

數千種化合物及濃度供選擇

定性檢知管可檢測環境中未知氣體

適用：石油化、畜牧養殖、貨櫃蒸燻、消防、災害、緊急

應變、室內空氣品質、作業環境檢測、呼吸氣體檢測、空

氣汙染檢測、ISO8573、EN12021

用於檢測樣本水中之硫離子、氨離子、汞、鐵離子、銅

離子、鋅、鎳、鉻離子及臭氧之含量。

GASTEC Tubes for Substance 溶解物質快速
檢知管鑑定組

Gastec TG-1 現場危害氣體鑑定系統

未知氣體檢測系統乃針對作業環境、公共環境所發生的

氣體污染突發事件使用

事故現場及時、快速、準確地對多種氣體進行檢測，判

斷現場可能有害氣體與濃度

含幫浦、延長取樣管、11 種檢知管

適用於氣體鋼瓶、壓縮氣體、氣體

管線之檢測

可同時量測油、水、一氧化碳及二

氧化碳共四種測項

壓縮氣體／氣體鋼瓶檢知管 GASTEC WPT 事業廢水經濟
款鑑定檢測組

可適用於檢測廢水中三氯乙烯、四

氯乙烯、三氯乙烷的濃度

全世界第一大品牌及市占率最高

操作簡單，攜帶方便

內設有活塞指示，以了解採樣是否完成

2種體積採樣行程，50mL 及 100mL

檢知器

被動式檢知管

附夾於工作者衣領，採樣方便、立

即顯示採樣結果

具 20 多種化學物質之 Gastec 被
動式檢知管可供選用

無須任何手動或自動 PUMP

更多檢知管相關內容
請上科安網站查詢
www.koha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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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建約數百筆毒品及前驅物圖譜

單一檢測即可比對所有毒品與前驅物，數秒內即可得結果

不須使用試劑、無任何耗材

可取代呈色包之毒品／前驅物快速篩檢鑑定工具

可透過透光包材直接檢測，不需取樣，維持證物完整及公

正性

非破壞性鑑定，解決樣品量不足之困擾

自動留存所有掃描結果並可輸出完整報告

適用各種毒品，如（甲基）安非他命、搖頭丸、MDMA、
K他命、海洛因、古柯鹼、新興毒品（浴鹽⋯等），及毒
品前驅物如麻黃素等

TruNarc 手持式拉曼毒品鑑定系統

最新拉曼／FTIR 延遲掃描技術，提供人員疏散時間，全面維
護安全

檢測僅需數秒，且自動進行混合物分析及判定，非專業人員

亦可迅速獲得準確結果

觸控式全彩大螢幕搭配快捷鍵盤，操作、人員訓練好簡單

經美國軍規測試合格，防水防摔防震，堅固耐用

內建超過 30000 筆物質資料庫，使用者亦可自行新增，並可
讀取既有 Thermo 拉曼／FTIR 手持式機台內資料庫
可直接偵測原料及爆裂物、化學戰劑、毒品、毒性工業化學

物質、可燃物、各種化學物質等

適合緊急應變人員、警察／鑑識／消防人員、機場／海關、

環境毒物／爆裂物檢測、國防軍事人員等使用

唯一兼具拉曼與 FTIR 功能  結合兩者優勢之強大鑑定工具!

Gemini 手持式拉曼／FTIR 二合一物質鑑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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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僅 1.4kg，經美軍規 MIL-STD-810F 測試合格，堅固耐用
檢測快速，數秒內便可得準確結果

自動進行混合物分析及判定，大幅提升鑑定物質之能力

操作簡易，五分鐘內即可快速上手

內建超過10000筆物質資料庫，並附有NFPA 740危險物質資訊
，提供完整的安全及處理方式等訊息

可直接偵測：

原料及爆裂物、化學戰劑、毒品、毒性工業化學物質、可燃物、

各種化學物質等

TruDefender FT / FTX 手持式 FTIR 物質鑑定系統

FirstDefender RM / RMX 手持式拉曼物質鑑定系統

經實戰測試，破案經驗為市場之最

不須接觸樣品，可隔透光包材（塑膠袋、玻璃瓶）直接進行非破

壞性鑑定

重量僅 0.8kg，經美軍規 MIL-STD-810F 測試合格，耐摔、防水
檢測快速，數秒內便可得準確結果

直接顯示鑑定結果，不需專業人為判別

自動進行混合物分析及判定，大幅提升鑑定物質之能力

操作簡易，五分鐘內即可快速上手

內建超過 10000 筆物質資料庫，並附有 NFPA 740 危險物
質資訊，提供完整的安全及處理方式等訊息

可直接偵測：

原料及爆裂物、化學戰劑、毒品、毒性工業化學物質、可燃物、

各種化學物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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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PHAZIR AS 手持式石綿專用 NIR 分析儀

可檢測各種廢棄物中常見之石綿，如白石綿、鎂閃石

、青石綿、斜方角閃石、透閃石與楊起石等

數秒內完成各種石綿之分析、可現場即時檢測、不需

樣品前處理、準確度及再現性極佳

microPHAZIR GP 手持式化學物質 NIR 分析儀

快速輕鬆鑑定各種化學物質

可應用於環境中毒物鑑識、食品、飼料、農產品、原物

料進料檢測、廠內品管 (QC) 或品保 (QA)、製程問題解
決、液體/固體/膏狀物之定量分析等

microPHAZIR PC 手持式塑膠／地毯纖維檢測專用 NIR 分析儀

快速鑑定 PP、PET、PVC、PPT、PLA、PMMA、
Nylon 6、Nylon 6-6、羊毛、壓克力、縲縈⋯等各
種塑膠及纖維材質

螢幕及燈號清楚顯示名稱，無須專業人為判斷

可大幅加速塑膠、纖維等回收前的分類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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