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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Sieman Bio-medical Solutions company limited 是一家有

着十年以上设计、制造经验并提供全套解决方案的一家高科

技企业，业务涉及生命科学、科研、IVD 和工业发酵等。公

司总部位于香港，业务范围涉及到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并

在非洲、欧洲等设有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西尔曼科技有限公司（Shenzhen Sieman Technology

Co., Ltd.）作为 Sieman Bio-medical Solutions company

limited 的全资控股子公司，基于中国广阔的市场，致力于

为中国的制药，生命科学，生物工程，食品，精细化工等行

业的用户提供全球先进的仪器设备，技术和理念。为中国的

科技进步贡献我们的力量。在全面引进母公司的技术和设计

基础上，进口主要核心部件，结合深圳的制造和人才优势在

大陆进行组装和调试，进一步控制成本，提供最有性价比的

产品。我们技术应用专员，销售专员和售后工程师组成的专

业团队，将为我们的用户提供优质专业的售前技术咨询，方

案设计和售后服务。Sieman Bio-medical Solutions company

limited 主要产品 M-100 系列全自动生物传感分析仪和 S-10

系列半自动生物传感器分析仪 (涵盖葡萄糖分析仪、乙醇分



析仪、乳酸分析仪、谷氨酸赖氨酸分析仪等)是快速、精确

测定总糖、还原糖、葡萄糖、L-乳酸、谷氨酸、赖氨酸、乙

醇、甲醇的智能化仪表，其用途广泛，现已成功推广并应用

于食品发酵、生物化工、大学、研究院所、疾病控制中心、

体育运动等行业和部门。

售后服务

公司本着质量第一的原则，严格控制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

为中国广大用户提供可靠的产品和一流的服务：

质量方针：质量是设计出来的，质量是企业的生命。

质量体系认证（正在进行中）：

TÜV南德ISO9001：2000 质量体系认证

TÜV南德ISO13485：2003 质量体系认证

TÜV南德CE 认证

全员质量意识与严格的体系流程、先进的ERP系统和严格的

5S现场管理，保证了西尔曼产品的精湛品质。

售后服务承诺

主机保修一年

2小时维修快速响应。

7*24 售后保障。



实现售后承诺的保证

西尔曼公司专业、高效的用服人员，保证服务的及时性和稳

定性。

充裕的备件供应与长期保持充裕的配件供应。

服务的优势

产品拥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能够从技术上充分保证产品

的维修质量、维护、升级。

厂家服务，免收维修人工费用，配件价格优惠。

酶—电极系列分析仪

无需复杂的前处理过程：离心后直接使用上清液进行检测



全自动混匀、清洗系统

混匀、清洗、搅拌一体的特富龙准备池

高精度特富龙镀层采样针

超高可靠性进口泵、阀控制系统

全自动进样，避免人为误差



全自动标定，保证测试结果的准确性

微量样品最小只要10uL，样本随到随测

最低10uL

标配15位自动进样盘



多达15个样本位的内嵌式样本盘

可视化直观的操作界面，8寸彩色触屏人机互动

测样结果实时回顾、打印、传输



葡萄糖生物传感器分析仪

原理：采用特殊设计的葡萄糖氧化酶膜电化学传感器对葡萄糖浓度进

行检测。仪器自动采集样本并导入至测试区域。样本中所含的葡萄糖

在固化的葡萄糖氧化酶的催化下发生酶解反应，反应产物为葡萄糖酸

和过氧化氢。通过电极检测过氧化氢的含量从而计算出葡萄糖含量。

仪器通过对已知浓度的标准品进行定标，标准品的电压值是衡量样本

葡萄糖浓度的尺度。未知浓度可与标准品的电压信号相比较而获得。

每次测定完毕后，系统缓冲液会自动清洗传感器电极，清洗完成后即

可进行下一次测试。

仪器参数

参数指标 M100 S10

检测范围 0.05～30g/L(0～3%)＊ 0.05～5g/L

分辨率 0.01g/L 0.01g/L

系统误差 ＜2% ＜2%（操作水平有关）

检测时间 20 秒 20秒

定标方式 自动 手动

进样方式 自动 手动

数据导出 支持优盘 Excel 形式 支持优盘 Excel形式

通讯接口 RJ45 、RS232 RJ45 、RS232

酶膜检测次数 6000 6000

单次检测成本 0.03元 0.03 元



检测结果输出 打印、数据库查询 打印、数据库查询

储存容量 4000组 4000组

显示屏幕 8 寸电容触摸屏 8 寸电容触摸屏

操作方式 交互式界面，触摸式 交互式界面，触摸式

检测结果单位模式 g/L、mmol/L、mg/dl、%可选 g/L、mmol/L、mg/dl、%可选

样品盘 15 个样品位 无

应用领域：

1.严格的生物工艺过程和发酵控制

2生物燃料生产和研究

3.临床血液化学研究

4.食品饮料加工

5.生理学研究

6.细胞培养

7.酿酒工程

过程分析是一个高维多元的动态体系，该体系的建立及其理论研究对生物过程的模拟、预测、

优化和监控起着重要作用。中间产物的检测是过程分析的关键，它为发酵机理研究提供了必

不可少的依据，有利于发酵操作条件的及时调控，在研究生化反应规律、优化生产过程和提

高生化产品产率方面是十分必要的。

一、优化补料策略

以金霉素为例；近年的研究发现，在生物系统中存在混沌现象，发酵初期的微小变化可能使

发酵过程呈现出多态性和不稳定性。所以,通过控制前期适宜的菌体生长速率( 即比生长速

率 μ = 1/X· dX / dt) 对整个发酵过程是至关重要的。若μ太小，将会使菌体生长缓慢，

对数生长期过长，菌体不能良好生长，酶活力不强，产物产率低；若μ太大 , 菌体生长快,

使代谢过于激烈，在中前期使氧耗过大以及因菌浓很高使发酵液粘稠导致氧传递能力下降,

易产生溶氧降至临界氧浓度以下，影响菌体的正常代谢和产物形成，同时菌体活力过早减弱，

也使金霉素效价偏低。因此优化培养基的成分,控制补料速率及其它有关工艺参数,是金霉素

发酵过程的一个关键因素。利用葡萄糖生物传感器可以随时监测发酵液中糖浓度，为优化补



料流加策略提供详实的数据支撑。

二、食品质量控制

食品行业已经将酶电极和酶比色纳入 GB/T 16285-2008 作为标准的检测葡萄糖浓度的方法。

现在测定葡萄糖的生物传感器己广泛应用于医疗、食品及发酵工业中。在食品工业中生物传

感器不仅能测定食品及原料的含糖量，更重要的是能对多种食品工业过程进行监测，为食品

安全追溯提供保障。

三、发酵过程控制

多年来已知当培养基中有葡萄糖存在时,微生物利用乳糖的能力即受抑制。葡萄糖能够干扰

乳糖降解酶—一半乳糖苷酶的形成。这种“葡萄糖效应”不仅影响半乳糖 苷酶,而且对细菌、

酵母与霉菌中其它碳源的分解所涉及的分解代谢酶亦有普遍的影响，例如葡萄糖对盐霉素生

物合成有严重的阻遏效应，利用葡萄糖生物传感器分析仪可以快速准确稳定的检测葡萄糖浓

度，很好的控制抗生素代谢过程中的阻遏效应，提高单位效价。

四、节省检测时间加快实验进度

传统的检测方法无论采用DNS比色，菲林滴定或者高效液相色谱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才能

完成一次检测，一个样品往往需要三次左右的重复，一天能够进行的实验组数十分有限。并

且化学方法具有灵敏度差，专一性不强的特点，容易给实验数据造成假阳性的后果导致实验

重复性差。科技的创新和提升让检测人员从繁琐的样本分装、样本录入、结果记录等等工作

中解放出来，提高效率，降低错误；采用葡萄糖生物传感器分析仪一个小时可以分析25个样

品，不需要复杂的前处理过程，只需要简单的离心或过滤即可检测，并且对葡萄糖专一性识

别。

方法名称

项目
DNS 比色 菲林滴定 高效液相色谱 酶电极法

原理

在碱性溶液中，还原糖变

为烯二醇，烯二醇可被

DNS 氧化为糖酸，加热进

一步产生一种棕红色的

氨基化合物，在 540nm 波

长处有最大吸收，在一定

浓度范围内，还原糖的量

与棕红色物质的深浅成

一定比例关系

在加热条件下，直接滴定已标

定过的费林氏液，费林氏液被

还原析出氧化亚铜后，过量的

还原糖立即将次甲基蓝还原，

使蓝色褪色，溶液的颜色变化

过程为：浅蓝色—棕色—砖红

色（沉淀），根据样品消耗体

积，计算糖含量

利用待分离的

各种物质在两

相中的分配系

数、吸附能力等

亲和能力的不

同来进行分离

参见 GB/T

16285-2008

操作
前处理 除去蛋白质 除去蛋白质

过氨基柱除去

蛋白组份等前

处理

同上

过程 做标准曲线，加热，计算 配置标准液，加热，滴定计算 根据色谱计算 同上

检验时间 40 分钟 40 分钟 45 分钟 同上

专一性 还原糖 还原糖
保留时间相同

的物质
同上

仪器 分光光度计
示差检测器，糖

柱，氨基柱
传感器分析仪



乳酸生物传感器分析仪

原理：采用特殊设计的乳酸氧化酶膜电化学传感器对乳酸浓度进行检

测。仪器自动采集样本并导入至测试区域。样本中所含的乳酸在固化

的乳酸氧化酶的催化下发生酶解反应，反应产物为丙酮酸和过氧化

氢。通过电极检测过氧化氢的含量从而计算出乳酸含量。仪器通过对

已知浓度的标准品进行定标，标准品的电压值是衡量样本乳酸浓度的

尺度。未知浓度可与标准品的电压信号相比较而获得。每次测定完毕

后，系统缓冲液会自动清洗传感器电极，清洗完成后即可进行下一次

测试。

仪器参数：

参数指标 M100 S10

检测范围 0～10g/L 0～5g/L

分辨率 0.01g/L 0.01g/L

系统误差 ＜2% ＜2%（操作水平有关）

检测时间 20秒 20秒

定标方式 自动 手动

进样方式 自动 手动

数据导出 支持优盘 Excel形式 支持优盘 Excel形式

通讯接口 RJ45 、RS232 RJ45 、RS232

酶膜检测次数 6000 6000

单次检测成本 0.05元 0.05元

检验难易程度 专业人员 专业人员 专业人员 简单

试剂 现配现用 色谱纯试剂 只需缓冲液



检测结果输出 打印、数据库查询 打印、数据库查询

储存容量 4000组 4000组

显示屏幕 8 寸电容触摸屏 8 寸电容触摸屏

操作方式 交互式界面，触摸式 交互式界面，触摸式

检测结果单位模式
g/L、mmol/L、mg/dl、%

可选

g/L、mmol/L、mg/dl、%

可选

样品盘 15个样品位 无

应用领域：

1、酿造、医药、食品、卷烟、皮革、印染、化工。

2、 研发、实验、生产过程中乳酸的检测

常见乳酸检测方法对比表

方法 液相色谱 滴定法 酶-电极

原理

利用待分离的各种物质

在两相中的分配系数、

吸附能力等亲和能力的

不同来进行分离

样品的乳酸与过量 Ca
2+
形

成乳酸钙后，用 EDTA 标准

溶液滴定乳酸钙中所含有

的钙，通过样品中乳酸与钙

定量反应的关系，间接计算

出乳酸含量

通过在电极表面

修饰乳酸氧化酶、

乳酸脱氢酶等，以

特定的酶促反

应来获取乳酸含

量的信息

专一性

普通的反相高效液相色

谱法只能测定乳酸总

量，不能判断 L乳酸和

D乳酸

检测的是能和碳酸钙反应

的各种有机酸的总量，而不

仅仅是乳酸的含量，即测定

结果偏高

专一性强

仪器价格 昂贵 便宜 适中



半乳糖生物传感器分析仪

原理：采用特殊设计的半乳糖氧化酶膜电化学传感器对半乳糖浓度进

行检测。仪器自动采集样本并导入至测试区域。样本中所含的半乳糖

在固化的半乳糖氧化酶的催化下发生酶解反应，反应产物为丙酮酸和

过氧化氢。通过电极检测过氧化氢的含量从而计算出半乳糖含量。仪

器通过对已知浓度的标准品进行定标，标准品的电压值是衡量样本半

乳糖浓度的尺度。未知浓度可与标准品的电压信号相比较而获得。每

次测定完毕后，系统缓冲液会自动清洗传感器电极，清洗完成后即可

进行下一次测试。

仪器参数：

参数指标 M100 S10

检测范围 0～10g/L(0～3%) 0～5g/L

分辨率 0.01g/L 0.01g/L

系统误差 ＜2% ＜2%（操作水平有关）

检测时间 20秒 20秒

定标方式 自动 手动

进样方式 自动 手动

可操作性 复杂 复杂 简单

检验时间 约 40 分钟 约 40 分钟 1分钟

检验成本 高 低 很低

现场检测 无法实现 无法实现 可以实现

前处理 需要，复杂 需要 简单，甚至不需要

专业（人员）培训 需要 需要 不需要



数据导出 支持优盘 Excel形式 支持优盘 Excel形式

通讯接口 RJ45 、RS232 RJ45 、RS232

酶膜检测次数 6000 6000

单次检测成本 0.05元 0.05元

检测结果输出 打印、数据库查询 打印、数据库查询

储存容量 4000组 4000组

显示屏幕 8 寸电容触摸屏 8 寸电容触摸屏

操作方式 交互式界面，触摸式 交互式界面，触摸式

检测结果单位模式
g/L、mmol/L、mg/dl、%

可选

g/L、mmol/L、mg/dl、%

可选

样品盘 15个样品位 无

应用领域：

1.严格的生物工艺过程和发酵控制

2.食品饮料加工

3.细胞培养

木糖生物传感器分析仪

原理：采用特殊设计的木糖氧化酶膜电化学传感器对木糖浓度进行检

测。仪器自动采集样本并导入至测试区域。样本中所含的木糖在固化

的木糖氧化酶的催化下发生酶解反应，反应产物为丙酮酸和过氧化

氢。通过电极检测过氧化氢的含量从而计算出木糖含量。仪器通过对

已知浓度的标准品进行定标，标准品的电压值是衡量样本木糖浓度的

尺度。未知浓度可与标准品的电压信号相比较而获得。每次测定完毕

后，系统缓冲液会自动清洗传感器电极，清洗完成后即可进行下一次



测试。

仪器参数：

参数指标 M100 S10

检测范围 0～5g/L(0～3%) 0～5g/L

分辨率 0.01g/L 0.01g/L

系统误差 ＜1% ＜1%（操作水平有关）

检测时间 20秒 20秒

定标方式 自动 手动

进样方式 自动 手动

数据导出 支持优盘 Excel形式 支持优盘 Excel形式

通讯接口 RJ45 、RS232 RJ45 、RS232

酶膜检测次数 6000 6000

单次检测成本 0.05元 0.05元

检测结果输出 打印、数据库查询 打印、数据库查询

储存容量 4000组 4000组

显示屏幕 8 寸电容触摸屏 8 寸电容触摸屏

操作方式 交互式界面，触摸式 交互式界面，触摸式

检测结果单位模式
g/L、mmol/L、mg/dl、%

可选

g/L、mmol/L、mg/dl、%

可选

样品盘 15个样品位 无

应用领域：

1、酿造、医药、食品、卷烟、皮革、印染、化工。

2.严格的生物工艺过程和发酵控制

3.食品饮料加工



乙醇生物传感器分析仪

原理：采用特殊设计的乙醇氧化酶膜电化学传感器对乙醇浓度进行检

测。仪器自动采集样本并导入至测试区域。样本中所含的乙醇在固化

的乙醇氧化酶的催化下发生酶解反应，反应产物为酸和过氧化氢。通

过电极检测过氧化氢的含量从而计算出乙醇含量。仪器通过对已知浓

度的标准品进行定标，标准品的电压值是衡量样本乙醇浓度的尺度。

未知浓度可与标准品的电压信号相比较而获得。每次测定完毕后，系

统缓冲液会自动清洗传感器电极，清洗完成后即可进行下一次测试。

仪器参数

参数指标 M100 S10

检测范围 0～2g/L 0～1g/L

分辨率 0.01g/L 0.01g/L

系统误差 ＜2% ＜2%（操作水平有关）

检测时间 20秒 20秒

定标方式 自动 手动

进样方式 自动 手动

数据导出 支持优盘 Excel形式 支持优盘 Excel形式

通讯接口 RJ45 、RS232 RJ45 、RS232

酶膜检测次数 3000 3000

单次检测成本 0.1元 0.1 元

检测结果输出 打印、数据库查询 打印、数据库查询

储存容量 4000组 4000组

显示屏幕 8 寸电容触摸屏 8 寸电容触摸屏



操作方式 交互式界面，触摸式 交互式界面，触摸式

检测结果单位模式
g/L、mmol/L、mg/dl、%

可选

g/L、mmol/L、mg/dl、%

可选

样品盘 15个样品位 无

应用领域：酿造、食品、化工、实验室研发过程中乙醇的检测。

谷氨酸生物传感器分析仪

原理：采用特殊设计的谷氨酸氧化酶膜电化学传感器对谷氨酸浓度进

行检测。仪器自动采集样本并导入至测试区域。样本中所含的谷氨酸

在固化的氧化酶的催化下发生酶解反应，反应产物为酸和过氧化氢。

通过电极检测过氧化氢的含量从而计算出谷氨酸含量。仪器通过对已

知浓度的标准品进行定标，标准品的电压值是衡量样本谷氨酸浓度的

尺度。未知浓度可与标准品的电压信号相比较而获得。每次测定完毕

后，系统缓冲液会自动清洗传感器电极，清洗完成后即可进行下一次

测试。

仪器参数

参数指标 M100 S10

检测范围 0～1.5g/L 0～1.5g/L

分辨率 0.01g/L 0.01g/L

系统误差 ＜1% ＜1%（操作水平有关）

检测时间 20秒 20秒

定标方式 自动 手动



进样方式 自动 手动

数据导出 支持优盘 Excel形式 支持优盘 Excel形式

通讯接口 RJ45 、RS232 RJ45 、RS232

酶膜检测次数 5000 5000

单次检测成本 0.08元 0.08元

检测结果输出 打印、数据库查询 打印、数据库查询

储存容量 4000组 4000组

显示屏幕 8 寸电容触摸屏 8 寸电容触摸屏

操作方式 交互式界面，触摸式 交互式界面，触摸式

检测结果单位模式
g/L、mmol/L、mg/dl、%

可选

g/L、mmol/L、mg/dl、%

可选

样品盘 15个样品位 无

应用领域：谷氨酸发酵、分离过程，实验室研发过程中食品、饲料谷

氨酸含量的检测

谷氨酰胺生物传感器分析仪

原理：采用特殊设计的谷氨酰胺氧化酶膜电化学传感器对谷氨酸浓度

进行检测。仪器自动采集样本并导入至测试区域。样本中所含的谷氨

酰胺在固化的氧化酶的催化下发生酶解反应，反应产物为酸和过氧化

氢。通过电极检测过氧化氢的含量从而计算出谷氨酰胺含量。仪器通

过对已知浓度的标准品进行定标，标准品的电压值是衡量样本谷氨酰

胺浓度的尺度。未知浓度可与标准品的电压信号相比较而获得。每次



测定完毕后，系统缓冲液会自动清洗传感器电极，清洗完成后即可进

行下一次测试。

仪器参数

参数指标 M100 S10

检测范围 0～1.5g/L 0～1.5g/L

分辨率 0.01g/L 0.01g/L

系统误差 ＜2% ＜2%（操作水平有关）

检测时间 20秒 20秒

定标方式 自动 手动

进样方式 自动 手动

数据导出 支持优盘 Excel形式 支持优盘 Excel形式

通讯接口 RJ45 、RS232 RJ45 、RS232

酶膜检测次数 3000 3000

单次检测成本 0.3元 0.3 元

检测结果输出 打印、数据库查询 打印、数据库查询

储存容量 4000组 4000组

显示屏幕 8 寸电容触摸屏 8 寸电容触摸屏

操作方式 交互式界面，触摸式 交互式界面，触摸式

检测结果单位模式
g/L、mmol/L、mg/dl、%

可选

g/L、mmol/L、mg/dl、%

可选

样品盘 15个样品位 无

应用领域：

1.严格的生物工艺过程和发酵控制



2生物燃料生产和研究

3.临床血液化学研究

4.食品饮料加工

5.生理学研究

6.细胞培养

赖氨酸生物传感器分析仪

原理：采用特殊设计的赖氨酸氧化酶膜电化学传感器对赖氨酸浓度进

行检测。仪器自动采集样本并导入至测试区域。样本中所含的赖氨酸

在固化的氧化酶的催化下发生酶解反应，反应产物为酸和过氧化氢。

通过电极检测过氧化氢的含量从而计算出赖氨酸含量。仪器通过对已

知浓度的标准品进行定标，标准品的电压值是衡量样本赖氨酸浓度的

尺度。未知浓度可与标准品的电压信号相比较而获得。每次测定完毕

后，系统缓冲液会自动清洗传感器电极，清洗完成后即可进行下一次

测试。

仪器参数

参数指标 M100 S10

检测范围 0~1.5g/L 0~2.5g/L

分辨率 0.01g/L 0.01g/L

系统误差 ＜2% ＜2%（操作水平有关）

检测时间 20秒 20秒



定标方式 自动 手动

进样方式 自动 手动

数据导出 支持优盘 Excel形式 支持优盘 Excel形式

通讯接口 RJ45 、RS232 RJ45 、RS232

酶膜检测次数 6000 6000

单次检测成本 0.05元 0.05元

检测结果输出 打印、数据库查询 打印、数据库查询

储存容量 4000组 4000组

显示屏幕 8 寸电容触摸屏 8 寸电容触摸屏

操作方式 交互式界面，触摸式 交互式界面，触摸式

检测结果单位模式
g/L、mmol/L、mg/dl、%

可选

g/L、mmol/L、mg/dl、%

可选

样品盘 15个样品位 无

应用领域：赖氨酸发酵、分离过程，实验室研发过程、食品、饲料中

赖氨酸含量的检测

甲醇生物传感器分析仪

原理：采用特殊设计的甲醇氧化酶膜电化学传感器对甲醇浓度进行检

测。仪器自动采集样本并导入至测试区域。样本中所含的甲醇在固化

的氧化酶的催化下发生酶解反应，反应产物为酸和过氧化氢。通过电

极检测过氧化氢的含量从而计算出甲醇含量。仪器通过对已知浓度的

标准品进行定标，标准品的电压值是衡量样本乙醇浓度的尺度。未知

浓度可与标准品的电压信号相比较而获得。每次测定完毕后，系统缓

冲液会自动清洗传感器电极，清洗完成后即可进行下一次测试。



仪器参数

参数指标 M100 S10

检测范围 0～1g/L(0～3%) 0～1g/L

分辨率 0.01g/L 0.01g/L

系统误差 ＜2% ＜2%（操作水平有关）

检测时间 20秒 20秒

定标方式 自动 手动

进样方式 自动 手动

数据导出 支持优盘 Excel形式 支持优盘 Excel形式

通讯接口 RJ45 、RS232 RJ45 、RS232

酶膜检测次数 6000 6000

单次检测成本 0.05元 0.05元

检测结果输出 打印、数据库查询 打印、数据库查询

储存容量 4000组 4000组

显示屏幕 8 寸电容触摸屏 8 寸电容触摸屏

操作方式 交互式界面，触摸式 交互式界面，触摸式

检测结果单位模式
g/L、mmol/L、mg/dl、%

可选

g/L、mmol/L、mg/dl、%

可选

样品盘 15个样品位 无

应用领域：生物发酵、酿造、食品、化工、实验室研发过程中甲醇的

检测。

甘油生物传感器分析仪

原理：采用特殊设计的甘油氧化酶膜电化学传感器对甘油浓度进行检

测。仪器自动采集样本并导入至测试区域。样本中所含的甘油在固化



的氧化酶的催化下发生酶解反应，反应产物为酸和过氧化氢。通过电

极检测过氧化氢的含量从而计算出甘油含量。仪器通过对已知浓度的

标准品进行定标，标准品的电压值是衡量样本乙醇浓度的尺度。未知

浓度可与标准品的电压信号相比较而获得。每次测定完毕后，系统缓

冲液会自动清洗传感器电极，清洗完成后即可进行下一次测试。

仪器参数

参数指标 M100 S10

检测范围 0～2g/L 0～1g/L

分辨率 0.01g/L 0.01g/L

系统误差 ＜1% ＜1%（操作水平有关）

检测时间 20秒 20秒

定标方式 自动 手动

进样方式 自动 手动

数据导出 支持优盘 Excel形式 支持优盘 Excel形式

通讯接口 RJ45 、RS232 RJ45 、RS232

酶膜检测次数 6000 6000

单次检测成本 0.05元 0.05元

检测结果输出 打印、数据库查询 打印、数据库查询

储存容量 4000组 4000组

显示屏幕 8 寸电容触摸屏 8 寸电容触摸屏

操作方式 交互式界面，触摸式 交互式界面，触摸式

检测结果单位模式
g/L、mmol/L、mg/dl、%

可选

g/L、mmol/L、mg/dl、%

可选

样品盘 15个样品位 无

应用领域：生物制药、实验室研发过程中甘油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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