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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自动化的产品具有非
凡的性能
配以功能强大的分析助手 AAWin2.0 软
件，使操作更加准确简捷 。

先进的横向加热石墨炉设计
国内唯一采用横向加热石墨炉的原子吸收，
最大程度的实现了石墨管的温度均匀一致。

系列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TAS-990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PHOTOMETER

更高的性能, 更快的速度, 更准确的检测, 以及更安全的使用

TAS  - 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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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 -990 系列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可靠的安全保护系统
采取多重安全保护措施，
全方位的保护操作人员的安全。

优异的可扩展性
可 简 单 、 快 捷 应 对 分 析 样 品 多 样
化、复杂化的进样系统，轻松满足您
的多种分析需求

作为专业的分析仪器制造企业，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长期致力于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的研制与开发。

1996 年，推出了中国第一台全自动横向加热石墨炉型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计，以其卓越的性能，可靠的品质，深受广大用户欢迎，在

1997 年 BCEIA展会上获得金奖。

对应用户更高的分析需求，作为新一代标志性产品的AAS,

TAS — 990 系列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仪器性能达到了更高水平。

为元素定量分析提供更加可靠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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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石墨管的温度均匀一致

先进的石墨炉设计

国内唯一采用横向加热石墨炉的原子吸收

与众不同的石墨炉设计，采用先进的横向加热石墨炉技术，实现

了石墨管的温度均匀一致，减少了化学干扰和记忆效应，这样既

能保证提高原子化效率，又可延长石墨管的使用寿命，保证了分

析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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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 -990 系列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石墨炉电源采用计算机控制下的功率控

温，原子化阶段可选择普通升温和光控最

大功率升温，内气流量 4 种选择组合。

先进的横向加热方式：石墨管中间（光轴上）和边缘温度相差仅150℃左右，极

大程度的提高了分析样品原子化的均匀性。中间仅需 2650℃，边缘就可达到

2500℃，均匀性更好，有利于提高原子化器效率和稳定性,保证了分析结果更加

准确；降低了对炉体的要求，延长了其使用寿命。

传统的纵向加热方式：石墨管中间（光轴上）和边缘温度一般相差400℃-500℃，

不能够很好的保证加热的均匀性。如边缘温度达到2500℃，中间温度就需要提高

到 3000℃左右。过高的温度，会使谱线增宽，降低灵敏度，甚至炉体也可能因损

毁而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先进的横向加热方式

让 2650℃等于 3000℃!

热解涂层 L’VOV 平台石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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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设定最佳火焰高度及原子化器位置，选择最佳分

析条件, 保证分析结果可靠。

自动转换光谱带宽,0.1 、0.2 、0.4 、1.0 、2.0nm(五

档可选) 。

自动控制波长扫描，自动寻峰。

自动设置燃气流量，选择元素分析最佳燃助比 。

使用氘灯扣背景方式时，自动切入半透半反镜装置，

也可以进行角度微调，保证两路光斑的完全重合，保

证扣背景的效果。

可扩展火焰自动进样器、石墨炉自动进样器、氢化物

发生器 、笑气控制箱、冷却循环水装置。

最大程度的满足了使用者的需求

高度的自动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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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体化的火焰原子化器与石墨炉原子化器的结构设

计，火焰与石墨炉原子化器的自动切换。

采用八灯自动切换转塔，预先设置优化空心阴极灯的

工作条件, 可方便多元素检测。

自动流量设定，自动点火 ，熄火自动保护。

自动调整负高压，灯电流，两路光能量自动平衡。

TAS-990 光路图



TAS -990 系列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火焰实时监控

火焰监视器随时监测火焰的变化。当意外停电或

错误操作导致火焰熄灭时，乙炔气路立即自动关闭

并提示报警。

乙炔泄露保护系统

24 小时监测仪器内部及工作环境的乙炔浓度，一

旦乙炔超出警戒浓度，乙炔气路立即自动关闭并提

示 报 警 。（乙 炔 泄 露 开 不 了 机 ）

异常压力实时监视

使用空气一乙炔火焰分析时，空气压力监视器随

时监测空气压力变化。出现异常情况时，乙炔气

路立即自动关闭并提示报警。

可靠的位置识别

具有燃烧头安装入位检测，排水液位检测，保证

火焰燃烧时，对操作人员提供全方位的保护。

完善的石墨炉保护措施

同时检测保护气压力、冷却水流量，出现异常波

动，立 即 停 止 加 热，并提示报警。

冷却水流量监视器

保证冷水流量足，保证能冷却炉体时，石墨炉才

可加热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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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的保护操作人员的安全

先进可靠的安全保护系统



WWW.PGENERAL.COM

自动控温

冷却循环水装置

配合石墨炉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使

用，冷却水循环重复使用，节约用水，

降低测量成本。

（注: 所有附件产品外型以实际销售为准）

ASC-900 原子吸收

火焰自动进样器

TAS-990 系列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火

焰法检测专用自动进样附件主要功

能：自动清洗、校零；自动进样(60个样

品杯，8 个标样杯)。

ASC-900 石墨炉

自动进样器

TAS-990系列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石

墨炉检测专用自动进样附件主要功能：

自动清洗、样品稀释、自动添加 1～6

种基体改进剂(70 个样品杯)。

使您轻松应对多种分析需求

优异的可扩展性

笑气装置

配合火焰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使用。

自动空压机

配合火焰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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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 -990 系列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Win2.0  软件主界面

全面支持 windows 系统平台

 Microsoft Windows98、 Microsoft Windows2000 、Microsoft Windows XP

多样的运行环境

实时显示吸光度值

                —— AAWin2.0

最可靠的助手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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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曲线区

浓度计算结果显示

菜单及快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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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自吸收扣背景和氘灯扣背景两种扣背景方

式，使分析结果更准确。

石墨炉分析时，屏幕给出全过程信息，包括

测量值、温度、程序、时间等，并保存积分时

间内所有测量的信号曲线和温度曲线，供用户

调阅和打印。

强大的功能

简单的人机对话

全面支持自动进样器

可对火焰和石墨炉自动进样器进行设置。

可在测量中使用自动进样器自动完成测量。

石墨炉自动进样器可混合进样。

自动化仪器控制功能

实现火焰原子化器和石墨炉原子化器的自动转换。

波长自动寻峰。

火焰高度、位置和燃气流量可进行微调。

能量自动平衡功能使操作更为方便波长校正功能使

波长更为准确。

测量元素设置向导

采用向导的方式对测量元素进行设置。

自动完成 8 只元素灯的切换及寻峰工作。

自动调入优化的工作参数及分析条件，亦可人工

输入各种工作参数及条件，控制仪器自动完成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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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 -990 系列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打印输出

提供单元素与多元素分析的报告汇总。

可对测量结果进行打印。

可对寻峰曲线进行打印。

可对测量曲线进行打印。

可对标准曲线进行打印。

可对仪器条件进行打印。

数据导出

数据导出功能实现了与其他系统的数据共享。

可将测量结果保存为 Microsoft Word 格式、 Microsoft Excel 格式、文本文件格式。

方便的数据导出

样品测量准确

采用向导的方式对样品进行设置。

校正方法与曲线方程可自行选择。

可对样品进行空白校正测量。

灵敏度校正功能使测量结果更为真实、准确。

标准曲线自动拟和。

测量数据动态显示。

对分析测试过程中的数据仪器包括“浓度，吸

光度，标准偏差，相对标准偏差”的检测和后处

理功能。质量控制功能配合自动进样器使用更

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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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领域
可检测金属中的有害元素或杂质。

卫生防疫
医药卫生、临床分析、疾控分析的

微量样品测试、人体生化指标分

析、代谢产物分析、药品分析等。

TAS-990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可广泛应用于冶金、石油、医学、

化工、地质、环保等行业，目前能够分析的元素达 7 0 余种。特

别是在微量元素和痕量分析中有极为重要的应用，近年来逐渐从无

机化学向有机化学渗透。

教学研究
可应用于元素含量测定、教学示范、

学生实验、科学研究等。

行政机关、市政
可应用于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发

电厂、司法机关等重金属元素检测。

生命科学领域
可应用于检测人体血液 、头发 、

尿液和组织中的微量元素。

农业环保领域
可应用于农业中，完成对粮食、种子、

蔬菜、土壤、农药等检测。

TAS-990 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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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 -990 系列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石油化工
可应用于石化生产中的过程中

控、成品检验等。如催化剂分

析、微量元素分析等。

环境监测领域
可按国家标准完成对水质，大

气、降雨及土壤等的监测，测定

其中各类污染物的含量等。

商检、食品检验领域
可应用于工业生产过程控制和有机合成中间

体 的 分 析，如 化 妆 品，并可 对 肉 类、水

产、酒类 、口 服 液 、 茶 叶 、 奶 制 品 等

进行检测。

地质勘探领域
可应用于地质找矿普查、详查和

异常评价。

原子吸收光谱法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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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 -990 系列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工作站

为适合不同应用领域的需求，仪器具备不同配置和功能：F 代表火焰型  G 代表石墨炉型 A 代表自动型

系统结构系统结构

气源
ASC-900石墨炉

自动进样器

打印机 自动空压机
自动控温

冷却循环水装置

其他附件
ASC-900原子吸收

火焰自动进样器

                 配置说明

单火焰型

单石墨炉型

       型号

TAS-990F

TAS-990G

                    配置说明

（火焰型 + 石墨炉型）手动型

（火焰型 + 石墨炉型）自动型

        型号

TAS-990FG

TAS-990AFG

仪器配置

TAS-990系统主机

AC220V/50Hz

7000W

70kg

500 ×500 ×50mm

石墨炉电源仪器参数

电源

功率

重量

体积

AC220V/50Hz

150W

75kg

1100×500×450mm

主机仪器参数

电源

功率

重量

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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