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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气体吸附分析仪
在气体捕集材料的研究中（如CO2、CH4吸附材料，储
氢材料），高压吸附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表征手段。同
时它也常用于研究微孔材料的气体分离性能。分析
仪基于体积法，能够在较宽压力和温度范围下自动得
到整个吸附和脱附等温线。应用该方法的设备被称
为Sieverts装置。

概述
iSorb系列有四个型号：单通道或者双通道型号，压力
上限为100bar或200bar。每种型号均配备内置真空
泵系统，可选油泵或者分子泵系统，可根据您的偏好
和实际脱气处理量来选择。

单通道型号iSorb-HP歧管中配置了2个压力传感器，
分析站配置了2个以上的传感器，确保能在全量程范
围内（最低可0.0005bar）测得精确的压力数值。双通
道型号iSorb-HP2配置了6个传感器（每个分析站各
配备2个传感器，歧管配置2个传感器）。这种设计不仅
保证了在较宽压力范围下准确测试的能力，也使得分
析站能同时测试两个样品。

样品处理
不锈钢构造的内部气体管线和样品管确保了操作安
全。电脑在显示系统内压力的同时，也会对其进行监
控。分析结束后，屏幕上会出现相关提示引导您安全
地操作样品管。样品采用原位处理的方式，最大程度
上避免了样品池的转移。

仪器可以通过程序自动完成样品的脱气。提供多个
脱气参数可供设置，包括升温速率、保持温度、真空时
间、最终温度和回填状态（真空或回填）等。

真正的高压能力
对于压力高达200bar的高压气体吸附，我们推荐您
使用加热增压选件。增压器可以使钢瓶气达到吸附
所需的高压，即使气体消耗导致钢瓶气压下降也不会
影响测试。增压器和连接管线可以加热，避免高压气
体在室温下发生冷凝。例如，可以保证CO2在高于标
准最大气瓶压力（21ºC，57bar）下的供应和使用。
请参见“附件”。

温度范围
我们提供了多种样品温度控制手段，以满足您不同
的分析需求。再循环水浴选件提供的工作温度范围
为-20ºC至100ºC。对于100ºC以上的需求，您可以
选择加热包，其工作温度最高达500ºC。液氮系统包
括样品杜瓦、液位控制器和补充用杜瓦三部分。或
选择CryoCooler系统，不需要制冷剂即可实现室温
至-198ºC的分析。测量歧管采用恒温控制，温度范围
从35ºC至50ºC可调，并且温度波动可控制在0.02ºC
幅度内。从而可实现CO2等温线的满量程测量（CO2
的临界温度是31º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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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
高压分析：
分析压力高达200bar。

高效利用气体：
增压器选件可以压缩吸附气体用于分析，使用55bar
压力的气瓶时，可以提供高达200bar的压力。

准确测压：
高精度压力传感器使压力测量精度小于满量程的
0.05%。独立的高压段和低压段压力传感器，保证在传
感器的最佳工作范围内精确测量压力。

高灵敏度：
样品管配有独立压力传感器，可以减少死体积并提高
灵敏度。

更宽的温度范围：
精选的控温技术，确保仪器可在75k到高达773k范围
内进行分析。

高效脱气：
涡轮分子泵选件脱气压力可低至10-9mbar，能够有效
去除微孔样品和具有复杂孔网结构的样品中吸附的
气体分子。

灵活性：
我们有三种不同尺寸的样品管供您选择，适用于不同
尺寸和形状的样品。

精确的投气量：
投气歧管的多点校准和歧管温度的精确控制，能实现
高压条件下对投气量的精准把控。

安全无忧：
软件和仪器中内置多项自锁功能和安全功能，即使在
200bar压力下工作，也能确保操作人员的安全。

出色的密封性能：
通体使用金属密封圈，更搭配防漏气动阀，确保低泄漏
率，因而能精确测定“表面过量吸附”。

灵活的软件界面：
基于Windows的强大软件提供了灵活的操作界面，能
方便地进行实验设置、仪器功能控制和数据显示。软
件内提供完整模型库，包含有经典和最新的计算模型，
便于分析数据和出具报告。

设置简单：
系统配置完整，可以立即投入使用。真空泵、温度控制、
管道、样品管等附件均已配置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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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物理特性 iSorbHP1 iSorbHP2
分析站 1 2

气体输入口 2（可选4） 2（可选4）
最大压力数据 200bara 200bara

最小压力数据 0.0005bar 0.0005bar

低压传感器数 2(1bar) 3(1bar)

高压传感器数 2 3

传感器总数 4 6

传感器精度 <±0.05%f.s. <±0.05%f.s.

真空泵 内置 内置
涡轮泵（选配） 是 是
脱气类型 全自动 全自动
脱气端口 原位 原位
最大脱气温度(ºC) 500 500

恒温浴槽（选配） 是 是
低温选件 是 是
增压选件 是 是
恒温歧管 是 是
进气/排气位置 侧面，方便使用 侧面，方便使用
高度 100cm(39.25in) 100cm(39.25in)

宽度 85cm(33.5in) 85cm(33.5in)

深度 50.5cm(19.5in) 50.5cm(19.5in)

重量 150kg(330lbs) 150kg(330lbs) a低压型号为100bar。

技术参数

设备特性

1或2个样品测试通道

恒温歧管

4个（单通道）或6个（双通道）压力传感器

循环水浴接口

氦气与气门接口

分析气体接口

内置真空泵

Cryo低温附件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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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气体存储
近年来，使用活性炭捕集CO2或者储存CH4的研究非
常活跃。以由生物质或其它物质制得的活性炭为例，
低温低压下的物理吸附是表征其微孔孔容和孔径的
常用方法。而实际上，使用常温下的高压吸附研究才
能最近似地模拟这些储气材料实际应用的环境，从
而能将材料的微孔特性与储气能力联系起来。iSorb-
HP能测定室温下材料的吸附量和储气能力，测试压
力最高可达到200bar。借助高压吸附测试，研发人员
能准确了解材料的实际性能。

气体分离和净化
混气的分离应用，如废烟气中CO2的捕集或者CH4气
体的纯化，需要使用特定的吸附剂对混合气中的特
定组分进行选择性吸附。研究吸附剂对于混合气体
中特定组分的相对吸附能力是研发过程中的重要环
节。通过iSorbHP，这一切都变得简单。设定好温度范
围及压力，iSorbHP即可精确测定样品对特定组分气
体的吸附热。

材料特性分析
世界各地的实验室都在不断合成新型化合物和各
种各样的活性碳材料。这些材料必须经过各种表征
来确定其是否满足特定应用的需求。孔径分布、BET
比表面积等是传统的表征手段，其中微孔材料的孔
径分析通常使用氮气或者氩气在极低温度下测得。
但由于样品孔道弯曲或孔径较窄，气体分子的动力
学扩散受到限制，会影响上述方法的应用。通常使用
CO2在0°C对碳材料的微孔孔径分布进行测定。但
是，如果要使用CO2测定碳材料的介孔孔径分布，所
需的压力远高于标准大气压。iSorb-HP非常适用于
测定饱和蒸汽压下CO2在0ºC时的吸附行为，能准确
测定碳材料的微孔和介孔性质。

动力学和热力学研究
通过生成氢化物，可以提高材料的储氢能力。相较于
现有物理吸附剂，氢化物在储氢能力方面有显著提
升。其不足之处在于，氢化物形成及分解的速率会延
长吸收及释放气体的过程。因此，测量氢化物的形成
和分解速率，有助于我们辨别氢化物是否有实际应
用价值。“固体-气体过程动力学”（SGPK）选件提供了
足够大的扩散腔，可以让测试在近似等压条件下进
行，测定氢化物的生成和分解速率。

壳体

泡沫

MOF

支撑

碳纤维

内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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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通过操作软件您可以设计所需实验，能灵活设定目标
压力点的个数、吸/脱附曲线的投气量，还能对平衡参
数、样品温度（根据所用控温设备）进行设置并调用合
适的状态方程（EOS）：

• Schmidt-Wenzel方程，根据Helmholtz自由能定义
（NIST推荐）

• MBWR方程（Benedict-Webb-Rubin改进方程， 
Jacobsen32-系数，NIST推荐）

• Lee-Kesler方程（广义Benedict-Webb-Rubin方
程）

• Peng-Robinson方程

• Soave-Redlich-Kwong方程

• Redlich-Kwong方程

• VanderWaals方程

• 理想气体方程

*各个状态方程（EOS）都有其适用范围，并非所有气体
都可套用。

直观的用户界面，会实时显示阀门的当前状态、歧管和
样品管的实时压力和所有附件的最新状态。参见图1。

您可以通过下拉菜单调用所有的实验参数及数据处
理选项。在分析期间仪器是全自动控制的，同时我们
提供了手动模式，可以手动操控所有阀门和相关附件。

程序设有安全锁和报警系统，这能在保护用户安全的
同时保护仪器免受破坏。通过精确的歧管和样品温度
控制，能对临界点附近的吸附气体进行准确的测量，如
图2（C-CO2吸附等温线，45ºC）：

这款软件能给出样品对吸附气体的绝对吸附量，这一
功能是其独有的。所有的气体吸附仪直接测定的都是
表面过量吸附量，而非绝对吸附量。测试气压低于一
个大气压时，过量吸附量等同于绝对吸附量。但是，高
压下未吸附气体的密度和已被吸附的气体密度相近，
由此导致的吸附量差异非常明显。图3显示了活性炭
上CH4的表面过量吸附（菱形）和绝对吸附量（星形）。在
低压时曲线重叠，但是在高压时，二者差异非常明显。

图1

图3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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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氮控制系统
液氮控制系统可用于液氮温度(77.3K)下的操作。附件
包括样品杜瓦、60L加压自动补充杜瓦瓶、液氮液位传
感器和隔热管路。该软件会从补充杜瓦瓶中按照需要
添加少量液氮，自动维持样品杜瓦中的液氮液位。

多个气体端口
如实验中要频繁切换分析气体，通常需要不停地将各
种气瓶与仪器进行连接或断开，操作非常繁琐。我们的
多气体端口选件使您能通过软件轻松切换气体。如实
验中经常用到多种分析气体（H2、CO2等），操作会非常
便捷。

增压器
在高达200bar的压力下工作时，气瓶压力很快会降到
最大可工作压力以下。选用增压器可以帮助延长气瓶
的使用寿命，并提供高达200bar的充足分析压力。我
们强烈推荐您在200bar系统中选用这一配件，对于
100bar的系统这也同样适用。

CryoCooler
它是一款独立的自制冷系统，可以在75K至320K范围
内对样品管进行恒温控制，其误差不超过0.1K。控温范
围大，可以满足在低温下进行表面积分析，以及在较高
温度下进行超临界分析的实验需求。CryoCooler也适
合用来测定较小温度范围内的样品等温线，或用来研
究样品的吸附热。CryoCooler完全无需制冷剂，因此在
制冷剂供应不稳的地方大大节约了操作成本。

固-气过程动力学
在氢化物生成和分解的过程中，会吸收/释放大量的气
体。为了研究这些过程中的动力学，我们的固-气过程
动力学(SGPK)选件为您提供了与歧管相连的扩散腔，
可提供充足的气体扩散空间。

循环水浴
测试过程中稳定的样品温度对数据的准确性影响很
大，特别是当测试温度在吸附气体的临界温度点附近
时，精确控温尤为重要。循环水浴是调节样品温度最常
见的方法。它完全由软件控制，无需专人照看，控温范
围在-20ºC至100ºC，误差小于0.01ºC。

杂项
另外还提供各种气体调压器、样品管、UPS和其他附
件。请联系当地的Quantachrome康塔代表来了解具
体提供哪些选件。

液氮选件

高压气体吸附分析仪

附件
iSorb-HP1和iSorb-HP2分析仪为您提供了若干附件，以增加使用的灵活性，让各个实验室可以按照自身的需求和
具体应用定制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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