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订货信息
产品名称 产品描述 货号

  4节电池，24mm比色管3个，16mm比色管3个，1个16mm比色管
适配器，螺丝刀，操作手册，出厂报告等

1.73635.0001

Spectroquant®数据传输系统  数据传输仪，USB数据线，4节电池，螺丝刀，CD安装盘，
操作手册，质量认证书

1.73633.0001

Spectroquant®用于余氯，二氧化氯 
和臭氧的参比溶液

3瓶标准比色溶液，1瓶空白溶液，质量认证书，使用说明用于
检测仪器测量的准确性和重复性。

余氯：   0.3 – 1.2 – 3.0 mg/l 
二氧化氯：  0.5 – 2.3 – 5.7 mg/l
臭氧：  0.2 – 0.8 – 2.0 mg/l

1.19301.0001

技术参数
光学系统：
显示：
波长: 
波长准确度： 
吸光度准确度： 
吸光度分辨率：
键盘：
电源：
重量：
主机尺寸 (长 x 宽 x 高)：
便携箱尺寸 (长 x 宽 x 高)：
防护等级：
内存容量：
数据传输：

+1 nm

3 % FS (T : 20 – 25°C)

LED光源，滤光片，光电传感器，透明测试槽
LCD液晶显示
530 nm

0.01 A

带耐酸和溶剂的保护膜
4节 AAA电池,可持续工作17小时或5000次测试
260 g

155 x 75 x 35 mm 

340 x 270 x 80 mm 

IP 68

16 组数据
可选配Spectroquant®红外数据传输系统

Spectroquant®

Move Cl2/o3/Clo2/CyA/pH

Spectroquant® Move Cl2 /O3 
/ClO2 /CyA/pH 

Spectroquant®

Move Cl2/o3/Clo2/CyA/pH
默克手持式比色计
消毒剂残留快速检测解决方案

在美国和加拿大，默克的生命科学
业务使用MilliporeSigma的名称

张江办公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
晨晖路88号2号楼2楼
电话：(021)20338288
传真：(021)50803042
邮编：201203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5号
凤凰置地广场A座写字楼18层
电话：(010)59898600
传真：(010)57623560
邮编：100028

广州
广州市黄埔大道西638号
富力科讯大厦803A室
电话：(020) 37883048
传真：(020) 37883072
邮编：510627

成都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南路二段1号
仁恒置地广场写字楼1705室
电话： (028)80740227
传真： (028)80740222
邮编： 610020

徐汇办公室
上海市淮海中路1010号
嘉华中心41层
电话：(021)61415566
传真：(021)61415567
邮编：200031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建议或意见想告诉我们，您可以通过如下方式找到默克生命科学：
1) 拨打默克生命科学 | 技术服务热线 | 400 889 1988 或 800 819 3336 

       也可登录官方网址 www.merckmillipore.com或www.sigmaaldrich.com

2) 欢迎扫描默克生命旗下的官方微信，获取资讯，了解最新活动进展



配套使用的Spectroquant®测试盒简介

一机多用
一台仪器可同时满足所有消毒控制的残留测试需求

结果可靠
安全简单的AQA验证标液和文档确保测试精度

便携快速
IP68的防护等级专为现场/应急水质检测设计

现代传输
可选配IRiM数据传输系统进行数据的储存，转移，打印

测试方法号 测试参数 货号 测试范围 

 U.1
 

U.2

U.3

U.4

U.7 
U.8 
U.9  
U.5  

U.6 

U.10 
Abs1 

余氯 

余氯 

余氯 

余氯 

二氧化氯 
二氧化氯 
氰尿酸 
臭氧
 
臭氧
 
pH 
吸光度

1.00598.0002 (free)    0.02 - 4.50 mg/l
1.00598.0001 (free)
1.00602.0001 (total)
1.00602.0002 (total)
1.00599.0001 (free + total)
1.00598.0002 (free)    0.10 - 6.00 mg/l
1.00598.0001 (free)
1.00602.0001 (total)
1.00602.0002 (total)
1.00599.0001 (free + total)
1.00086.0001 + 1.00087.0001 (free) 
1.00086.0001 + 1.00087.0001 + 1.00088.0001 (total) 
                                 0.02 - 4.50 mq/l
1.00086.0001 + 1.00087.0001 (free) 
1.00086.0001 + 1.00087.0001 + 1.00088.0001 (total) 
                                 0.10 - 6.00 mq/l
1.00608.0001             0.05 - 8.50 mq/l
1.00608.0001             0.20 - 10.00mg/l
1.19253.0001             2 - 160 mq/l
1.00607.0001             0.02 - 3.00 mg/l  
1.00607.0002
1.00607.0001             0.10- 4.00 mg/l  
1.00607.0002
1.01744.0001              6.4- 8.8
-                                -100- 2500 mAbs

产品优势

简化消毒控制残留检测

 安全，快速，可靠的测试结果

  简单，便携，精准

余氯的测试过程（试剂货号：100598,测试范围：0.02-4.50 mg/l Cl2, 24mm比色管) 

检测样品的pH值需要在
4-8之间.否则可以使用氢
氧化钠或硫酸溶液迸行
调节

往24mm的比色管中加
入10ml蒸馏水（空白，
无需加任何试剂）

往24mm的比色管中
加入10ml样品

仪器上选择方法U1

盖紧瓶盖，震荡比色管
直到试剂完全溶解

放入空白样品，按
[Zero/Test]进行调零

放入样品，按[Zero/Test]
读取测试结果即可

反应吋间1分钟

加入1蓝勺的试剂
CL2-1

Spectroquant®

Move Cl2/o3/Clo2/CyA/pH
Spectroquant®

Move Cl2/o3/Clo2/CyA/p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