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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随地的pH测量
无论您在哪里，都可进行准确可靠的测量

Seven2Go
pH / mV / ORP 

电导率

离子浓度 

溶解氧

Seven2Go™



您的移动实验室
全新Seven2Go™便携式仪表

简单可靠，设计精美。Seven2Go便携式仪表为用户提供高效精确的数

据和坚固耐用的性能，并且可以单手操作，是用于实验室、在线和户

外测量的理想之选。Seven2Go产品线覆盖pH/mV/ORP、电导率、溶解氧

和离子浓度，菜单简洁、操作直观，为您提供精确、可靠的测量。

“在实验室工作需要专注和耐

心，以及对数据精益求精的追

求。在耗时的样品制备和分析

工作过程中，我需要一个高效

的仪表可以简单、快速、可靠

的测量pH。Seven2Go为我提供

快速准确的数据，这样我就可

以很快地进行下一个密集、复

杂的样品分析过程。”Nicole，
微生物研究员

“对于多任务处理的生产车

间，在线数据是绝对关键的。

同时进行取样、测量和记录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幸运的

是，Seven2Go便携式仪表的设

计非常好的解决了单手操作的

问题，确保我在测量电导率时

可以腾出手进行样品处理或文

档记录。”Marco，质量管理

员

“在户外采集和测量样品时

出现意外情况，对我来说司

空见惯。我需要一个仪器既

耐用又可承受这项工作的要

求。Seven2Go便携式溶氧仪的

坚固设计和耐用的uGo™便携

箱，确保它可以承受时间的考

验。” Sabrina，环境专家

实验室：

高效精确的数据

在线：

单手操作设计

户外：

坚固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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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用途：

Seven2Go常规级和专家级便携式仪表，满足您不同的测量和数据管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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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的菜单

—— 便捷的操作

ISM® 兼容

—— 电极自动识别

实验室里高效精确的数据
为您节省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Seven2Go的直观菜单可保证任

何用户开箱即用。用户不再需

要学习冗长的操作说明。简单

看一眼快速指南即可自行安装

仪器，并进行校准和测量。

通过连接任何InLab ISM (智能电

极管理)电极，该仪器可自动识

别电极并储存电极ID、序列号

和上一次的校准数据。这减少

了安装仪器所需的时间，通过

电极自动识别还可降低错误风

险。

“Seven2Go上新的状态指示灯让我可以了解我的仪器的

运行状态. 绿灯表明仪器运行正常。红灯闪烁则为警告信

息或是报错提示。这确保了我的测量数据是正确的，为

我节省了宝贵的时间。”

pH测量不应该是费时或复杂的。实验室的测量往往需要耗时的样品

制备过程，pH测量作为其中常见的一个环节，它最好是快速、简单、可靠

的。

优
化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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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ocus™ —— 有助于细胞培养

凭借Seven2Go pH/离子计和InLab® Routine Pro-ISM电极，Nicole可定期监测其

细胞培养瓶的pH值以确保最佳实验条件。布局简洁合理的uFocus测量屏幕

可以让她仅看到对她有用的pH数据，由此保证重复测量更高效、更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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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单手操作
解放您的另一只手 

S e v e n 2 G o带有响片技术的 
T-pad导航键，为您浏览菜单以

及设定测量参数提供了快捷和

便利。直观、快速的导航缩短

了实际设置和测量的时间。

仪表在警告、按键和测量终点

时，可给出视觉和声音信号，

使您可专注于正在进行的测

量、样品处理或流水线。

T-pad 
— 舒适、快速的导航键

终点信号

— 关注您的测量

“Seven2Go易于操控的按键使我在测量时无需始终寻

找按钮在哪里。这样一来，可以确保我在测量时将电

极正确放置于样品中，还能兼顾观察生产线情况。”

生产车间的样品在流水线是快速移动的，在流水线上抽查电导率指标需

要操作者身手敏捷。Seven2Go™的新设计可确保用户始终能腾出一只

手来进行取样和文档记录。

符
合
人
体
工
程
学
的
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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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巧的设计 —— 舒适的TDS在线测量 
凭借柔软橡胶边框，Marco可以舒适地一只手操作Seven2Go电导率仪，另一只

手将InLab® 738 ISM电导率电极置于软饮料瓶中。TDS (溶解性固体总量)是软饮

料的一个关键质量指标，Marco需要对其进行长时间的重复测量。Seven2Go便
携式的轻便设计给他提供了更多的舒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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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固耐用的户外测量仪表
您随身携带的防水实验室

IP67
— 防水的数据传输

户外模式

— 最大限度延长电池寿命

得益于IP67防护等级和防摔测

试等级，Seven2Go便携式仪表

能够承受恶劣和苛刻的环境。

即使在水里，防水USB接口也

能确保数据得以安全传输。

除常规和专家两种实验室模式

之外的户外模式，为用户提供

了默认的仪器设置(例如屏幕

亮度睡眠和自动关闭)。即使

距离最近的电池还有几英里

远，低电量的Seven2Go便携式

仪表也能保证正常工作。

“全新的坚固的uGo™便携箱为我的Seven2Go主机、电

极、以及所有户外测量时所需的配件提供了理想保护

和收纳。因此我可以将整套uGo便携箱作为一个移动的

实验室，在这里完成校准和测量，它真是一个全能助

手。”

无论是测量还是数据管理，变幻莫测的自然环境对工作人员和仪器来

说都是严苛的挑战。Seven2Go坚固耐用的性能完全可以应对这些棘手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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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强光屏幕 —— 即使在阳光直射下也可查看数据

全新的防强光屏幕，其对比度在光照下会增强。因此凭借Seven2Go溶氧

仪和光学法Inlab® OptiOx电极，Sabrina即使在强烈阳光直射下也可轻松读

取溶解氧的测量值，监测河水的清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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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n2G
o™

丰富的Seven2Go™
满足您的不同需求

pH、ORP和离子浓度测量
功能简介 S2 pH计 S8 pH / 离子计

订货号(仅仪表) 30232170 30232186
测量范围(pH) -2.00...20.00 -2.000...20.000
分辨率/精度(pH) 0.01 / ± 0.01 0.001 / ±0.002
测量范围(rel. mV) -1999...1999 -2000...2000
分辨率/精度(rel. mV) 1 / ± 1 0.1 / ±0.1
测量范围(离子单位 mg/L, mmd/L, mol/L) 1.00e-09...9.99e+09
测量范围(温度) -5.0...105.0 ˚C -5.0...130.0 ˚C (ATC)1

-30.0...130.0 ˚C (MTC)
分辨率/精度(温度) 0.1 / ± 0.5 0.1 / ± 0.2
校准点 5 5
预设pH缓冲液组 4 8
             

电导率测量
功能简介 S3电导率仪 S7电导率

订货号(仅仪表) 30232175 30232182
测量范围(电导率) 0.000 µS/cm...500 mS/cm 0.000 µS/cm...1000 mS/cm
分辨率/精度(电导率) 0.001 / ±0.5% 0.001 / ±0.5%
TDS、电阻率、盐度 Yes Yes
测量范围(温度) -5.0...105.0 ˚C -5.0...105.0 ˚C
分辨率/精度(温度) 0.1 / ± 0.2 0.1 / ± 0.1
校准点 1 1
预设标准液 3 13

溶解氧测量
功能简介 S4极谱法溶氧仪 S9光学法溶氧仪

订货号(仅仪表) 30232179 30232191
测量范围(DO) 0.00...99.9 mg/L 0.00...50.0 mg/L
分辨率/精度(DO) 0.01 /± 0.2 mg/L 0.01 /± 0.1 mg/L 
测量范围(温度) 0.0...60.0 ˚C 0.0...50.0 ˚C
校准点 2 2
自动/手动压力补偿 Yes Yes

S8 pH离子计

S3电导率仪

S9光学法溶氧仪

Seven2Go仪表：
产
品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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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C / MTC: 自动/手动温度补偿



溶解氧测量
功能简介 S4极谱法溶氧仪 S9光学法溶氧仪

订货号(仅仪表) 30232179 30232191
测量范围(DO) 0.00...99.9 mg/L 0.00...50.0 mg/L
分辨率/精度(DO) 0.01 /± 0.2 mg/L 0.01 /± 0.1 mg/L 
测量范围(温度) 0.0...60.0 ˚C 0.0...50.0 ˚C
校准点 2 2
自动/手动压力补偿 Yes Yes

满足不同测量需求的套装：
Seven2Go主机、电极和配件(套件)的不同组合，是用于特定应用和样品测量的
理想工具：

+ +

S2 pH计 InLab® Solids Pro IP67电极 uGo™便携箱

S2-Food kit (订货号：30232173)

1主机 1电极 配件 样品/行业

测量奶酪的pH值

欲了解有关Seven2Go仪表、技术参数、套装和选配件的更多信息和文

档，请访问： www.mt.com/seven2go

11

套装型号
S2-Standard kit 
S2-Field kit
S2-USP/EP kit
S2-Food kit
S2-Light kit
S2-T kit
S8-Standard kit
S8-Field kit

S8-Biotech kit

S8-USP/EP kit
S8-Fluoride kit

S3-Standard kit
S3-Field kit
S3-Bioethanol kit
S3-USP/EP kit
S7-Standard kit
S7-Field kit

S7-USP/EP kit

S4-Standard kit 
S4-Field kit

S9-Standard kit 
S9-Field kit
S9-BOD kit

说明
包括S2主机、Inlab Expert Pro-ISM IP67电极
包括S2主机、Inlab Expert Pro-ISM IP67电极、uGo便携箱
包括S2主机、Inlab Pure Pro-ISM电极
包括S2主机、InLab Solids Pro IP67电极、uGo便携箱
包括S2主机、InLab Versatile Pro电极
包括S2主机、LE438电极
包括S8主机、Inlab Expert Pro-ISM IP67电极、LabX direct pH软件
包括S8主机、Inlab Expert Pro-ISM IP67电极、uGo便携箱、LabX 
direct pH软件
包括S8主机、InLab Routine Pro-ISM电极、uGo便携箱、LabX direct 
pH软件 
包括S8主机、Inlab Pure Pro-ISM电极、LabX direct pH软件
包括S8主机、PerfectION复合F离子电极、uGo便携箱、LabX direct 
pH软件
包括S3主机、InLab 738-ISM IP67电极
包括S3主机、Inlab 738-ISM IP67电极、uGo便携箱
包括S3主机、InLab 725 电极、uGo便携箱
包括S3主机、Inlab 742-ISM IP67电极、uGo便携箱
包括S7主机、InLab 738-ISM IP67电极、LabX direct pH软件
包括S7主机、InLab 738-ISM IP67电极、uGo便携箱、LabX direct pH
软件 
包括S7主机、InLab 742-ISM IP67电极、uGo便携箱、LabX direct pH
软件
包括S4主机、Inlab 605-ISM电极
包括S4主机、Inlab 605-ISM电极、uGo便携箱

包括S9主机、Inlab OptiOx电极、LabX direct pH软件
包括S9主机、Inlab OptiOx电极、uGo便携箱、LabX direct pH软件
包括S9主机、Inlab OptiOx电极、OptiOx BOD适配器、uGo便携
箱、LabX direct pH软件

适用范围
常规样品
常规样品，尤其适用于户外
纯水样品
固体和半固体样品，例如奶酪、肉类等
经济型套装，适用于常规水溶液
经济型套装，适用于常规水溶液
常规样品
常规样品，尤其适用于户外

化学品、Tris缓冲液等样品

纯水样品
测量F离子浓度，例如水溶液、牙膏、漱口
水等样品
电导率较高的水溶液
电导率较高的水溶液，尤其适用于户外
生物乙醇和生物燃料
纯水和低电导样品
电导率较高的水溶液
电导率较高的水溶液，尤其适用于户外

纯水和低电导样品

水性样品、酒精和非酒精饮料
水性样品、酒精和非酒精饮料，尤其适用
于户外
水性样品快速测量
水性样品快速测量，尤其适用于户外
各种水溶液的BOD测量

订货号
30232171
30232172
30232196
30232173
30232174
30232195
30232187
30232188

30232189

30232198
30232190

30232176
30232177
30232178
30232197
30232183
30232184

30232185

30232180
30232181

30232192
30232193
30232194



SevenGo Duo便携式仪表

高端的双通道便携式仪表将多种测

量参数集于一身

www.mt.com/pH

InLab® 电极

多种电极，应对各种不同样品和测

量需求。可查阅： 

www.mt.com/electrodes

缓冲液和溶液

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认证缓冲液和

溶液：

www.mt.com/buffersandmore

更多的仪表和配件

www.mt.com/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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