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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nExcellence™助您提升实验室测量管理
所向无敌的测量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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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ISFET

电导率

氧化还原电位

离子浓度

Se
ve

nE
xc

el
le

nc
e™

  



精
确
性

SevenExcellence™

2

灵活高效的实验室工作
精确、安全

SevenExcellence™仪表操作便捷，易学易用，具有高度的测量准确性以

及出色的可靠性。仪表能够有效地应对复杂的应用和监管环境的严格

要求，也可以轻松处理实验室里的常规测量任务。 

SevenExcellenceTM仪表适用于各种应用领域和工作场所，工作范围从研发中的产品评

定到样本筛选，再到生产和质量保证。SevenExcellenceTM的特性及其与各种外围设备

的相互作用，使其能以最佳方式满足各种应用领域的要求。

由于样本数量众多，具有不同的特性，并且需要

不同的分析参数，因此在纯研发领域尤其要求所

用仪表能完成多种任务。这意味着您需要一个能

够快速、可靠地执行pH、氧化还原、离子浓度和

电导率分析的灵活的仪表。SevenExcellenceTM仪表

以最佳方式支持您的工作流程，这样您就能够跟

上研发部门的样本分析的需求和进度。 

研发阶段一百万种以上的化合物... ...小规模生产过程中数个样本 ...

在小规模生产过程中，目标是从大量样本中仔细

筛选出有价值的样本。精确地控制所使用试剂的

纯度、监控反应条件和实验结果对确保可追溯性

和可重复性很重要。关键是所用仪表测量准确、

精确并能提供正确的GLP记录。SevenExcellenceTM

仪表根据严格定义的参数建立方法，并具有多种

功能支持GLP，因此将成为您的理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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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过程中的某种物质...

在制造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含铅物质。从监控清

洁设备的过程清洁水到验证产品纯度的整个过程

中都必须确保质量。对于每个步骤不仅精确度重

要，文档记录和合规性同样重要。高精确度的

SevenExcellenceTM通过其精细化的用户管理及严

格、安全的手段能够应对这些苛刻的任务。

在生产过程中，根据物质的特定用途设定配方。

所产生物质的纯度、所使用的材料以及最终配方

需要经过检查并加以记录，因此需要具有最高精

确度及出色的数据处理与存档功能的酸度计，同

时还需要经过严格定义的测量参数来确保结果符

合SOP(标准操作程序)。SevenExcellenceTM仪表有

着严格的方法和数据管理，能够确保万无一失。 

...QA中需要明确的质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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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头改进实验室工作
直观、清晰

直观的触摸屏幕操作 

电容式触摸屏，清晰的按钮和

直观的菜单结构，使仪表的操

作变得快速简单。菜单采用10
种语言，没有含糊不清的表

达！

7英寸高分辨率彩色显示屏，大

字体数字显示，按钮清晰直

观，图标井然有序，相关信息

一目了然。 

超大彩色显示屏 显示所有参数或基本要素 

仪表让您有了选择的机会！只

需按一个键就可以在显示不同

程度的信息的两个视图之间切

换。在uFocus™视图中，您将不

会受到次要信息的影响。 

SevenExcellence™仪表操作非常直观，用户无需长时间熟悉仪表即可使

用。借助智能设计的触摸屏菜单操作，启动分析、更改设置以及查看

结果都能够轻松实现。

大尺寸清晰的彩色显示屏和最新的触摸屏操作让使用这台仪表来工作变得特别愉快。

精心设计的仪表操作支持您的实验室工作流程。仪表提供多种系统语言，方便您选择

当地语言进行菜单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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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Click™方法 —  
快速、创新

uPlace™电极支架 —  
完美的工程学设计、高效率

直接测量 —  
屡试不爽

您只需一键点击快捷方式就能

启动方法：一系列分析步骤和

固定的预设参数。使用方法确

保您始终执行相同设置的特定

分析。 

uPlace™电极支架：可单手操作

电极支架；垂直上下移动电极

至最佳位置。这就能够进行更

快地测量，并降低样品容器翻

倒以及电极损坏的风险！

该仪表有第二种启动测量或校

准的方式，按READ键或CAL键
即可开始进行测量或校准。虽

然更加灵活，但连续执行对不

同参数的直接测量需要在准备

每个样品之前更改设置。

PCR的发现(聚合酶链反应)使DNA序列放大成为简单和标准的工艺。在生命科学行业所有领域中，无论是
在制备缓冲液或培养基时，pH值的控制都是举足轻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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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的灵活性
多功能、多样化

灵活的缓冲液选择和创建

可从多组预定义校准缓冲液和

标准液中选择，或者轻松地自

己创建。借助Pick-and-Mix™功

能，您可以将不同组别的pH缓
冲液组合起来。

SevenExcellenceTM以任何组合和

顺序装配三个模块。仪表提供

尽可能最高的灵活性，可随时

拓展测量功能，添加新的测量

参数。

模块化 —  
可随时扩展

连接和外围设备选项 

SevenExcellenceTM仪表具有USB、
以太网和RS232接口，允许连接

条形码扫描仪、Rondolino自动进

样器、U盘、网络、梅特勒-托利多

打印机和使用LabX® direct软件的

电脑。 

SevenExcellence™仪表使用非常灵活，能够测量各种参数，并可连接多

种外围设备。您可以通过仪表的接口同时连接多种外围设备，以最佳

方式支持您的工作流程。 

仪表允许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分析，支持不同使用习惯和需求的用户的工作流程。方

法尤其适合那些要求严格定义参数的分析，如质量保证。另一方面，由于可以轻松更

改每次测量的参数，所以直接测量对研发用途的测量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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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的磁力搅拌器 

梅特勒-托利多的uMix™磁力搅

拌器为方法增加额外的灵活

性。可以为您的方法的测量或

等候步骤单独设置搅拌，并可

根据样品的容器大小或粘性调

节搅拌速度。

SevenExcellenceTM仪表提供高度

灵活的温度信号输入：使用信号

传感器，选择一个外部(单独的)
温度探头或者手动输入温度。通

过多通道方法，一个模块的温度

信号可以用于其它所有的模块，

从而确保相同的温度读数！

灵活的温度信号选择 自由选择参数的数量

无论是相同或是不一样的样

品，SevenExcellenceTM允许同时

测量1个、2个或3个参数。对

于相同样品的多参数测量，您

可以选择指定所有模块使用的

温度信号。

电子行业的发明和快速发展大大提升了日常生活各种领域的便利和多样性。为了确保微电子芯片生产中
所用超纯水的质量，电导率的测量极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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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安全管理功能
创新、可靠

智能电极管理

仪表可自动识别ISM®电极，防

止由于失误而使用错误的电极

ID。另外，校准数据存储在电

极中，并且在连接仪表时自动

传输到仪表里以备日后使用。 

SevenExcellenceTM有一个独创的

用户管理，从操作员到管理员一

共有四个级别，每个级别逐渐增

加更多权限。这样能够根据用户

的经验及授权级别分配相应的

权限，从而排除无意或未经授权

更改设置以及删除结果的风险！

用户管理 —  
适合任何用户的需求

通过方法确保安全性

方法提供一个高安全度，确保

始终通过相同的设置和参数来

执行分析。修改方法受用户管

理权限限制，这样只允许方法

的创建者修改方法。

SevenExcellence™仪表提供全面的安全管理功能，支持校准、测量数据

采集和归档过程中所有阶段的工作流程，其独特设计使仪表的常规和

专业测量符合GLP的严格要求。

仪表对工作流程的专注还体现在其安全功能上。运用方法时，专业的用户管理和精密

校准支持将错误降至最低。可通过在梅特勒-托利多或网络打印机创建纸质文档来自

动保存结果，或者将结果传输到LabX® direct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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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时钟 —  
日期和时间的准确性毋庸置疑 

仪表内置的无线电时钟提供额

外的安全性。当在实验室环境

或地理区域中通过充足的信号

强度启用仪表时钟时，您尽可

放心，仪表始终显示正确的日

期和时间。

仪表提供多个级别的校准支

持，固定的校准顺序、通过可

选剔除自动评估校准结果、以

及监控电极的寿命和校准间隔

都突出了方法的特性。还可以

通过Rondolino自动进样器实现

自动校准！ 

专业校准 — 校准轻而易举！ 丰富的GLP支持功能 —  
并非巧合

仪表具有多种GLP支持功能，

如密码保护、包含所有相关信

息的GLP打印输出格式以及测

量限值监测功能。如果超出预

定限值，存储和打印输出的结

果会有相应标记。

保护涂层工艺的发明通过避免核心材料暴露在外界环境中而延长了产品的使用寿命。最终成品的pH值的
精准将最大程度地优化涂料的保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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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的工作流程支持
时新、便捷

SevenExcellence™设计目标是优化工作流程并使实验室工作变得更加高

效。只需一键点击，就能通过选配的自动进样器启动样品或系列测量

或系列分析。设置好后，数据归档是一个会随着每次分析自动执行的

标准程序。 

SevenExcellenceTM使数据输入到数据归档的整个周期都变得尽可能的简单。单机模式下

仪表能够提供良好功能，您还可以通过连接外围设备来提高效率和优化工作流程。

快捷方便的数据输入

仪表的触摸屏操作能够实现快

捷方便地输入文本，如样品

ID。您还可以使用USB条形码扫 
描仪或U S B键盘进一步提高 
效率。

您可以通过一键点击快捷方式

启动一个样品系列或方法。如

果在运行时启动，下一个分析

会进入任务列表排队，并在前

一个分析完成后自动启动。

One Click™方法 —  
快速启动分析

样品系列 — 带统计的连续样品

有了该样品系列就可以通过相

同的方法依次地运行多个样

品。这不仅可以提高分析效

率，还能自动生成统计数据，

如平均值及样品标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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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nExcellenceTM支持Rondolino
进样器的方法和样品系列，实

现自动或独立分析。这让您不

仅能够专注于其它任务，还可

以执行特殊应用，如自动pH校
准。

自动进样器 通过LabX® direct pH软件自动传

输数据

将结果导出到U盘

LabX direct pH软件允许在分析

过程中简单高效地导出结果。

此软件的传输设置只需在仪表

中激活一次，并且将自动“即

插即用”。

仪表支持将测量结果以PDF格式

导出到U盘，因此用户在记录结

果时，可以将数据打印到梅特勒-
托利多或网络打印机，也可以选

择把数据导出到U盘。这对于无

纸化办公的实验室特别有用。

特别开发的运动营养饮料通过提高运动员的表现并缩短恢复期而迅速提升效能。口味、摄取量及客户安
全依赖于酸值，而这正受控于pH分析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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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法规要求
精心设计、量身定制

用于安全访问的指纹识别器

除了输入密码，仪表还支持  
LogStraight™外部指纹识别器。

这不仅提供便捷的登录解决方

案，还提供额外的安全性！

SevenExcellenceTM的用户管理符

合最严格的法规。在方法领

域，它确保只有授权用户才能

创建或修改方法，而其他用户

只能执行方法。这样能够确保

安全，防止无意中改变方法！ 

先进的用户管理 无线电时钟让您高枕无忧

当启用无线电时钟时，您可以

完全确定所显示的日期和时间

是正确的。如果使用无线电时

钟，存储和打印输出的结果会

有相应标记。如果信号强度变

差，仪表会通知您。

精心设计的仪表能够帮助您满足最严格的合规要求。SevenExcellence™完美地

结合了集成到仪表里的创新性能，并且提供正确的文档记录和服务。

梅特勒-托利多还提供专业的安装、认证和校准服务，不仅可以保证准确和精确的测量，还能

让您在质量审核期间不必担心法规依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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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服务

专业化地执行安装和认证以及

定期执行维护与校准能够确保

零故障和轻松的仪表操作。此

外，我们的认证和校准服务支持

您满足监管要求，并向您提供质

量审核期间所需的重要文档。

服务解决方案

服务产品和解决方案对节约成本和满足监管要求持续做出贡献。

安装和认证

梅特勒-托利多为各种分析仪器(包括仪表)提供安装和认证服务。

标准的安装程序及仪表特定的认证(包括IQ/OQ和相应的设备质量鉴

定文件(EQPac))对有效和符合监管的仪表操作非常重要。

维护和校准 
年度预防性维护和校准服务确保仪表操作无误，节省意外维修和

验证活动的费用。使用可追溯性工具对仪表进行校准，确保所产

生结果的可靠性以及符合法规。

片剂的发明令药品更安全可控，因为它们保证了正确的时间间隔内合适的服用量的
管理。 为了确保符合内部及国际规范规程，pH值的监测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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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nExcellence™ pH/mV测量仪
专业、灵活

电极测试

SevenExcellenceTM能够检查pH电
极的性能。电极测试方法通过

各个独立步骤引导用户检查电

极的各种测量特性，如漂移值

和重复性。

可从八种预定义校准缓冲液组

中选择一组，或者自己轻松地创

建。借助Pick-and-Mix™功能，您

可以将不同组别的pH缓冲液组

合起来。在校准之后，电极图标

使您对校准结果一目了然。 

专业pH校准 安全与高效校准的方法

运用方法可安全有效地校准pH 
电极。方法创建后，每次校准

都将使用相同的设置。可以监

测零电位和斜率的限值，以避

免存储不良校准结果。 

SevenExcellence™ pH/mV测量仪灵活性更高，提供各种测量参数。它不仅

通过传统式电极测量pH和ORP，还通过ISFET技术支持pH测量。

SevenExcellenceTM的灵活性还体现在测量、校准和多种终点方式上。使用定时终点设置

时，在预定义间隔之后结束测量终点，只有使用手动终点设置时才在用户干预之后结束

测量终点。还可以根据预定义或用户定义的终点标准自动结束测量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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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nExcellence™ pH/mV订购信息

 测量范围 分辨率 精确度

pH  –2.000 ... 20.000 0.001 / 0.01 / 0.1 ± 0.002

mV* –2000.0 ... 2000.0  0.1 / 1 ± 0.1 

ISFET pH 0.000 ... 14.000 0.001 / 0.01 / 0.1 ± 0.05

温度** –30.0 ... 130.0 °C 0.1 °C ± 0.1 °C

 

校准 最多5点，8个预置和20个用户定义的缓冲液组

方法 17个预置和50个用户定义

系统设置 日期/时间、密码设置、用户管理、10种语言

数据存储 至少有20 000个数据点、250组分析结果

数据导出 U盘、LabX® direct pH软件

* 该仪表还可以测量相对mV / ** 可选择°C或°F来显示温度

订购信息 说明 订货号

S400-B (仅仪表) 包括仪表、pH/mV模块、2个保护功能模块、uPlace™电极支架、半透明保护罩、操作说明、 30041170 
 快速安装指南、袋装缓冲液和测试证书等。 

S400-K (电极 同S400-B，还包括InLab® Expert Pro-ISM电极。  30041171
套装)  

有关双通道仪表的订购信息，请参阅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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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nExcellence™电导率测量仪
专业、时新

方法 — 电导率测量的绝佳之选 纯水的温度补偿纯水 — 高精度，适合低电导率

测量 

SevenExcellence™电导率仪是一个灵活又现代的仪表，适合于专业和常

规的测量。除了测量电导率外，它还可以测量多种其它参数，如电阻

率、盐度、总固体溶解物含量(TDS)和电导灰分。  

仪表支持您的工作流程，让电导率测量变得尽可能简单。对于特殊应用(如USP/EP和
电导灰分)，它提供整个测量步骤的指南，并在测量超出范围时通知您。

除了变得更安全、相同设置形

成的更好重现性和更方便外，

您还可以通过方法运行电导率

的特殊应用，包括监测限值的纯

水 U S P / E P 测量和根据两个

ICUMSA规定进行的电导灰分测

量。

对于纯水，SevenExcellenceTM采

用特殊的温度补偿模式以提高

读数的可靠性。对于USP/EP测
量，必须关闭温度补偿功能以

遵守相关法规。当使用预定义

USP/EP方法时会自动应用这些

设置。

测量低电导率样品时需要特别

注意。在测量纯水或超纯水

时，可能有几个潜在误差的来

源，例如：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或温度不精确。我们的数字电

导率电极InLab® Trace具有温度

高精度，并有流通池配合使

用，构成完美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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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nExcellence™电导率仪订购信息

 测量范围 分辨率 精确度

电导率* 0.001 µS/cm ... 2000 mS/cm 0.001 ... 1 ± 0.5%

温度** –30.0 ... 130.0 °C  0.1 °C ± 0.1 °C

校准 13个预置和20个用户定义标准液；

温度补偿 线性、非线性、关闭、纯水 –参比温度20 °C或25 °C

方法 17个预置和50个用户定义

系统设置 日期/时间、密码设置、用户管理、10种语言

数据存储 / 数据导出 至少有20 000个数据点、250组分析结果 / U盘、LabX® direct pH软件

*仪表还可以测量盐度、电阻率、总溶解固体含量(TDS)和电导灰分。/ ** 可选择°C或°F来显示温度

订购信息 说明 订货号

S700-B (仅仪表) 包括仪表、电导率模块、2个保护功能模块、uPlace™电极支架、半透明保护罩、操作说明、 30041172 
 快速安装指南、袋装标准液和测试证书等。 

S700-K (电极套装) 同S700-B，还包括InLab® 731-ISM电极。 30041173

包含 pH/mV 和电导率模块的双通道仪表 

S470-B (仅仪表) 包括仪表、pH/mV模块、电导率模块、保护功能模块、uPlace™电极支架、半透明保护罩、 30041175
 操作说明、快速安装指南、袋装缓冲液、袋装标准液和测试证书等。 

S470-USP/EP (电极套装) 同S470-B, 还包括InLab Pure Pro-ISM电极及电缆和InLab 741-ISM电极， 30041176
 不包括1413µS/cm和12.88mS/cm袋装标准液。 



离
子
仪

pH
/

18

SevenExcellence™ pH/离子浓度测量仪
专业、功能强大

SevenExcellence™ pH/离子仪兼具有专业酸度计的优势以及功能强大的

离子仪的灵活性。它能够测量pH和ORP以及六种不同单位的离子浓度。

更多的测量可能性也体现在兼容多种pH、ORP和离子电极上。如果您有特殊的应用需

求，您还可以连接外部温度传感器以及独立的参比电极。

增量法 全面支持离子测量 离子测量 —  
灵活的电极选择

SevenExcellenceTM内置采用增量

离子测量技术的特别方法，如

标准品增量/减量法和样品增量/
减量法。您可以从此获得一个

灵活和现代的工具包，实现专

业的离子测量！

十二个最常用的离子类型已预

先编程在仪表中，使设置非常

方便。对于其它电极，您可以

输入离子价态和摩尔质量，以

确保所有的计算和交换为您量

身打造。

SevenExce l l e nceT M可以连接  
perfectION™系列复合离子选择性

电极以及半电池电极系列。如

果使用半电池电极进行测量，

需要连接参比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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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nExcellence™ pH/离子仪订购信息

 测量范围 分辨率 精确度

pH  –2.000 ... 20.000 0.001 / 0.01 / 0.1 ± 0.002

mV* –2000.0 ... 2000.0  0.1 / 1 ± 0.1 

离子浓度 1.00E-9 ... 9.99E+9 末位有效数字 ± 0.5%

温度** –30.0 ... 130.0 °C 0.1 °C ± 0.1 °C
 

校准 最多5点，8个预置和20个用户定义的缓冲液组

方法 17个预置和50个用户定义

系统设置 日期/时间、密码设置、用户管理、10种语言

数据存储 / 数据导出 至少有20 000个数据点、250组分析结果/ U盘、LabX® direct pH软件

* 该仪表还可以测量相对 mV / **可选择°C或°F来显示温度

订购信息 说明 订货号
 
S500-B (仅仪表) 包括仪表、pH/离子模块、2个保护功能模块、uPlace™电极支架、半透明保护罩、操作说明、 30041174
 快速安装指南、袋装缓冲液和测试证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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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特勒-托利多和Seven系列仪表
– 为日常的实验室工作增加价值...

... 常规台式仪表

SevenCompact™系列由用于常规pH/离子和电导率测

量的可靠单通道仪表组成。单独的宣传资料对该

系列有详细说明，订货号30019036。

... 相应的电极

梅特勒-托利多结合60年的 INGOLD经验，采用

Seven 系列创新技术生产电化学电极。

完整的梅特勒-托利多电极信息在单独的宣传资料

里，订货号51724332。

.... 供现场使用

梅特勒-托利多Seven系列为实验室应用提供多种台

式仪表，也为现场和工厂应用提供便携式仪表。

便捷式 SevenGo™和SevenGo Duo™仪表信息在单

独的宣传资料里，订货号51725122。 Quick and Reliable Measurements
For Results at your Fingertips

SevenGo  Portable Instruments
SevenGo  / SevenGo Duo

SevenGo pro

SevenGo Duo pro

pH/ORP/Redox

Conductivity

Ion Concentration

Dissolved Oxy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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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Lab  Electrodes

pH electrodes

Conductivity probes

Dissolved oxygen sensors

ORP electrodes

Ion-selective electrodes

Reference electrodes

Electrode cables and accessories

Buffers, electrolytes and cleaning 
solutions

Simply Reliable
 The Right Electrode Every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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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ed pH Efficiency with SevenCompact™ 
Universal and Reliable Instruments

Seven Compact
Intuitive and Clear

Powerful and Versat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