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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RY-MASTER Xpert
新一代台式直读光谱仪领导者

作为直读光谱仪行业的领先品牌，牛津仪器推出的FOUNDRY-MASTER Xpert旨在为台式光谱
仪设定新的性价比标准。
优异的测量精度不仅保证了材料鉴定的精确性，还能够大
幅度地降低Pb,Se,La等关键元素的检出限。
同时牛津仪器的最新技术保证了在进行元素成分分析时始

超高性价比

终应用最优谱线。

FOUNDRY-MASTER Xpert 是一款金属制造及加工企业最
理想的选择：可以检测所有所需元素；优异的测量准确度
和精度、简易直观的软件操作；同一技术等级直读光谱仪
中最高的性价比。

产品特色：
牛津仪器最新技术保证了最优异的分析性能

•
•
•

最新型CCD读出系统使用了动态积分算法，实现最佳的分析精度。

•

最新型的数字火花源技术能够最大程度地优化火花激发参数，帮助降低
元素的检出限。

•
•

实时波长校准功能保证了优异的长期稳定性。

•
•

真空泵的油水分离器以及油雾过滤器设计能够保证光室的洁净无污染。

高精度的多CCD光学系统能够保证最优的谱线选择。
130-800nm的波长范围覆盖了几乎所有的元素谱线，包括所有的金属元
素以及N等非金属元素。

真空光室设计保证了低波长谱线信号的最佳传递，确保了低波长谱线的
无损耗检测。

外部PC数据处理系统整合了当代最新技术。

FOUNDRY-MASTER Xpert

德国制造保证仪器能够在任何恶劣的环境
中持续正常工作，从实验室到炉前现场，
甚至更严酷的环境。

基于世界最先进的CCD技术
FOUNDRY-MASTER Xpert 拥有顶级的分析性能、顶级的性价比

傻瓜式操作简单易用
直观的操作界面以人为本。只需放好样品点击“开始”
就可得到数据。

• 日常操作和监控功能简便易用。
• 针对新手的操作者权限控制功能能够有效防止误操作。
• Windows 界面易于操作。
• 软件集成系统自我诊断功能。

独特的火花台设计
FOUNDRY-MASTER Xpert 拥
有开放式的火花台并配备了历
经市场考验的喷射电极技术，
能够精确测量任意形状尺寸的

®

样品。

独特的喷射电极技术只需在火花台消耗氩气。和氩气吹
扫光室系统相比，Xpert消耗的氩气量小很多。而氩气流
量优化设计能够最小化氩气消耗量并控制最少的氩气污
染。这意味着Xpert是一 款：

• 同一技术等级上使用成本最低的直读光谱仪；
• 维护最简单的直读光谱仪。

三面开放式的火花台设计不再
需要限制样品的尺寸。

数据结果，数据报告，数据处理
由你所选

• 各种不同的结果模式可供选择：浓度、牌号、发光强度、
SD、与选定牌号比对结果。

• 可自动保存、打印结果，并可传输数据至远程设备(通过
最新型的USB数据线)。

可选配不同尺寸的样品夹具。

• 可将数据结果直接保存至其它应用软件，
比如Word和Excel。

先进的FOUNDRYMASTER Xpert软件
Windows®操作系统界面的WasLab软件帮
助用户使用FOUNDRY-MASTER Xpert获
得稳定可靠的数据。
专为CCD光谱仪设计的软件提供了曲线
校准、曲线标准化、分析以及应用报告
等功能。

FOUNDRY-MASTER Xpert

我们在直读光谱领域燃起新的火花
金属行业值得信赖的分析专家

典型应用：

真空光学系统
真空系统的优势可以在分析低于200nm
的波长段时得到最有力的证明：

• 我们可以保证最佳的紫外光透光率。
• 我们不会因为氩气气压的变化而形成

• 定量分析/牌号鉴定
• 主要金属及其合金
• 合金钢、铸铁
• 铝合金、铸铝...
• 黄铜、青铜、白铜...
• 哈氏合金~铬镍铁合金~蒙耐合金...
• 纯钛、Ti.6-4~Ti.8-Mn
• 镁合金、锌合金、焊锡等...

染，同时也避免了额外的氩气消耗。

industrial@oxin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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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型的火花发生器-更低
的检出限
除了光学系统，牛津仪器电子领域最新杰
作 ： 数 控 火 花 发 生 器 将 F O U N D R YMASTER Xpert 推至直读光谱仪技术领导
者地位。

谱线的噪声峰。

• 我们的光室不会因为氩气不纯而污

牛津仪器
工业分析部

销售电话：400 6789 116
技术支持电话：400 820 1572
芬兰
Espoo
电话：+358 9 329 411
德国
Uedem
电话：+49 (0) 2825 93 83 -0

数控火花技术的稳定性以及火花参数选择

拉丁美洲

的宽泛性，提供了最高信噪比的发射光，

Clearwater FL

从而保证了元素最低的检出限。

电话：+1 727 538 7702
新加坡
电话：+65 6337 6848

FOUNDRY-MASTER Xpert 拥有历经市

北美

场考验的真空发射光谱技术。日常维护简

Concord MA

单：透镜拆卸方便，清洁简单，没有油雾

TOLLFREE: +1 800 447 4717

污染。

电话：+1 978 369 9933

真空透镜组件

请访问中文网站www.oichina.cn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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