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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汞分析仪 AULA-254 Gold 

实验室全自动汞分析仪 

 

 

全自动流体分析系统 

成熟可靠的检测方法：冷蒸气原子吸收法（CVAAS） 

结合金富集阱，可使最高灵敏度达到＜1ng/L 

AULAWIN 软件易于操作 

可选配全自动样品消解模块（ASD）用于样品的消解 

 

应用 

AULA 254 用于液体样品和样品消解溶液中痕量汞的全自动检测。该仪器进行常规分析时，

样品按照预设定的程序依次完成检测，因此大大提高了实验效率。应用领域包括： 

水，废水，土壤和污水 

适用于 EPA 方法：245.1，245.7，1631，7470 和 7471A 

医药行业（尿液，血液，唾液，头发） 

化工行业（过程监控，质量控制） 

地球化学（地质和矿物样品） 

石油石化行业 

冶金和材料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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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可靠的方法 

 

系统的工作原理基于连续流体理论。首先，向样品流中还原剂，将样品中的汞全部转化为元

素态。在交叉流反应器中，汞元素随着载气流进入完全由熔融石英制造的光学单元。在光学

单元内，通过室温下波长 253.7nm 的紫外吸收方法来测定汞含量。此方法称为冷蒸气原子吸

收光谱法（CVAAS），这种方法用于测汞灵敏度和选择性很高，已经被沿用很多年。 

 

优化汞检测技术 

与传统的多元素 AAS 方法不同，AULA 是专为测汞设计，大大优化了分析性能。高稳定性

的无电极低压汞放电灯（EDL），与最新的 UV 检测器联用，使基线稳定性提高，检出限降

低。 

 

AULAWIN 软件 

AULAWIN 软件操作简单，功能强大，用户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扩展其应用。样品信息、校

准标准、质量控制标准（QCS）可以依次输入相应的显示栏。 

用户通过光学条码可以方便地输入样品信息。样品栏可以自动建立并显示在屏幕上。用户可

输入样品稀释倍数、样品量、样品消解溶液的最终定容体积等信息。测量结果按照选定的校 

 

准程序自动校准，并以 µg/l 或 µg/kg 单位显示。QCS 功能保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样品结果及相关的信息（如日期、时间、用户 ID、样品号、校准数据、仪器参数等）被存

储在文件中。用户可以随时查看和打印。工作表模板可以创建并存储在电脑中，减少日常工

作中的设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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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 

即使样品浓度很高也无需长时间的冲洗或漂洗过程。一次完整测量的时间一般为 80-280s。

使用快速扫描模式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进行分析。 

 

测量过程 

程序可自动运行 20 个校准标准，样品处理量达 53 个。标样和样品加入到 10ml 玻璃瓶中，

放入自动进样器的转盘。试剂（如 SnCl2）和冲洗液（如水）被加入相应的玻璃容器中。 

调整好载气流量，按键后自动开始测量。 

测量中，用户可以随时中断程序运行，并重新选择下一个要测量的样品。读数和仪器状态实

时显示在屏幕上。 

在每次测量之前，仪器会自动检查基线稳定性，并自动归零。通常测量过程中的基线漂移小

于 0.0001 吸光度单位。 

 

 

最小化记忆效应 

汞的特点是容易被吸附导致记忆效应。此效应通过选用对样品和溶剂惰性的材料（如氟聚合

物、硼硅玻璃、Tygon LFL 材料等）及对光学元件加热来最小化。另外，每次测样后，都会

自动冲洗自动进样器探头和样品管。因此实现了高的样品通量。即使样品浓度高，也不会造

成过载，影响下一个样品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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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电除湿机 

传统的汞分析仪通过干燥管去除样品气体中的水分，而AULA254使用免维护的热电除湿机。 

气体的凝结点被降低到低于环境温度，因此，水凝结在小玻璃管壁，重新流入反应器中。 

 

载气流量稳定与 MFC 

载气流量的稳定性直接影响到测量结果的重复性。AULA-254 使用高精度（1.5%）的电子流

量控制器（MFC）来精确控制载气流量。 

 

保障用户安全 

如果样品中汞的浓度超过测量范围，仪器会自动检测出来并中断测量。仪器立即清洗系统。 

 

全自动样品消解模块（ASD） 

AULA 254 可选配全自动样品消解模块用于液体样品的制备。消解方法来自实验室标准的消

解方法。 

样品从自动进样器的样品瓶中被自动吸出，与强氧化剂（如高锰酸钾，溴化物/溴酸盐）混

合，通过加热线圈加热到约 98℃。氧化步骤结束后，自动加入盐酸羟胺和 SnCl2 还原剂，将

汞还原为元素态汞。 

 

AULA-ASD 经济实惠 

100 次分析的平均溶剂消耗： 

 

10 克盐酸羟胺 

1-5 克高锰酸钾 

20 克 SnCl2 

5 升去离子水 

 

提高系统的选择性：金富集阱 

集成的金富集阱模块，将检出限极大地降低到低于 1 ng/L。 

使用超纯溶剂，严格按照超痕量汞的分析标准操作（如 EPA245.7 或 1631），可使测量范围

达到 1ppt 到 5000ppt。实验数据与 EPA245.7 或 1631 的分析结果吻合。 

新开发的金富集阱独特的优势是热延迟性最小。这一特点主要是由于使用了超薄的陶瓷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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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片。因此加热和冷却的速度非常快，分析周期短，可与直接测量相媲美。 

AULA-254 方便用户选择是否运行金阱预富集步骤。因此大大扩展了仪器的适用性。 

 

 

AULA-254 Gold 的技术参数 

测量原理:  UV 吸收，冷蒸气原子吸收法 (CVAAS)  

分析波长:  253,7 nm  

UV 光源:  无电极低压汞放电灯 

稳定方法: 参比光束 

光学样品池: 熔融石英材质，230 mm 长 

光学单元温度: 50° C 

载气: Ar (可选 N2)，4-6 L/h，气体流量控制器稳定流量  

自动进样器: 53 位，转盘型 

样品瓶: 10 ml 玻璃瓶，可选铝箔样品盖 

消解加热圈温度: 98° C 

检出限: < 80 pg Hg 

测量范围: 10 ng/l -50 µg/l (不使用金富集阱)；1 ng/l -5 µg/l (使用金富集阱)  

零校准:  每次测量后自动归零 

测量周期:  60 - 280 s 

软件: AULA-WIN, Windows®based 

电源: 115 V / 230 V~; 50 - 60 Hz, 100 W  (AULA 254-ASD: 120 W) 

尺寸: 约 37 x 38 x 44 cm (WxHxD)  

安装空间:  50 x 70 cm (W x D), 不含电脑 

重量: 总计约 14 kg (不含电脑) 

 

作为高精密分析设备的领先生产者，我们一直在努力提供最优质的解决方

案。我们的产品严格按照 ISO 9001 质量法规的要求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