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ET 7000 系列
为各类工业应用提供灵活的分析解决方案

新外观，新感受，快速的用户界面，强大的报告系统

The analysis behind your success

X-MET 7000 系列
牛津仪器，高品质的保证!

新款X-MET7000和X-MET7500手持式能
量色散X射线荧光(EDXRF)分析仪专为您的
环境应用而设计。其坚固耐用、快速分析
多元素的特点，带给您完全崭新的分析体
验。牛津仪器在这个领域拥有50多年的技
术经验，绝对值得您信赖。

更快!
更轻!
更小!

牛津仪器新推出的X-MET7000集合了最杰出的特性，如
新的友好界面简单易用，强大的报告工具及市面上工作时
间最长的电池，是一款灵活的多应用分析和检测的仪器。

X-MET7000是一款针对简单应用的高性价比分析

X-MET7500快速精确地分析各种材料，包括轻元素

工具：

（从镁开始）和痕量元素分析。

• 房屋检测：涂料中的铅和石膏板中的锶筛选
• 木材处理中的有毒元素（比如砷）
• 珠宝中的金含量（克拉）

X-MET7500是一款理想的分析工具

X-MET7000装有牛津仪器X射线光管和PIN探测器，
能识别的元素范围从氯（Cl）至铀（U）

• WEEE/RoHS/ELV有害物质筛选
• 土壤重金属分析
• 珠宝中的杂质元素分析
X-MET7500装有牛津仪器X射线光管和硅漂移探测器
（SDD），分析更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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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一键”式分析！
超一流
的分析工具，
表现更
出色！

Average measurement

Main menu

Spectrum

操作简单 — 生产力最大化
新型的高分辨率触摸屏界面

强大数据下载功能，灵活的报告格式

• 快捷简单的操作，只需简单的培训
• 即使戴上手套，大图标显示也非常容易操作
• 大量的牌号库提供最接近的匹配信息
• 市面上最大的4.3"显示屏，让您可以更清楚地看到

• X-MET可以储存多达10万条结果，包括光谱
• 结果和报告可直接下载到U盘，或通过USB数据线传

分析结果

• 明亮、高对比度的高级Blanview液晶显示触摸屏，
即使在阳光直射时也呈现最佳画面

•

可自定义显示检测结果，比如只显示感兴趣的元素
或创建合格/不合格的信息

•

用户界面支持13种语言

到电脑上

• 新的报告创建软件可以建立自定义分析报告
• 安全的pdf格式确保最终数据的安全性，完全不会破
坏分析结果

• X-MET远程操作软件在网页浏览器窗口运行：无需
安装特殊软件

• 高级数据传输选项和报告创建软件已作为标准配置
安装在仪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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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为您的环境应用而设计

贵金属珠宝的无损分析

现场筛选土壤污染物

是分析贵金属（从原材料到珠宝制成品）最快速

使用手持式X射线荧光光谱仪在现在进行土壤筛选，

和最简单的分析方法。

可以有效降低实验室分析的成本，并迅速作出决策。

• 鉴别金和其他贵金属成分只需要几秒钟
• 显示单位：百分比或克拉
• 精确分析金、银、钯、铂、铱等
• 分析杂质和有毒元素（如镉和铅）
• 分析长条或小物件

• 精确测定重金属和其他有毒元素只需要几秒钟
• 快速分析，快速采取补救措施
• 用户自定义上下限，结果合格/不合格清楚显示

• 无损分析：不会刮伤或磨损样品，物质不会减少
• 不需要化学药品
• 精确测量使买卖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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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MET7000是快速鉴定珠宝
价值和真实性最理想的工具

• X-MET7500带来了更大的分
析灵活性和更高的性能，可
以检测低含量杂质

X-MET7000 系列

• GPS装置将分析数据和位置坐标结合起来
• 可直接在土壤上或样品袋里分析
• 只需要制备很少的样品，结果质量能与实验室
分析媲美，可放在选配的工作台支架上进行分
析

快速，坚固，耐用
在X射线荧光分析
领域拥有超过50年
的丰富经验，以给
客户提供解决方案为
设计理念

经久耐用的设计
坚固的设计，能够经受最恶劣的环境和天气条件

• 高强度密封型塑料外壳
• 经IP54 (NEMA 3) 认证，一流的防尘、防潮特性
• 屏幕四周、分析仪前端及电池都有保护条，可逼震及
防止从不平整的表面（如管道）滑落

• 长达10-12小时的电池量：一次充电可以工作一整天
• 从酷热到严寒，X-MET都能表现出最佳性能

筛选木材防腐剂中的有害物质
X-MET7000系列快速筛选木材防腐剂中的有害物质，
如铜、铬、砷，并快速做决定处理。

• 优化的基础参数校准法可筛选木材防腐剂中的铜、
铬和砷

• 鉴别20多种元素只需要几秒钟

符合人体工程学，并有多种配件灵活选择，
大大提高您的生产力

• 轻巧，坚固(重量小于1.8公斤)
• 抓握方便舒适
• 精确可靠的“一键”分析
• 优化的显示屏位置，方便在各种天气条件和测量角度
查看

• 皮套便于仪器携带，
并能在现场不做测
量的时候保护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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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检测，如此灵活！

检测消费品中的受限制元素和原材料
根据条例（如CPSIA Act of 2008）快速无损筛选玩
具和其他消费品中的铅及其他污染物。

房屋检测

• 检测塑料物品和原材料中的铅及其他受限制元素

完全无损检测和简单的“一键”分析让 X-MET7000系列
成为房屋检测的首选工具。现场筛选减少需要送到实验室
的样品数量，节省时间和成本。电量长久的锂电池能确保
一整天的工作及最大生产量。

（镉、砷、锑、钡、铬、硒、汞等）

• 分析珠宝中的铅、镍、镉等
• 分析包装材料中的镉、铅、汞

石膏板分析

• 优化的基本参数校准法能高精确地分析锶元素，
检测下限达ppm级

• 其他标志分析显示潜在有害元素存在
• 低硫分析（仅限X-MET7500）
用新报告生成软件创建自定义分析报告
涂料中的铅筛选

• 可靠的铅含量分析只需要几秒钟，
即使检测下限低至10µg/cm2

安全的PDF报告格式确保最终数据安全性——不会
随便篡改结果

• 经验系数校准法（源自NIST Certified
Reference Materials）确保结果精确、
可追溯

• 没有放射性同位素源：这款装有X射
线光管的分析仪操作简单，容易维
护，购置成本低，结果长期稳定
结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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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您信赖的结果

X-MET7500 针对WEEE/RoHS/ELV
条例筛选有害物质
用来检测金属和塑料中受限制元素的校准方法得到改善，
X-MET7500能够更快速、可靠、无损地分析原材料和制成品。

• 自动选择校准方法，得到最佳结果精度：不需要在

• 分析所有样品类型，包括塑料外壳、电缆、
焊接材料、紧固件和电子元器件

塑料或金属中选择方法，只要“一键”分析！

• 符合IEC 62321规范，检测镉、铅、汞、溴和铬
• 利用高可靠性的检测系统可鉴定出焊料中少量的铅

• 快速可靠地检测塑料和金属原材料
• 用户自定义上下限，结果显示合格/不合格，
筛选简单快速

结合牛津仪器提供的选配件将大大提高生产力

• 可选配的工作台支架即刻把X-MET7000系列变成封闭的实验室级台式设备
• 双重保险装置和可见“X射线”灯确保测量小样品或低含量物质的安全性，
是分析戒指、耳环等小珠宝的最理想的工具

• 轻便的辐射屏罩为操作人员测量大型轻基体物品时可能散发X射线
提供额外保护，特别适用于测量塑料薄板、铝或镁合金、大型
PCB或加工过的木材等

• 无线传输条形码扫描仪可以轻松输入样品名称
• 便携式蓝牙打印机可以轻松打印检测结果，将屏幕显示内容
直接打印在标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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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布全球的客户服务和技术支持
我们的支持将为您带来信心，让您的投资得到保障

牛津仪器客户服务中心认可在选择正确的产品和合作伙伴时需要作出很多决定，
不仅要考虑仪器的超强功能，还要考虑它坚固耐用的设计。牛津仪器服务团队意
识到有必要在为我们客户服务的时候展现出我们深厚的知识、技能、经验，并提

牛津仪器
工业分析部
industrial@oxinst.com

供专业意见。

• 延长保修期合同
• 度身定制的服务合同
• 一流的培训机构
• 技术咨询热线
• 牛津仪器配件
• 耗材产品
• 送牛津仪器客服中心维修
请访问公司网站了解更多信息：
www.oichina.cn/support

英国
High Wycombe
电话：+44 (0) 1494 442255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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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丁美洲
Concord MA
电话：+1 978 369 9933 Ext. 220
新加坡
电话：+65 6337 6848
北美
Concord MA
TOLLFREE: +1 800 447 4717
电话：+1 978 369 9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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