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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世界高端科研分析儀器
捷叡科技應用有限公司

 J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pplication Co.,Ltd. 

主要引進各國知名的高科技精密分析儀器在中國/台灣獨家代理。為

將新技術在軟件及硬體上完整的引進，我們投入了龐大的學習、培

訓；提供客戶更完善的服務與創新技術，在客戶互動下解決科研上

的問題、突破技術、加速發展！ 

多年來我們的工作：市場行銷、專業的技術解決、安裝與儀器訓練、

不定時的交流會、及時的售後服務，與客戶之間建立了良好的聲譽；

我們在食品、化妝品、化學化工、高科技新材料、各大學專科院校…

等諸多領域擁有大量使用客戶。

「誠信與服務」並非口號，我們關注於工作層面的付出，

由專業人員領軍，將專業的產品與技術提供給客戶群，

實現從銷售、售後服務到技術支援的完整服務，

落實這個世代屬於每個頂級客戶專屬的【Total Solution】！

關於捷叡

迅捷 叡智 熱誠 求實 創意

捷叡文化



走在時代尖端的品牌代理

【瑞士】regenHU品牌：

高端精密技術模組，提供您一個全新的高經濟效益生物列印平臺，

有效結合細胞、3D支架與資訊傳遞因數，模擬細胞原生環境，設計

出理想的3D複合結構。藉此重現與人體相似的仿生組織模型，探索

組織工程的另一扇大門，我們可提供軟硬體全方位的需求與訂制化

設備。

【荷蘭】Xplore品牌：

Xplore桌上型熔融式微量混煉機、射出機、紡絲機、吹膜機…等；

設備用於研發端在製備高分子材料的共混物、配方開發篩選的高分

子複合材料、生物醫學應用(符合GMP製藥規範)、低生物利用度或

緩釋藥物（HME）、功能性材料和營養產品…等。

【英國】Hiden品牌：

專注設計、開發和製造四極桿質譜儀。用於先進研究應用以及專業

過程監測，產品系列包括：即時(real-time)精密氣體分析的系統、

表面科學的SIMS探針和蝕刻終點(EPD)檢測…等。Hiden的定制設計

服務為客戶交流解決方案，以滿足特定需求。

【德國】LUM品牌：

LUM 是一家生產分散體系分析及表徵儀器的行業領先者。

STEP-Technology® (穩定性分析儀)

CAT-Technology®(表面黏膠性質分析儀) 

為不同產品的分析表徵提供了技術平臺，成為全球化工、食品、化

妝品、塗料及製藥…等工業領域，在國際上領先公司實驗室裡的標

準配備。



Shaping the future of healthcare

瑞士知名大廠 regenHU 專注於生物材料結合

細胞的三維組織列印，提供客戶半客製化的高

經濟效益列印平台。

藉由可替換式列印平台，可結合無菌操作箱與

專用軟體，實現從造影系統截圖至細胞與材料

列印的一體化服務。

多功能列印平台可提供客戶在組織工程上使用

多種成形方式，創建複合材料構成的仿生組織

，並應用於自動化體外測定、臨床診斷、藥物

研發和毒性測試與複雜的人類疾病體外模型。

regenHU 於三維仿生組織列印上提供您多樣且一體化服務

藉由體外醫學造影取得

外型與內部結構資料

使用原廠軟體分解立體影像

可拆解為面、線、點

結合 與 完成”材料” ”細胞”

仿生組織列印。

創造全新生物測試平台

描繪未來醫療新領域

藉由複合式列印平台

重新組裝後進行培養

使用原廠軟體，分別對各部

件根據現今研究設計不同填

入物，並依據各材料選擇適

用的列印方式。

除生物可降解材料外細胞也

是列印的材料之一。



3D Discovery Bench- Top 可結合水、電、氣、操作系統或

無菌設備(Class II)與安全裝置成為3D Discovery Biosafety 。

3D Discovery 系列具備 X、Y、Z 三軸校正，機台無須另外安

裝防震設備。

列印平台可安裝最多四組相同或不同列印頭與兩組光學或測距

設備：

適用於高黏度材料、細胞專用、熱塑型高分子、靜電紡絲系統

、兩液混和系統。

光學系統可選配光固化燈或是高度測距儀。

部分列印頭與列印平台可搭配升溫或降溫裝置。

列印平台符合ANSI規範(可使用一般市售 well plate)。

基於3D Discovery系列上的進階型複合材料開發用3D組

織列印機。適用於設計複數水凝膠、液體、細胞之系統。

Bio Factory 具備高度細胞相容環境、六軸機械臂驅動，

最多同時搭載八支列印頭。

最大列印體積 60*60 *60mm。 

可擴充溫控設備與攝影監控。



BioCAD™  是直觀且易於使用的繪圖套件，具

備所有必需的繪圖工具，讓使用者在不需要使

用其他軟體或預先掃描存在的 3D  模型或醫學

圖像下設計組織生物支架。

藉由清晰的操作介面，用戶可經由短期的培訓

與練習，繪製或設計三維影像與結構。

BioCAM™可輸入市售掃瞄或繪圖系統的影像

或是醫學造影進行三維列印。

列印過程可在同一次列印中結合不同檔案與圖

像使用不同材料列印。

可建構虛擬 well plate將檔案複製後一次列印。

(例如在 6孔盤各孔洞一次列印 6個樣品)

可將輸入的檔案轉為 BioCAD™進行細節修編。

BioCUT™可輸入醫學造影並進行修編。

藉由軟體預先選擇或分割列印目標。

可結合 BioCAM™ 與 BioCAD™進行列印。



結合造影技術進行生物組織

的逆向工程

加入不同生長因子與結構設計，列印各類人體軟硬組織

於regenHU的系統中使用原廠研發的可相容/可分解基底材料，可協助

客戶開發屬於自己的生物墨水。

或使用市售材料與“細胞”進行仿生組織列印，建立更近似於細胞所生

長的原生環境。這將更好的反應出細胞的功能性與細胞間的交互作用和

分化過程。

Biomaterials Application Characteristics

SCAFFOLDING OsteoInk™ Calcium Phosphate 
biomaterial for hard 
tissue engineering

Calcium phospahte 
formulation

SUPPORT STARK™ Support material for 
Freeform Fabrication

Silicon-based polymer

HYDROGELS

ECM-p BioInk™

ECM-f BioInk™

ECM-c BioInk™

ECM-b BioInk™

ECM-a BioInk™

3D Cell culture, 
migration and
proliferation assay

Biosynthetic 
extracellular matrix with 
Low net charge

Biosynthetic 
extracellular matrix with 
Mid net charge

Biosynthetic charge 
extracellular matrix with 
High net

Biosynthetic 
extracellular matrix with
Low net charge 
Functionalized

Biosynthetic 
extracellular matrix with 
Low net charge 
Functionalized



生產地

Xplore 公司創始於1990 年代，原DSM Research旗下的研發單位，屬於商品和工程

塑料的單獨處理部門。在過去的 20 年，公司的成長焦點著重於 「擴大與外部客戶緊密聯

繫，接近市場和應用需求」。

Xplore 持續不斷地擴充和成功創新設計，發展出很多接近 市場需求的 實用精密設備，配

合材料配方研發開發出多重周邊組合，廣泛的篩選應用於各個市場領域。

雖然Xplore是DSM公司非常成功的儀器部門，但非DSM所致力的核心事業。

DSM  是一家致力於全球的健康、衛生，以生命科學為基礎，強項於衛生、營養等材料的

核心商品。到了2013年，因業務產品別屬性不一，經過雙方共同討論決定，Xplore 終於

由 DSM獨立出來。

自2014 年 3 月起，Xplore 正式獨立成一家公司，正式 命名為Xplore  Instruments BV。

這項獨立，讓 Xplore 能夠更有效率致力於：開發、客制化設計生產和符合市場需求

等級的加工和客制模具、打造全球微量混煉鑄塑設備。

Xplore  的核心競爭力，在於跟客戶一同進步，加入專業考量並在最短的時間內，與客戶

共同設計出，獨一無二深思熟慮的合適儀器和工具。「 Xplore 的成就，在於幫客戶在材

料研發領域的優勝競爭力」。

 

簡而言之， Xplore 在此為您提供我們的專業服務，為您設計篩選最合宜的工具，支援您

隨時突破、創新、迎接新的發展和挑戰。

從專注中獲得專業的加工知識！從歡樂中獲得團隊的互信承諾！



型號：MC 15  (Micro Compounder 15cc)

中文：桌上型微量雙螺杆擠出機

• 　擠出容積量：15毫升

•　 垂直混煉式設計，不卡料，材料回收率至少90%

• 　8支加熱絲(熱電隅)，可分段式溫控，最高工作溫度450℃

•　 垂直扭力：可在8000N環境下操作

•　 無長徑比(無上限)，可自行手動切換混煉擠出時間。

•　 可搭配流變軟體，獲得真實、即時剪切速度、力、粘度變化

•　 單機即可操作使用 (特殊需求另外選購)

• 　混煉腔硬度(洛式硬度) 60HRC，螺桿硬度(洛式硬度)54HRC

• 　可混煉無機粉末材料(CNT、陶瓷粉)

擠出機 與 射出成型機系列

型號：IM 12 (Injection Moulder 12 ml)

中文：桌上型微量射出成型機

• 　成型容積量：12毫升

•　 水平式射出成型，透過16 bar 以下的空氣推擠

•　 模具溫度可控制 ~ 300℃

•　 轉接：接料手把(從擠出機接料) 可控制 ~ 450℃

•　 觸控面板設定：

      接料手把溫度 (加熱棒直接快速升溫) 

      模具溫度

      射出壓力程序

•　 多種國際標準模具、特殊需求模具設計的選擇

型號：MC 5 (Micro Compounder 5cc)

中文：桌上型微量雙螺杆擠出機
• 　擠出容積量：5毫升

•　 垂直混煉式設計，不卡料，材料回收率至少90%

• 　支加熱絲(熱電隅)，可分段式溫控，最高工作溫度450℃

•　 垂直扭力：可在8000N環境下操作

•　 無長徑比(無上限)，可自行手動切換混煉擠出時間。

•　 可搭配流變軟體，獲得真實、即時剪切速度、力、粘度變化

•　 單機即可操作使用 (特殊需求另外選購)

• 　混煉腔硬度(洛式硬度) 60HRC，螺桿硬度(洛式硬度)54HRC

      可混煉無機粉末材料(CNT、陶瓷粉)

型號：IM 5.5 (Injection Moulder 5.5 ml)

中文：桌上型微量射出成型機

• 　成型容積量：5.5毫升

•　 水平式射出成型，透過16 bar 以下的空氣推擠

•　 模具溫度可控制 ~ 300℃

•　 轉接：接料手把(從擠出機接料) 可控制 ~ 450℃

•　 觸控面板設定：

　  接料手把溫度 (加熱棒直接快速升溫)

　  模具溫度

　  射出壓力程序

•　 多種國際標準模具、特殊需求模具設計的選擇



流變軟體 與 輸送帶機系列

通常擠出機將材料其擠出到水浴中 或 在空氣中自然冷卻，但往往沒有辦法讓線材可以均勻性

的收集在一起。

使用輸送帶裝置，將聚合物線材直接擠出到藍色編織物 或 直接擠壓到不粘的 PTFE 輸送帶，利

用控制輸送帶的速度，讓這些線材緩慢的被收集。當然它們仍然處於非固體狀態時，這種被控

制的線材拉伸可防止線材的斷裂或裂紋。這使得聚合物鏈可以預定的形狀冷卻，方便於後續的

分析步驟或直接進到造粒機中。

型號： 專用流變軟體 MC  
           (Reological Control- & acquisition-software)

• 　透過MC主機上的USB連接電腦，並在電腦裡安裝專用程式

•　 可獲得：

　  (1) Melt Viscosity 單位：kPa.s

      (2) Shear Rate 單位：/s

      (3) Shear Stress 單位：kN/m2

• 　所有數據可導出成 CSV檔

型號：CB Pro ( Conveyor belts Pro )

中文：輸送帶機_進階版

•　 皮帶為不沾粘的鐵氟龍材質

•　 帶寬可允許 6 * 70公分

•　 數位式顯示皮帶輸送速度

•　 可設定速度：10 - 250 或 20 - 500 公分/分鐘

型號：CB ( Conveyor belts  )

中文：輸送帶機

•　 皮帶為編織彈性材質

•　 帶寬可允許 6 * 95公分長

•　 類比式控制輸送帶速度

•　 可設定速度：30 - 475 公分/分鐘



紡絲機系列

型號：FL (Fiber line：Winding Unit & Condition Unit)

中文：紡絲機

• 　可搭配Xplore擠出機，使用 (0.15mm ~ 客制)的擠出口尺寸墊片來做出絲料。

•　 兩套系列的連用搭配：卷繞設備

　  (1) 1個收集筒

      (2) 收 絲速度 可在觸控面板設定：5mm - 200mm/min

      (3) 絲與絲之間的間距：0.1mm - 4mm

      (4) 收絲的總寬度(卷繞筒上卷繞的總寬度)：10mm - 150mm

• 　兩套系列的連用搭配：牽引設備

      (1) 搭配卷繞筒 75mm 做使用

      (2) 2個收集筒，可程控 向左拉伸加工、向右拉伸加工 (模組化記憶設定)

      (3) 單邊 收絲速度 ：0.5mm - 90mm/min

      (4) 單邊 收絲扭力矩控制(需選購Tension)：10N

      (5) 單邊 絲與絲之間距：0.1mm - 4mm

      (6) 單邊 絲在卷繞筒總寬度：10mm - 150mm

      (7)  標準配置：熱靴 ( hot shoe)，可溫控至300℃

      (8) 另外選購配置：熱筒(hot pin)，可溫控至250℃ (熱傳方式)

型號：MFD ( Multi filament die )

中文：多絲模具

多絲模具（MFD）安裝到我們的Xplore MC 15 上以具有垂直的紡絲模出

口，讓我們增強了紡絲過程。 MFD 包括12個開口孔，以使對多個長絲紡

絲的應用。 MFD 搭配「快速冷卻箱」和「卷繞機」完成和熔體強度的組

合，以產生高品質的多絲結構。

型號：WU (Winding Unit )

中文：卷繞機

型號：DWL ( Double winder line )

中文：雙卷繞機

型號：LFL ( Lignin fiber line )

中文：木質素紡絲機

Xplore 開發了這種專門研發的木質素纖維線，滿足了所有苛刻的研發

要求。使用者現在可以更容易地用我們特殊的大直徑紡機機收集木質

素纖維，然後以非常準確和可重現的方式對這些纖維進行牽引。

兩套設備，使您可以篩选和優化不同木質素等級的精細紡紗和調理過

程。它導致交聯的木質素纖維具有更好的機械性能。在最後的碳化工

藝步驟中，這些纖維可以轉化為碳纖維。



吹膜機系列

型號：CFL35 (Cast film line 35 mm)

中文：吹膜機 35mm

• 　35毫米的薄膜寬度

     狹縫切口模具 膜厚： 0.1mm、0.2mm、0.4mm、0.6mm (量身訂做其他規格)

     註：此膜模具口只能安裝在Xplore MC15/MC5 的混煉腔擠出口處

•　 2台輪軸牽引設備：

•　 可使用速度(Speed)調節的導向輥 (可調節100毫米/每分鐘 ~ 5000毫米/每分鐘)

• 　可使用扭矩(Torque)調節的捲繞輥 (可使用1Nmm增量做調整)

• 　滑軌盤，方便調整吹膜、收膜時之距離

•　 前方有小型吹氣刀口裝置 (需搭配空氣壓縮機)

型號：CFL65 (Cast film line 65 mm)

中文：吹膜機 65mm

• 　65毫米的薄膜寬度

      狹縫切口模具 膜厚： 0.1mm、0.2mm、0.4mm、0.6mm (量身訂做其他規格)

      註：此膜模具口只能安裝在Xplore MC15/MC5 的混煉腔擠出口處

註2：膜具帶有加熱的額外功能！• 　

2台輪軸牽引設備：• 　

可使用速度(Speed)調節的導向輥 (可調節100毫米/每分鐘 ~ 5000毫米/每分鐘)• 　

可使用扭矩(Torque)調節的捲繞輥 (可使用1Nmm增量做調整)• 　

滑軌盤，方便調整吹膜、收膜時之距離• 　

前方有小型吹氣刀口口裝置 (需搭配空氣壓縮機)• 　

型號：CFPL (Cast film pro line)

中文：吹膜成型機(專業型)

• 　高階型薄膜制程系統

使用65毫米寬的薄膜制程• 　

狹縫切口模具 膜厚： 0.1mm、0.2mm、0.4mm、0.6mm (量身訂做其他規格)• 　

      註1：此膜具安裝在Xplore MC15/MC5的混煉腔擠出口處

      註2：此膜具膜口有加熱的功能

2個輪軸牽引功能• 　

可使用速度(Speed)調節的導向輥 (可調節100毫米/每分鐘 ~ 5000毫米/每分鐘)• 　

可使用扭矩(Torque)調節的捲繞輥 (可使用1Nmm增量做調整)• 　

前方有2種吹風口裝置 (吹氣刀口型、橘色吹氣刀口型)• 　

轉軸有兩種版本• 　

      (1) 藍色圖樣為增加摩擦力版

      (2) 金屬圖樣為標準一般型



GMP商品系列

型號：GMP-PME 5ml/2ml (Pharma melt extruder)

中文：桌上型微量雙螺杆藥物用擠出機

• 　擠出容積量：5毫升、2毫升版

垂直式設計，上方餵料，材料回收率至少70%(不卡料)• 　

左面3段、右面3段式溫度控制，最高工作溫度400℃• 　

可搭配流變軟體，獲得真實、即時剪切速度、力、粘度變化• 　

無長徑比(無上限)，可自行手動切換混煉擠出時間。• 　

單機即可操作使用 (特殊需求另外選購)• 　

具有IP 65防水設計• 　

混煉腔槽、雙螺桿，可任意快速拆解獨立清潔，不相互污染• 　

型號：GMP-WU (Winding Unit )

中文：桌上型藥物用紡絲機

• 　收絲速度 可在觸控面板設定：5mm - 200mm/min

• 　絲與絲之間的間距：0.1mm - 4mm

• 　收絲的總寬度(卷繞筒上卷繞的總寬度)：10mm - 150mm

型號：GMP-CFL50 (Cast film line 50 mm)

中文：桌上型藥物用吹膜機

• 　一體式吹氣刀口可以加工一個寬度約為 50毫米。

•　 薄膜拉伸速度在100到5000mm / min之間

      並且可以以1mm / min的增量調節拉伸鼓。

•　 第二個捲繞鼓是扭矩控制的（其直徑將在試運行期間增長），

      繞組扭力矩將以1 Nmm的增量進行調整。

•　 最新的結果表明，無孔可獲得薄至5μm的薄膜。

型號：GMP-CB ( Conveyor belts )

中文：桌上型藥物用輸送帶機

• 　簡易的操作視窗

•　 輸送速度最低：1 m/min

• 　穩定的讓線材直線冷卻，避免了線材斷裂以便於後續的動作

•　 可以改裝成現有的擠出生產線

•　 有兩個版本(輸送帶表面材料)可供選擇

型號：GMP-IM 5.5 (Injection Moulder 5.5 ml)

中文：桌上型微量藥物用射出成型機

• 　成型容積量：5.5毫升

•　 水平式射出成型，透過16 bar 以下的空氣推擠

•　 模具溫度可控制 ~ 300℃

•　 轉接：接料手把(從擠出機接料) 可控制 ~ 450℃

•　 觸控面板操作

•　 特殊需求模具設計的選擇 (例：藥丸模具、特殊藥粒模具)



生產地

　　Hiden  Analytical是世界著名的四極桿質譜儀及

其相關氣體分析的領導者。多年來，我們在客戶中建

立了良好的聲譽。我們不僅著眼於提供先進的儀器和

專業的服務，更重要的是希望與用戶保持緊密的關係

，以確保我們的客戶可以從他們的『投資』中得到或

超越他們期望。

Instruments for Exact Science......

全球知名的英國Hiden大廠

專注在四極桿品質的開發延伸！



線上氣體分析質譜儀
Real-time Gas Analysis System

QGA (Quantitative Gas Analyser) 是英國Hiden公司推出的一款緊湊的

桌上型在線(Real-Time)氣體質譜儀，動態測量範圍從ppb到100%。 

QGA 線上定量氣體分析質譜儀

• 　高精度四級杆品質分析器，標配品質數1~200amu（1~300amu可選配）

•　 可加熱的石英進樣毛細管

•　 半開放式離子源、長壽命銥燈絲

• 　取樣壓力：100mbar-2bar可升級到100mbar~30bar

• 　最低檢測限：100ppb

• 　300毫秒內對氣體濃度的變化做出響應

•　 QGA 專業氣體定量軟件

•　 豐富的聯用介面，可與各廠商的熱重、化學吸附儀、微反應器等聯用

HPR-20 QIC R&D 研究級線上氣體分析儀

HPR-20是完整的精密氣體分析系統。被廣泛應用於催化研究、環境監測、

過程監測、污染物分析、發酵、CVD/MOCVD 等多種領域。

• 　QIC 直接進樣技術，對氣體、蒸氣的回應時間小於300ms
3 • 　取樣管1～20 cm / min 連續進樣，加熱至200℃

• 　取樣壓力：100mbar ～ 2bar，可選配至30bar

• 　軟離子化技術，為分析複雜混合物提供便利

• 　靈敏度高：0.1ppm～5ppb

• 　穩定性好，24h 以上，峰高變化小於±0.5%

• 　定量分析方法, ppb,ppm,%

• 　質量數範圍：1～50、100、200、300、510、1000amu

• 　四極杆種類：RGA，三級過濾四極杆

• 　最小掃描步階： 0.01amu

HPR-20 QICPlus 是可以全自動定量分析的、線上氣體分析質譜系統，

除包括HPR-20 QIC 的所有功能外，還具有以下特點：

HPR-20 QIC R&D Plus 自動定量氣體分析儀

• 　四組分氣體傳送和預混合裝置，用於調配或校準氣體

• 　雙氣路進樣口，防低體積閥門，自動/手動切換，確保樣品氣體正向流動

• 　高級進樣篩檢程式，具有高傳輸、方便清潔等特點

• 　高級定量氣體分析軟體，利用標準氣體進行自動定量分析校準

• 　矩陣倒置演算法用於組分濃度計算，資料可顯示為：％，ppm

• 　定量分析誤差<0.5％

QICBioStream 多路氣體分析/蒸氣分析系統是增加多路氣體採樣選擇閥系統

的質譜儀，用於對多區域氣體、蒸氣的線上監測、分析。

QICBioStream 多路氣體/蒸氣分析儀

• 　20～80 路進樣，內置加熱器，可加熱至120℃

• 　品質範圍：1～510amu

• 　回應時間：< 500ms

• 　氣體流量：0.01～10 L/min

• 　取樣壓力：10 mbar～2bar

• 　掃描速度：100 amu/2.5s

• 　靈敏度高：0.1ppm～5ppb

• 　穩定性好：24h 以上，峰高度變化小於 ±0.5%

• 　快速回應各種狀況
6• 　獨特面板密封技術，提供長期有效的密封，大於6*10  次動作

• 　直接驅動，高扭矩微步馬達，增量旋轉編碼器便於Z 軸自定位和閉環運動

• 　運動模式：雙向行程以求最短路徑，智慧加、減速，定點保持,錯誤報警

• 　通過操作軟體MASsoft 控制



殘餘氣體分析儀
Residual Gas Analysers

Hiden RGA 系列四極質譜殘餘氣體分析儀，用於真空診斷和工藝過程的精確

分析。 

RGA 系列四極質譜儀

• 　ppm 靈敏度,質量數至300amu

• 　穩定性好：24 小時以上峰高變化小於±0.5%

• 　MASsoft 軟體控制；顯示柱狀圖、趨勢分析和信號峰

• 　快速掃描：100amu/s

• 　混合模式掃描－多個windows 視窗顯示資訊，例如趨勢、柱狀圖和信號峰

• 　同步顯示資料圖，清單

• 　同步背景扣除，自動質量數排列

• 　資料輸出為ASCII 格式，至windows 軟體

• 　動態資料交換（DDE）至Excel、SPC-IV 等軟體

HMT 100-RC 高壓殘餘氣體分析儀

HMT100-RC RGA 四極質譜儀是針對真空診斷以及過程監測的雙模式 RGA 

系統。
-3 -8• 　HMT 模式適用於高壓4×10 Torr 下操作（最小壓力操作壓力4×10 Torr）

-4 -11• 　RGA 模式適於於壓力< 10 Torr 的操作（最小壓力操作壓力1×10 Torr）

• 　質量數100amu

• 　快速掃描，100amu/s

• 　穩定性好：24h 之上，峰高變化小於±1%

• 　MASsoft HMT 軟體控制，RS232、RS485 連接電腦，或由局域網進行多個系統控制

• 　快速顯示柱狀圖、趨勢分析和信號峰

• 　混合模式掃描，多個windows 視窗顯示資訊，例如趨勢、柱狀圖和信號峰

HPR-30 是用於真空、等離子體和薄膜加工監測的高性能過程氣體分析、控制分

析儀。

HPR-30 過程氣體分析儀

• 　取樣壓力：UHV～10-4mbar ·高靈敏度：5ppb

• 　質量數範圍：1～1000amu ·穩定性好：24h 之上，小於峰高的±0.5%

• 　濺射沉積、CVD/PECVD/LPCVD/MOCVD

• 　等離子蝕刻、金剛石CVD 、真空塗敷、反應離子蝕刻

• 　真空診斷、洩漏檢查

• 　加工氣體純度

• 　污染物監測

• 　靶預燒

• 　晶片除氣

• 　真空熱處理

HPR-80 專為活潑性、腐蝕性氣體分析和半導體、真空過程研究而設計的儀器

，可快速、定量分析活潑性、腐蝕性氣體混合物。

HPR-80 活潑性、腐蝕性氣體分析儀

• 　高靈敏度至5ppb，質量數為2500amu ·進樣壓力從 1mTorr 至大氣壓

• 　電容壓力計，用於樣品獨立的壓力監測 ·穩定性好

• 　等離子體/反應離子刻蝕（RIE）研究

• 　CVD / PVD / MOCVD

• 　半導體晶片加工研究

• 　真空、等離子體過程

• 　定量分析反應物質

• 　HF、HCl、HBr、CFC 研究



三級過濾四極質譜儀
Triple Filter Quadrupoles MS

Hiden HAL 3F 質譜儀適用用於高精密科學研究和UHV 過程分析。 

三級過濾（3F）四極質譜儀系列

• 　表面科學

• 　分子束研究

• 　UHV TPD

• 　大質量數TPD

• 　高精度的殘餘氣體分析

• 　核研究

• 　脫附、除氣研究

• 　真空腔、過程氣體污染物監測

• 　等離子體診斷

• 　靈敏度高，檢測範圍100% ～ 5ppb

• 　質量數可達1～2500 amu 內可選擇

• 　長期穩定性，超過24h 峰高變化小於±0.5%

• 　離子源控制以利於軟離子化和表觀電勢質譜

• 　有6、9、12mm 直徑的四極杆可選

• 　快速掃描：100amu/s

• 　內置的離子源配置有多種選擇

• 　在一級濾過處增加射頻，抗污染物

• 　升溫脫附實驗時，溫度同步顯示

• 　脈衝離子計數器選件可檢測連續7個數量級的動態範圍

• 　MASsoft 操作軟體功能強大

3F－PIC 質譜儀
PIC 是帶脈衝離子計數檢測器的3F 質譜儀，用於高精密科學研究、過程分析

以及UHV TPD。

• 　UHV TPD

• 　表面科學，單晶格研究

• 　分子束研究

• 　光致解吸研究

• 　質量數範圍可選至2500amu

• 　脈衝離子計數器可檢測7 個數量級動態範圍

• 　增強的抗污染能力

• 　一級過濾增加射頻，增強抗污染物能力

• 　升溫脫附實驗時，溫度讀數同步顯示

• 　信號選通1μs 解析度

EPIC 是帶脈衝離子計數、四極杆偏壓（Pulse Ion Counting and Pole Bias Control）

控制的3F 質譜儀，用於高精密科學分析、過程研究以及中性粒子、自由基、離子的

UHV 分析。

3F－EPIC 質譜儀

• 　中性粒子、自由基，正、負離子

• 　電子附著研究

• 　表面科學

• 　分子束研究

• 　UHV TPD

• 　質量數範圍可選至2500amu

• 　離子能量分佈掃描±100eV（1000eV 可選）

• 　當分析能量（或品質）分佈變化與時間的關係，或進行TOF 研究時，信號選通解析度為1μs

• 　可升級至等離子體分析或SIMS 分析儀

具有超高解析度的Hiden 3F 1000 系列 1～50amu 四極杆質譜儀，可以分開

質量差別為0.0256amu 的He 和D2



專用氣體分析質譜儀
Special Gas Analyzers

HPR-40 是用於對溶解性氣體進行精確分析，或過程中產生的易溶物研究。 

HPR-40 溶解氣分析系統

• 　土壤成分分析

• 　發酵過程分析

• 　江、河、水庫的水質分析

• 　地下水污染研究

• 　甲烷生產控制

• 　微生物/ 酶活性研究

• 　環境監測

HPR-70 批量進樣氣體分析系統

• 　密封、離散容器內所有組分的定量分析 •不連續的 / 分批 樣品分析

• 　定量樣品檢測 •遠程樣品採集 / 本地分析
3 3• 　1cm 噴流擴充至10cm ～1 升體積 •膨脹體積內直接分子漏孔取樣

• 　最小樣品漏失 / 零排放 / 零記憶效應

HPR-90 是獨特的專用系統，分析燈罩中填充氣體及其他密封件中的氣體。

HPR-90 密封氣體分析儀

• 　可互換的破裂室，手動破裂機理

• 　網眼篩選，密封件固定器，2 微米線上進樣口篩檢程式

• 　自動進樣口，附自動洩漏閥、波紋管密封隔離閥

• 　靈敏度高，分析可至10 ppm，質量數至 2500 amu.

• 　標定氣體進樣系統

用於催化劑表徵，反應測試，動力學和熱力學測量的系統。

Hiden CATLAB 是一種台式微反應器和組合質譜儀系統，用於快速和可重複

的催化劑表徵和反應研究。

CATLAB-PCS 催化微反應器與質譜儀

溫度範圍

升溫速率

反應器壓力

氣體流道口

搭配氣體質譜儀型號

室溫 to 1000 °C

0.1 – 20 °C/min

1 bar

4 或 8個

QGA (or HPR-20)



專用氣體分析質譜儀
Special Gas Analyzers

差示電化學質譜法，用來溶解氣體分析和電化學廢氣分析解決方案。

Hiden HPR-40 DSA 膜入口質譜儀（MIMS）是一種桌上型氣體分析系統，

用於實時定量分析和監測溶解/放出的氣體。

DEMS模具搭配HPR-40 DSA設備 用於電化學質譜分析。

DEMS 模具包括納米多孔膜界面，用於實時快速響應氣態和揮發性電化學反

應物，反應中間體和產物的原位測定。

DEMS(電化學模具)

TGA-MS(串聯配件)

符合市面上所有熱重分析儀 (TGA) 品牌的串聯接口。

使用Hiden毛細管導入口，再進到 HPR-20 QIC EGA做快速、Real-Time分析。

用於桌上型TGA-MS 分析系統，將TGA熱裂解的微量氣體，透過Hiden毛細

管口導入後，再進行快速、即時的分析。 

HPR-20 QIC EGA 逸出氣體線上分析質譜儀

量測範圍 200 or 300 amu

最低檢測濃度

氣體濃度變化的回應時間

High capacity vacuum pumping

進樣口

標準毛細管長度

Carrier gas

標準樣品流量(速)

可另外選購樣品流量(速)

快速量測速度

100 PPB

300 milliseconds

Yes

加熱型(軟矽膠)毛細管

2公尺

Helium or Argon

16 atm cc/min

 <1 atm cc/min to> 20 atm cc/min

每秒最多500次測量

用於薄膜深度剖面的表面分析系統，

測量固體樣品的nm和μm深度的表面組成。

Compact SIMS

量測範圍 50, 300, 510 amu

最低檢測濃度

SIMS 二次離子質譜

分析從樣品表面釋出的離子

SNMS 次級中性質譜

深度分辨率

最小可檢測濃度( Boron in Si)

最低可檢測濃度  SNMS

ppm

Yes

Yes positive ions (negative ion option)

Yes – Option

3 nm

10   atoms cm

1%

17-3



表面科學分析儀
Surface Science Analyzer

採用最新技術的Hiden SIMS 探頭，極易連接至現有的UHV 表面科學研究反

應室。

EQS SIMS 二次離子質譜

• 　靜態 / 動態SIMS ·常規表面分析

•　 整體的前端離子源，便於RGA 和 SNMS 分析 ·相容的離子槍 / FAB 槍

•　 化合物 / 污染物分析 ·縱深分析

•　 洩漏檢測 ·與Hiden SIMS 工作站相容

•　 EQS1000 系列：100cps/nA for Cs(CsI)3+ at 913amu(使用碘化銫靶，氧離子束/5keV)

• 　45°靜電扇形分析器, 掃描能量增量 0.05 eV/0.25eV FWHM

• 　有多種離子槍供選配

SIMS 二次離子工作站

Hiden SIMS 工作站，綜合UHV/SIMS 設備，進行高級的表面分析。

• 　各類型樣品的快速轉換 ·靜態、動態SIMS

• 　整體的離子源，用於RGA/SNMS ·表面修飾/光柵研究

• 　SIMS 表面形態/成像 ·表面污染物分析

• 　正、負離子、中性粒子、自由基的品質、能量分析儀

• 　讀數電子槍（選配）用於絕緣體研究時的電荷中和

• 　快速樣品傳遞，樣品固定，負載鎖定的操縱器

• 　4 軸：X, Y, Z,θ UHV 操縱器，以最佳定位樣品

• 　加上ESM LabVIEW SIMS 成像程式，進行SIMS 元素成像

• 　靜態SIMS 光譜資料庫可用

Hiden IDP 是三級過濾質譜/能量分析儀，用於研究ESD、PSD 或UHV-TPD 

中釋放的低能量粒子。是電子、光子激發脫附研究中，唯一進行離子、中性

粒子、自由基的品質、能量分析的質譜。

IDP/3F 離子脫附分析質譜儀

• 　釋出組分的快速品質、能量監測

• 　選通輸入分析，進行暫態/TOF 研究

• 　用表觀MS，分析母體和自由基

• 　本底壓力辨別

• 　ESD 和PAS 閾值,離子能量分佈

• 　陰、陽離子譜，鍵角資訊

• 　洩漏探測/ 實際洩漏分析/脫附研究

• 　4 透鏡離子光學系統/電子離子源

IMP 是自帶差示泵，簡潔的二次離子質譜儀，適於分析離子銑過程中的二次

離子和中子。是獨有的專業檢測終點儀器，用於離子蝕刻控制以及優化工藝

品質。

IMP 離子銑探針–終點探測器

• 　終點分析

• 　靶污染檢測

• 　品質控制/SPC

• 　殘餘氣體分析

• 　洩漏監測

• 　高靈敏度的 SIMS / MS，帶脈衝離子計數檢測器

• 　三級過四極質譜儀，標準配置為300amu

• 　離子光學器件，帶能量分析器和完整的離子源

• 　真空規和聯動裝置提供過壓保護

• 　穩定性好：超過24h，峰高變化小於±0.5%



等離子體表徵分析儀
Plasma Diagnostics Analyzers

Hiden EQP 是一台結合品質和能量分析的儀器。用於分析等離子體中正、負

離子，中性粒子以及自由基的種類和能量分佈。 

EQP 等離子體品質和能量分析儀

• 　刻蝕/ 沉積過程研究

•　 磁控濺射沉積過程分析

•　 離子注入 / 鐳射燒蝕

•　 殘餘氣體分析 / 洩漏檢測

•　 脈衝等離子體研究

•　 粒子通量、方向、能量和原子狀態

•　 1000eV 能量選配；懸浮電位可選至10keV

• 　電子附著分析選配

ESPion 高級Langmuir 探針

ESPion Langmuir 靜電等離子體探針適用於RF 和DC 等離子體反應器，自動

測量、在線顯示和存儲測量參數。ESPion 在被動射頻補償方面處於領先地位

，在所有商業化探針中 ESPion 具有最高的遮罩阻抗(4.25Mohm at 13.56 

MHz cf. 100kohm)，也是最快速的脈衝等離子體探針。具有自清洗迴圈功能

，防止探針尖端污染。

• 　蝕刻/ 沉積/ 清潔等離子體 ·離子密度 (Ni & Gi)

• 　脈衝等離子體操作 ·等離子體電勢

• 　電子密度(Ne) ·Debye 長度

• 　電子溫度(Te & EEDF) ·懸浮電位

XBS MBE 沉積速率監測/控制系統

• 　MBE 監測和控制

• 　分子束研究

• 　多源分析

• 　高性能的殘餘氣體分析

• 　靈敏度高, 檢測範圍從100% 至5ppb,質量數範圍至510amu

• 　交叉離子源, 粒子束接收角度 ±35°

• 　離子源控制，便於軟離子化和表觀電勢質譜分析

• 　增強靈敏度的大質量數傳送，自動質量數排列

• 　2mm 束接受孔，以利特殊使用者操作

• 　一級過濾處增加射頻，抗污染物能力增強。

• 　分子束研究中，檢測極限低至30ions/s

• 　監控生長速率1Å/min 或更低

HPR-60 適用於常壓下的高速度、無碰撞的分子束分析，即常壓下的等

離子體過程分析/表徵。

HPR-60 分子束取樣質譜

• 　反應動力學 •常壓等離子體診斷

• 　燃燒研究–火焰離子化分析 •催化研究

• 　CVD/MOCVD–金剛石生長研究 •大氣輝光放電分析

• 　集束分析 •閃脫附研究

• 　低、高能量分析選項，分析中性粒子、離子、自由基

• 　20、100、1000 mbar 取樣壓力選擇



ANALYTICAL INSTRUMENTS FOR MEASURING: 

SEPARATION AND INSTABILITY PHENOMENA

位於德國的LUM是研究分散體系與分析其表徵的行業領先者。

LUM於高速離心分離樣品時，全面紀錄分離中狀態。同樣的量

測方式也可用於測試並記錄複合材料內聚強或粘結強度。

前所未有的專利技術完美了現今日量測數據與分析的整合，成

為全球化工，食品，化妝品，塗料及製藥等工業領域國際領先

公司實驗室裡的標準配置。

CAT
®-Technology

C A Tentrifugal dhesion esting

LUM給您不同以往的接著力測試！

將樣品以目標黏著劑連接偵測基座後，藉由高強度離心力使其斷裂或分離。

除了記錄分離的瞬間，還可觀察樣品、黏著劑、偵測器之間因垂直力分離的情形。

STEP ®-Technology
CAT ®-Technology entrifugal dhesion estingC A T

樣品分離的過程才是LUM 顯現專業與價值之處！

藉由高速離心與高穿透光配合面狀接收器，記錄粒子於流體中移動的每一刻。

配合專業分析軟體 SEP VIEW可分析樣品穩定性、粒子移動速度等眾多功能。



CAT ®-Technology
C A Tentrifugal dhesion esting

• 　樣品製備簡易方便

•　 同時間同條件量測8個樣品

•　 簡易量測流程

•　 可變速測試

•　 可變速循環

•　 大範圍的試驗力（0.1N至6.5 kN）

•　 測定拉伸和剪切強度的試樣

•　 可變溫度測試

•　 測試基座可重複使用節省成本

•　 符合ISO 4624，JIS K 5600-5-7，

      DIN EN 15870和DIN EN 14869-2

LUMiFrac 是測定膠粘劑拉伸強度的新基準（獲得柏林勃蘭登堡2012創新獎）。它利用離心力在同一時間對樣品

施加多倍重力，從而獲得粘結強度、拉伸強度，同時還有剪切強度的絕對物理值（N/mm ）。

LUMiFrac 通過一個遞增的離心力直接施加到被測試的試樣。 它在高轉速下測試樣品斷裂瞬間的力，所有的資料

被發送到知名的 SEPView® 操作軟體， 該軟體可自動計算並顯示即時臨界力/斷裂失效力。

此外，它可以同時分析多達8個樣品，比較和計算統計並得出結論。除了減少了85 %的測量時間，作為斷裂測試

的相關資料，也會記錄在內。

LUMiFrac 是研究和品質控制工具，專為膠粘劑配方和表面處理行業而準備；漆塗料，複合木製品 ，汽車和飛機

工業，膠帶複合材料、多層鋁箔包裝或金屬薄膜塑膠光學基板，如眼鏡、鏡子等。不同的測試基座可覆蓋足夠多

的材料組合，應用範圍廣泛。為方便樣品製備而專門設計的工具已經完善，結合您所瞭解的物品，把它放在一個

功能中，繼而得出準確而具備重複性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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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Technology 為全球獨家專利，可瞬間測量光穿過整個樣品後，取得消光圖譜。 它是世界上首款能夠物理

加速，直接且有效測試樣品穩定性的儀器。

此儀器具備速度調整、光照強度和溫度後，進行多樣品分析的光學系統。聚光裝置由高性能、不同波長的特殊光

源構成。量測過程中無論是簡單或複雜體系即使樣品最微小的變化，都能被高分辨率的光學傳感器記錄。更重要

的是無需稀釋或知道確切樣品成份，只需要放入您的樣品就能進行比對。

通過觀察整個樣品的變化圖譜，您就能了解樣品不穩定的因素（如：分層、沉降或絮凝）加以分類和理解，並得

知穩定性排序。

STEP
®

-Technology
CAT

®
-Technology entrifugal dhesion estingC A T

穩定性/分散性分析

進料檢驗

出貨檢驗

分散劑挑選

新商品開發

工藝配方問題

現有樣品改質

不同供應商間的評比

與競爭對手間的商品比較

客訴商品與標準商品辨析

受時間影響造成的化性變化

懸浮體系預測

沉降體系預測

複雜體系預測

流體模式解析

保質期/貨架期分析

粒子分佈過於相近

粒子分佈差距過大

複雜粒子族群

粒徑分析



型號與規格

機種

型號

STEP Tech

重力模擬

溫度控制

粒徑測量

粒徑量測範圍

測量時間

樣品總數

光源(nm)

光源類型

感知器

掃描區間

適用濃度

適用黏度

適用密度

樣品槽總類

LUMiReader LUMiFuge LUMiSizer

LRX-RAY LR PSA LF 110 LF111 LS 610 LS 611 LS651

分析模式

&

內容

相關法規

○ ○ ○

一般重力量測

1. ISO/TR 13097

2. ISO 13318-2 

3. ISO 13317

4. CFR 21 Part 11

5. GB/T 26645.1-2011

6. ASTM D7827

1. 澄清度指數分析（樣品本身的穩定性計算）

2. 整體透光度分析（懸浮，沉降，複雜體系分析）

3. 粒子移動速度分析（複雜粒子組群移動紀錄與分析）

4. 保質期預測（重力模擬機型延伸計算）

5. 沉降高度，懸浮高度計算，液面半月彎

6. 粒徑分析（“sizer” 機型含此功能）， 可計算 1%~100%的粒子族群分布

7. 粒徑分析可依照Velocity，Intensity，Volume，Number 方式計算

8. 實驗記錄重複撥放功能

9. 硬體紀錄可記載重力變化，光源強度，溫度等變化

10. 軟體記錄整體變化位置（mm），StdDev，Corr coeff，斜率，各區段實際受力值，

　   變化起始與結束時間等等所有實驗資訊

PA & PC 材質試管（共有直徑10mm，2mm），玻璃試管（直徑1mm），磁性載具…

共計超過10種不同實驗試管，可全方位對應所有高濃度，低濃度，特規樣品

up to 22 g/cm�

光敏器陣列，無斷點全域接收

2048 CCD

面光源穿透式測量

建議於兩小時內會分層之樣品

0.00015 Vol% - 75 Vol% 0.00015 Vol% - 95Vol%

0.8 – 10  mPas
8

0.8 – 10  mPas
8

6~2300G 6~2300G

RT+3℃~60℃ 4~40℃ 4~60℃ 4~40℃ 4~60℃

○ ╳ ○

200 nm to 2000 µm╳ ╳

依PC硬碟大小最低0.5s最高無上限

1 1

X-RAY 865、630、470

8min~42hr

8(同時測)

865

20 nm to 100 µm

8min~42hr

12(同時測)

865 865、470

1s~99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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