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易、快速、精确
 One Click®一键水分测定

卡尔费休水分仪   

容量法：V20 / V30 / T70 / T90

库仑法：C20 / C30



One Click®一键操作，
准确测定您样品中的水分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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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容量法中文水分仪 智能库仑法中文水分仪

水分含量的多少是物质的一项重要的质量指标，因此水分的定量分析是各类物质理化分

析的基本项目之一。卡尔费休水分仪测量时，只与样品中游离的水发生反应，所以卡尔

费休测量方法对水有很好的选择性，同时还具有宽的水分测量范围。因此利用卡尔费休

方法测量水分的结果非常准确。

卡尔费休(Karl Fisher，简称KF)水分仪测量样品中水分含量的原理如下：

 1, ROH + SO2 + RN				(RNH) ● SO3R
 2,	(RNH) ● SO3R + 2RN + I2 + H2O       2(RNH)I + (RNH) ● SO4R
即：H2O + I2 + SO2 + 3RN + ROH       2(RNH)I + (RNH) ● SO4R	
式中RN：表示有机碱，通常是多种有机碱的混合物；ROH常指甲醇。

因为单纯的H2O与I2之间是没法进行反应的，从反应方程式中可以非常容

易理解KF试剂对水分测量的重要性，因此选择性能优异的知名品牌KF试
剂将为水分的测量提供极大的方便。

库仑法的KF试剂内不含I2，需要

通过电解反应(2I--2e  	 	 I2)产生

碘来与水反应。根据法拉第电

解定律，电解产生1mol碘需要

2*96485 C(库仑)电量。即产生

与18g水反应所需的碘，需要电

量2*96485 C；即1mg水对应于

10.72 C电量。样品测量过程中，

只要准确获得全部电解反应的电

量(库仑)就能精确计算得到样品

中水分的含量。

梅特勒-托利多的智能库仑法中文

水分仪C20/C30根据水分大小智

能、精确调节电解的电流大小，

使仪器的分辨率达到0.1μg(水)，
因此对ppm级微量水分的测试能

获得精确、可靠的结果。

KF水分仪有2类：容量法和库仑法。前者通常用来测量含水量比较高的样品，后者测量

含水量较低的样品。他们的测量原理完全相同，不同点是活性物质I2(碘)的来源不同。

容量法KF试剂的主要成分是I2，需要利用标准水样(如10%的标准水样、100%的纯水等)
标定它与水反应的能力(用mg(水)/mL(试剂)来表示)。样品测量过程中，只要精确获得KF

试剂的消耗体积就能计算得到样品中水分的含量。

梅特勒 -托利多的智能容量法中文水分仪V20/30/T70/T90的体积分辨率高达0.25 
μL(1/20,000分辨率，5 mL滴定管)，因此测量结果非常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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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网络化的操作

LabX中文版电脑控制软件

通过水分仪标配的Ethernet(以
太网)接口或USB接口与电脑连

接。LabX中文版电脑软件完全支

持操作人员在水分仪上的所有操

作。双模式操作实现电脑和彩

色触摸屏的同时或分别控制，样

品测试后的结果自动保存在电

脑中。

水分仪标配Ethernet(以太网)接
口，通过一根网线直接与办公室

的电脑连接；也可以无需电脑直

接实现水分仪与LIMS(实验室数据

管路系统)连接。利用LabX Pro(专
业版)中文版电脑软件实现水分仪

的网络化操作，整个系统完全符

合FDA 21 CFR part 11规范。

全密封、环境友好的操作

Solvent Manager试剂管理系统

通过Solvent Manager,	 一键(One 
Click®)操作实现全密封排废液、

加新鲜试剂或更换溶剂等，避免

操作人员与有毒的化学试剂的接

触，保证实验室环境和操作人员

的身体健康。

同时，Solvent Manager自动监控废

液瓶中废液的液位，防止溢流。

简易、快速的操作

One Click®一键水分测定

高亮度的TFT彩色触摸屏操作，操

作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语言习惯

任意选择中/英/德/法/意/俄/韩/西
班牙/波兰语等9种语言的操作界

面，让仪器符合您的语言习惯。

每个操作人员都可以设置自己个

性化的操作界面，通过一键(One 
Click®)操作来完成日常的各项工

作：如样品测定、试剂更换等。

One Click®一键水分测定结果，可

直接打印符合GLP规范的9种语言

的原始报告和曲线，满足您的产

品进入不同国家市场的需要。

梅特勒-托利多充分调研各行各业

对卡尔费休水分仪的各种不同需

求，结合滴定仪方面几十年的丰

富经验，为您奉献各种样品中水

分含量测试的完美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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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含水量比较高的样品(0.01% - 100%)采用容量法卡尔费休(简称KF)水分仪能够快速

得到结果，因为容量法KF试剂的主要成分是I2，通过快速添加试剂就能在1-2分钟得到测

量结果。采用V20/V30的水分测量，快速而精确，是含水量比较高的固体、液体、气体

样品中水分测量的最佳选择。

智能容量法V20/V30中文卡尔费休水分仪的体积分辨率高达0.25 μL(1/20,000分辨率，5 
mL滴定管)，因此即使测量低至10ppm的样品也能得到非常精确的测量结果。

“搭积木”式的灵活方法编辑
方式
可以通过均质器或外部萃取的方
法测试难溶的、水分释放慢的样
品；也可采用Stromboli自动样品
进样器实现全自动的水分测定。
所有测试方法的编辑过程直观、
简单且灵活。

中文彩色触摸屏的一键 (One 
Click®)操作

操作过程中，彩色触摸屏上即时

显示各种操作信息，提供在线帮

助。样品分析过程中，即时在线

显示各种滴定曲线(E-V, E-t, V-t,	
漂移值-t,	 水分含量-t)和各类相

关信息。

所有的日常各种工作都可以一键

(One Click®)操作完成，如样品中

水分测定、KF滴定剂浓度标定、

溶剂更换等，操作简便。

智能识别滴定剂和各种附件

仪器通过RFID (射频识别)自动识

别和智能查找卡尔费休滴定剂(
包括滴定剂的名称、浓度、有效

期、下次标定日期等)。仪器在

下次标定日期的当天自动提醒

操作人员进行滴定剂浓度的重新

标定，标定后自动保存新的浓度

数据，并自动更新滴定剂的有效

期、下次标定日期等数据。过期

的或错误的滴定剂不能使用，避

免误操作。

采用20,000步分辨率的滴定管驱

动器，实现最小加液量为0.25 μL 
(对应5 mL的滴定管)。因此，即

使测量含水量为ppm级的样品也

能得到精确的结果。

通常，样品含水量1000 ppm 到 
100%,	应该采用5 mg/mL的KF试
剂；含水量低于1000 ppm,	 用

2 mg/mL；含水量低于200 ppm,	

用1 m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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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监控溶剂的状态(Solvent 
Manager)
滴定杯中的溶剂溶解样品的数

量是有限的，达到溶剂溶解的

极限后，需要更换新鲜的溶剂

才能正确测量样品。通过Solvent 
Manager, 一键(One Click®)实现全

密封排废液、加新鲜溶剂等，避

免操作人员与有毒溶剂的接触；

并防止废液瓶溢流。

V30还能智能化监控溶剂的状

态，一旦智能识别到溶剂失效

后，启动Solvent Manager自动抽

出滴定杯中的废液，添加新的溶

剂。保证溶剂状态正常，样品测

试结果精确可信。

满足不同分析需要的各种附件

对于需要加热才能较好溶解的样

品(如糖果)，可以选择加热的恒

温滴定杯；对于难溶的一些样品

可以采用高速的搅拌(如均质器)
来促进样品的溶解(如巧克力)，
选择的均质器可完美匹配在滴定

杯上。

V20/V30/T70/T90容量法水分仪部分应用举例

 无机盐、结晶物；纺织品；矿物原料；尿素等化肥样品；面粉等粮食样

固体样品 品；青霉素V钾、克拉霉素、头孢哌酮钠等药物(详见药典中规定的产品)；  

 洗衣粉、唇膏等日化产品；巧克力、糖果、黄油等食品；等等 

 有机物、石油、化工生产过程和产品(如乙醇等有机溶剂、煤油等油类产

液体样品 品)；聚维酮碘、恩氟烷等药物(详见药典中规定的产品)；柔顺剂、洗发

 液等日化产品；农药；颜料；油漆涂料；等等

气体样品 管道煤气、天然气，液化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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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水分(几个ppm)含水量的精确测定

对于含水量比较低的样品(1 ppm - 5%)，由于含水量低，通常建议采用库仑法卡尔费休

水分仪。通过智能控制电解碘的过程，在1-2分钟就能得到精确的水分测定结果。

智能库仑法C20/C30中文卡尔费休水分仪的测量范围从1 ppm-100%，水分分辨率高达

0.1 μg，因此测量结果非常精确。采用C20/C30的水分测量，快速而精确，是含水量比

较低的液体、固体、气体样品中水分测量的最佳选择。

中文彩色触摸屏的一键 (One 
Click®) 操作

彩色触摸屏上即时显示各种操作

信息，提供在线帮助。

分析过程中，即时在线显示各种

滴定曲线(E-C, E-t, C-t,	漂移值-t, 水
分含量-t)和各类相关信息。

所有的各种工作都可以一键(One 
Click®)操作完成，如样品中水分测

定、KF试剂更换等，操作简便。

电解电极

KF试剂中的碘离子，在电解电极

的阳极上被电化学氧化而生成

与水反应的碘(胺盐在阴极上产

生氢)，电解过程智能控制(400, 
300, 200和100mA电解电流智能

切换)。根据法拉第定律，最大

“搭积木”式的灵活方法
编辑方式
可以通过外部萃取的方
法测试难溶的、水分释
放慢的样品；也可采用
Stromboli自动样品进样器
实现全自动的水分测定。
所有测试方法的编辑过程
直观、简单且灵活。

电解产生碘的速度对应2,100 μg
水/分钟。

两种电解电极(带隔膜和无隔膜)
供选择，满足不同样品的测试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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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0/C30库仑法水分仪部分应用举例

	 各种无机盐、结晶物；纤维素粉末；炸药；纺织品；多晶硅；锂离子电

固体样品	 池电极片；聚氯乙烯等塑料粒子；石蜡、沥青等油类产品；各种冻干粉、

	 青霉素钠、头孢克洛等药物(详见药典中规定的产品)；等等

	 有机物、石油、化工生产过程与产品(如甲苯等有机溶剂、汽油等油类产

液体样品	 品)；	异戊巴比妥钠、异氟烷等药物(详见药典中规定的产品)；变压器油、

	 液压油等铁路、电力等系统的油类产品；农药；锂离子电池电解液；等等

气体样品	 天然气、液化气、氟利昂、烃烷类气体(如氯甲烷、1,3-丁二烯、异戊烷)等
	

不同含水量样品的推荐进样量

样品含水量(ppm) 1 10 50 100 500 1000 5000 >1%
最小进样量(g) 10 8 5 4 2 1 0.2 <0.1
加入的水量(mg) 0.01 0.08 0.25 0.4 1.0 1.0 1.0 1.0

智能化监控KF试剂的状态(Solvent 
Manager)
滴定杯中KF试剂电解产生碘的量

是有限的，全部电解完后需要更

换新鲜的KF试剂才能正确测量样

品。通过Solvent Manager,	 一键

(One Click®)操作实现全密封排废

液、加新鲜试剂等，避免操作人

员与有毒试剂的接触，并防止废

液瓶溢流。C30还能智能化监控

试剂的状态，试剂失效后自动

更换。

便捷的进样工具

常规的液体样品，采用注射器进

样，并注意加样后将针尖的液滴

回抽回针管；粉末、固体样品，

采用玻璃称量舟进样；粘稠样

品，采用粘样勺进样。

气体中微量水分的精确测定

利用梅特勒-托利多高分辨率的天

平准确称量从取样钢瓶中加入到

滴定杯中气体的重量，气体中的

水分在滴定杯中被准确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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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某些特殊的、样品本身能与卡尔费休试剂反应的样品(如CaO)，难溶解的样品(如焦

油)，水分释放慢的样品(如塑料粒子)，粘附性强的难溶样品(如用过的机油)等热稳定性

好的固体、液体样品，采用加热干燥炉加热释放水分的方式是比较理想的选择。样品最

高加热到300˚C，加热释放的水分通过干燥的载气导入滴定杯中进行自动测量。

Stromboli 卡氏自动样品进样器

Stromboli一次可以全自动测量14
个样品，而且可以根据需要，任

意设置平行样的数量和对应的加

热温度(50-300˚C)。如：测定14
个完全不同的样品，并设置14个
完全不一样的加热温度。

Stromboli完全由V30/C30/T70/T90
自动控制和智能识别，两者之间

完美匹配，实现14个样品的水

分完全自动化测定，提高分析

效率。

仪器自动进行漂移测定(载气的含

水量)、空白测定(样品瓶中的水

分)，并自动扣除漂移和空白。

简单高效获得14个样品的准确水

分含量。

带铝箔密封的25mL的大样品瓶，

可以装载较多的样品，同时在

等待测量的过程中不受环境的影

响，因此含水量极低的样品也能

获得准确的结果。

样品由具有快速加热模块的升降杆推入加热炉体中，底部和四周同时加热，快速而

均匀的加热样品，实现样品中水分的快速释放。

漂移测定
140 ˚C/300 s

空白测定
140 ˚C

样品测定
140 ˚C

样品测定
270 ˚C

空白测定
270 ˚C

智能化的水分自动测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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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308卡氏加热干燥炉

与卡尔费休容量法V20/V30/T50/
T70/T90和库仑法C20/C30水分仪

相连，测定热稳定性好的固体、

液体、粘稠样品中的水分。采用

分阶段升温控制过程，最高加热

到300˚C，根据不同的样品任意

设定温度。

Good Titration PracticeTM

GTPTM(优良滴定操作规范)

T70/T90智能中文电位滴定仪

便捷的卡尔费休水分测定

超越系列T70/T90智能中文电位

滴定仪标配极化信号源，在常

规的电位滴定分析的同时，可非

常方便地扩展到卡尔费休水分测

定，二者相互兼容。甚至可以连

接Stromboli加热自动样品进样器

实现14个不同样品、不同加热温

度的全自动水分测定。也可以连

接Rondo 20自动进样器，实现直

接滴定20个样品的全自动化卡尔

费休水分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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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各种卡尔费休水分测定完美匹配

各种型号的卡尔费休水分仪

V20：标准容量法水分仪
为10 ppm - 100%含水量样品
的常规分析提供完美解决方
案。如：熟悉的中文操作界
面、一键水分测定、自动识别
和智能查找卡氏试剂。

V30：多面手容量法水分仪
更高的智能化，如：智能监
控溶剂状态，溶剂失效后自
动更换；操作权限管理；连
接Stromboli、均质器等自动化
测试样品。

C20：标准库仑法水分仪
为1 ppm - 100%含水量样品的
常规分析提供完美解决方案。
如：熟悉的中文操作界面、一
键水分测定、智能控制电解产
生碘的过程。

C30：多面手库仑法水分仪
更高的智能化，如：智能监控
卡氏试剂状态，试剂失效后自
动更换；操作权限管理；连接
Stromboli全自动化测试样品。

水
分
测
量
的
智
能
化
解
决
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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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70：多面手电位滴定仪
常规的电位滴定分析外，简
易扩展到固定在主机上的全
自动卡尔费休水分测定，二者
相互兼容。可连接溶剂管理系
统、Stromboli、均质器等进行
全自动水分含量测定。

T90: 无限适用型电位滴定仪
电位滴定与卡尔费休水分测定
同时进行的平行滴定功能；控
制2台Rondo自动进样器，同时
进行分析。

各种附件

电脑控制软件

USB打印机

分析天平

智能滴定管

加热干燥炉

均质器

进样工具

恒温滴定杯

T70/T90的KF套件

中文版LabX Pro (专业版)

商用USB打印机 USB-P25

XS/XP系列天平

1, 5, 10, 20 mL任意选择
保存滴定剂名称、浓度、
标定日期、操作者、下次
标定日期等

IKA, Kinemaetica
均质器完美匹配

TBox DR42
控制均质器

Visco SpoonTM

粘稠样品进样的粘样勺

用于需要控温样品的测定：如糖果，溴数、
溴指数等

直接固定在主机上，电位滴定与卡尔费休水
分测定相互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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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的超越系列自动电位滴定仪

超越系列T50/T70/T90滴定仪采用1/20,000分辨率的

滴定管，One Click® Titration一键滴定，具有中/英/德/
法/意/俄/韩/西班牙/波兰语等9种操作语言，并自动

识别和智能查找滴定电极、滴定剂和附件，实现操

作简便、分析高效、安全可靠的电位滴定，满足各

行各业滴定分析的需要。

智能电极

电极自动监控滴定过程中的信号变化，是各种电位

滴定的关键部件。梅特勒-托利多具有60多年的电

极研究和制造经验，为各种滴定分析提供一系列的

电极。

电极头部内置智能芯片，通过常规电极电缆与滴定

仪之间双向传递电极型号、序列号、测量单位、校

准数据(pH电极的零点、斜率、操作者等，并自动提

醒下次校准时间)等资料，实现自动识别和智能查找

功能，避免电极使用错误。

Rondo系列自动样品进样器，令人惊叹的滴定自动

化解决方案!

●	 灵活的产品设计：从600 mL样品量的12个样品到

60个样品的不同产品	
●	 单塔、双塔、连接单台自动进样器或1台滴定仪

同时控制2台的不同组合，满足您不同测试需要
●	 PowerShowerTM强力清洗系统，360度强力清洗电

极、搅拌桨等部件，实现高度准确的测量结果
●	 自动进行电极的浸洗活化
●	 配置CoverUpTM自动揭盖系统保护您的实验室环境
●	 具备COD(化学需氧量)自动测试套件
●	 采用全自动加热控温系统，在滴定分析的同时，

对下一个样品自动进行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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