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牌：           上海贤德实验仪器有限公司  http://www.shxdyq.com   

          本企业通过ISO9001：2008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产品价目表    

            满足各经销商市场需求，老型号和新型号都可推荐                   2017.01.01

名称 型号 容量（使用范围）规格 主要性能 单价(元/台)

旋转蒸

发器油
浴系列

SY-2000A 0.25-2升 球磨口冷凝管 转速数显 电子无极0-200转/分 功率：40W  自动升降 0-

150mm ，数显浴锅温度室温-180℃水油两用，功

率1.5kw, 配真空显示表

12000

SY-2000B 标准口冷凝管 11200

SY-3000A 0.25-3升 球磨口冷凝管 转速数显 电子无极0-200转/分 功率：40W  自动升降 0-

150mm ，数显浴锅温度室温-180℃水油两用，功
率1.5kw, 配真空显示表

13800

SY-3000B 标准口冷凝管 13200

SY-5000 0.25-5升 球磨口'冷凝管 转速数显
电子无极0-200转/分 功率：40W  自动升降 0-

150mm ，数显浴锅温度室温-180℃水油两用，功
率1.8kw, 配真空显示表

14800

多歧管

旋转蒸

发器

XD-2000DQ 五个头50ml

本系列一机可浓缩五种物料；

选配球磨口冷凝管或者标准口

冷凝管，转速是否数显

电子无极0-200转/分 功率：40W  自动升降 0-
150mm ，数显浴锅温度室温-90℃，功率

1.5kw,XD5000DQ功率1.8KW 配真空显示表,全透
明防护罩保温，节能，防爆，防溅，防污染

10800

XD-3000DQ 五个头100ml 13800

XD-5000DQ 五个头150ml 16800

旋 转 

蒸 发 
器 水 

浴 系 
列

XD-2000A(原型号RE-2000A) 0.25-2升 球磨口冷凝管  转速数显

电子无极0-200转/分 功率：40W  自动升降 0-
150mm ，数显浴锅温度室温-99℃，功率1.5kw, 

配真空显示表,全透明防护罩保温，节能，防

爆，防溅，防污染

8980

XD-2000B(原型号RE-2000B) 0.25-2升 标准口冷凝管 8660

XD-2000C 0.25-2升 卧式冷凝管 8560

XD-3000A(原型号RE-3000A) 0.25-3升 球磨口冷凝管  转速数显 12800

XD-3000B(原型号RE-3000B) 标准口冷凝管 12000

XD-3000C(原型号RE-3000C) 0.25-3升 卧式冷凝管 12000

XD-3000D(原型号RE-3000D) 阱式冷凝管 11500



旋 转 

蒸 发 
器 水 

浴 系 
列

RE-5000(原型号RE-5000) 0.25-5升 球磨口冷凝管 转速数显

电子无极0-200转/分 功率：40W  自动升降 0-
150mm ，数显浴锅温度室温-99℃，功率1.8kw, 

配真空显示表,全透明防护罩保温，节能，防

爆，防溅，防污染

14200

XD-5205(原型号RE-5205) 0.25-'5升 球磨口冷凝管 

电子无极0-130转/分 功率：40W  自动升降 0-
150mm ，数显浴锅温度室温-99℃，功率1.9kw, 

配真空显示表,全透明防护罩保温，节能，防

爆，防溅，防污染

13800

XD-52AA   新款 0.25-2升 球磨口冷凝管 

电子无极调速0-120转/分，水浴锅温度，智能数

显（室温-99度）全透明防护罩保温，节能，防
爆，防溅，防污染

5900

XD-52AA(原型号RE-52AA) 0.25-2升 立式顶抽冷凝管/自动升降

电子无极调速0-150转/分，升降 0-120mm,水浴

锅温度，智能数显（室温-99度）全透明防护罩
保温，节能，防爆，防溅，防污染

5900
最新款是
球磨口一
体化冷凝
管，安装
简单，密
封更佳

XD-52A(原型号RE-52A) 0.25-2升
立式带冰容器冷凝管/手动丝

杆升降
5300

XD-5299(原型号RE-5299) 0.25-2升 立式顶抽冷凝管/自动升降 6200

XD-52CS(原型号RE-52CS) 0.25-2升
立式带冰容器冷凝管/手动滑

柱升降
3950

XD-52C(原型号RE-52C) 0.25-2升
立式带冰容器冷凝管/手动滑

柱升降
电子无极调速（无水浴锅） 0-150转/分 2680

XD-52CS-1(原型号RE-52CS-1)
0.25-2升

立式冷凝管
电子无极调速0-120转/分，B-260水浴锅温度，
智能数显（室温-99度） 手柄式翘杆升降150mm

4800

XD-52CS-2(原型号RE-52CS-2) 卧式冷凝管 4800

XD-5203(原型号RE-5203) 0.25-3升 杠杆液压升降，
电子无极调速0-120转/分，水浴锅温度，智能数
显（室温-99度） 手柄式液压翘杆升降130mm

6000

XD-5220A(原型号RE-5220A) 20升 电动升降
进口变频调速器，转速数显20-130转/分，可连

续放料，水温自控，智能数显，功率：5KW.
38500

XD-5210A(原型号RE-5210A) 10升 电动升降

进口变频调速器，转速数显20-110转/分。电动

升降，可连续放料，水温自控，智能数显，功

率：4.8KW.

29800

名称 型号 材质 规格 主要性能 单价(元/台)



B系列
恒温
水浴
锅

B-260
SUS304+特氟

龙复合锅

内胆尺寸26X15CM 温度自动数显功率：1KW 1200

B-220 内胆尺寸22X11.5CM 温度自动数显功率：1.5KW 980

名称 型号 规格 主要性能 单价(元/台)

自动
纯水
蒸馏
器SZ

SZ-93 自动双重纯水蒸馏器 3.0kw石英加热管  1600ml/小时 2600
SZ-96 自动纯水蒸馏器 1.5kw石英加热管  1800ml/小时 1620
SZ-97 自动三重纯水蒸馏器 4.5kw石英加热管  1500ml/小时 3900

名称 型号 规格 主要性能 单价(元/台)

低温
循环
装置

xdyq0304 高精度小体积低温冷却循环装置

温度范围-10至+40（室温），温度显示：
LED，温度显示精度：0.1K，尺寸（宽 x 长 

x 高）235 X 400 X 410mm，制冷量
（10°C)：300W，制冷剂:  R134a,

8500

xdyq0404 高精度小体积低温冷却循环装置

温度范围-20至+40（室温），温度显示：
LED，温度显示精度：0.1K，尺寸（宽 x 长 

x 高）235 X 400 X 410mm，制冷量
（10°C)：300W，制冷剂:  R134a,

9600

DLSB-2/20 小体积低温冷却循环装置

温度范围（℃）-20～常温，控温精度：
（℃）±1，制冷量 （W）1120－280

流量（L/min）12，扬程（m）5～7，储液槽
容积（L）2，最佳环境温度（℃）5～25

电源（V/Hz）220/50外壳材质 冷板静电喷
塑外形尺寸（mm）420L×220W×440H

重量（kg）15

5800

DLSB-5/20 低温冷却循环装置

储液槽 5L空载最低温度 -20℃，使用温度
范围 -20～常温，主要性能及部件 制冷量 
520W，制冷剂 R22，功率 495W，电流 

3.25A，循环泵 功率 100W 流量 12L/min
  扬程 5-7m

6900

注：低温泵型号较多，需沟通询价

名称 型号 规格 主要性能 单价(元/台)

SHZ-III 双表双抽气头 功率：180W电压：~220v/50Hz  流量60L/min 杨程8M 最大真空度0.098Mpa 单头抽气量10L/min  抽气头数量：2  储水箱容积：15L  材质：工程塑料外壳、泵壳、叶轮、主管道1780



SHB-IIIA  双表双抽气头 不锈钢内胆

功率：180W电压：~220v/50Hz  流量60L/min 杨

程8M 最大真空度0.098Mpa 单头抽气量10L/min  
抽气头数量：2  储水箱容积：15L  材质：工程

塑料外壳  不锈钢泵壳、叶轮、主管道

2280

SHZ-95B 单表5抽气头 功率：370W电压：~220v/50Hz   杨程12M 最大

真空度0.098Mpa 单头抽气量10L/min  抽气头数
3380

单位名称：上海贤德实验仪器有限公司
          

          生产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南桥A3工业园168号3楼
          联系人：周贤孝   18019050480 此号微信；QQ:412248619

          电话/传真：021-54312390   34092976            
    上海贤德实验仪器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旋转蒸发器厂家，生产多歧管旋转蒸发器，SY系列水（油）两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