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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公司简介>>

沃德仪器致力于为材料、精细化学、石油化工、煤化工、环保、新能源、生物医药等行

业提供专业的研究型分析设备。公司产品线丰富，目前产品主要有：程序升温化学吸附仪、

微孔分析仪、比表面及孔隙度分析仪、动态BET测定仪、固定床催化剂评价装置、流化床反应

器、多通道平行化学合成仪、全自动集中配气系统以及自动化控制平台方案。高品质的仪器

让客户准确可靠地进行实验分析，专业的技术支持及高效率的服务让客户放心的使用设备。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在深圳成立了研发中心，并聘请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史蒂文-文森教

授作为我公司研发中心的技术顾问。

公司在西安、深圳、武汉、上海、北京等地均设有办事处，以方便为客户提供更加周到

便捷的服务。

公司产品远销美国、新加坡、日本、印度、伊朗等地，均得到客户的一致认可，为中国

制造增添了靓丽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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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 应用领域

┃ 电池研发 ┃ 医药制药┃ 环境保护 ┃ 材料

┃ 新能源┃ 精细化工 ┃ 煤化工┃ 石油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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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程序升温化学吸附仪基于动态化学吸附原理，当分析气以一定的流速流经样品表面时与之发

生反应，从而导致分析气的浓度发生变化，检测器检测出这种变化，并将其转化成电信号。利用该方法

可实现对样品的贵金属分散度、活性表面积、储氢、储氧、氧化、还原、NH3/CO2等吸脱附量、酸/碱

中心数量及强度分布等的研究。

Principle >> 原理 

吸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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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程序升温化学吸附仪
基础型 VDSorb-90i

>>  Function 

● 程序升温脱附TPD

● 程序升温还原TPR

● 程序升温氧化TPO

● 程序升温表面反应TPSR

● 自定义分析模型

VDSorb-90i基础型程序升温化学吸附仪基于动态化学吸附原理，当分析气以一定的

流速流经样品表面时与之发生反应，从而导致分析气的浓度发生变化，检测器检测出这种

变化，并将其转化成电信号。利用该方法可实现对样品的储氢、储氧、氧化、还原、

NH3/CO2等吸脱附量、酸/碱中心数量及强度分布等的研究。

Introdu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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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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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eters >> 

重现性：≤0.5% 冷阱站温度范围：-196℃~室温

准确度：±0.1℃

重复性：±0.1℃ 杜瓦瓶容量：1L

温度范围：RT~1100℃ 反应器规格：U型

升温速率：0~100℃/min 反应器材质：石英

流量范围：0~100ml/min 三路独立的Treatment气体接口

质量流量控制器数量：1 三路独立Pretreatment/Blend/

Carrier气体接口

热导检测器（TCD）最高温度：250℃

热导检测器（TCD）控温精度：<0.1℃

热导检测器（TCD）基线噪音：<30μA

热导检测器（TCD）基线漂移：<50μA/30min

     升温曲线平直，由于采用了目前最为先进的（SMART-PID）SPID控温技术，升温曲线无论在低温段（低于150℃）

     还是高温段都非常平直；

     流量控制精确，采用进口高精度质量流量控制器，实现了超高精度流量控制，并且响应时间快速；

     热导检测器(TCD)灵敏度高，采用进口高阻抗铼钨丝，检测器温度波动范围小于0.05℃，大大提高了检测的灵敏度，

     同时具备了很强的抗干扰能力；

     气路最优化，系统的死体积非常小，提高检测灵敏度和实验的重现性；

     采用自动升降式反应炉，实现了实验过程全自动化作业。结合强制冷系统，实现高效快速降温；

     仪器整体采用铝合金模块化设计及高强氧化表面处理技术，永不褪色；

     实验功能强大，可根据用户要求定制特殊的实验流程；

     扩展性强，通过简单的设置，仪器能与GC、MS、FTIR等仪器联控，外接管线保温，并且在仪器内部气路自动切换

     到最优路径；

     VDSorbStation工作站兼容当前主流的Windows操作系统，可实现数据采集，编写实验参数、编写实验流程、自

     动峰判断、自动计算峰值、自动完成吸脱附量的计算等，并能够根据客户要求定制特殊的实验算法，以完成更为复杂

     的实验；

     采用以太网通讯方式，可实现远程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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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程序升温化学吸附仪
标准版 VDSorb-91i

● 程序升温脱附TPD

● 程序升温还原TPR

● 程序升温氧化TPO

● 化学脉冲吸附HOT

● 程序升温表面反应TPSR

● 流动法比表面分析

● 自定义分析模型

VDSorb-91i标准型程序升温化学吸附仪基于动态化学吸附原理，当分析气以一定的流速

流经样品表面时与之发生反应，从而导致分析气的浓度发生变化，检测器检测出这种变化，并

将其转化成电信号。利用该方法可实现对样品的贵金属分散度、活性表面积、储氢、储氧、氧

化、还原、NH3/CO2等吸脱附量、酸/碱中心数量及强度分布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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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现性：≤0.5%

准确度：±0.1℃ 蒸汽发生器温度范围：室温~250℃

重复性：±0.1℃

冷阱站温度范围：-196℃~室温

温度范围：RT~1100℃

升温速率：0~100℃/min 杜瓦瓶容量：1L

流量范围：0~100ml/min 反应器材质：石英

质量流量控制器数量：2

Loop环规格：0.5ml、1ml、2ml

热导检测器（TCD）最高温度：250℃ 三路独立的Treatment气体接口

热导检测器（TCD）控温精度：<0.1℃ 三路独Pretreatment/Blend/

热导检测器（TCD）基线噪音：<30μA Carrier气体接口

热导检测器（TCD）基线漂移：<50μA/30min

保温箱温度范围：室温~250℃

     升温曲线平直，由于采用了目前最为先进的（SMART-PID）SPID控温技术，升温曲线无论在低温段（低于150℃）

     还是高温段都非常平直；

     流量控制精确，采用进口高精度质量流量控制器，实现了超高精度流量控制，并且响应时间快速；

     热导检测器(TCD)灵敏度高，采用进口高阻抗铼钨丝，检测器温度波动范围小于0.05℃，大大提高了检测的灵敏度，

     同时具备了很强的抗干扰能力；

     气路最优化，系统的死体积非常小，提高检测灵敏度和实验的重现性；

     内置恒温箱体，确保气路不存在任何冷点，包括接头、阀门等;

     采用自动升降式反应炉，实现了实验过程全自动化作业。结合强制冷系统，实现高效快速降温；

     杜瓦瓶自动升降技术，比表面吸脱附过程无需人为干预；

     可实现高纯气在线气体混合；

     配备多种冷阱、过滤器、缓冲环，根据具体实验灵活使用；

     仪器整体采用铝合金模块化设计及高强氧化表面处理技术，永不褪色；

     实验功能强大，可根据用户要求定制特殊的实验流程；

     扩展性强，通过简单的设置，仪器能与GC、MS、FTIR等仪器联控，并且在仪器内部气路自动切换到最优路径；

     VDSorbStation工作站兼容当前主流的Windows操作系统，可实现数据采集，编写实验参数、编写实验流程、自

     动峰判断、自动计算峰值、自动完成如金属分散度、吸脱附量的计算等，并能够根据客户要求定制特殊的实验算法，

     以完成更为复杂的实验；

     采用以太网通讯方式，可实现远程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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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程序升温化学吸附仪
研究型 VDSorb-92i

● 程序升温脱附TPD

● 程序升温还原TPR

● 程序升温氧化TPO

● 化学脉冲吸附HOT

● 程序升温表面反应TPSR

● 流动法比表面分析

● 自定义分析模型

VDSorb-92i研究型程序升温化学吸附仪基于动态化学吸附原理，当分析气以一定的

流速流经样品表面时与之发生反应，从而导致分析气的浓度发生变化，检测器检测出这种

变化，并将其转化成电信号。利用该方法可实现对样品的贵金属分散度、活性表面积、储

氢、储氧、氧化、还原、NH3/CO2等吸脱附量、酸/碱中心数量及强度分布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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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现性：≤0.5% 蒸汽发生器温度范围：室温~250℃

准确度：±0.1℃

重复性：±0.1℃ 冷阱站温度范围：-196℃~室温

温度范围：RT~1100℃ 杜瓦瓶容量：1L

升温速率：0~100℃/min

反应器材质：石英

流量范围：0~100ml/min

质量流量控制器数量：3 Loop环规格：0.5ml、1ml、2ml

热导检测器（TCD）最高温度：250℃ 三路独立的Treatment气体接口

热导检测器（TCD）控温精度：<0.1℃ 三路独Pretreatment/Blend/

热导检测器（TCD）基线噪音：<30μA Carrier气体接口

热导检测器（TCD）基线漂移：<50μA/30min

保温箱温度范围：室温~250℃

 升温曲线平直，由于采用了目前最为先进的（SMART-PID）SPID控温技术，升温曲线无论在低温段（低于150℃）

 还是高温段都非常平直；

流量控制精确，采用进口高精度质量流量控制器，实现了超高精度流量控制，并且响应时间快速；

热导检测器(TCD)灵敏度高，采用进口高阻抗铼钨丝，检测器温度波动范围小于0.05℃，大大提高了检测的灵敏度

，同时具备了很强的抗干扰能力；

气路最优化，系统的死体积非常小，提高检测灵敏度和实验的重现性；

内置恒温箱体，确保气路不存在任何冷点，包括接头、阀门等;

采用自动升降式反应炉，实现了实验过程全自动化作业。结合强制冷系统，实现高效快速降温；

杜瓦瓶自动升降技术，比表面吸脱附过程无需人为干预；

可实现所有实验的高纯气在线气体混合；

配备多种冷阱、过滤器、缓冲环，根据具体实验灵活使用；

仪器整体采用铝合金模块化设计及高强氧化表面处理技术，永不褪色；

实验功能强大，可根据用户要求定制特殊的实验流程；

扩展性强，通过简单的设置，仪器能与GC、MS、FTIR等仪器联控，外接管线保温，并且在仪器内部气路自动切

换到最优路径；

VDSorbStation工作站兼容当前主流的Windows操作系统，可实现数据采集，编写实验参数、编写实验流程、

自动峰判断、自动计算峰值、自动完成如金属分散度、吸脱附量的计算等，并能够根据客户要求定制特殊的实

验算法，以完成更为复杂的实验；

采用以太网通讯方式，可实现远程监控。

vodo｜11

沃德仪器产品系
We can do best

Features >>

Parameters >> 

吸

附

仪



高压程序升温化学吸附仪

 VDSorb-90hp

● 高压程序升温脱附HPTPD

● 高压程序升温还原HPTPR

● 高压程序升温氧化HPTPO

● 高压程序升温表面反应HPTPSR

● 自定义分析模型

VDSorb-90hp高 压 程 序 升 温 化 学 吸 附 仪 是 自 动 化 催 化 剂 表 征 系 统 ， 最 高 压 力 可 达

1450psi。仅需几十毫克的样品即可实现精确的催化评价，特别适合于储氢、储氧、氧化、还

原、加氢反应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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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温曲线平直，由于采用了目前最为先进的（SMART-PID）SPID控温技术，升温曲线无论在低温段（低于150℃）

还是高温段都非常平直；

流量控制精确，采用高压型质量流量控制器，满足高压反应要求，实现了超高精度流量控制，并且响应时间快速；

热导检测器(TCD)灵敏度高，采用进口高阻抗铼钨丝，检测器温度波动范围小于0.05℃，大大提高了检测的灵敏度，

同时具备了很强的抗干扰能力；

内置全进口高压气动阀，确保高压运行的稳定可靠；

内置高精度压力变送器模块，实时监测系统压力变化；

气路最优化，系统的死体积非常小，提高检测灵敏度和实验的重现性；

内置恒温箱体，确保气路不存在任何冷点，包括接头、阀门等;

采用自动升降式反应炉，实现了实验过程全自动化作业。结合强制冷系统，实现高效快速降温；

可实现高纯气在线气体混合；

仪器整体采用铝合金模块化设计及高强氧化表面处理技术，永不褪色；

实验功能强大，可根据用户要求定制特殊的实验流程；

扩展性强，通过简单的设置，仪器能与GC、MS、FTIR等仪器联控，并且在仪器内部气路自动切换到最优路径；

VDSorbStation工作站兼容当前主流的Windows操作系统，可实现数据采集，编写实验参数、编写实验流程、自动

峰判断、自动计算峰值、自动完成如金属分散度、吸脱附量的计算等，并能够根据客户要求定制特殊的实验算法，以

完成更为复杂的实验；

采用以太网通讯方式，可实现远程监控。

重现性：≤0.5% 高压气动阀工作压力：1450psi

准确度：±0.1℃

重复性：±0.1℃ 保温箱温度范围：室温~250℃

温度范围：RT~1100℃ 蒸汽发生器温度范围：室温~400℃

升温速率：0~100℃/min

冷阱站温度范围：-196℃~室温

流量范围：0~100ml/min

质量流量控制器数量：2 杜瓦瓶容量：1L

热导检测器（TCD）最高温度：250℃ 反应器材质：310S

热导检测器（TCD）控温精度：<0.1℃

热导检测器（TCD）基线噪音：<30μA 三路独立的Treatment气体接口

热导检测器（TCD）基线漂移：<50μA/30min 三路独立的Pretreatment/Blend/

Carrier气体接口

压力变送器范围：0~1700psi

vodo｜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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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化学吸附仪

VDSorb-90ii

● 储氢

● 储氧

● 燃料电池

● 纳米材料

● 煤炭

全自动静态化学吸附仪以静态化学吸附为原理实现，材料在不同压力下对吸附质的吸附

量，作吸附等温线，根据吸附等温线得到可逆化学吸附量及不可逆化学吸附量。非常适合测

定可逆化学吸附反应。

● 催化剂

Application >> 

vodo｜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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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现性：≤±1% 极限真空度：10-2Pa

吸附压力范围：10-2~106Pa

最高吸脱附温度：800℃

温度控制精度：≤±0.1℃ 气体流量范围：0~100sccm

升温速率：0~100℃/min 气体接口数量：3个

压力变送器范围：10e-2~10e6Pa 反应器材质：石英

控温精确，采用最为先进的（SMART-PID）SPID控温技术；

流量控制精确，采用高精度质量流量控制器，实现了超高精度流量控制，并且响应时间快速；

配备多个压力变送器，实现对系统压力的精确测量；

配备大抽量真空泵，实现超低系统压力；

气路最优化，系统的死体积非常小，提高检测灵敏度和实验的重现性；

采用自动升降式反应炉，实现了实验过程全自动化作业，结合强制冷系统，实现高效快速降温；

仪器整体采用铝合金模块化设计及高强氧化表面处理技术，永不褪色；

自动完成样品的预处理，包括还原、氧化、表面吹扫等；

VDSorbStation工作站兼容当前主流的Windows操作系统，可实现自由体积自动校准、PID平衡压力控制、吸

脱附量自动计算等；

采用以太网通讯方式，可实现远程监控。

vodo｜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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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比表面及孔隙度吸附仪

标准型 VDSorb-200i

单点BET比表面积

多点BET比表面积

Langmuir比表面积

BJH介孔孔容及孔径分布

t-plot法

DA法

DR法

HK法

MP法

NLDFT法

● 

● 

● 

● 

● 

● 

● 

● 

● 

● 

VDSorb-200i全自动比表面及孔隙度分析仪,利用静态物理吸附法原理表征材料的比

表面积、孔径分布、孔容积等特征。仪器集成了目前主流的十几种分析算法，给材料分析

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及实际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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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对象：活性碳、分子筛、沸石、AL2O3等 微孔常规分析0.35nm-2nm；

测试气体：氮气、氦气等； 总孔体积0.0001cc/g—至无上限；

脱气温度：室温~400℃，精度±1℃； 比表面积精度：≤± 1.0%；

分压范围：P/Po 范围为10-4-0.998 ； 外表面积精度：≤± 1.5%；

比表面积范围：0.005(m2/g)~无上限； 孔径精度：≤0.02nm；

介孔、大孔分析2nm-500nm；

仪器外形小巧精致，方便安置；

与计算计以太网连接，方便快捷；

自由体积自动校准，提高测试准确性；

配1.5L真空玻璃内胆杜瓦瓶；

独立P0管，配备单独真空计，实时测量饱和蒸汽压；

杜瓦瓶自动升降技术，配合防卡死技术及红外定位技术，定位精度<0.1mm，保证运行安全及精确；

智能真空脱气技术，将温度精确控制在设定范围内，并且根据设定脱气时间对样品进行预处理；

氦气自由体积校准技术，精确得到除去样品之外的歧管体积；

两套独立的真空系统，分别应用与分析站和预处理站，提高分析效率以及避免了交叉污染；

配多个高精度真空计，实现压力全量程无缝隙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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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比表面分析仪
VDSorb-300i

单点BET比表面积

多点BET比表面积

Langmuir比表面积

直接对比法比表面积

平均粒径估算

● 

● 

● 

● 

● 

VDSorb-300i采用连续流动色谱法原理测定催化剂比表面。样品置于液氮环境下，氮气和氦气

按一定比例混合后，流经样品颗粒表面，此时氮气吸附在样品表面，造成混合气组分发生变化，由热

导探测器检测出这一变化，再通过专业软件进行分析计算出比表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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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范围：比表面积0.01(m2/g)~无上限；

重复精度：比表面积≤± 1.0%；

分压范围：多点BET为0.05~0.35，直接对比法为0.3或0.4；

测试气体：高纯氮气（99.999%）；高纯氦气（99.999%）；

脱气温度：室温~400℃，精度±1℃；

测试效率高，直接对比法一个样品测试时间仅需5分钟，多点BET一个样品测试时间为30分钟左右；

设计合理，一个分析站可同时分析3个样品；

全自动杜瓦瓶升降系统，实现了实验过程无人值守；

独立的脱气系统，可实现在线脱气，确保样品不被二次污染；

高精度质量流量控制器，根据实验过程自动调节氮气与氦气的配比，实现多点BET的全自动化分析；

配备吸附质内校系统，使每次测试结果都准确无误；

VDSorbStation工作站完美兼容Windows主流操作系统。可实现能够数据采集，编写实验参数、编写实验流程、

自动峰判断、自动计算峰值、自动完成BET比表面积、Langmuir比表面积、平均粒径估算的计算等；

采用以太网通讯方式，可实现远程监控；

仪器整体采用铝合金模块化设计及高强氧化表面处理技术，永不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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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装置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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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 

┃ 电池研发 ┃ 医药制药┃ 环境保护 ┃ 材料

┃ 新能源┃ 精细化工 ┃ 煤化工┃ 石油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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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装置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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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采用了国际先进的工艺设计流程，结合一流的自动化控制技术，实现了装置对反应条件的精确控制

及长时间安全稳定运行。装置可进行反应机理及反应动力学研究、反应条件探索、催化剂筛选、评价等。

Princip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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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通道催化剂活性表征装置
VDRT-200MUL

装置配备多组反应单元，可同时进行多组反应机理及反应动力学研究、反应条件探索、

催化剂筛选、评价等。

Introdu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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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

Parameters 

反应压力：≤10.0MPa 气体进料量：5~30000ml/min    

     

反应温度：室温~1000℃ 液体进料量：0~40ml/min          

催化剂装填量：5~200mL

反应单元由多路反应器组成，反应器可以是固定床反应器、浆态床反应器，可实现并联反应及串联反应；

装置各单元采用模块化设计，便于安装维护，方便扩展及改装；

采用DCS控制系统，保证设备运行的安全可靠；

实现温度、压力、流量、液位等自动控制；

系统设立了反应条件联锁报警，实现无人值守；

实现数据自动采集、存储、打印；

Process >> 

装置由气体进料单元、液体进料单元、预处理单元、反应单元及采集单元组成。原料先经过计

量，再进入预热混合器进行预热混合，预热混合好的原料进入反应器在一定的温度及压力下与催化

剂进行反应，产物先进行气液分离，液态产物进入液体收集罐，尾气则经过背压排空或接入在线分

析仪。

沃德仪器产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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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化床反应器
VDRT-300FLO

流化床反应器是一种利用气体或液体通过颗粒状固体层而使固体颗粒处于悬浮运动状

态，并进行气固相反应过程或液固相反应过程的反应器。

沃德仪器产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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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压力：0.1~1.0MPa   气态原料物流量：20~2000ml/min

          

反应温度：室温~600℃ 液体原料进料量：0~40ml/min      

催化剂装填量：10ml

装置各单元采用模块化设计，便于安装维护，方便扩展及改装；

采用DCS控制系统，保证设备运行的安全可靠；

实现温度、压力、流量、液位等自动控制；

系统设立了反应条件联锁报警，实现无人值守；

实现数据自动采集、存储、打印；

装置由气体进料单元、液体进样单元、预处理单元、反应单元及在分离回收单元组成。气体

物料和液体物料经过计量后进入预处理单元进行预热混合，然后进入流化床反应器进行反应，反

应产物从反应器出来后，先进入旋风分离器进行气固相分离，催化剂固体颗粒再次回到流化床

内，反应产物则进行进一步分离。

沃德仪器产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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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态床试验装置
VDRT-600SLU

沃德仪器产品系
We can do best

vodo｜26

Introduction >>  

反

应

装

置

浆态床反应器将气体物料以鼓泡形式通过悬浮有固体细粒的液体(浆液)层，以实现气液固相

反应。浆态反应器中液相可以是反应物，也可以是悬浮固体催化剂的载液。



气体物料采用质量流量控制器进行计量，液体物料采用高压计量泵进行计量，确保计量精度；

装置各单元采用模块化设计，便于安装维护，方便扩展及改装；

采用DCS控制系统，保证设备运行的安全可靠；

实现温度、压力、流量、液位等自动控制；

系统设立了反应条件联锁报警，实现无人值守；

实现数据自动采集、存储、打印；

沃德仪器产品系
We can do best

vodo｜27

反

应

装

置

Features >>

Parameters 

Process >> 

装置主要由气体进样单元、液体进样单元、反应单元、产物收集单元等组成。气体原料通过

质量流量控制器控制进入反应釜，液体原料则通过计量泵进行控制进入反应釜，两者在反应釜中

通过搅拌均匀混合，反应釜可提供多段升温反应。反应产物经过气液分离后，液体产物进入收集

罐进行收集，不冷气则经过背压阀背压后排放。

反应压力：0.1~10.0MPa   液体流量范围：0~40ml/min

     

反应温度：-20℃~600℃ 釜体积：50mL~5L

搅拌速度：0~2000rpm     气体流量范围： 0~5000ml/min



加氢反应装置
VDRT-300MT

加氢系列反应装置可以应用于酯加氢、有机物加氢、轻油加氢、重油加氢、煤焦油等反应。原

料油与氢气按一定比例进入固定床反应器，在一定温度及一定压力下进行连续反应。

沃德仪器产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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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采用多段式电加热炉，确保反应恒温区足够长；

气体物料采用质量流量控制器进行计量，液体物料采用高压计量泵进行计量，确保计量精度；

装置各单元采用模块化设计，便于安装维护，方便扩展及改装；

采用DCS控制系统，保证设备运行的安全可靠；

实现温度、压力、流量、液位等自动控制；

系统设立了反应条件联锁报警，实现无人值守；

实现数据自动采集、存储、打印；

沃德仪器产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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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压力：≤20.0MPa   氢气气体流量：5~2000ml/min   

     

反应温度：室温~800℃ 氮气气体流量：5~2000ml/min

       

液体流量：0.0001~40ml/min       催化剂装填量：5~200ml

装置由气体进料理单元、液体进料单元、预处理单元、反应单元及产物收集单元组成。氢气

和液态原料按一定比混合预热后进入固定床反应器，产物从反应器出来后进行冷凝及气液分离，

液态产物进入液体收集罐，尾气则经过背压阀后排空或接GC在线分析。



费托合成装置
VDRT-1300FT

装置以合成气为原料，在催化剂的作用及适当反应条件下合成以石蜡烃为主的液体

燃料的工艺过程，费托合成是将煤和天然气转化为液体燃料的核心技术。

沃德仪器产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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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高低分罐对不同沸点的产物进行分离；

可实现物料衡算；

装置各单元采用模块化设计，便于安装维护，方便扩展及改装；

采用DCS控制系统，保证设备运行的安全可靠；

实现温度、压力、流量、液位等自动控制；

系统设立了反应条件联锁报警，实现无人值守；

实现数据自动采集、存储、打印；

沃德仪器产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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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由三路气体进料单元、预处理单元、反应单元及采集单元组成。各路原料气由质量流量

控制器计量后进入气体混合预热单元进行在线预热混合，然后进入反应器与催化剂进行反应，反

应产物先进行气液分离，液态物料进入液体采集罐，尾气则经过背压阀后排空或接入在线分析

仪。

反应压力：≤10.0MPa 催化剂装填量：20ml

反应温度：室温~600℃ 气体流量： 0~200ml/min        



SCR催化剂评价装置
VDRT-200SCR

选择性催化还原法（SCR）脱硝工艺是以NH3为还原剂，在一定温度下，通过催化剂

催化，将烟气中的NOx分解成无害的N2和H2O。

沃德仪器产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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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器适用于各种规格的蜂窝状催化剂；

反应炉采用多段式电加热炉，确保足够的恒温区；

采用一台烟气分析仪实现对原料气和尾气中NOx的分析；

装置各单元采用模块化设计，便于安装维护，方便扩展及改装；

采用DCS控制系统，保证设备运行的安全可靠；

实现温度、压力、流量、液位等自动控制；

系统设立了反应条件联锁报警，实现无人值守；

实现数据自动采集、存储、打印

沃德仪器产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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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压力：常压 气体流量： 0~2000ml/min

水流量：0~10ml/min反应温度：≤400℃

催化剂装填量：200ml

装置由五路气体进料单元、一路液体进样单元、预处理单元、反应单元及在线检测单元组

成。原料气由质量流量控制器计量后进入气体混合器进行在线混合，混合好的物料进入预热器加

热到反应所需要的温度，水则由计量泵计量后进入汽化器进行汽化，预热后的气体原料和水蒸气

一起进入反应器与催化剂进行反应。



微型催化剂评价装置
VDRT-700

本装置可用于高温、高压及常压等连续反应及脉冲反应试验，适用于高校、科研院所

进行催化剂性能评价及筛选等研究工作。

沃德仪器产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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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压力：0.1~10.0MPa  气体流量： 0~2000ml/min       

      

反应温度：室温~1000℃ 催化剂装填量：0.1ml~10ml

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可根据要求添加气路单元、液路单元、预处理单元、反应单元、收集单元；

安全联锁控制，实现温度、压力、流量等反应条件的安全联锁，系统运行更为安全；

图形化的操作界面，实现即学即用；

关键部件采用知名品牌产品，确保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全自动化控制，以太网远程控制；

装置各单元采用模块化设计，便于安装维护，方便扩展及改装；

采用DCS控制系统，保证设备运行的安全可靠；

实现温度、压力、流量、液位等自动控制；

系统设立了反应条件联锁报警，实现无人值守；

实现数据自动采集、存储、打印；

沃德仪器产品系
We can do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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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

Parameters 

Process >> 

装置主要由气体进料单元、液体进料单元、预处理单元、反应单元及采集单元组成。气体原

料由流量计进行控制，液体原料由液体计量泵进行控制；气体原料及液体原料在预热混合器内进

行在线预热混合后进入反应单元，产物从反应单元出来后可进行气液分离，液态产物由采集罐进

行收集，尾气则排空或进行在线分析。



微型脉冲反应装置
VDRT-400PLU

微型脉冲反应装置采用脉冲微反-色谱法原理，利用脉冲进样方法使原料与催化剂进行

反应，产物进入气相色谱分析。

该方法可适用于催化裂化、催化裂解、酸碱含量测定等。

沃德仪器产品系
We can do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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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可根据要求添加气路单元、液路单元、预处理单元、反应单元、收集单元，方便扩展及改装；

脉冲进样全自动化控制，确保每次试验的重现性及稳定性；

实现温度、压力、流量、液位等自动监测及控制；

反应温度可实现50段程序升温控制，温度控制精度高；

安全联锁控制，实现温度、压力、流量等反应条件的安全联锁，系统运行更为安全；

图形化的操作界面，实现即学即用；

关键部件采用知名品牌产品，确保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系统设立了反应条件联锁报警，实现无人值守；

实现数据自动采集、存储、打印；

沃德仪器产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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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

Parameters 

Process >> 

反应压力：0.1~10.0MPa  气体流量控制精度：<±1%F.S

      

反应温度：室温~800℃ 液体流量范围：0.05ul/s~25ml/s    

气体流量范围： 0~1000ml/min

装置主要由气体/液体脉冲进样单元、反应单元、在线分析单元组成。气体原料通过质量流量

控制器控制进行控制，液体原料则通过注射泵进行控制，反应器采用多段控温方式可实现程序升

温反应，产物可进行液体分离或全组分进入色谱分析。



催化裂化活性表征装置
VDRT-800FCC

催化裂化是石油炼制过程之一，是在高温和催化剂的作用下使重质油发生裂化反应，

转变为裂化气、汽油和柴油等的过程。

沃德仪器产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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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高精度微量液体计量泵，可实现循环进样，确保重油的进样精确度及重复性；

反应器采用铜铝合金夹套设计，确保反应恒温区足够长；

采用高效产物采集模块设计，确保产物收率；

图形化的操作界面，实现即学即用；

关键部件采用知名品牌产品，确保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全自动化控制，以太网远程控制；

采用DCS控制系统，保证设备运行的安全可靠；

系统设立了反应条件联锁报警，实现无人值守；

实现数据自动采集、存储、打印；

沃德仪器产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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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

Parameters 

Process >> 

反应压力：常压 液体进样量：0~2.5g/min  

          
催化剂装填量：1~5g      反应温度：室温~800℃

气体流量： 0~300ml/min  

装置主要由气体吹扫单元、重油进料单元、反应单元及采集单元组成。吹扫气由流量计进行

控制，重油由微量液体计量泵进行控制；重油进入反应器在催化剂及高温的作用下发生裂化反

应，产物冷凝后进行气液分离，离线取样后去色谱分析。



丙烯氧化装置
VDRT-1200PO

丙烯和氧气以一定的空速进入固定床反应器，在一定的温度及压力下连续反应产生

环氧丙烷。

沃德仪器产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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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样通道无冷点保温处理，确保产物全组分进入GC分析；

采用六通阀取样模式，与GC实现互控；

采用进口高温压力调节阀，实现对小流量气体压力的精确控制；

装置各单元采用模块化设计，便于安装维护，方便扩展及改装；

采用DCS控制系统，保证设备运行的安全可靠；

实现温度、压力、流量、液位等自动控制；

系统设立了反应条件联锁报警，实现无人值守；

实现数据自动采集、存储、打印；

沃德仪器产品系
We can do best

vodo｜41

反

应

装

置

Features >>

Parameters 

Process >> 

       反应压力：≤0.3MPa   

空气气体流量： 1~100ml/min       

       反应温度：室温~400℃
氮气气体流量： 5~500ml/min         

催化剂装填量：5ml

丙烯气体流量： 1~100ml/min  

装置由三路气体进料单元、预处理单元、反应单元组成。原料气由质量流量控制器进行计量

后进入预热器进行预热，再进入反应器与催化剂进行反应，产物进入色谱分析。



乙烯丁烯歧化制丙烯装置
VDRT-1300OCT

反应以乙烯、丁烯为原料，在一定的温度及压力下，乙烯、丁烯歧化生成丙烯。

沃德仪器产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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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烯采用自主研发的冷储存工艺，确保丁烯以液态形式进入系统；

背压阀采取保温处理，以确保背压阀正常工作；

产物全组分分析；

装置各单元采用模块化设计，便于安装维护，方便扩展及改装；

采用DCS控制系统，保证设备运行的安全可靠；

实现温度、压力、流量、液位等自动控制；

系统设立了反应条件联锁报警，实现无人值守；

实现数据自动采集、存储、打印；

沃德仪器产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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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

Parameters 

Process >> 

装置由乙烯进料单元、丁烯进料单元、预处理单元、反应单元及采集单元组成。乙烯通过质

量流量计进行计量，丁烯则先由气态转换成液态，再用计量泵进行计量。两种原料在预处理单元

中进行预热混合后再进入固定床反应器与催化剂进行反应，反应产物从反应单元出来后先进行气

液分离，液态物料进入液体收集罐，尾气则经过背压后排空。

反应压力：≤3.0MPa 催化剂装填量：20ml

  

反应温度：≤300℃ 气体流量： 0~3.0NL/min 

丁烯进料量：0~10ml/min       预处理温度：≤600℃



沃德仪器产品系
We can do best

喷雾干燥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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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 

沃德仪器产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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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雾干燥系列

vodo｜45

将溶液、乳浊液、悬浮液等形式的浆料在热风中经雾化器雾化成小液滴，由于这些小颗粒表面

积很大，与高温热风接触后表面水分迅速蒸发，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形成粉末或颗粒状的干燥产品。

Principle >>  

┃ ┃ ┃

┃ ┃  ┃ 

┃  ┃ ┃ 

┃ ┃ ┃ 

┃ ┃

聚合物和树脂类                               染料、颜料、色料类                        陶瓷、玻璃类

除莠剂、杀真菌剂、杀虫药类           碳水化合物类                                    乳蛋制品类

食品及植物提炼品类                        药品及生化制品类                              鞣酸类

屠宰场的副产品、血和鱼制品类       洗涤剂和表面活性剂类                       肥料类

有机化合物类                                    无机化合物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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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雾干燥器
VDSD-200C

vodo｜46

Introduction >>  

VDSD-200C喷雾干燥器能够将溶液、乳浊液、悬浮液等形式的浆料在热风中经雾化器

雾化成小液滴，由于这些小颗粒表面积很大，与高温热风接触后表面水分迅速蒸发，在极短

的时间内便形成粉末或颗粒状的干燥产品。

沃德仪器产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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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 

vodo｜47

Parameters >>

水分蒸发量：1500mL/H 喷嘴方式：双流式喷嘴

入口温度范围：40~240℃ 喷嘴压力：20~260kpa

温度控制精度：±1℃ 喷嘴清洗：脉冲自动清洗

进风量：0.2~0.75M3/min 干燥塔材质：硬质玻璃

液体泵流量：150~1700mL/H
旋风分离罐材质：硬质玻璃

搅拌机转速：100~1000rpm
加热器功率：<2200W

喷雾空气压力调节范围：0~0.3MPA

由于采用瞬间干燥，短时间处理，不会给试料带来高温的负荷，特别适合热敏性材料；

因为把液态试料直接干燥成细微粉末，作为前处理的过滤、浓缩，后处理的粉碎等工序都不再需要；

干燥管体积大，试料更充分的干燥，较少挂壁现象，提高回收率；

7英寸触摸显示屏，能够直观显示干燥用空气的入口温度、出口温度、进风量、液体流量等数据；

喷雾喷嘴可进行定时自动清洗，确保不被堵塞；

为了更好的防止液体试料产生沉淀，喷雾喷嘴的位置、原液搅拌器、送液泵的位置都作了合理的布局；

压力实时监测，有效防止因喷嘴堵塞或输液管破例造成液体外泄；

配备了防止试料沉淀和分层的磁力搅拌器；

配备入口过滤器及出口过滤器；

对大规模生产起到指导价值；

沃德仪器产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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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合成仪
VDOS-770P

vodo｜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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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

┃ 电池研发

┃ 医药制药

┃ 环境保护

┃ 材料

┃ 新能源

┃ 有机合成

沃德仪器产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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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合成系列

vodo｜49

合成化学是以得到一种或多种产物为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化学反应，它是有机化学、无机化学、药物

化学、高分子化学、材料化学等学科的基础和核心。

Princip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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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合成仪
VDOS-770P

5联式有机合成装置，可迅速有效的进行丰富的合成试验。通过独立的温度调节及灵活的反

应容器选择，并在功能上配备独立的冷却、搅拌、加料、回流及测温等，使得合成试验更加灵活

高效。

vodo｜50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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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

vodo｜51

Parameters >> 

反应器规模：1~5支 转速调节范围：100~2000rpm

气体置换：抽真空或惰性气体置换合成能力：0.5~60mL

搅拌方式：强磁力搅拌 试剂添加：泵自动注入或手动注入

反应温度：-20~180℃ 电源：220V/10A

温度控制精度：±0.5℃

有

机

合

成

沃德仪器产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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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反应器可独立设置反应温度，搅拌速度及加料量等反应条件；

每组反应器可设置16段程序升温功能；

通过更换模块，可实现合成规模从0.5ml~60ml;

具有防止结霜、结露功能；

冷凝回流模块，能够使反应器上部冷却，反应溶媒的蒸汽能够全部顺利回流；

所有功能及参数的设置都在计算机工作站上进行，使得参数设置简单明了；

通过三通电磁阀自动切换抽真空或同保护气模式，每组反应器独立控制；

设计有垂直观察口，可观察反应情况及搅拌情况；

反应器盖采抗化学腐蚀材料设计，操作简单方便；



沃德仪器产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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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 

┃ 教学 ┃ 食品生产┃ 电子

┃ 科研 ┃ 医疗┃ 刑侦

沃德仪器产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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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解决方案

vodo｜53

当代大多数实验室中的各种分析仪器如色谱仪、质谱仪、管式炉、烘箱等都需要连续使用载气和反应

气，因此实验室的管理人员需要考虑如何将这些气体供给到实验室中，可以用高压钢瓶、液体杜瓦瓶、集中

供气系统或综合上述几种方法来进行供气。基于安全和效率因素，集中供气系统变得越来越普遍，并成为当

今实验室设备中高纯气体的可靠连续的供应源。

Principle >>  

集

中

供

气



在线配气系统
VDGASONLINE-9010

       VDGASONLINE-9010在线配气能够实现将几种已知浓度的气体按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以得到实验

所需浓度的混合气。实验过程中，经常需要将几种不同气体进行配比后使用，并且各组分的配比值通常

需要动态调整。在线配气系统能够实现从1ml/min~500ml/min流量的动态调节，各组气体经过计量后

进入气体混合器均匀混合。

Introduction >>  

沃德仪器产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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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 

Parameters >> 

设计压力：3.0MPa   工作温度： 5~60℃

气体流量：0~500ml/min 工作电压： 220V/50Hz

外形小巧，方便安置；

与计算计485通讯，抗干扰能力强，连接方便快捷；

实验操作简单、灵活；

采用国外进口高精度质量流量控制器,流量控制精确,相应时间迅速；

配被独特的高切线法混合器,气体混合更加均匀；

采用全316L不锈钢管阀件，耐腐蚀能力强；

内置高灵敏度可燃性气体警报器，与系统联锁控制，杜绝危险气体泄露；

采用卡套式管线联系，更为方便灵活；

采用铝合金外壳，减少设备整体重量，表面采用高强度氧化喷砂处理工艺，永不褪色；

VDGASONLINE工作站，具备强大的数据采集和处理功能，实现流量自动控制、定时流量控制、流量曲线图、数

据存储打印等。 

Function >> 

● 每路流量计的流量设定及控制 ● 流量控制定时 ● 实时流量显示

● 实时流量曲线图 ● 流量数据存储 ● 可燃性气体泄露报警

沃德仪器产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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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供气系统
工程施工

科研、教学机构

检验、检疫机构

化工、电子行业

医药、食品行业

刑侦、检测行业

当代大多数实验室中的各种分析仪器如

色谱仪、质谱仪、管式炉、烘箱等都需要连

续使用载气和反应气，因此实验室的管理人

员需要考虑如何将这些气体供给到实验室

中，可以用高压钢瓶、液体杜瓦瓶、集中供

气系统或综合上述几种方法来进行供气。基

于安全和效率因素，集中供气系统变得越来

越普遍，并成为当今实验室设备中高纯气体

的可靠连续的供应源。

vodo｜56

Introduction >>  

Application >> 

Features >>

安全：钢瓶的操作由培训合格的人员来操作以降低事故发生的机率；

经济性：统一管理的钢瓶能够使实验室最大限度的减少钢瓶使用数量，并减少气源浪费造成的损失；

纯度：钢瓶更换频率的减少导致杂质进入系统的机率降低；

人体工程学：选择合理的钢瓶放置场所，以减少搬运劳动力；

在

线

配

气





衢 州 市 沃 德 仪 器 有 限 公 司
QuZhou vodo Instrument Equipment Co.,Ltd.

TEL: 0570-8270999、18357089205

Email: v o d o t e c @ 1 2 6 .com

Web: http://www.zjvodo.com

Add: 浙江 · 衢州 · 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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