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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矿产勘探

◆  广泛应用于普查、详查、犁地、挖沟等的各过程，迅速采集矿

区的地球化学数据，可以快速建立用户矿区模型、绘图，迅速帮

助用户决策

◆  现场快速追踪矿化异常，有效地寻找"热点"目标地带，扩展土

壤样本的勘察边界，寻找打孔位置，迅速圈定矿体范围

◆  预筛选样本，极大地提高在现场以外的实验室检测的效率

◆  钻孔时，可以对空心、RAB、RC 、钻石芯等样本进行分析

矿石开采，品位、过程控制

◆  对矿石交易、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  在露天矿场对钻孔样本进行即时筛检，从而在搬运矿石/废料

方面提高了效率

◆  对储矿堆的现场分析有助于为工厂迅速配料和给料

◆  对于进料、精矿、尾料的实时分析，使得在处理厂内就可以对

材料的配量随时进行调整

◆  在矿场应用中，通常需要对具体的样本和基质进行特别校准

油气勘探

◆  高级勘探与钻井

◆  泥浆录井

◆  页岩油气勘探需要的轻元素、微量金属分析

环境监控

◆  更快、更经济地监控矿区、工厂周围的环境、尾矿、粉尘、土

壤等污染影响，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  原土地、大气、水资源的污染调查、测量与控制

◆  作业现场动态管控，有害元素检测，有害废料筛选

动力设备、管道、生产线维护

◆  在高峰期对机器的预防性养护，防止意外故障

◆  分析设备润滑油等油品中磨损的微量金属

SciAps (赛谱司)简介

      SciAps Inc.（赛谱司）始于1998年，总部位于美国波士顿, 

是全球最早专注于便携式元素分析光谱研发的高新技术企业。是

联合国核查组织认可的技术享有者之一，经过二十年的积累，已

成为全球唯一从事全产品线手持光谱分析设备的研究机构。

      由享誉业界元素分析的首席科学家Dr. Don Sackett博士带领

和汇聚行业顶尖科学人才, 组建的X射线荧光光谱、激光光谱、拉

曼光谱等多种光谱技术的研发团队， 先后成功地完成了便携式

XRF、LIBS、Raman分析仪等技术的开发。

XRF技术前四代系列分析仪的成功应用深得全球用户的好评。在

合金牌号识别，矿物探矿和冶炼，考古，有害元素分析，刑事侦

察、禁毒、制药、土壤重金属、环境修复、食品、安全、材料分

析科研院所，大学机构等多行业多领域全球占有大部分的市场份

额。特别是XRF、LIBS、Roman分析技术得到了美国军方、美国

宇航局、欧盟海关、禁毒等广泛应用, 彰显了Dr. Don Sackett博

士团队的技术先进性。

 
      美国SciAps Inc.在全球便携式光谱领域占据领导地位，创造

了巨大价值。目前在美国成功发布第五代便携式XRF X系列分析

仪, 小型，轻便、重复性高，精确、速度快（2秒），以其操作简

单, 快速识别，技术先进等优点迅速得到广大客户认可, 并经过多

品牌性能评估多层级筛选比较, 成功入围美国各大石油公司及其

检测单位采购名录。

      深圳市莱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其团队成员自2006年从事

XRF行业，至今已有13年，其服务中心现有本科以上学历人数占

比达90%，并拥有多名高级技术应用工程师，公司已在香港、北

京、上海、深圳、东莞、成都、郑州成立了六大分公司，在沈

阳、济南、西安、武汉、兰州、南宁、昆明、温州、佛山、泰

州、定襄成立了11个办事处，中心于2010年被深圳市认定为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莱雷科技始终坚持发扬“诚信、创新、沟通”为企业宗旨，

以“品质、技术、服务”为立业之本的企业精神，为客户提供全

方位的现场技术解决方案，打造中国最具竟争力的光谱技术创新

型企业,向用户提供卓越的技术产品和服务。热忱欢迎来电咨询：

0755-61881199。

技术规格

◆  该快门保护装置还可有效遮挡X射线，防止意外伤人。  

◆  独特的散热结构设计，散热效率更高，可以更好的保护仪器内

部的电子元器件，延长电子元器件的寿命。仪器在出厂前都有放

入高温仓测试，模拟极端高温工作环境，只有通过测试的仪器才

会发给客户。

操作简单，兼容性好的操作平台

◆  用户化安卓系统，直观、简单，易升级。极具用户体验感。

◆  能在安卓平台运行软件，就可以在SCIAPS的仪器上运行。

◆  采用嵌入式GPS，高清摄像头，仪器整合了GPS位置信息、

XRF分析数据、彩色图像。这些数据具有关联性，可一起存储与

调用，具有极佳的追溯数据到野外的性能，以便建立文档并绘制

元素位置的映射图。

◆  简洁的报告制作和归档操作，具有极佳的追溯数据到野外的性

能，以便建立文档并绘制元素位置的映射图。

◆  在报告制作与归档过程中，文件支持通过WIFI、USB、蓝牙、

USB等数据传输方式在仪器、手机、PC之间无缝连接与共享。

模式、元素

Geo-Mining

◆  Beam 1：Ti、V、Cr、Mn、Fe、Co、Ni、Cu、Zn、As、

Se、Sr、Rb、Zr、Nb、Mo、W、Ta、Au、Hg、Pb、Bi、U 

◆  Beam 2：Mg、Al、Si、P、S、K、Ca 

◆  Beam 3：Ag、Sn、Sb、Ba。

技术特点

精度高、重复性好

SciAps XRF 分析仪是美国Don Sackett 博士所带领的团队研发

的第5代手持式XRF分析仪，采用了最新的硬件及软件。该仪器

所具有的最先进的探测器, 优化升级了的核心算法，使仪器重要

指标重复性获得了很大提升。

小巧，轻便、舒适好用

◆  分析仪重量< 小巧、是现场检验理想的分析工具。1.5kg，

◆  手柄流线型设计符合人体工程学，即使女性使用者在抓握仪器

时也会有很舒适的体验感。

◆  5英寸大屏彩色显示器，在所有光照条件下都清晰可见。

◆  仪器凭借底部独特四方形设计能自立于台面上，便于放置。

◆  仪器底部和主体尾部在一条直线上，能反向自立于工作台，小

样测试，无需手握，也无需单独购买支架。一键式按钮设计使操

作员可轻易长时间工作。

◆  操作简单，即使非技术人员也可在短时间轻松掌握。

高效、耐用、安全

◆  检测速度快，仅需2秒，检测样品量相当时，仪器使用寿命更

长，单位时间内可以分析更多的样品，效率高。

◆  仪器设计符合IP54三防要求，密封性好。即使在尘土飞扬的恶

劣环境也能长时间稳定工作。

◆  分析仪采用工业级双层探测器保护技术，标配的不锈钢快门保

护装置，有效地保护了仪器在测试过程中被不规则样品损伤探测

器。极大的降低了分析仪损坏的风险，后期使用成本低。

项目 技术规格

型号 Sciaps X-200

重量尺寸 整机含电池重量≤1.5KG；尺寸184*267*114mm

模式 Geo-Mining

靶材 Rh靶

激发源 大功率高性能微型直板50KV 200uA电子X光管 

探测器 20mm2 Amptek SDD，135eV 5.95Mn Kα

冷却系统 Peltier恒温冷却系统

滤波器 高性能多个滤波片可自切换

电压 10KV~50KV多段可选择的电压

电池 两节锂离子电池，使用时间不少于10小时

一体化工业设计，坚固，防尘，防水

5″彩色触屏智能三维图显。PowerVR SGX540 3D

处理器 A9双核/1.2GHz、1GB DDR2 RAM、1GB NAND

数据存储 SD卡8G

数据传输 WiFi、蓝牙、USB

操作系统 用户化Android系统

显示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