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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ta 分析仪是奥林巴斯迄今为止为用户提供的最先进的手持式 X 射线荧光
（XRF）设备，可以为那些要求在野外环境获得精准分析水平的用户，进行快速 精确的元素分析和合金辨别。 Vanta 手持式 XRF
分析仪是一款坚固耐用的设备。 Vanta 分析仪坚固耐用的机身
结构设计使其不会轻易受到损伤，因此可以工作更长的时间，并降低用户的拥有 成本。 Vanta
系列分析仪的界面浏览简单直观，而且用户可以对其软件自行配置，所以
操作人员只需接受简单的基础培训，就可以轻松地使用分析仪，用户也因此会获 得非常高的分析量，并迅速获得投资回报。
Vanta 分析仪使用其特有的创新型 Axon 技术，在更多样复杂的环境中或工作条件下，都可以为用户提供精确的结
果，并有助于生产率的提高。
� 在高温、雨淋等恶劣的条件下具有超乎寻常的耐用性能。 � 卓越的分析性能。 � 可选的 WirelessLAN
和蓝牙功能，可使用户实时进行数据分享。 可以应用云技术。 � 简单直观的用户界面。
坚固耐用
仪器损坏会耗费时间和金钱。 Vanta 分析仪是一款坚固耐用的设备，可以正常运行
更长的时间，而且其拥有成本不高。我们还为用户提供了 3 年质保，您可以完全放 心我们一定会信守 Vanta
分析仪坚固耐用的诺言。 Vanta 分析仪的机身坚固耐用，可以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中正常工作，这款分析仪具有 以下特性：
� 通过了美国国防部标准（MIL-STD-810G）中的坠落测试， 在分析仪被撞落或挤落时，
可以减少其受到损伤的危险，避免用户支付昂贵的修理费用。 � Vanta 设备还符合 IP65
评级标准，具有防尘和防水的特性，即使在具有挑战性的环境 中，也可以免受各种危险因素的侵害。* � 分析仪可以在-10°C 到
50°C 的温度范围内连续正常工作，因此操作人员只需很短的时 间等待分析仪冷却。** � C 系列和 M
系列型号分析仪配备有探测器快门闸保护，可避免分析仪受到穿孔损伤，
因此用户可以对粗糙的表面进行分析，而丝毫不用担心分析仪会损坏。
Vanta 系列分析仪符合 IP65 评级标准， 并通过了坠落测试。*
*M 系列分析仪符合 IP64 评级标准。 **带有可选风扇。风扇装配件符合 IP56 评级标准。在 33°C 没有风扇的情况下，
可以连续工作。
改进创新
从第一次检测开始直到第一百次检测，Vanta 分析仪每次都能为用户提供相同的精确 结果。 Vanta 系列分析仪所特有的 Axon
技术，使用超低噪声电子设备，在每秒钟之内可达 到更高的 X
射线计数率，从而可以更快的速度获得精确的、重复性非常高的结果。 由于 Vanta 分析仪将 Axon
技术与新款四核处理器结合在一起使用，因而这款分析仪
具有非同寻常的响应能力，在操作性能上达到新的突破，可使用户在短时间内获得 更值得信赖的分析结果。 Axon 技术可使不同
Vanta 仪器的各次检测都具有非同一般 的高重复性能，因此无论用户使用的是哪台仪器，其第一次检测与其最后一次检测
都会是相同的。
Axon 技术是 XRF 信号处理方面的一项突破进展，可为 用户提供重复性极高的精确检测结果。
高效多产
Vanta 分析仪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用户的分析量，并使数据归档操作简单易行。针
对特定应用的各种软件功能可以提高用户的生产效率，从而使用户更快地获得投资 回报。
� 简单直观的用户界面（UI）可使用户快速浏览分析仪的设置和软件功能。 � 用户可以自行决定主屏幕上显示的功能快捷键。
� 通过 USB 闪存驱动盘、WirelessLAN 或蓝牙完成的数据导出操作非常简单。
� 在任何光线条件下，触摸显示屏都具有清晰、明亮、可读的特性。 �
符合人体工程学要求的按钮以及工业级别的操控杆按钮，可使用户在戴着手套的情况 下，也能轻松地浏览分析仪的用户界面。 �
嵌入式 GPS 功能可以将精确的 GPS 坐标与结果一起存储，以便建立文档并绘制元素位 置的映射图。 � 可选 5
百万像素全景摄像头；将带有 XRF 数据的图像与 GPS 坐标综合在一起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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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以应用云技术
� 动盘、WirelessLAN 或蓝牙完成的数据导出操作非常简单。 �
在任何光线条件下，触摸显示屏都具有清晰、明亮、可读的特性。 �
符合人体工程学要求的按钮以及工业级别的操控杆按钮，可使用户在戴着手套的情况 下，也能轻松地浏览分析仪的用户界面。 �



嵌入式 GPS 功能可以将精确的 GPS 坐标与结果一起存储，以便建立文档并绘制元素位 置的映射图。 � 可选 5
百万像素全景摄像头；将带有 XRF 数据的图像与 GPS 坐标综合在一起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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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以应用云技术 Vanta的技术规格
外型尺寸（宽 × 高 × 厚）
8.3× 28.9 × 24.2 cm
重量 带电池时 1.70 公斤；不带电池时 1.48 公斤。
激励源
4 瓦特 X 射线管，其根据不同应用而优化的阳极材料包括铑（Rh）、银（Ag） 和钨（W）。 M 系列（Rh 和 W）和 C
系列（Ag）：8 ～ 50 kV C 系列（Rh 和 W）：8 ～ 40 kV 主光束过滤 每个模式每条光束有 8 个位置的自动选择过滤器。
探测器
M 系列：大区域硅漂移探测器 C 系列：硅漂移探测器
电源
可拆装的 14.4 V 锂离子电池或 18 V 电源变压器，100 ～ 240 VAC，50 ～ 60 Hz, 最大 70 W 显示 800 × 480
(WVGA)液晶电容式触摸屏，可使用手指进行控制
操作环境
温度：–10 °C ～ 50 °C（带可选风扇时，可连续工作）。 湿度：相对湿度为 10 % ～ 90 %，无冷凝。 坠落测试 通过了美军标准
810-G 的 1.3 米高坠落测试。 IP 评级 IP65*：防尘，而且可防止来自各个方向的水喷。 压力校正
内置气压计，用于海拔和空气密度的自动校正。 GPS 嵌入式 GPS/GLONASS 接收器 操作系统 Linux
数据存储 4 GB 嵌入存储，带有 microSD 卡插槽，可扩展存储容量。
USB
两个 USB2.0 A 型主端口，用于诸如 Wireless LAN、蓝牙和 USB 闪存驱动 盘等配件。 一个 USB2.0 袖珍 B
型端口，用于连接计算机。 WirelessLAN 通过可选购 USB 适配器，支持 802.11 b/g/n（2.4 GHz）。 蓝牙 通过可选购 USB
适配器，支持蓝牙和蓝牙低能功能。 瞄准摄像头 全 VGA CMOS 摄像头 全景摄像头 5 百万像素 CMOS 摄像头，带自动聚焦透镜。
*M 系列分析仪符合 IP64 评级标准。
根据用户的工作流程，优化设置分析仪
Vanta 手持式 XRF 分析仪具有各种功能，可使用户对其进行配置和调整，以适用
于他们特定的工作流程。用户使用分析仪的软件，可以非常方便地根据自己的意
愿对分析仪进行定制。分析仪的创新型软件功能可使用户对分析仪进行充分利 用，从而可以快速获得投资回报。
可为用户快速实现投资回报的软件功能
Vanta 手持式分析仪装配有创新型软件功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分析仪的性能。
� SmartSort：可以基于被测材料的情况自动延长或缩短检测时间，以节省时间；并在非 常短的 1
秒钟时间内获得铝合金的牌号结果。 � 牌号匹配信息：实时和/或弹出信息中会包含用户熟悉的商标名称或牌号名称，或特殊
的处理指示，以减少用户的培训时间，并提高检测效率。 � 额定值功能：可以自动辨别那些可能会出现的，但是 XRF
技术又不能基于牌号规格发 现的元素。 � 残量库：为各个牌号中的残量元素设置最大可允许含量。 �
屏显牌号对比：用户可以对比排放在一起的近似牌号，以了解哪种合金是与额定值和 残量值相一致的最佳匹配。
Vanta 分析仪配备有强大的软件功 能。
连通性和云技术的应用
� WirelessLAN 和蓝牙：连接到云或其它带有可选 WirelessLAN 和蓝牙功能的设备。 � 嵌入式 GPS 功能：用户可以将精确的 GPS
坐标与检测结果一起存入文件中，并绘制元 素位置的映射图。 � 简洁的报告制作：将 XRF 检测数据、GPS 坐标数据和来自可选 5
百万像素全景摄像头 的图像综合在一起，可以进行内容全面的归档和简洁的报告制作。
Vanta 分析仪的设计目标还包括使用强大的云应用。
可自行定制分析仪，以有效完成多设备管理
Vanta分析仪的设计目的包含使用 Vanta桌面PC 机软件对多台分析仪进行有效管理。
� 可自行定制的用户界面：用户根据自己的意愿，设置用户界面，以很大程度地提高分 析量和检测效率。 �
收藏区域：选择使哪些检测功能出现在分析仪的主页上。 �
用户名和密码：管理人员可以为每个用户创建独一无二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信息。 �
推送自定义设置：将自定义设置和检测规格轻松地传输到整个设备团队中的每台分析 仪中。 � 简便的数据导出：可以通过一个
USB 闪存驱动盘、WirelessLAN 或 Bluetooth，快速方 便地将数据导出。
Vanta 分析仪可以简便轻松地进行多设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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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地联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发布的其它供求信息和贸易商机：
供应 官宣给力UAV无人机宽频带电磁勘探仪 2018年8月29日
供应 官宣给力航磁旋翼无人机航磁测量系统 2018年8月23日
供应 官宣洋品牌GSM-19高精度步行磁力仪 2018年8月23日
供应 官宣洋品牌GSM－19标准磁力仪 2018年8月23日
供应 官宣洋品牌GSM-90高精度监测磁力仪 2018年8月23日
供应 官宣洋品牌HH100伽玛射线能谱仪 2018年8月23日
供应 官宣洋品牌Zero便携式自动化钻芯分析仪 2018年8月23日
供应 官宣强 R3 三轴磁通门 2018年8月23日
供应 官宣洋品牌GSMP-25u钾光泵磁力仪 2018年5月11日

本文档来源于：商业机器人（www.bizrobot.com），所有内容由用户发布，与本站无关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