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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节 法律信息

制造商：AppliTek NV/SA
经销商： Hach Lange GmbH
手册的翻译获得制造商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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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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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节 规格

产品规格如有变化，恕不另行通知。

表 1  EZ9000 系列，EZ-size — 自清洁在线过滤系统

规格 详细信息

尺寸 (W x H x D) 500 × 1170 × 260 mm (19.68 × 46.06 × 10.2 in)

外壳 IP55，可选（室内安装）

重量 约 13 kg (28.6 lb)

滤膜材料 不锈钢，SS316 

滤孔尺寸 50、100、200、1000、2000 µm

过滤器使用寿命 通常情况下 > 5 年 1

电源要求 24 VDC（由分析仪供电）

功耗 8W

电气保险丝保护 1A

工作温度 5 至 85℃（41 至 185℉）；5% 至 95% 相对湿度，无冷凝，无腐蚀

存储温度 –20 至 60℃（–4 至 140℉），相对湿度 ≤ 95%，无冷凝

样品温度 5 至 85 °C（41 至 185 °F）

样品 pH 值范围 3 至 92

样品流 25 至 35 毫升/分钟

仪表空气压力（清洁用） 3.5 bar (50 psi)

认证 —

保修 美国：1 年；欧盟：2 年

表 2  EZ9100 系列，EZ-size 重负荷型 — 针对难处理样品的自清洁在线过滤

规格 详细信息

尺寸 (W x H x D) 750 × 1150 × 200 mm (29.5 × 45.3 × 7.9 in)

外壳 IP55，可选（室内安装）

重量 18 kg (39.7 lb)

材料 过滤器：不锈钢，SS 316L；管路：PV；气动球阀：PVC；管子：Norprene、PFA、PE；面板：耐

受天气影响的 Trespa

滤孔尺寸 标准：50、100、200、500 µm
污泥应用：1000、2000 µm
厌氧消化：200、500 µm

电源要求 24 VDC（由分析仪供电）

所需快速回路 2 m/s

工作温度 10 至 30℃（50 至 86℉）；5% 至 95% 相对湿度，无冷凝，无腐蚀

存储温度 –20 至 60℃（–4 至 140℉），相对湿度 ≤ 95%，无冷凝

样品温度 高 65 °C (149 °F)

样品压力 0.5 - 2 bar（ 大 3 bar）（7.25 - 29 PSI， 大 43.5 PSI）

1 定期维护和清洁过滤器是实现正确操作所必需的。
2 配有标准滤膜，可应要求提供其他滤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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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EZ9100 系列，EZ-size 重负荷型 — 针对难处理样品的自清洁在线过滤 （续）

规格 详细信息

仪表空气压力（清洁用） 6 bar (50 psi)

冲洗水 3/8" BSPF， 大 4 bar (58 PSI)

认证 —

保修 美国：1 年；欧盟：2 年

表 3  EZ9200 系列，Microsize — 自清洁微滤系统

规格 详细信息

尺寸 (W x H x D) 600 × 1000 × 220 mm (23.62 × 39.37 × 8.66 in)

外壳 IP55，可选（室内安装）

重量 15 kg (33 lb)

滤膜材料 PES

滤孔尺寸 0.04 µm

电源要求 24 VDC（由分析仪供电）

功耗 6W

电气保险丝保护 1A

工作温度 5 至 55℃（41 至 131℉）；5% 至 95% 相对湿度，无冷凝，无腐蚀

存储温度 –20 至 60℃（–4 至 140℉），相对湿度 ≤ 95%，无冷凝

样品温度 5 至 55 °C（41 至 131 °F）

样品 pH 值范围 2 至 113

样品流 ±40 mL/min

仪表空气压力（清洁用） 2 bar (29 psi)

认证 —

保修 美国：1 年；欧盟：2 年

3 配有标准滤膜，可应要求提供其他滤膜。

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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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节 基本信息

对于因本手册中的任何不足或遗漏造成的直接、间接、特别、附带或结果性损失，制造商
概不负责。制造商保留随时更改本手册和手册中描述的产品的权利，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
知或承担有关责任。修订版可在制造商的网站上找到。

3.1 安全信息

注意 
对于误用和滥用造成的产品损坏，制造商概不负责，包括但不限于：直接、附带和间接的损坏，并
且对于适用法律允许的 大程度的损坏也不承担任何责任。用户独自负责识别重大应用风险并安装
适当的保护装置，以在设备可能出现故障时保护工艺流程。

请在拆开本设备包装、安装或使用前，完整阅读本手册。特别要注意所有的危险警告和注
意事项。否则，可能会对操作者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或者对设备造成损坏。

请确保产品拆开时的完整无损伤。请勿以本手册指定方式之外的其它方式使用或安装本设
备。

3.1.1 危害指示标识说明

危险 
表示潜在的或紧急的危险情况，如果不加以避免，将会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

警告 
表示潜在的或紧急的危险情况，如果不加以避免，将会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

警告 
表示潜在的危险情形，可能导致轻度或中度人身伤害。

注意 
表明如不加以避免可能会导致仪器损坏的情况。此信息需要特别强调。

3.1.2 警示标签

请阅读贴在仪器上的所有标签和标记。如未遵照这些安全标签的指示操作，则可能造成人
身伤害或仪器损坏。仪器上的符号在手册中通过警告说明参考。

这是安全警报标志。请遵守此标志后面的所有安全信息，以避免可能造成的伤害。如果仪器上有此标志，则请参见
仪器手册，了解操作或安全信息。

此符号表示需要戴上防护眼镜。

此标志表示化学伤害危险，并指示只有合格的人员以及在处理化学制品方面受过培训的人员，才能处理化学制品，
或执行与该设备有关的化学制品传送系统的维护工作。

此标志指示存在电击和/或触电死亡危险。

此符号表示，所标记的部件可能正处于高温状态下，接触时务必小心谨慎。

此标志指示存在火灾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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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标志指示存在强烈的腐蚀性物质或其它危险物质，并且存在化学伤害危险。只有合格的人员以及在处理化学制品
方面受过培训的人员，才能处理化学制品，或执行与该设备有关的化学制品传送系统的维护工作。

此标志指示存在有害的刺激物。

此标志指示不应接触标记的物品。

此标记指示存在潜在的夹伤危险。

此标志指示物体很重。

此标志指示存在静电释放 （ESD） 敏感的设备，且必须小心谨慎以避免设备损坏。

此标志指示标记的项目需要保护性接地连接。如果仪器的电绳没有随附接地式插头，需确保保护导体端子连接了保
护接地连接。

标有此符号的电气设备在欧洲不能通过家庭或公共垃圾系统进行处理。请将老旧或报废设备寄回至制造商处进行处
置，用户无需承担费用。

3.1.3 化学与生物学安全

危险 
化学或生物危害。如果该仪器用于监测处理过程和/或监测有法规限制以及有与公众健康、

公众安全、食品或饮料制造或加工相关监测要求的化学药物添加系统时，仪器的使用者有
责任了解并遵守所有适用的法规，并且要建立适当的机制，确保在仪器发生故障的时候也
不会违法这些法规。

危险 

火灾危险。此产品不得与易燃液体一同使用。

3.2 产品概述

样品预处理面板与 Hach EZ 系列分析仪一起用于水污染、废水处理和水纯度的测量。根据

分析技术，可能需要对样品进行预处理。样品预处理面板为 Hach EZ 系列分析仪提供自动

采样和采样预处理（例如过滤、稀释、沉降）。请参阅图 1。
有不同的样品预处理面板可供选择：

• EZ9000 系列：EZ-size — 自清洁在线过滤系统

• EZ9100 系列：EZ-size 重负荷型 — 针对难处理样品的自清洁在线过滤

• EZ9200 系列：Microsize — 自清洁微滤系统

• Moduplex：多通道选件

可应客户需要满足其他预处理要求（例如压力、温度、粘度）。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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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样品预处理系统示意图

1   工艺系统 4   EZ 分析仪 7   样品采集（SP：样品采集点）

2   快速回路 5   控制 8   样品返回（SRP：样品返回点）

3   样品预处理面板 6   过滤/处理的样品

3.2.1 过滤 — EZ-size
过滤器安装在样品缓冲单元中，通过快速回路与采样点连接。蠕动泵将过滤后的样品送至
静压调节阀。在蠕动泵和过滤器之间，自动三通阀每隔一定的时间反吹过滤器以清洁过滤
器。排水阀排出溢流池内的物质。请参阅图 2。过滤器也可以直接安装在样品罐中。

通常，过滤面板是由分析仪控制的。作为替代方案，过滤面板也可以通过直接安装在其上
的计时器来操作。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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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Z-size 过滤面板

1   仪表空气 7   溢流池 13   进样接口（快速回路）

2   减压阀 8   过滤样品接口（接到分析仪） 14   手动进样阀

3   自动三通阀（自动清洁） 9   手动出样阀 15   过滤器

4   蠕动泵 10   快速回路 16   过滤器拆卸夹

5   溢流通气口 11   出样接口（快速回路）

6   溢流排水口 12   手动旁通阀

3.2.2 过滤 — EZ-size 重负荷型（厌氧消化）

EZ-size 重负荷过滤系统专门用于过滤与 EZ 系列分析仪兼容的消化液样品。请参阅图 3。
该过滤系统用于过滤来自厌氧消化池的湿式样品，以使得能够在线分析无固体样品。过滤
面板适合过滤难以处理的样品，比如含有大量不溶成分的污泥和废水。过滤面板的主要特
点是：

• 具有各种孔径，能以自清洁方式过滤样品

• 大孔径气动球阀，用作样品阀和排水阀

• 利用仪表空气自动清洁

• 由分析仪控制清洁频率

• 维护要求低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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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Z-size 重负荷型（厌氧消化）过滤面板

1   三通球阀 6   入口阀 11   冲洗阀

2   过滤样品接口（接到分析仪） 7   样品阀 12   冲洗水接口（接到分析仪）

3   自动三通阀（自动清洁） 8   进样接口 (SP)，外径 32 mm
(1.25 in)柔性管

13   过滤器

4   减压阀 9   排水接口，外径 32 mm (1.25 in)柔性
管

14   排水接口，外径 50 mm (1,97 in)柔
性管

5   仪表空气 10   排水阀

3.2.3 过滤 — EZ-size 重负荷型（废水）

EZ-size 重负荷过滤系统专门用于过滤与 EZ 系列分析仪兼容的难处理废水样品。请参阅

图 4。该过滤系统适合过滤含有大量不溶成分的样品（例如废水），以使得能够在线分析

无固体样品。过滤面板的主要特点是：

• 具有各种孔径，能以自清洁方式过滤样品

• 大孔径气动球阀，用作样品阀和排水阀

• 利用仪表空气自动清洁

• 静压调节阀，可在大气压力下提供恒定、易用的样品流量

• 由分析仪控制清洁频率

• 维护要求低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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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Z-size 重负荷型（废水）过滤面板

1   空气反冲阀 7   排水阀 13   冲洗阀

2   蠕动泵 8   样品阀 14   入口阀

3   减压阀 9   进样接口 (SP)，外径 32 mm
(1.25 in)柔性管

15   过滤器

4   过滤样品接口（接到分析仪） 10   排水接口，外径 32 mm (1.25 in)柔
性管

16   排水接口，外径 50 mm (1,97 in)柔
性管

5   排水接口，外径 ¼ in 柔性管 11   外部冲洗水接口

6   仪表空气 12   排水阀

3.2.4 微滤

MicroSize 过滤器安装在样品缓冲单元中，通过快速回路与采样点连接。过滤器具有两个膜

片（装在滤框上）和一个曝气元件。蠕动泵产生负压。负压使样品从样品罐流入滤芯，然
后进入溢流池。滤膜除去粒径大于 0.04 μm 的固体。请参见图 5。过滤器也可以直接安装

在样品罐中。
注： 如果过滤器直接安装在样品罐中，请确保不要使滤膜长时间处于干燥状态。滤膜孔中可能发生
矿物质结晶现象，这会显著降低过滤效率。确保过滤器安装在正确的位置（例如，在样品罐中的安装
深度正确）。

压缩空气连续地流经过滤器底部的两个曝气元件，导致滤膜表面产生湍流。湍流除去固体
并清洁滤膜表面。
注： 如果样品罐中的湍流很强，则曝气可能无用。在某些情况下，使用曝气会导致滤膜表面结垢并
造成滤膜堵塞。在这种情况下，曝气必须设置为关闭。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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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Microize 过滤面板

1   减压阀 5   溢流 9   出样接口（过滤器）

2   仪表空气 6   过滤样品接口（接到分析仪） 10   空气接口（过滤器）

3   启动/停止开关 7   溢流排水口 11   溢流

4   溢流通气口 8   进样接口 12   通风

3.2.5 Moduplex — 多通道选件

Moduplex 是一种将样品预处理面板和 EZ 分析仪连接在一起的设备，可以为系统增加样品

管线。该设备有多种版本和选项，可以将 多八条样品管线连接到分析仪。有关两个不同
Moduplex 设备的示例，请参见图 6。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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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Moduplex 面板示例

1   样品接口（接到分析仪） 3   样品流 2 5   溢流

2   样品流 1 4   样品流选择阀 6   样品接口（接到分析仪，带有夹管
阀）

3.3 产品部件

确保已收到所有部件。请参阅随附的包装指南。如有任何物品丢失或损坏，请立即联系制
造商或销售代表。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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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节 安装

危险 

多重危险。只有符有资质的专业人员才能从事文档本部分所述的任务。

4.1 安装指南

警告 

火灾危险。此产品不得与易燃液体一同使用。

• 将面板安装在室内非危险性环境中。

• 将面板安装在尽可能靠近分析仪的位置。

• 切勿将面板安装到被阳光直射的位置。

• 确保尽量减少温度变化，以获得更好的测量性能。

• 确保留有足够的间隙进行管路敷设和电气连接。

• 确保环境条件符合操作规范。请参阅规格 第 5 页。

• 如果分析仪（配有样品阀，但无样品泵）的进样处需要正样品压力，请将分析仪安装
在溢流池采样点下方，以获得正静水压力。

4.2 将仪器安装到墙壁上

警告 

人身伤害危险。确保墙式安装能够承受设备 4 倍的重量。

警告 

人身伤害危险。仪器或部件很重。使用协助资源进行安装或移动。

竖直地安装仪器，并平贴在垂直的平坦表面上。面板有四个 9 mm 的孔，用于墙壁安装。

请参阅以下图示步骤。
注： 用户需自己提供墙装紧固件。螺钉/接头必须适合墙壁/天花板的材料特性，且拥有足够的承载能
力。

• EZ-size：W = 460 mm (18.11 in)；H = 1130 mm (44.49 in)
• Microsize：W = 560 mm (22.05 in)；H = 960 mm (37.79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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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电气安装

危险 

多重危险。只有符有资质的专业人员才能从事文档本部分所述的任务。

危险 

电击致命危险。进行电气连接前，务必断开仪器的电源。

使用随附的电缆将计时器的 24 VDC 电源连接到分析仪。请参阅分析仪文档。作为替代方

案，如果使用计时器来操作面板，则需要为计时器供电。请参阅设置计时器 第 22 页。

4.4 连接面板的管路

警告 

化学品暴露风险。请遵循地方、区域和国家法规处置化学品和废弃物。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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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样品入口符合样品要求。请参阅规格 第 5 页。
注： 如果样品不稳定（例如会发生沉淀反应），请更频繁地执行维护任务，以确保过滤系统正确运
行。

使用排水接口排出多余的样品。确保排水量高于流经过滤面板的样品流量（建议的排水量
是样品流量的两倍）。确保排放管线与大气相通且处于零压力状态。溢流池要求使通气接
口与大气相通且处于零压力状态。

仪表空气对于面板的自动清洁必不可少。仪表空气的压力必须设置为高于样品压力。请参
阅规格 第 5 页。如有必要，使用清水（自来水或滤液）冲洗过滤面板以除去固体积聚物。

请参见维护 第 23 页
请参见产品概述 第 8 页以了解管路连接。

4.4.1 EZ-size 连接

1. 使用外径为 1 in 的 BSP 管子连接快速回路的进样和出样管路。

2. 使用外径为 1/4-in 的全氟烷氧基树脂 (PFA) 或聚乙烯 (PE) 管子连接样品和过滤器之间
的管路。

3. 连接排水管路：

a. 使用外径为 1 in 的 BSP 管子连接快速回路的样品回流排水管路。

b. 使用 3/8 in 外螺纹接头和外径为 3/8 in 的管子连接过滤样品溢流池的排水管路。

4. 使用 3/8 in 外螺纹接头和外径为 3/8 in 的管子连接溢流池的通气管路。

5. 使用外径为 1/4-in 的 PFA 或 PE 管子连接仪表空气。

注： 入口压力必须为 6 bar。过滤面板上安装的减压阀将压力降至约 3 bar。
6. 使用外径为 1 in 的 BSP 管子将冲洗水连接到快速回路进样口（可选）。

4.4.2 Microsize 连接

1. 使用外径为 1/2-in 的 F BSP 管子连接进样口和面板之间的管路。

2. 使用外径为 1/8-in 的 PFA 或 PE 管子连接样品和过滤器之间的管路。

3. 使用外径为 1/4-in 的 PFA 或 PE 管子连接过滤器上的通气接口。

4. 连接排水管路：

a. 使用外径为 1 in 的 BSP 管子连接快速回路的样品回流排水管路。

b. 使用 3/8 in 外螺纹接头和外径为 3/8 in 的管子连接过滤样品溢流池的排水管路。

5. 使用 3/8 in 外螺纹接头和外径为 3/8 in 的管子连接溢流池的通气管路。

6. 使用外径为 1/4-in 的 PFA 或 PE 管子连接仪表空气。

注： 入口压力必须为 6 bar。过滤面板上安装的减压阀将压力降至约 3 bar。
7. 使用外径为 1 in 的 BSP 管子连接通气和溢流管路。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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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节 启动

穿戴安全数据表 (MSDS/SDS) 中标明的个人防护装备。执行以下步骤以完成面板的初始启

动。

1. 确保完成所有的管道和管子连接。

2. 关闭仪表空气阀。

3. 关闭排水阀。

4. 关闭旁通阀。

5. 打开进样阀。

6. 打开出样阀。

7. 检查所有的排水接口。确保排水接口打开并通向大气。

8. 打开阀门（客户侧），使样品流向过滤装置。

9. 如果样品流过过滤装置的回路，则小幅关闭出样阀以获得 0.1 bar 的压力。

10. 打开仪表空气的压力供应，将压力设置为 1 bar。
11. 检查过滤后的样品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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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节 操作

警告 

火灾危险。此产品不得与易燃液体一同使用。

6.1 设置阀门和压力

在标准操作期间，快速回路的旁通阀和排水阀关闭。进样阀完全打开，出样阀小幅关闭。
请参见图 7 和表 4 以了解不同操作条件下的阀门设置。

压力指示器上的压力读数必须高达 0.1 bar。该压力产生高样品流量，防止固体物积聚（取

决于具体应用）以及防止溢流池中生长藻类和滋生细菌（冲洗量过高时）。如果溢流池中
出现固体物积聚并堵塞样品管，则增大过滤器压力以增加过滤的样品流量。用于清洁过滤
器的仪表空气的压力必须至少比压力读数高五倍。仪表空气的正常设置为 3 bar。

图 7  阀门设置

1   出样接口（快速回路） 4   进样接口（快速回路） 7   过滤器

2   手动旁通阀 5   手动进样阀 8   手动出样阀

3   仪表空气 6   排水阀

表 4  阀门设置 — 位置

操作 A：正常 B：维护 C：用水冲洗 停机

样品阀（客户） 打开 打开 打开 关闭

进样阀 打开 关闭 打开

出样阀 小幅关闭 关闭 小幅关闭

旁通阀 关闭 打开 关闭

排水阀 关闭 打开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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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设置计时器

作为替代方案，过滤面板也可以通过直接安装在其上的计时器来操作。计时器位于样品阀
上。执行以下步骤以更改计时器设置。

1. 卸下盖板螺钉，以便能够接触到开关。

2. 更改开关位置以设置计时器。默认过滤设置是每 10 分钟清洁一次。请参阅图 8。

图 8  设置计时器

1   功能选择 3   时间设置 4 5   主电源连接 (AC/DC)

2   选择时间范围 4   电源指示灯 6   默认开关设置

4 在 tmin(–) 和 tmax(+) 范围内调整时间设置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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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节 维护

警告 

多重危险。只有符有资质的专业人员才能从事文档本部分所述的任务。

警告 

化学品暴露风险。遵守实验室安全规程，穿戴适用于所处理化学品的所有个人防护装备。
有关安全规程，请参阅当前安全数据表(MSDS/SDS)。

警告 

化学品暴露风险。请遵循地方、区域和国家法规处置化学品和废弃物。

7.1 维护计划

表 5 列出了建议的维护任务计划。不同的设施要求和工作条件可能导致小瓶更换频率增

加。

表 5   维护计划

任务 1 天 7 天 30 天 90 天 365 天 按需要

检查泄漏和故障 第 23 页 X X

检查压力 第 23 页 X X

用水冲洗面板 第 23 页 X

清洁并更换过滤器 第 24 页 X

更换管子（如果管壁有污染物则更换） X

更换蠕动泵管子（若适用） X

更换夹管阀管子（若适用） X

7.2 检查泄漏和故障

1. 检查面板内所有部件以及连接器和管子是否发生泄漏和腐蚀。确保所有接头紧固无泄
漏。

2. 检查所有电缆和管子是否有物理损坏。必要时请更换。

3. 检查空气压力接头。确保空气压力正确。

7.3 检查压力

检查压力读数。确保压力与规格 第 5 页中的数值相符。

7.4 用水冲洗面板

使用自来水或滤液冲洗过滤面板，清除面板上的污染物和固体物。请参阅设置阀门和压力

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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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清洁并更换过滤器

危险 

化学品暴露风险。遵守实验室安全规程，穿戴适用于所处理化学品的所有个人防护装备。
有关安全规程，请参阅当前安全数据表(MSDS/SDS)。

危险 
存在化学品暴露风险。酸性清洗剂具有腐蚀性。如果使用酸性清洗剂进行清洁，请务必穿
戴合适的个人防护装备。

在清洁或更换滤芯之前，请检查样品回路的手动阀是否已关闭。还要检查滤芯内部废水的
化学和物理安全性。更换滤芯时，请穿戴防护服、护目镜和手套。

1. 关闭仪表空气。

2. 关闭泵。

3. 打开旁通阀。

4. 关闭进样阀和出样阀（快速回路）。

5. 打开排水阀，排出过滤器中的水。

6. 打开滤座。

7. 取下过滤器。

8. 清洁过滤器。

a. EZ-size 和 Microsize：用海绵蘸水清洁滤膜。

注： 如有必要，可增加维护频率并用酸性清洗剂清洁过滤器。使用柠檬酸 (20%) 溶液清洁
滤膜外侧。使 0.2％ 柠檬酸溶液流过过滤器 (n) 以清洁滤膜。

9. 将过滤器装回滤座中。如有必要，请安装新过滤器。确保正确安装 O 形圈和绿色橡胶
密封圈。

10. 将阀门打开到正确位置。

11. 打开仪表空气。

7.6 更换样品泵管（仅限 EZ-size 和 Microsize）
每隔四个月更换泵头中的 Norprene® 管子一次。

1. 停用样品泵。

2. 拆下 4 颗泵头螺钉。

3. 打开泵头。

4. 更换管子。确保使用相同尺寸的管子。

5. 先合上泵头并转动转子，然后再将泵头连接到泵。

7.7 清洁排放管

确保外部排放管路未堵塞。必要时进行清洁。

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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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更换蠕动泵管

蠕动泵用于：

• 排空并冲洗分析容器。

• 添加清洗溶液、验证溶液和样品。

• 用作调平系统时，去除多余的样品。

蠕动泵包含一个电机和一个蠕动泵头。定期更换蠕动泵管，以使分析仪获得 佳性能。请
参阅以下图示步骤。
注： 该程序完成后，将泵开启，以确保泵能正常工作。

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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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关闭面板

在关闭样品预处理面板之前，用清水（自来水）完全冲洗系统。请参阅设置阀门和压力

第 21 页。

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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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节 备件与附件

警告 
人身伤害危险。使用未经批准的部件可能造成人身伤害、仪器损坏或设备故障。本部分中
的更换部件均经过制造商的批准。

注： 一些销售地区的产品和物品数量可能有所不同。请与相关分销商联系或参考公司网站上的联系
信息。

请访问制造商网站，根据分析仪零件号查找替换零件和配件。

备件

说明 数量 货号

夹管阀，常闭式，内径 4.8 mm，外径 7.9 mm，24 VDC 每个 APPAA0010001 

恒速电机，96 rpm，24 VDC 每个 APPAZ0000411 

恒速电机，48 rpm，24 VDC 每个 APPAZ0000410 

泵头，17 号 每个 APPAB0011305 

泵头，16 号 每个 APPAB0011200 

管子，16 号，Norprene 15 m APPAB0011600 

管子，17 号，Norprene 15 m APPAB0011905 

夹管阀，内径 4.8 mm，外径 7.9 mm 15 m APPAO0001700 

3WV 24Vdc，PP，FKM，4bar，80°C，1/4"G 每个 APPAA0000600 

分配器/6000，25 mL 每个 APPAZ0017200 

阀/24000/6000/1000 每个 APPAI0000300 

注射器/6000，25 mL 每个 APPAI0000700 

空气减压阀，0.3 - 10 bar，1/4 每个 APPAH0010010 

EZ-Size/2 滤芯，50 µm，50 mm，SS316L 每个 APPAZ0060004 

EZ-Size/2 滤芯，100 µm，50 mm，SS316L 每个 APPAZ0060005 

EZ-Size/2 滤芯，200 µm，50 mm，SS316L 每个 APPAZ0060006 

EZ-Size/2 滤芯，500 µm，50 mm，SS316L 每个 APPAZ0060007 

EZ-Size/2 滤芯，1000 µm，50 mm，SS316L 每个 APPAZ0060008 

EZ-Size/2 滤芯，100 µm，90 mm，SS316L 每个 APPAZ0060115 

EZ-Size/2 滤芯，200 µm，90 mm，SS316L 每个 APPAZ0060116 

EZ-Size/2 滤芯，500 µm，90 mm，SS316L 每个 APPAZ0060117 

EZ-Size/2 滤芯，1000 µm，90 mm，SS316L 每个 APPAZ0060118 

过滤器，内径 32 mm，长度 34 cm，10 µm 每个 APPAT0000100 

过滤器，内径 32 mm，长度 34 cm，50 µm 每个 APPAT0000105 

过滤器，内径 32 mm，长度 34 cm，100 µm 每个 APPAT0000200 

过滤器，内径 32 mm，长度 34 cm，200 µm 每个 APPAT0000300 

过滤器，内径 32 mm，长度 34 cm，1000 µm 每个 APPAT0000301 

过滤器，内径 32 mm，长度 34 cm，2000 µm 每个 APPAT0000302 

过滤器，内径 32 mm，长度 34 cm，2 mm，0.1 mm 每个 APPAT0000303 

O 形圈，VITON 40×1.5mm 每个 APPAP00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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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件 （续）

说明 数量 货号

管子，外径 1/8"，PFA 15 m APPAO0000200 

PFA 管子，外径 1/4" 15 m APPAO0000300 

PE 管子，外径 1/4" 15 m APPAO0001600 

Microsize 滤膜模块 每个 APPAT0000800 

曝气管，外径 10.1 mm，内径 4.5 mm，PTFE 每个 APPAT0000500 

Microsize 滤膜模块 每个 APPAZ0060020 

MC NPT1/4" - 外径 1/8" 的管子 每个 APPAN0054005 

T 3/8"NPT - 2 根外径 3/8" 的 PP 管子 每个 APPAN0056305 

MC NPT1/4" - 外径 1/4" 的 PP 管子 每个 APPAN0055005 

MC NPT1/8" - 外径 1/8" 的管子 每个 APPAN0054000 

2W PnV PFA，NC，1/4" 每个 APPAA0000620 

3W BallV，SS，1/4"NPT F 每个 APPAA0000608 

阀门计时器，24 VDC 每个 APPAA0000700 

溢流池，单股流，D20 60 mL，PMMA 每个 APPAJ0010321 

2WV 3/8" 24Vdc / 9w 每个 APPAA0000630 

附件

说明 货号 图片

外部冲洗阀或反冲阀，三通阀，PP，FKM，4 bar，80 °C，1/4"G，24 VDC APLA0000600 

外部冲洗阀，双通阀，3/8"，9 W，24 VDC APLA0000630 

计时器模块，24 VDC（与 APLA0000600 一起用于自动反冲程序中） APLA0000700 

备件与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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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货号 图片

夹管阀，溢流池的排水功能，常闭式，内径 4.8 mm，外径 7.9 mm，24 VDC APLA0010001 

夹管阀，多股流选件，常闭式，内径 1.57 mm，外径 3.2 mm，24 VDC APLA0010115 

过滤泵电机，6 W，1200 rpm，24 VDC APLB0010101 

搅拌器组件，8x105 H70 D22-19，外部搅拌器板（数量和位置可能有所不同） APLZ0006311 

ZeroCarb 系统，24 VDC，用于除去仪表空气中的 CO2 和水分 APLH0001200 

备件与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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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件与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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