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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连接范例

AT-710M 
独特的扩充性-四个通道同时进行测定

AT-710M为旗舰型的自动电位滴定仪，此型号配置8.4英寸彩色液晶触控屏MCU-710M ，
主要控制单元MCU-710M可在一个系统上，同时进行四个样品的分析，包括电位滴定仪
AT-710B，容量法水分仪M队/-710B和库仑法水分仪MKC-710B，并同时执行测量工作。
主要控制单元和滴定仪之间可设置无线连接，在工作上更安全，在操作上更简单。
主要控制单元可透过LAN串口或RS-232C串口，连接到局域网和电脑。

无线蓝牙通信-测量高毒样昂时更安全
*蓝牙适配器可选购

无线通信功能可提供更加安全和节省空间的解决对策。

主要控制单元
MCU-710M 

在进行有毒样品测量时，主控制单元可以放置在通风柜外，
操作上更容易且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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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71 OM+MKV-71 OB+MKC-71 OB 

AT -71 OM+AT -71 OB+CHA-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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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点

触摸屏和测量单元可无线连接
G'ii@i ·暗自重疆霞疆坦-

使用蓝牙适配器，无需在主控单元和滴定仪之间

连接电缆线。在有毒性的样品进行测量时，可以
将主要控制单元置于通风柜外。
主要控制单元可选购充电电池，方便携带和操作。
此外，显示器可配置固定架，放置在合适的地点。

(臂架 : VESA标准75毫米x75毫米)

功 最TJTE离 (CC

最多可同时控制四台测量单元

- .... 蝇， E疆iII:蜀'姐ICt:跚跚

一个控制单元可以连接四台
电位滴定仪和水分测定仪，
并同时执行测定。
测量单元自由组合。因此，
可节省工作台的空间。

滴定剂信息储存在滴定单元
e"-4éJ"+ 
试剂的信息存储在滴定管

装置的 IC芯片内。更换不
同的滴定管单元时，不需
要输入滴定剂信息。可以
防止错误的滴定度设定。

;商定过程中温度监控

" ' 

G"-4"'+- ··四暗自霉事揭E坦-

滴定过程中温度监测功能。 ~芒}
当温度超过设定值时，滴 E

定自动停止。在强酸和强
碱的测量时，确保安全性。

t区

使用者权限设定和管理

G"+''''+
设置不同用户级别，定义
每个操作者的操作权限。
管理者设置密码保护后，
可使用所有参数和设置。
此功能可防止操作者错误
设定和操作。

两种不同电位同时记录

G"-4"'+
可在同一个滴定曲线上

同时记录两种不同检测
方法，如:pH值和温度、
pH值和光度O 方便观察
指示剂法和电位滴定法

之间的相关性。

J 



最新型式的滴定单元
白血血I.SéJt'~..'J(.j:i 

新的滴定管装置，切换阀
直接设置在滴定管顶端。
可减少试剂在管路的用量回国幽疆

和滴定管内的残留体积，
滴定管单元更换更快速。

电极信息储存在电极上

-ð"WI‘白血'‘白血，
试剂的信息存储在滴定管

装置的 IC芯片内。更换不
同的滴定管单元时，不需
要输入滴定剂信息。可以
防止错误的滴定度设定。

采用大型彩色液晶触摸屏
."MI -a'JI+..S'j(.l:i 
主要控单元为大尺寸彩色
液晶触控面板，包括中文
在内的多国语言，输入和
设定更简单。

结果可生成PDF实验报告
Wi1IiiiUI蝇...且曰"监..-匾幽.

测量结果转换为PDF文挡，
并可存储在U盘中。
结果不需打印，节省纸张

更环保。

可选购螺旋桨搅拌方式
iJéJMI.'''+..S'j(.l:i 
选购螺旋桨搅拌器，不需
使用磁力搅拌子，在非水
溶液滴定时，可避免接触
有机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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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_ 

同时连接四通道/高扩充性 旗舰型
Automatic Potentiomet巾 Titrator 自动电位滴定仪
AT-71 口 M

触摸屏操作控制 主化开IJ
药飞一卜二t

Automatic Potentiomet巾 Titrator 自动电位滴定仪
AT-71 口 S

? 

简易实用滴定 实用型
Automatic Potentio唰巾 Titrator 自动电位滴定仪
AT-71 口 B



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内容

名称 自动电位滴定仪

型号 AT -710M AT -710S AT -710B 

组成
MCU-710M + AT-710 MCU-710S + AT-71 0 AT -710 
+螺旋桨或磁力搅拌器 +螺旋桨或磁力搅拌器 +螺旋桨或磁力搅拌器

11 电位 -2000.0mV - +2000.0mV 41 极化电压 0- 2V /0 - 20μA 
测量范围 21 pH : -20.000 - 20.000pH 极化电流 0-100μA/O - 500mV 

31 温度 0- 100"C 51 电导率 1 -100,1-1000,1-10000S/cm 

滴定方式
自动滴定，自动l司歇滴定，间歇滴定，恒pH滴定

石油中和价滴定， COO滴定

滴定方法 标准方法120组，方法结合10组(最多可结合5组标准方法) 20组(最多可结合2组标准方法)

滴定类型 电位滴定(酸碱， 氧化还原，沉淀1，光度滴定，极化滴定，电导滴定

终点判断
全量滴定{自动终点1，自动终点滴定，设定终点滴定

交叉点滴定，自动终点/设定终点滴定

测量电极电位(pH ， mVI，酸解离常数(pKal

特殊应用 同时记录双通道电位 二二二二二~(如滴定量对pH+%T，滴定量对pH/ μ SI，学习滴定

输入设置 触摸屏输入 按键输入

118.4英寸彩色液晶屏， 800x600点 1) LED背景光源液晶屏

21 英文/日文/中文/韩文/俄文西语/德语/法语 21 英文/日文/中文/韩文/俄文/illî语
显示

31 四个通道罔时显示
(可同时连接自动滴定仪或 31 个通道显示 31 个通道显示
容量法/库仑法水分仪)

计算 浓度计算，统计计算(平均值、标准差、相对标准差 1 ，自动输入空白值和滴定度

数据储存 500组样品结果 50组样品结果

登记操作者/使用群组管理 登记操作者/记录检查结果/
滴定J\1J 提示滴定度测量日期/指示滴定剂剩余量/ 电极校正记录/滴定管精度确ìÁ/
提示滴定管活塞更换日期/提示滴定J\1J换日期/ 时间管理

GLP认证
滴定度测量履历
性能检查提醒计划检查日期/记录检查结果
电极管理记录校正日期/记录校正履历/
电极检查/电极检查履历/滴定管验证验证/记录验证结果
时间管理显示操作时间

滴定管单元 20mL玻璃滴定管附褐色保护套(标配)
选配 10mL， 5mL或1mL，滴定管分辨率为 1/20000 

50m L滴定管(自动注入器)土 0.5mL
20m L滴定管土 0 .02mL 重复性土 O. OlmL

滴定管精确度 10mL滴定管土 0 .015mL 重复性土 0. 005mL

5mL滴定管土 O .OlmL 重复性土 0. 003mL
1mL滴定管土 0 .005mL 重复性土 O. OO l mL

11 STD: pH(mVI, mV，双通道(标配) 分辨率 0.1 mV / 0.001 pH 
21 PTA: pH(mVI, mV，光度，兰通道 分辨率 0.1 % T / O.OOlAbs 

扩大器 31 POA: pH(mVI, mV，极化，兰通道 分辨率 0.1 mV / 0.001 μA 
41 CMT: pH(mVI, mV，电导，兰通道 分辨率 0.01%(依据测量范围)
51 TET: pH(mVI, pH(mvl, mV，兰通道 分辨率 0.1 mV / 0.001 pH 

J打F印r2tu32电5子三天?平一/电-脑……………………L_ ~?丑气~_ ::' _2__ _ _ _ _ _ _ _ _ _ _ --1 
SS-BUS x1 多样品自动进样器， APB 
ELE x 1 智能电极
TEMP.COMP. x 1 输入滴定剂体积温度补偿系数

外部输出 温度传感器Pt 1 00
温度准确度土 0.5"C

USB x 1 USB x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盘，热敏打印机， U盘，热敏打印机， U盘，热敏打印机，
A4打印机，键盘τ 条码机 A4打印机，键盘，条码机 键盘，条码机，脚踏开关
脚踏开关， USB集线器 脚踏开关， USB集线器 USB集线器，安卓设备

LAN x 1 电脑

测量单元

自动电位滴定仪(AT-7101, 
容量法卡氏7./(分仪(MKV-7101，

扩充功能
库仑法卡氏7./(分仪(MKC-7101，
最多四台测量单元

自动活塞滴定管最多可控制10台滴定管驱动单兀
(包括内置的两台滴定管驱动单元)

多样品自动进样器 CHA-6口口， CHA-700 | 多样品自动迸样器 CHA-700

使用环境 11 温度 5-35"C
21 相对湿度 85%RH以下

电源 AC100- 240V 土 1 0% ， 50Hz/60Hz 

主机 约30瓦 | 主机约20瓦
耗电量

打印机 约7瓦 | 打印机约7瓦

触摸屏 225(WI x 190(01 x 42(Hlmm 

尺寸 滴定单兀 141(WI x 296(01 x 367(Hlmm 
打印机 106(叭月 x 180(01 x 88(Hlmm 

触摸屏 约1.5公斤

重量 滴定单兀约4.0公斤
打印机 约0.4公斤

认证轩J佳
CE标记EMC: EN61326-1 LVO: EN61010- 1 RE指令
滴定单元EBU FCC部份15子部份C FCCI0:2ABSVEBU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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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范例

| 润滑油酸值的测定 | 
一酸碱滴定用电位滴定法

• 主机:AT-710M/AT -710S 
扩大器 :STD
电极:玻璃电极、参比电极

温度补偿电极

• 分析步骤
1)称取i式样在烧杯中

2)加入125mL滴定溶剂(甲苯、
异丙醇和水混合溶液) pH 

3)用0 . 1mo1/L氢氧化饵异丙醇
溶液滴定

• 测量结果
称样量: 10 .0545g
滴定量 :0.9965mL
浓度 :0 . 5271 mg/g 

| 参考标准 GB 7304 E油产品酸值的测定电位滴定法 I 

l 饮料咄素C的含量 I 
一氧化还原滴定用电位滴定法一 I 

• 主机 AT-710M/AT -710S 
扩大器 STD
电极复合式铠电极

• 分析步骤
1)称取试样在烧杯中
2)加入100mL纯水
3)加入5滴乙酸

-150.0 

3)用2 ，6-二氯敲盼溶液滴定 mV 

• 测量结果
称祥量 1.0364g
滴定量 1.4030mL

浓度 0.0367% -300.0 
。。

. 

mL 

聚氨醋的异氨酸根含量测定
一酸碱滴定用电位滴定法一

• 主机 AT-710M/AT -710S 
扩大器 STD
电极复合式玻璃电极

• 分析步骤
1)称取试样在烧杯中
2)加入25mL无水甲苯
3)加入10mL二正7胶溶液
4)加入100mL异丙醇
5)用。.5mol/L盐酸标准溶液

• 测量结果
空 白量 47 .5365g
称样量 2 .9985g
滴定量 22 .8065mL
浓度 17 .328%

11 .00 

←一

pH 

2.00 
0.0 

I I 
一-!--l

mL 

参考标准 GB斤 12009.4 塑料聚氨蓝生产用芳香族异氨酸醋
第4部分异氨酸根含量的测定

」一

2.0 

• 

24.0 

l 绽剂中钙含量的测定
一整合滴定用光度滴定法一 I 

• 主机:AT-710M/AT -710S 
扩大器 :PTA
电极:光度电极

波长630nm

• 分析步骤
1)称取试样在烧杯中

2)加入50mL纯水
3)加入15mL10%氢氧化饵溶液和
3滴(1g/10mL)氧化饵溶液 %T 

4)加入10滴NN指示剂
5)用0.05mo1/L EDT A溶液滴定

• 测量结果
称样量:3.0661g
滴定量 :2.2811mL
浓度 : 14.879%

l 硬化混凝土中铺子的含量 ' 
一沉淀滴定用电位滴定法一 I 

• 主机 AT-710M/AT -710S 
扩大器 :STD
电极:氯蕾子选择电极

参比电极

• 分析步骤
1)加入硝酸(1+6)和过氧化氢
溶液煮沸提取氯离子

2)取样品加入50mL纯水

3)用0.005mol/L硝酸银标准
溶液滴定

• 测量结果
称样量:2.01674g

滴定量 : 11.9358mL
浓度 :605.46ppm

-50.0 

mV 

-250.0 
0.0 

「丁

mL 32.0 

|参考标准 JGJ!T 3川凝土中氯离子含量检测技术规程 I

[表问时酬的含.
一酸碱滴定用电导滴定法一 I 

• 主机 AT-710M/AT -710S 
扩大器 :CMT
电极: 电导率电极

• 分析步骤
1)称取试样在烧杯中
2)加入50mL溶剂
(纯水:异丙醇=1:1)

3)用0.005mol/L醋酸银溶液
滴定

• 测量结果
称样量: 1.1840g
滴定量 : 1.5823mL

浓度 :0.9482%

~S 



选购配件

自动滴定器 APB-600-AT/APB-610 数据收集软件 SOFT-CAP

APB-600-AT 

内
刊
们

APB-610 

化学需氧量COD滴定单元 12-06136

滴定后可以透过数据

收集软件SOFT-CAP
将测定结果输出，并
以Excel或CSV格式保

存。

复合式表面活性剂电极 S-173

此装置用于化学需氧量COD
测定的最后程序，用高锺酸
押标准溶液滴定。

微量滴定用滴定池 MTA-118

表面活性剂的分析，一般为
两相滴定法，使用有毒的三
氯甲:皖为溶剂。 用此电极可
不使用三氯甲烧，并可快速
测量阳离子和阴离子表面活
性剂的浓度。

密封滴定用滴定池 SCU-118

毛主J

用于少的样品量专用滴定池 ，
滴定池密封结构，可外接恒
温循环水槽，控制滴定过程
的温度。
最少的样品量为 lmL。

密封式滴定池，用于高挥发
的样品，或无法在空气环境
下的滴定试验，另可外接旁
支管通入氮气。

微量试样用塑料杯 PP70mL塑料杯

样本量10mL专用的测量容器。
最多的滴定体积为50mL。
适用于无法稀释的样品。

-



选购配件

多样品自动进样器 CHA-700.. 回..，au~..，auj:'

CHA-700有6个或11 个样品位，自动执行滴定。
空的样品位可随意放置，依据放置样品的先后
顺序，依序完成滴定程序。
主机可安装在CHA一700上，节省工作空间。

主要参数

技术参数 内容

样品数量 6 11 
标;住 100mL一次性烧杯，
200mL一次性烧杯， 或50mL烧杯
250mL烧杯，或200mL烧杯，
选配:
100mL一次性烧杯， 50mL烧杯
100mL烧杯，或100mL高型烧杯

电 j原 AC1 00 - 240V :t 10% , 50Hz/60Hz 
耗电量 约20瓦

尺寸 365(W) x 443(D) x 315(H)mm 
重量 约8公斤

AT-710M/S + CHA-700 

…圃

多样品自动进样器 CHA-600

.. 回..Ðu~.

CHA-600有12或 18个样品位，提供高性能和灵活性。
自动化的基本动作，如-预处理、 滴定、电极清洗
等程序外 ， 可依据实验分析方法扩充相应配置。
CHA-600可同时处理水溶液和非水溶液滴定的样品。

主要参数

技术参数 CHA-600-12 CHA-600-1 8 
样品数量 12 18 

标准， 100mL一次性烧杯，
200mL一次性烧杯， 或50mL烧杯
200mL烧杯，或300mL高型烧杯，
选配
50mL烧杯 ， 100mL烧杯，
或200mL锥形瓶

电源 AC1 00 - 240V :t 10% , 50Hz/60Hz 
耗电量 约50瓦

尺寸 520(W) x 434(D) x 509(H)mm 
重量 约 1 8公斤

AT-710M/S + CHA-600 



滴定控制软件

AT-Win 
E百ilÐ~画画阻击回回·

多通道的滴定软件
·四种不同滴定，可同时并行测量。
.四个画面可同时在显示屏上显示。

由电脑软件设置参数、滴定控制
和数据处理。

直观的用户使用指南

用户仅需选择测试项目，包括国际上主要的标准方法

(如ASTM ， ISQ , jlS等)、样品类型和测量范围，可以

自动设定滴定条件和参数。

微软系统操作界面，操作和设置上更简单且更直观。

使用者级别设置更安全

用户可经由使用者名称和密码的设置，执行用户管理，

防止测量条件未经授权而修改。使用权限可分别设置。

使用者在仪器操作时，记录操作日期和使用时间。

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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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FACTURING Co. 

Overseas Oivision : 2-7-1 , Ichigaya-sadohara-cho, Shinjuku-ku 
TOKYO, 162-0842, JAPAN 

Fax : +81-3-3268-5591 Phone : +81-3-5227-3156 

京都电子工业株式会社 (KEM) -中国分公司
可睦电子(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KEM Ch i na) 
上海徐汇区宜山路333号汇鑫国际大厦1201 室
服务热线: 400-820-2557 
TEL: 021-54488867 FAX: 021-54480010 
E-mail: kemu-kem@163.com 
http://www.kem-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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