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紫外-可见、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LAMBDA 650/750

摆脱束缚
超越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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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未见
优异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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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BDA系列分光光度计

梦想无止境，
能力不受限

50多年以来，PerkinElmer一直引领着分光光度计

的技术标准。数据完整性、采样灵活性、操作简

便性让我们的仪器享誉全球。插入式模块、创新

性附件、直观的软件，种种引领潮流的设计都是

为了让您的分析过程更加方便、灵活、高效。

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对于要求较高的应用领域，获得可靠的数据是极

其重要的。因此，我们所设计的每一台仪器都致力于提高您的测试能

力，无论是用LAMBDATM 650S测试样品的准确色度值，还是用LAMBDA 

750测试高吸收率的液体样品。Lambda系列仪器都不会对您造成限制。

www.perkinelmer.com/new-lim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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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BDA 650

紫外-可见

波段的
优异性能

对 于 只 进 行 紫

外 - 可 见 波 段 测

试的企业和产品

来说，LAMBDA 

650就是您所需要

的。LAMBDA 650
配置R955光电倍

增管检测器，是一

款专为在紫外/可见波段有高精度常规测试要求的用

户度身定制的仪器，并有特别为专用积分球用户设

置的650S配置。在190~900 nm波段内具有优异的

灵敏度。该仪器还可以配备一系列可控而且灵活的

采样附件，包括：

• 大体积双样品舱

• 通用反射附件

• 插入式积分球

• 万能光学平台

化妆品和防晒产品

产品外观与紫外线防护能力是消费者购买时重点

考虑的问题。光谱测试对于了解SPF指数、确定材

料的真实颜色等是非常关键的。

平板显示器

在多个方面的显示性能提升需求是持续存在的。

颜色、亮度、视角以及能耗都是非常重要的。光

谱测试对于显示器整体性能提升是必需的。

油墨，染料，颜料，涂料

随着数码摄影的爆炸式增长，能够反映真实色彩

而且不易褪色的油墨和染料的研制是必需的。这

些材料都需要准确的光谱测试。

眼镜

近视眼镜、太阳眼镜和隐性眼镜的透光性能是至

关重要的光学参数。Lambda650S（配置150mm
积分球）是针对这一分析领域的不二之选，并具

备极高性价比。

UV Vis

190 nm 900 nm

典型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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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BDA 750

UV Vis NIR

190 nm 3300 nm

www.perkinelmer.com/new-limits

覆盖紫外-可见-
近红外波段的

优异性能

作为长期以来分

光光度计的行业

标准，LAMBDA 

750使用高灵敏

度 R 9 5 5光电倍

增 管 检 测 器 和

Peltier冷却PbS检测器，在整个光谱范围内获得优

异的测试性能，最大波长可达3300 nm。紫外-可

见区域的分辨率可以达到0.17 nm，近红外区域的

分辨率可以达到0.20 nm。作为一款高性价比的分

光光度计，非常适用于高精度常规测试和高等院

校或研究单位使用，并有特别为专用积分球用户

设置的750S配置。该仪器还可以配备一系列行业

领先的、可控而且灵活的采样附件，包括：

• 大体积双样品舱

• 插入式积分球

建筑和特殊用途玻璃

节约能源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镀膜玻璃的光谱分

析可以为热效率和其他关键设计参数提供重要的信

息。

平板显示器

在多个方面的显示性能提升需求是持续存在的。颜

色、亮度、视角以及能耗都是非常重要的。光谱测

试对于显示器整体性能提升是必需的。

光学性能测试

繁忙的光学实验室必须能够用各种测试技术处理各

种类型的样品。LAMBDA系列分光光度计的采样灵

活性可以帮助您面对千变万化的测试需求。

纳米材料

纳米材料在光学、非光学、可再生能源、高级聚合

物材料等领域的应用日益增长。LAMBDA 750的多

种测量附件和开放式架构使其成为纳米材料研究和

产品检测的理想选择。

典型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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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要求的测试应用

隐形眼镜

对于常规用途的接触镜，其光学性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而光学性

能中的透光性能又包括可见光区透过率、色觉要求和紫外光区透过率等

多个重要参数。这些参数的测试通常使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来进行。

PerkinElmer为Lambda系列高性能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专门开发了

Opthalmo meter附件（图1），该附件为Lambda系列高性能紫外/可见

分光光度计独有的Q-COM快速可拔插切换光学台模块式附件（图1），

同时，附件包含了定制的符合标准规定的可装满盐溶液和接触镜片的湿

式多样品架和积分球，可以自动、快速地进行大批量合规样品测试。

针对样品量不大，但预算有限的用户，参照Opthalmo meter附件的设计

和国标的要求，PerkinElmer公司同时开发了在150mm积分球上加装接

触镜测试套件的测试方案（图2），该方案使用垂直放置的湿式单样品

池，便于样品量不大，或者有通用性测试需求的用户灵活地测试单个样

品。通过配备的UV WinLab软件，可直接一步得到符合标准要求的光透

过率、平均透过率以及校正后的透过率等各项参数。

使用方便，功能强大，是接触镜片检测的心仪之选。

图1. Opthalmometer附件及湿样品架 图2. 150mm积分球及接触镜测试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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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需要几秒钟的时间，LAMBDA 950
就可以从标准大体积样品舱模式切换
到60 mm积分球、通用反射附件或者通
用光学底座模式。

150mm 积分球

光学聚四氟乙烯涂层，涂层在可见区的反射率优于99%，长期使用不发黄变性，光学性能稳

定；内径150mm.包含光阱，可直接测量漫反射和剩余反射；150mm积分球为ASTM和国际

CIE推荐色度测量时采用附件。

LAMBDA独特附件设计

与150mm积分球配套的聚焦附件

小样品聚焦附件可以把光束聚焦到1mm左右，大大提

高小样品的透过、反射和吸收的测试准确度。

6˚ 度角镜面反射附件 (B0086703)

6度角镜面反射附件俗称“剩余反射附件”，是防反膜

测试的利器。

150mm积分球200-2500 nm (Spectralon®) 

直径1.5～2mm的小样品测试（如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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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绝对反射率高灵敏度测试的一个突破，通

过自动改变样品角度，我们独特的，专利设计

的通用反射附件（URA）极大地改善了传统的

测试方法。以前，多角度测试需要使用多个附

件和很多手动调整。现在，鼠标单击即可预先

设置测试角度，通用反射附件可以自动完成所

有调整。此外，样品放置在水平采样板上，避

免了垂直夹放可能造成的破坏。

两个大体积样品舱

加倍灵活，加倍简便。所有LAMBDA系列仪器都可

以配置两个样品舱，而且是业内体积最大的样品

舱。基础样品舱用于一系列标准反射与透射附件

和偏振测试，而第二个样品舱可以配置用于各种

智能采样附件或模块，包括积分球、通用反射附

件或者透射光学组件。

仅仅需要几秒钟的时间，LAMBDA 650
就可以从标准大体积样品舱模式切换到

60 mm积分球、通用反射附件或者万能

光学平台。

通用反射附件

Q-COM概念(快速光学台模式变换) 

LAMBDA独特附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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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BDA
内部构造

整个光学系统全部采用涂有SiO2
保护层的反射光学元件，使用高质量的母刻全息光栅，紫外/可

见光栅刻线密度为1440条/mm，近红外光栅刻线密度为360条/mm；采用最先进的四区分段扇

形信号收集斩波器，斩波器运转期间，样品和参比的信号分别单独被各自的黑区信号所分隔并

校正，确保了每次得到最准确的样品和参比的信号。

最先进的四区分段的扇形信号

收集的斩波器：即扇形信号校

正技术（CSSC）

数据采集顺序为：样品/黑区/
参比/黑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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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kinElmer其他独特设计

LAMBDA 650/750都可以配备独特的偏振测试能力，

满足您的分析需求。

氘灯和卤钨灯光源

预先准直和预先聚焦的光源可以快速更换，最大限度保证正常工作时间。

两级母刻全息光栅单色器

可以极大降低散射光水平。

公共光束档板

可以精密调整光束高度，匹配不同尺寸的样品。

公共光束消偏器（选配）

消除仪器内在偏振效应，可以准确测试双折射样品（选配）。

四分区斩波器

在样品光束和参比光束之间进行切换。四分区设计可以分别提供样品光束和参比光

束的空白读数，提高测试准确度。

手动样品光束和参比光束衰减器

对高吸收率（低反射率）样品进行非常灵敏和准确的测试。

业内最大的样品舱

易于使用各种类型的采样附件，方便测量各种类型的样品。

高灵敏度R955光电倍增管和Peltier冷却PbS检测器

可以覆盖从190 nm到3300 nm （LAMBDA 750）的整个紫外-可见-近红外波段。

第二采样区域

可以容纳各种插入式采样模块，包括透射样品架（如图所示）、60 mm和150 mm
积分球、用于高精密度绝对反射率测试的通用反射附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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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从设置到结果的向导

PerkinElmer提供功能强大的UV WinLab软件，

可以引导您通过简单步骤进行方法开发、报

告和结果分析。新的UV WinLab 6软件进行了

界面优化，更加便于查看已经保存的数据，

而且增加了新的数据处理模块。

安全加强版（ES）的UV WinLab软件集成了FDA
技术规范21章第11款（21 CFR Part 11），满足

相关受管制行业的需求。

确保现在和将来的顶尖性能

我们经认证的安装工程师和服务技术应用工

程师组成遍布全球的网络，随时可以为您的

实验室仪器提供维护和服务。我们的全球服

务内容包括：

• 预防性维护

• 现场维修

• 软件和硬件升级

• 验证服务

• 培训和咨询

• 免费的技术和应用电话支持

UV WINLAB

软件

服务与

支持

想要了解PerkinElmer OneSource®服务与支持的全部业

务范围，敬请访问 www.perkinelmer.com/service.

www.perkinelmer.com/new-limits



PerkinElmer LAMBDA的优势

业内领先的性能 – 毫无限制！

最短的采样附件设置时间

加强的灵活性和方便性

直观的UV WinLab软件

全面的全球服务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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