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典当行
•• 现金黄金兑换
•• 珠宝制造
•• 回收行业/精炼行业
•• 零售行业

便携台式XRF

GoldXpert

用于对贵金属进行 
无损分析的XRF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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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贵金属进行分析和克拉级别鉴定
使用XRF分析仪对贵金属进行化学成份分析及纯度成色判断已
经成为一种广泛应用、极受欢迎，且性能可靠的方法。与火花
试金法和化学试剂测试法相比，使用XRF对贵金属进行分析是
一种更迅速、更经济的多元素检测方法。台式XRF分析仪可在
现场对金、银、铂金、其它贵金属及杂质材料进行分析，可在
瞬间增强客户的信心，彰显商家的诚信。

Olympus生产的GoldXpert•XRF分析仪为用户提供了一种操作
方便，且性价比极高的检测技术：无需将检测工具探入到被测
样件的材料中，也不会损坏被测样件，即可获得样件的合金化
学成份信息，判断出样件的克拉等级。此外，GoldXpert分析
仪独特的软件功能还有助于辨别镀金样件，并在屏幕上显示警
示信息。

鉴于目前黄金价值的走高，对黄金的成色和纯度的量化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无论您是购买黄金，还是出售或生产珠
宝，或是制造金属，抑或是回收废旧金属，您都需要掌握一种
可以极为精确地判断克拉等级以及其它贵金属与非贵金属含量
的快速方法，以有效地控制产品质量，制定合理的价格。

拥有Olympus•GoldXpert分析仪的重要原因
•• 机身结构小巧结实，只需占用极少的工作台面
•• 外形十分漂亮，适合放置于陈列展室
•• 易于使用，只需按下一个按钮，即可获得克拉等级及组成
成份的分析结果
•• 按下按钮的数秒之内，即可得到有关样件的化学成份和克
拉等级的精确结果
•• 有助于识别镀金样件的创新型功能
•• 使用PC机和软件，可以迅速方便地制作样件的检验结果证
书

•• 用户通过检测舱的窗口及舱内照明系统，可以持续观察舱
内的样件，从而极大地提升了用户对仪器安全的信心
•• 当您带上GoldXpert分析仪去探访您的客户或经销商时，您
可以在路途中使用电池为分析仪供电，对样件进行检测
•• GoldXpert分析仪可连网，这样在分析仪生成检测结果的同
时，用户可以方便地获得检测数据
•• 只在安全封闭的状态下发出X射线，在大多数国家只需对操
作人员进行少许培训

使用Olympus•GoldXpert分析仪可以迅速得到精确的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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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可靠，操作简便
GoldXpert•XRF分析仪是典当行、黄金交易场所、珠宝行业、
博物馆、考古学家、钱币收藏家及废料回收业所需的一款理想
工具。

GoldXpert•XRF的优势
•• 快速、精确地制定现金黄金兑换价格
•• 辨别银、铂金及其它各种合金材料，并指明这些材料的特
性
•• 辨别焊锡中的有毒元素，如：镉（Cd）或铅（Pb）等
•• 在精炼和熔炼过程中，对产品质量进行管理控制
•• 提醒用户注意可能会是镀金的样件

应用
•• 现场对黄金进行克拉级别鉴定：0-24•kt
•• 对杂质材料进行辨别
•• 对金、铂金、银及其它贵金属合金的组成成份进行精准的
分析
•• 核查废旧金属中的金含量
•• 确定铸币中金、银元素的含量
•• 辨别未知金属，以为其定价
•• 辨别牙科用合金中的金、银、铂金及钯

GoldXpert的样件固定夹
GoldXpert分析仪配有一个带样件固定夹的关节杆，用于在适当
的方向上固定被分析的样件。在检测较小部件或混合金属制珠
宝时，样件固定夹是一个非常理想实用的配件。

样件固定夹

牙科用合金废料

功能
•• 电源：4W•X射线管有助于成功完成对样件的检测，获得可
靠、精确的分析结果
•• 速度极快：浮点处理器在数秒之内可以迅速得出分析结果
•• 便携性强：可使用紧凑型电池供电，因此可以在旅途中进
行分析操作
•• 可根据样件的形状和大小自动调整，进行方便、精确的测
量
•• 克拉级别的自动鉴定
•• 数据存储的容量极大，可进行检测数据的归档
•• 数据导出与报告制作极为方便，可立即制作检验结果证书
•• 内置摄像头及微点准直功能，不仅可完成高度聚焦的分
析，还有助于样件图像的归档
•• 提供完整的无损检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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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h 4 Ur Gold, LLC.

Test Result Test information

Analyzer Mode: Alloy-Precious Metal
Analyzer Serial #: 123456

Field Info
Item: Gold Men’s Wedding Band
Owner: Bret V. Adam
Ticket #: 11548
Operator: Vincent B.
Company: Cash 4 Ur Gold LLC
Spot Size: 3 mm
Time:  
Notes:  

Spectrum

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ustomer states ring is 18K

瞄准目标，拍出清晰的图像
摄像头与准直器
GoldXpert分析仪内置有CMOS摄像头，可以为样件拍出清晰的
图像。用户可将样件图像与分析结果一同保存到内存中，以备
生成报告之用。

X射线束准直功能用于测量较小的部件或样件。只需轻击一下触
摸屏上的摄像头图标，即可激活3毫米直径准直功能，显示屏上
的指示器会即刻表明分析点的确切位置。

用户可自行定制报告
检测数据可被方便地以电子表格形式导出。通过网
络，Windows•CE操作系统可以远程方式访问内存。通过PC机
软件，只需按一下按钮，即可以用户自行定制的格式生成包含
分析结果、图像、徽标等内容的报告证书。

独特的镀金警告功能
GoldXpert的这个独特功能在筛检金样件时可以探测出可能是
镀金或涂金的样件。GoldXpert在发现镀金或涂金样件的同时
还会提供样件的化学成份信息。这个功能在GoldXpert确定样
件可能为涂金或镀金样件时，会在屏幕上显示警告信息，提醒
用户注意。

3毫米微点准直功能示例

10毫米微点准直功能示例 镀金样件警告信息示例

通过PC机软件生成的自行定制的报告证书示例

如果需要对标准尺寸的样件进行分析，只需点击一下红圈内
侧，即可将准直功能从3毫米直径方便地切换到10毫米直径。

深圳市易诺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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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Xpert在分析牙科用合金中的金、钯元素时所表现的精确性

GoldXpert测出的钯含量对比所认证的钯含量，•
单位为wt%

GoldXpert测出的金含量对比所认证的金含量，
单位为wt%

GoldXpert在分析牙科用汞合金中的钯元素时所表现的精确性

读数重复性图表•

GoldXpert在分析经认证的18克拉金合金标准样件时得到的20个重复读数

GoldXpert在分析牙科用汞合金中的金元素时所表现的精确性

不同应用，不同方案
为根据用户的具体需要提供不同的功能，从而更好地完成应
用，GoldXpert分析仪配有两种不同探测器系统：硅条带探测器
（Si-PIN）和硅偏移探测器（SDD）。这种联合使用探测器与
X射线管的独特性能可以完成多达25个元素的特定校准。除了
金、银、铂、钯元素外，GoldXpert在分析铱、铑、钌、铅、
锆、锡、锑、镉、铟、镓、锗、钨及其它元素时，同样会发挥
出高水平性能。

基于硅条带（Si-PIN）的GoldXpert可为大多数应用提供灵敏度
极高，且准确无误的检测结果。高性能的GoldXpert•SDD配置
在精确度和灵敏度方面的性能，较硅条带配置的分析仪要高出
一倍的水平，可为某些元素提供更低的检出限（低达百万分之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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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方便的台式GoldXpert XRF分析仪
台面、陈列室及办公室解决方•案
GoldXpert分析仪可在以下两种环境中提供最佳解决方案：外
观精美的台式分析仪适合放置于客户的精品陈列室；连网后可
以高效完成以质量保证/质量控制（QA/QC）为目的的检测操
作。只需按一下检测舱前面的锁杆，检测舱宽大的盖子就会很
快打开。

在使用充电锂离子电池组供电时，GoldXpert即刻变身为一台便
携式分析仪。这款分析仪小巧、轻便，重量仅为10公斤•
（22磅），用户可方便地将其携带到任何地方进行检测操作。

硬件性能及优势

含铅玻璃观测窗可方便用户观察检测舱中的样件

内置摄像头可表明样件的分析点

可保证X射线束在处于封闭的状态下进行检测的安全XRF系统

用于分析的微点准直功能；只需在触摸屏上点击一下，就可在3毫米
和10毫米直径点之间进行切换

4W•X射线管，200•µA电流（最大），以及优化的光束设置，可确
保仪器进行精确的分析

占地面积极小：267毫米•x•310毫米•x•340毫米（舱盖关闭时）

通过LED灯照明的检测舱：125毫米•x•210毫米•x•180毫米

分析指示灯，360°全方位可见

利用可选购电池，可在现场以外进行便携式操作

带有USB接合端口，可高速导出数据，连接打印机、外置键盘，并
进行远程控制

反应灵敏、明亮的彩色触摸式显示屏

硅条带（Silicon•PIN）探测器系统为标准配置。还备有硅漂移
（Silicon•Drift）探测器系统，可对杂质元素进行更为精确、灵敏度
更高的分析。

软件性能及优势

完全独立于PC机进行操作

嵌入式Windows•CE操作系统

提供样件成份和金元素克拉等级的数据报告•

镀金警告信息功能

通过USB或远程导出数据

通过可选PC机软件，用户可自行定制样件检测的结果与报告证书

深圳市易诺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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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伙伴
Olympus致力于与贵金属交易商、贵金属精炼行业及制造行业
中的企业发展长期合作的伙伴关系。我们了解这个行业，我们
相信我们的仪器会帮助客户获得生意上的成功。我们制造的分
析仪性能可靠、结果精准，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提供优质的技
术支持，保证您的投资得到满意的回报。

满意的投资回报
只要用户需要，无论何时何地，XRF分析仪每天可完成成百上
千次分析操作。使用XRF分析仪进行检测，不会损坏产品，几
乎不需要对样件进行准备，而且在几秒钟之内就能提供可靠的
结果。•这就意味着在客户需要对样件进行分析时，无需再将
样件送到实验室，也无需只依靠猜测，就可以立刻得到分析结
果。

卓越的客户支持
从最初为您提供产品演示，到为您确定所需分析仪的款型，再
到为您提供全面的培训，现场回答您提出的任何问题，以及
日后满足您的需要等方面，我们始终会随时为您提供支持和帮
助。我们的客户支持部门为客户提供全面的培训服务，而且会
对客户的要求及时作出满意的答复，对此我们感到极为自豪。
客户的满意是我们永久追求的目标。

遍布全球的服务
我们的办公部门遍布世界各地，无论您在何地使用分析仪，我
们驻当地的服务中心都会为您提供满意的支持服务。

深圳市易诺科技有限公司 
     18926501065 



•已获ISO•9001及14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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