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純水製造系統
PURELAB® Classic

Ultra-Pure Water Polisher



18.2MΩ-cm 18.2MΩ-cm 18.2MΩ-cm 18.2MΩ-cm
3 – 10ppb 1– 3 ppb 3 – 10ppb 1– 3 ppb
<1CFU/ml 1 <0.1CFU/ml1, 2 < 0.1CFU/ml1, 2 < 0.1CFU/ml 1, 2

< 0.001EU/ml 0.001EU/ml

PURELAB Classic系列的超純水水質標準 

高純度的水質⋯⋯以最經濟的方式取得
PURELAB Classic超純水製造系統巧妙的揉合了高效能及經濟考量兩大因素，以最合理的成本提

供18.2MΩ.cm的超純水水質。 

並且您可從4種機型中選擇最能滿足您特別的實驗需求。

各種機型皆以微電腦控制方式來管理Classic純水系統，能確實提供「每分鐘2公升」的流速及掌

握一貫性的品質。
符合ASTM type 1 及CLSI的水質規範

<

型    號

水質純度
電阻率@25℃

總有機碳(TOC)

微生物

RNase / DNase

細菌性內毒素

微粒(particles)   0.2 μm

純化技術
純化管匣(電子級離子交換樹脂及合成活性碳)

光氧化185/254nm紫外燈

線上超過濾膜(UF)

0.2微米終端過濾器(選配)

生物級終端超過濾器(選配)

動態內循環功能

1加裝終端過濾器時    2未加裝終端過濾器時 < 1CFU/ml

RNase < 0.002 ng/ml(Biofilter) 
DNase < 20pg/ml(Biofilter)

< 0.001 EU/ml(Biofilter) < 0.001 EU/ml(Biofilter)
< 1 p/ml < 1 p/ml < 1 p/ml < 1 p/ml

RNase < 0.002 ng/m
DNase < 20pg/ml

<



創新功能及顧客效益

● 超純水水質監測⋯⋯以直覺圖形化方式呈現水質數據，一目了然。

● 自動間歇式動態內部循環⋯⋯能有效防止微生物孳生及維持高純度水質。

● 視覺及聲響警報功能⋯⋯讓您徹底安心。

● 隨身密碼保護⋯⋯可防止非授權人士或無心的失誤更改了系統運作軟體的參數。

● 系統定期提醒更換耗材⋯⋯以防水質意外失控。

● 可無限段調整流速⋯⋯滴速(drop by drop)至2公升/分鐘。

● 純化管匣辨識系統⋯⋯可確認安裝耗材的正確性及可追溯歷史紀錄能
力，完整符合了GLP或其它的確效作業(Validation)需求。

● 前開的維修門⋯⋯使保養及維修變的非常方便。

● 全系統消毒⋯⋯可確保零微生物(biofilm)孳生。

● 系統緊緻設計⋯⋯不僅節省空間，並可裝置在牆上或實驗櫃內。

● 遠距顯示器及出水槍⋯⋯可設計不同的或多樣性的出水位置。

● 系統具全管線自動消毒設計⋯⋯能投消毒藥錠，並可程式自動執行全系
統循環消毒程序（非人工拆除清洗），確保管材內壁潔淨度達到徹底殺
菌膜(biofilm)的效果。

● 系統螢幕需具圖像直覺介面 ⋯⋯可圖示顯示產水水質(MΩ.cm 或μS/cm)
及系統製程資訊、消毒程序...等。

純水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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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波長
185/254nm
紫外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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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製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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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可自動執行

管線消毒行程



超純水系統的各種型號

水質及性能規格

出水流速

電阻率(Resistivity @25)℃

總有機碳(TOC,RO處理)               

微生物

RNase及DNase 

細菌性內毒素

pH                 

Classic UVF

490ｍm高度      410mm寬度       365mm深度

100 - 240Vac , 50 - 60Hz

60VA / 75VA（尖峰）

電源狀態      製程狀態      動態循環狀態     消毒行程狀態

電源品質失控保護     停水時自動關閉系統     聲與光警示  

安全密碼設定保護     消毒行程中斷製水    電源恢復時自動再啟動

電阻抗值(MΩ.cm)   電導率(μS/cm)    製水水溫     耗材更換提醒    時間及日期

45,000公升/μS/cm＋CO2 ppm

70,000公升/μS/cm＋CO2 ppm

產品規格

重量(不含耗材)

尺寸

電壓需求

功率消耗 

系統操作狀態顯示

安全功能 

系統監測功能

製水能力(18 MΩ.cm)

製水能力(1 MΩ.cm)

進水條件

純水水源

最大容許進水電導率(逆滲透進水)

最小容許進水電阻率(去離子進水)

最大容許進水TOC

最大容許進水自由氯

最大容許進水CO2

最大容許進水矽酸鹽

水溫

最大容許進水壓力

最小容許進水壓力

1. 裝有終端過濾器時          2. 沒有終端過濾器時 <1CFU/ml

逆滲透/去離子/蒸餾水(建議使用ELGA純水系統)

0.07 bar(1psi)或純水儲槽重力進水

0.7 bar(10 psi)

確保優越性的承諾 A commitment to excellence
在全世界安裝已超過幾萬套的ELGA Labwater純水系統的使用者來說，他們見證了ELGA的設計能力及工業製程的優越性，這個品牌的成功

建立在對技術創新的執著及優良製程的追求。

不眠不休的研究及發展來使 PURELAB Classic 超純水系統持續維持在科技的前沿 (forefront)，並能承諾今天及未來支援最先進的科技領域

最高品質製程的承諾以保證對產品的可信度 (reliability and compliance)，對國際通用標準達成及對環保理念的履行。

以ISO 9001:2000的標準規範來進行設計及製造
經測試證明ELGA純水系統符合CE，EMC，EN61010，ETL (UL，CSA)，PIRA，WEEE及其它機構的規範。

無可匹敵的服務及支援能力
每一台PURELAB Classic超純水系統都會附加一項最重要的規格—最高級的售後服務及支援品質，在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

50 µS/cm
1MΩ-cm
50 ppb

<0.05 ppm
30 ppm
2 ppm
1-40

可無限段調整流速從滴流至2.0公升/分鐘

.2 MΩ-cm 
3 – 10ppb

<1CFU/ml1

14.0 kg

18.2 MΩ-cm
1– 3 ppb

<0.1CFU/ml1, 2

14.5 kg

Classic DI Classic UV Classic UF 

18.2 MΩ-cm
3 – 10ppb

<0.1CFU/ml1, 2

<0.001EU/ml

14.5 kg

18.2 MΩ-cm
1– 3 ppb

<0.1CFU/ml1, 2

<0.001EU/ml

15.0 kg

出水中性 出水中性 出水中性 出水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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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純水系統的技術規格超純水系統的技術規格

RNase < 0.002 ng/ml(Biofilter) DNase < 20pg/ml(Biofilter)
< 0.001 EU/ml(Biofilter)

ELGA LabWater 
Tel: +44 (0) 1494 887500 Fax: +44 (0) 1494 887505
ELGA is the global laboratory water brand name of Veolia Water Solutions and 
Technologies.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document is the property of VWS (UK) Ltd, 
trading as ELGA LabWater. 
© VWS (UK) Ltd. 2011 – All rights reserved. ELGA® and PURELAB®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VWS (UK) Ltd.  
LITR 40037-04CN

RNase < 0.002 ng/m  /  DNase < 20pg/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