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您的处理过程中测量粒子！

SOPAT-VI-系统

SOPAT-VI探针是一项实时测量粒子大小以及粒度分布的处理技

术。这项技术基于高品质的光学成像与一个创新的图像分析软件

的结合。粒子如水滴、气泡、颗粒和细胞即使在高浓度下也可以

快速可靠的被解析。

技术规格

测量范围 ........................................ 1-10,000微米

探头浸湿直径 .......................................... ≥6毫米

探头长度 ......................................120 - 2000毫米

相机分辨率 .................................. 0.5 - 600万像素

帧速率.....................................................201/秒

视野 .......................................... 0.1 - 20平方毫米

压力范围 ........................................... 0.5 - 300巴

压力范围 ..........................................7 - 4,350 PSI

温度范围 ........................................... - 10 - 125°C

温度范围 ...........................................- 50 - 450°C

（带有热交换器）

可调节光线亮度 .............................................. 是

可调闪断时间 ................................................. 是

电子管材料 ........................1,4571或哈氏合金C22“

∅ 6 – 26 mm

120 – 2,000 mm

反应器外壳

法兰
焊接连接
张力环

配件

半自动聚焦

C型安装

CCD摄像头

0.5 - 600万像素

光纤
光导

SOPAT-VI 探针和系统将被调整，以满足您对特定程序的要求。这个探针可
以通过使用标准阀门、法兰或接口很容易的被安装。对现有的和新的工
厂以及装备的配置方法十分简单，并且SOPAT 将为您完成配置。

SOPAT GmbH
Boyenstr. 41, 10115 Berlin, Germany

Contact our experts at:

mail:  info@sopat.eu

web: www.sopat.eu

测量并描述点滴、气泡、
晶粒或其他任意粒子。



性能——
直接分析方法建立新标准

应用实例
气-液

多相反应器的设计通常需要昂贵的实验研究。

为了精确预测在搅拌容器或气泡塔型发酵过程中的热量和质量传递和反应或生长

速率，需要对界面区域有确切的认识，SOPAT可提供这些信息。

液-液

均相催化液 - 液反应是“绿色化学”的基石。

表面活性剂的使用使在这些多相系统中对水滴大小分布的描述变得复杂。

有关分散系粒度的知识和粒子大小分布的信息对于程序的开发是必要的。

SOPAT可提供这些信息。

固-液

粒子大小分布的实时量化取决于时间和位置，并且对于优化程序设计必不可少，也

是全自动化生产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GMP章程，工艺参数的描述文档和认知

有助于实现程序透明度的提高。SOPAT可提供这些信息。

测量原理

为得到统计学上可靠的粒度分布，需要对大量的颗粒设定后得到的数据被测定。SOPAT程序首先采集大量的的原始图像数据，

随后识别粒子，其主要分为三个步骤：

1. 预过滤后的图像相关的样本进行模式识别

2. 预选可能的圆坐标

3. 通过精确的边缘检测对其中的每一个圆圈进行分类。计算时间和被处理像素的总量成正比，而且处理速度会比手动计算速

度快达500倍。

粒子存在于各种工艺过程和产品当中，无论在实验室还是生产线上，都需要描述和理解粒子，但这无疑是复杂和充满挑战的。我

们的技术实时、原位的测量粒子大小分布。我们的系统及时在高浓度状态下能高效精确地运作。SOPAT-VI系统加速实验室的研

究工作，确保结果的可重复性，并为实时监控提供了新途径。

我们综合性的程序包运行于一个高性能的工作站，用户通过图形用户界面可以轻松地管理和实用。分析结果包括数密度分布

(q0)，累计数分布 (Q0)，体积分布 (Q3) 和不同的主要直径 (d10, d32, d50, d90 等等) 都可以被显示。这些参数的输出形成了实时

控制程序的基础。

SOPAT-VI是一个原位显微镜，显微镜中包含了一个智能图像解析软件，来传递稳定的、精确的粒子探测和特性描述信息。测量结

果包括实时量化系统中的在1到1.0000μm范围内的粒子大小。

这个方法允许全自动的获取实验图像的数据，并实时监测过程，以便最好的优化使接下来的过程:

• 即时错误探测

• 减少浪费、提高产出

• 改善产品质量

• 提高程序透明度和安全性

技术——
用图像解析实现精度

SOPAT-图像解析

1. 图像采集 1. 预过滤，规范化 2. 对象分类

参数调整 测量采集 粒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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