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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录

光纤光谱仪
光纤光谱仪�GLA600-UVN

拉曼光谱仪

785nm便携式拉曼光谱仪�GL-PRS-785

光源
近红外增强宽谱灯�GL-D2T-V01/V02              
785nm激光器�GL-785LD-500
氘灯光源 �GL-DD-V01

经销商

中国经销商
海外经销商

P. 4

P.32

P.15

P.39

⼯业控制光纤光谱仪�GLA600-UVN-IC

显微拉曼光谱仪�MHU�532

⼿持式拉曼光谱仪�JHU�785

拉曼探头� GL-RP-785/532
简装拉曼光谱仪系统�GL-PRS-785/532-M

光纤光谱仪应⽤系统
差分紫外光谱测⽓DOAS模块 DOAS-200D/X

P. 28

⼀体式拉曼光谱仪�YHU�785

532nm便携式拉曼光谱仪�GL-PRS-532

⼿持式UV-LED固化灯 GL-UVLA-3W
氙灯光源 GL-XD-V01

⾼灵敏光纤光谱仪�GLA639

光学薄膜测量仪 GL-SPM-D2T

⾼灵敏⼯业控制光纤光谱仪�GLA639-IC

⾊共焦厚⾼测量仪 THM�1000

�完全⾃有技术从元件到整机的全系统专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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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 ⾼利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是中外合资企业，于2014年成⽴于深圳市。拥有⾃
主知识产权，国内外⼀流的光学、机械、电⼦和软件等专业的设计⼈员。是研发设计

�������� 主要产品有光纤光谱仪、

其中光纤光谱仪既可以单独

·�技术优势:�拥有完全的⾃有知识产权和技术，包括光学设计、机械设计、电路设计
及软件开发以及测试技术等。�

·�⼈⼒优势:�主要技术核⼼成员皆有⼏⼗年的国内外公司的光学⼯程设计经验，掌握
当前国际前沿产品设计技术，可以保证我们的产品与国外同类产品媲美。我们已有⼀
⽀研发队伍，包括光学设计、机械设计、电路设计及软件开发。有很强的设计能⼒，
我们能以现有产品为基础不断地开发出与光谱分析有关的新产品。

·�成本优势:�我们既可以利⽤中国低价⼜较完备的⽣产能⼒，⼜可以利⽤中国相对低
成本的⼈⼒，并联合我们遍布国内外许多专业的丰沛资源来保持我们的成本优势。

·�经营优势:�公司主要经营和技术⼈员在国内外从事光学研究和⼯程⼯作⼏⼗年，既
⼗分熟悉国内的市场运⾏⽅式⼜具有海外的管理经营经验，这⾮常有利于我们开拓海
内外市场。

⾼利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产光纤光谱仪和拉曼光谱
仪及其相关产品的⼀流光学
企业，是真正掌握核⼼技术
具有从零件到系统层次设计
能⼒的公司。
�
⼩型拉曼光谱仪、分析光源
系列产品、光学仪器附件�等。

作为分析测量仪器也可以作�
为其它仪器的传感器。
��������我们的产品应⽤于环境、
安检、⾷品、药品、珠宝、
材料检测等领域。

完全⾃有技术从元件到整机的全系统专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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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光谱仪

特征

光纤光谱仪 GLA600-UVN

·�Czerny-Turner光学结构、光栅分光、CCD光电探测器、SMA905光纤接头

·�USB mini-B接⼝与电脑相连，电脑控制和供电

·�独特的软件功能,�⾃动配置光谱仪、⾃动读取校准系数、光谱采集与测量、⽇志和

�����颜⾊条显⽰的功能

·�光谱测量功能包括辐射、透过率、吸收率和反射率测量等

·�输出两种数据格式：常规的Excel双列格式和⽅阵格式，后者⽤于观察光谱数据

·�不同的颜⾊标志光谱曲线上所选择光谱数据，包括游标和区域边界线，�此独特功能帮

�����助使⽤者在⼤量光谱数据中⽅便地查找数据

·�游标⽤来查找波长，移动两个区域边界线可测量光谱宽度

·�软件⽇志⽀持⽤户记录实验内容，如所分析材料、操作者和时间

·�软件颜⾊条帮助⽤户理解光谱所对应的颜⾊

⽤途

测量光源,如LED

环保检测：⼟壤，⽔质，⽓体污染检测

⾷品加⼯检测

⽯油⼯业材料

化学⼯业材料

眼镜检测

光学镀膜检测 玻璃检测

汽车减光膜检测 科技研发 其它客户定制等

�完全⾃有技术从元件到整机的全系统专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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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仪

光纤光谱仪 GLA600-UVN

可见光光谱仪规格参数

重量

⼯作温度

固定螺孔

操作软件�

电脑操作系统�

光纤接⼝� SMA 905

USB数据线� 1.5m�带有USB mini-B接头的数据线

功耗� Max 1.9W (380mAx5VDC)

积分时间� 8 ms-15min

285g

像素数� 3648

数据输出� 灰度值随波长或CCD像素变化（可选择）

-10C°-50C°

探测器 Toshiba TCD1304DG

光谱仪⾃动配置� ⾃动配置读标定参数和产品信息等

电源 5VDC⽤USB-mini-B连接PC

底部4x M3螺孔

像素⼤⼩� 8μm-200μm

尺⼨ 100mm x 65mm x 36mm

AD转换的分辨率� 16 bits

SPEC-GLA600（⾼利通）

Windows 

杂散光� 0.05%@785nm 与波长相关

波长范围� 350-1000nm 取决于光栅

探测灵敏度� 220V/lx.s@5V 与CCD类型有关

探测器收集透镜� 有 按需求选择

光谱分辨率� FWHM 0.65nm@365nm 与波长和狭缝有关

暗噪声� 20(RMS) 室温下测量

⼊射狭缝� 5, 10, 25, 50, 100, 150μm ⾦属狭缝和玻璃狭缝,�按需求选择

信噪⽐� 900:1 室温下测量

光栅 600 line/mm, �闪耀波长500nm 按需求选择

滤波⽚� 消除⼆阶光谱 按需求选择

触发模式� TTL对外触发和接收外部TTL触发 按需求选择

项⽬ 指标 备注

与CCD有关

@25μm狭缝

按需求选择

⾼利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完全⾃有技术从元件到整机的全系统专业设计



6

⾼利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光谱仪

光纤光谱仪 GLA600-UVN

紫外光谱仪规格参数

光纤接⼝ SMA 905

USB数据线� 1.5m�带有USB mini-B接头的数据线

功耗� Max 1.9W (380mAx5VDC)

积分时间� 8 ms-15min

重量� 285g

像素数� 3648

数据输出� 灰度值随波长或CCD像素变化（可选择）

探测器 Toshiba TCD1304DG  (紫外增强) 

光谱仪⾃动配置� ⾃动配置读标定参数和产品信息等

电源� 5VDC �⽤USB-mini-B连接PC

固定螺孔� 底部4x M3螺孔

像素⼤⼩� 8μm-200μm

尺⼨� 100mm x 65mm x 36mm

AD转换的分辨率� 16 bits

操作软件� SPEC-GLA600 （⾼利通）

电脑操作系统� Windows 

杂散光� 0.05% 与波长相关

波长范围� 190-400nm 取决于光栅

探测器收集透镜� 有 按需求选择

光谱分辨率� FWHM 0.29nm@Hg 313nm 与波长和狭缝有关

暗噪声� 20 (RMS) 室温下测量

⼯作温度 -10C°-50C°

⼊射狭缝� 5, 10, 25, 50, 100, 150μm ⾦属狭缝和玻璃狭缝,�按需求选择

信噪⽐� 900:1 室温下测量

光栅� 600 line/mm, 闪耀波长300nm 按需求选择

滤波⽚� 消除⼆阶光谱 按需求选择

触发模式� TTL对外触发和接收外部TTL触发 按需求选择

项⽬ 指标 备注

与CCD有关

@25μm狭缝

按需求选择

/190-500nm/190-750nm

�完全⾃有技术从元件到整机的全系统专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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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光纤光谱仪�GLA600-UVN

近红外光谱仪规格参数

光纤接⼝ SMA 905

USB数据线 1.5m带有USB mini-B接头的数据线

功耗 Max 1.9W (380mAx5VDC)

积分时间 8 ms-15min

重量 285g

像素数 3648

数据输出� 灰度值随波长或CCD像素变化（可选择）

探测器 Toshiba TCD1304DG

光谱仪⾃动配置 ⾃动配置读标定参数和产品信息等

电源 5VDC⽤USB-mini-B连接PC

固定螺孔� 底部4x M3螺孔

像素⼤⼩ 8μm-200μm

尺⼨ 100mm x 65mm x 36mm

AD转换的分辨率� 16 bits

操作软件 SPEC-GLA600 （⾼利通）

电脑操作系统 Windows 

杂散光 0.03%@785nm 与波长相关

波长范围 750-960nm 取决于光栅

探测器收集透镜 有 按需求选择

光谱分辨率 FWHM 0.83nm@785nm 与波长和狭缝有关

暗噪声 20 (RMS) 室温下测量

⼯作温度 -10C°-50C°

⼊射狭缝 5, 10, 25, 50, 100, 150μm ⾦属狭缝和玻璃狭缝,�按需求选择

信噪⽐ 800:1 室温下测量

光栅 1200 line/mm, 闪耀波长750nm 按需求选择

触发模式 TTL对外触发和接收外部TTL触发 按需求选择

项⽬ 指标 备注

与 CCD有关

@25μm狭缝

按需求选择

光谱仪
完全⾃有技术从元件到整机的全系统专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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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光谱仪

特征

⾼灵敏光纤光谱仪 GLA639

·�Czerny-Turner光学结构、光栅分光、CCD光电探测器、SMA905光纤接头

·�USB mini-B接⼝与电脑相连，电脑控制和供电

·�独特的软件功能,�⾃动配置光谱仪、⾃动读取校准系数、光谱采集与测量、⽇志和颜⾊

�����条显⽰的功能

·�光谱测量功能包括辐射、透过率、吸收率和反射率测量等

·�输出两种数据格式：常规的Excel双列格式和⽅阵格式，后者⽤于观察光谱数据

·�不同的颜⾊标志光谱曲线上所选择光谱数据，包括游标和区域边界线，�此独特功能帮

�����助使⽤者在⼤量光谱数据中⽅便地查找数据

·�游标⽤来查找波长，移动两个区域边界线可测量光谱宽度

·�软件⽇志⽀持⽤户记录实验内容，如所分析材料、操作者和时间

·�软件颜⾊条帮助⽤户理解光谱所对应的颜⾊

⽤途

⾷品加⼯检测

化学⼯业材料

眼镜检测

光学镀膜检测 玻璃检测

汽车减光膜检测 科技研发 其它客户定制等

�完全⾃有技术从元件到整机的全系统专业设计

测量光源,如LED

环保检测：⼟壤，⽔质，⽓体污染检测

⽯油⼯业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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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光谱仪

 

紫外光谱仪规格参数

光纤接⼝ SMA 905

USB数据线� 1.5m�带有USB mini-B接头的数据线

功耗� Max 1.9W (380mAx5VDC)

积分时间� 8 ms-15min

重量� 285g

像素数� 2048

数据输出� 灰度值随波长或CCD像素变化（可选择）

探测器 ⾼性能CCD

光谱仪⾃动配置� ⾃动配置读标定参数和产品信息等

电源� 5VDC �⽤USB-mini-B连接PC

固定螺孔� 底部4x M3螺孔

像素⼤⼩� 14μm*200μm

尺⼨� 100mm x 65mm x 36mm

AD转换的分辨率� 16 bits

操作软件� SPEC-GLA600 （⾼利通）

电脑操作系统� Windows 

杂散光� 0.07% 与波长相关

波长范围� 190-400nm 取决于光栅

探测器收集透镜� 有 按需求选择

光谱分辨率� FWHM 0.5nm@Hg 253nm 与波长和狭缝有关

暗噪声� 10 (RMS) 室温下测量

⼯作温度 -10C°-50C°

⼊射狭缝� 5, 10, 25, 50, 100, 150μm ⾦属狭缝和玻璃狭缝,�按需求选择

信噪⽐� 800:1 室温下测量

光栅� 1800 line/mm, 闪耀波长250nm 按需求选择

滤波⽚� 消除⼆阶光谱 按需求选择

触发模式� TTL对外触发和接收外部TTL触发 按需求选择

项⽬ 指标 备注

与CCD有关

@50μm狭缝

按需求选择

/190-500nm/190-750nm

⾼灵敏光纤光谱仪 GLA639

完全⾃有技术从元件到整机的全系统专业设计



⾼利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可见光光谱仪规格参数

重量

⼯作温度

固定螺孔

操作软件�

电脑操作系统�

光纤接⼝� SMA 905

USB数据线� 1.5m�带有USB mini-B接头的数据线

功耗� Max 1.9W (380mAx5VDC)

积分时间� 8 ms-15min

285g

像素数� 2048

数据输出� 灰度值随波长或CCD像素变化（可选择）

-10C°-50C°

探测器 ⾼性能CCD

光谱仪⾃动配置� ⾃动配置读标定参数和产品信息等

电源 5VDC⽤USB-mini-B连接PC

底部4x M3螺孔

像素⼤⼩� 14μm*200μm

尺⼨ 100mm x 65mm x 36mm

AD转换的分辨率� 16 bits

SPEC-GLA600（⾼利通）

Windows 

杂散光� 0.06%@785nm 与波长相关

波长范围� 350-1000nm 取决于光栅

探测灵敏度� 220V/lx.s@5V 与CCD类型有关

探测器收集透镜� 有 按需求选择

光谱分辨率� FWHM 1.2nm@577nm 与波长和狭缝有关

暗噪声� 10(RMS) 室温下测量

⼊射狭缝� 5, 10, 25, 50, 100, 150μm ⾦属狭缝和玻璃狭缝,�按需求选择

信噪⽐� 800:1 室温下测量

光栅 600 line/mm, �闪耀波长500nm 按需求选择

滤波⽚� 消除⼆阶光谱 按需求选择

触发模式� TTL对外触发和接收外部TTL触发 按需求选择

项⽬ 指标 备注

与CCD有关

@50μm狭缝

按需求选择

10

光谱仪

⾼灵敏光纤光谱仪 GLA639

�完全⾃有技术从元件到整机的全系统专业设计



⾼利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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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仪

⼯业控制光谱仪 GLA600-UVN-IC�

特征
·�Czerny-Turner光学结构、光栅分光、CCD光电探测器、SMA905光纤接头

·�USB mini-B接⼝与电脑相连(可选)，增加RS232或其它通讯接⼝与电脑相连，电脑控制和供电

·�独特的软件功能，⾃动配置光谱仪、⾃动读取校准系数、光谱采集与测量、⽇志和

�����颜⾊条显⽰的功能

·�光谱测量功能包括辐射、透过率、吸收率和反射率测量等

·�适合于⼯业控制的软件接⼝

·�不同的颜⾊标志光谱曲线上所选择光谱数据，包括游标和区域边界线，�此独特功能

�����帮助使⽤者在⼤量光谱数据中⽅便地查找数据

·�游标⽤来查找波长，移动两个区域边界线可测量光谱宽度

·�软件⽇志⽀持⽤户记录实验内容，如所分析材料、操作者和时间

·�软件颜⾊条帮助⽤户理解光谱所对应的颜⾊

⽤途

·�⼯业级光纤光谱仪特性：⼀致性、稳定性、可靠性、定制性

完全⾃有技术从元件到整机的全系统专业设计

环保检测：⼟壤/⽔质/⽓体污染检测

其它客户定制等

⼿机屏/膜/壳检测（透过/反射/厚度/⾼度/颜⾊检测等）

光学镀膜/玻璃镜⽚检测

⽯油/化学⼯业材料



⾼利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光谱仪
12

规格参数

重量

⼯作温度

固定螺孔

操作软件�

电脑操作系统�

光纤接⼝� SMA 905

USB数据线� 1.5m�带有USB mini-B接头的数据线

功耗� Max 1.9W (380mAx5VDC)

积分时间� 8 ms-15min

285g

像素数� 3648

数据输出� 灰度值随波长或CCD像素变化（可选择）

-10C°-50C°

探测器 Toshiba TCD1304DG

光谱仪⾃动配置�

电源 5VDC⽤USB-mini-B连接PC

底部4x M3螺孔

像素⼤⼩� 8μm-200μm

尺⼨ 100mm x 65mm x 36mm

AD转换的分辨率� 16 bits

SPEC-GLA600（⾼利通）

Windows 

杂散光� 0.05%@785nm 与波长相关

波长范围� 380-1000nm, 190-400nm 取决于光栅

探测灵敏度� 220V/lx.s@5V 与CCD类型有关

探测器收集透镜� 有 按需求选择

光谱分辨率� FWHM 0.6~ 0.83nm 与波长有关

暗噪声� 20 (RMS) 室温下测量

⼊射狭缝� 5, 10, 25, 50, 100, 150μm ⾦属狭缝和玻璃狭缝,�按需求选择

信噪⽐� 800:1 室温下测量

光栅 600 line/mm, �1200line/mm, 1800 line/mm 按需求选择

滤波⽚� 消除⼆阶光谱 按需求选择

触发模式� TTL对外触发和接收外部TTL触发 按需求选择

项⽬ 指标 备注

与CCD有关

190-500nm,  190-800nm

按需求选择

@25μm狭缝

⼯业控制光谱仪 GLA600-UVN-IC�

⾃动配置读标定参数和产品信息等

�完全⾃有技术从元件到整机的全系统专业设计



⾼利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3

光谱仪

⾼灵敏⼯业控制光谱仪 GLA639-IC�

特征
·�Czerny-Turner光学结构、光栅分光、CCD光电探测器、SMA905光纤接头

·�USB mini-B接⼝与电脑相连(可选)，增加RS232或其它通讯接⼝与电脑相连，电脑控制和供电

·�独特的软件功能，⾃动配置光谱仪、⾃动读取校准系数、光谱采集与测量、⽇志和

�����颜⾊条显⽰的功能

·�光谱测量功能包括辐射、透过率、吸收率和反射率测量等

·�适合于⼯业控制的软件接⼝、带光路开关功能

·�不同的颜⾊标志光谱曲线上所选择光谱数据，包括游标和区域边界线，�此独特功能

�����帮助使⽤者在⼤量光谱数据中⽅便地查找数据

·�游标⽤来查找波长，移动两个区域边界线可测量光谱宽度

·�软件⽇志⽀持⽤户记录实验内容，如所分析材料、操作者和时间

·�软件颜⾊条帮助⽤户理解光谱所对应的颜⾊

⽤途

·�⼯业级光纤光谱仪特性：⼀致性、稳定性、可靠性、定制性

完全⾃有技术从元件到整机的全系统专业设计

环保检测：⼟壤/⽔质/⽓体污染检测

其它客户定制等

⼿机屏/膜/壳检测（透过/反射/厚度/⾼度/颜⾊检测等）

光学镀膜/玻璃镜⽚检测

⽯油/化学⼯业材料



⾼利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光谱仪
14

规格参数

重量

⼯作温度

固定螺孔

操作软件�

电脑操作系统�

光纤接⼝� SMA 905

USB数据线� 1.5m�带有USB mini-B接头的数据线

功耗� Max 1.9W (380mAx5VDC)

积分时间� 8 ms-15min

285g

像素数� 2048

数据输出� 灰度值随波长或CCD像素变化（可选择）

-10C°-50C°

探测器 ⾼性能CCD

光谱仪⾃动配置�

电源 5VDC⽤USB-mini-B连接PC

底部4x M3螺孔

像素⼤⼩� 14μm-200μm

尺⼨ 100mm x 65mm x 36mm

AD转换的分辨率� 16 bits

SPEC-GLA600（⾼利通）

Windows 

杂散光� 与波长相关

波长范围� 380-1000nm, 190-400nm 取决于光栅

探测灵敏度� 220V/lx.s@5V 与CCD类型有关

探测器收集透镜� 有 按需求选择

光谱分辨率� 与波长有关

暗噪声� 10(RMS) 室温下测量

⼊射狭缝� 5, 10, 25, 50, 100, 150μm ⾦属狭缝和玻璃狭缝,�按需求选择

信噪⽐� 800:1 室温下测量

光栅 600 line/mm, �1200line/mm, 1800 line/mm 按需求选择

滤波⽚� 消除⼆阶光谱 按需求选择

触发模式� TTL对外触发和接收外部TTL触发 按需求选择

项⽬ 指标 备注

与CCD有关

190-500nm,  190-800nm

按需求选择

0.07%

FWHM 0.5nm@Hg 253nm @50μm狭缝

⾼灵敏⼯业控制光谱仪 GLA639-IC�

⾃动配置读标定参数和产品信息等

�完全⾃有技术从元件到整机的全系统专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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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拉曼光谱仪

⼿持式拉曼光谱仪 JHU�785

特征
· 785nm激发光、CCD光电探测器、光栅分光�

·������可对物质进⾏⽆接触式、快速拉曼光谱测量与分析�

·�良好的稳定性,⼀键式操作，减少⼯作步骤、易于操作�

·�独特的光学设计保证探头以⾼耦合效率获取物

�����质的拉曼信号光,快速检测�

·�体积⼩便于携带且易于操作�

·������具有激光控制、拉曼光谱检测、数据库查找、

判别物质等功能

⽤途

·������出⾊的电路设计保证⾼的探测灵敏度和⾼信噪⽐

安检：毒品, 危险品，⽣化检测等

⾷品/药品鉴别：⾷品⾮法添加剂，药品，制药原料，假药，中草药成分和�

化妆品鉴定等

珠宝⽂物鉴定：珠宝⽂物的真假及年份的⽆损伤鉴定

医学应⽤：DNA鉴别，⼈体代谢物(⾎，尿等)成分和癌细胞鉴别

科技研发

其它客户定制等

完全⾃有技术从元件到整机的全系统专业设计



⾼利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规格参数

激发波长 785nm

电源� 4.2VDC 

AD的转换分辨� 16 bits

重量� <1Kg

探测器 ⾼性能CCD

尺⼨� 175mm x100mm x45mm

积分时间� 8ms~8min

⼯作温度� 0C°~45C°

像素数 2048

光栅 衍射光栅 按需求选择

光谱分辨率 ~8-10cm-1

拉曼探头激光功率 0-300 mw

拉曼光谱范围 200-2800cm-1 取决于有关滤光⽚

像素⼤⼩ 14μmX200μm

项⽬ 指标 备注

按需求选择

⼿持式拉曼光谱仪 JHU�785

可充电电池

16

拉曼光谱仪
�完全⾃有技术从元件到整机的全系统专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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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拉曼光谱仪

⼀体式拉曼光谱仪 YHU�785

特征
· 785nm激发光、CCD光电探测器、光栅分光

·�⽆接触式拉曼光谱测量与分析�

·�良好的稳定性，⼀致性，可靠性，定制性�

·�0.1nm半⾼谱宽�

·�探头以⾼激光耦合效率和信噪⽐获取物质的

拉曼信号光�

·�内置可充电锂电池，可以满⾜5⼩时的野外

测量⼯作�

·�便于携带且易于操作�

·�软件具有激光控制、拉曼光谱检测、数据库

管理、对⽐判别物质和⽇志（及时记录实验

内容）等功能

·�照像和录像功能�

⽤途
安检：毒品, 危险品，⽣化检测等

⾷品/药品鉴别：⾷品⾮法添加剂，药品，制药原料，假药，中草药成分和�

化妆品鉴定等

医学应⽤：DNA鉴别，⼈体代谢物(⾎，尿等)成分和癌细胞鉴别

科技研发

其它客户定制等

完全⾃有技术从元件到整机的全系统专业设计



⾼利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8

拉曼光谱仪

规格参数

⼀体式拉曼光谱仪 YHU�785

激发波长 785nm

探针光纤� 1M铠装

电源�

AD的转换分辨� 16 bits

重量� ~5Kg

探测器 ⾼性能CCD

尺⼨� 428mm x 350mm x 153mm

积分时间� 1ms-15min

⼯作温度�

像素数 2048

暗噪声�

杂散光

光栅 1200 line/mm,�闪耀波长750nm 按需求选择

光谱分辨率

信噪⽐� 480:1

拉曼探头激光功率 0-350 mw

拉曼光谱范围 200-3100cm-1 取决于有关滤光⽚

像素⼤⼩ 14μm*200μm

功耗� Max60W

项⽬ 指标 备注

按需求选择

（可按需求选择探测器）

12VDC / 5A

0C° - 45C°

10(RMS)

0.31% @785nm

~5cm-1(@912nm 汞灯) 

�完全⾃有技术从元件到整机的全系统专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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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拉曼光谱仪

785nm便携式拉曼光谱仪 GL-PRS-785

特征
· 785nm激发光、CCD光电探测器、光栅分光�

·�⽆接触式拉曼光谱测量与分析�

·�良好的稳定性�

·�0.1nm半⾼谱宽�

·�探头以⾼激光耦合效率和信噪⽐获取物质的

拉曼信号光�

·�内置可充电锂电池，可以满⾜4-5⼩时的野外

测量⼯作�

·�便于携带且易于操作�

·�软件具有激光控制、拉曼光谱检测、数据库

管理、对⽐判别物质和⽇志（及时记录实验

内容）等功能

·�照像和录像功能�

⽤途
安检：毒品, 危险品，⽣化检测等

⾷品/药品鉴别：⾷品⾮法添加剂，药品，制药原料，假药，中草药成分和�

化妆品鉴定等

珠宝⽂物鉴定：珠宝⽂物的真假及年份的⽆损伤鉴定

医学应⽤：DNA鉴别，⼈体代谢物(⾎，尿等)成分和癌细胞鉴别

科技研发

其它客户定制等

完全⾃有技术从元件到整机的全系统专业设计



⾼利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20

拉曼光谱仪

规格参数

 

激发波长 785nm

探针光纤� 1M铠装

电源�

AD的转换分辨� 16 bits

重量� ~6Kg

探测器 ⾼性能CCD

尺⼨� 508mm x 373mm x 147mm

积分时间� 1ms-15min

⼯作温度� 0C° - 45C°

像素数 2048

暗噪声� 10(RMS)

杂散光 0.31% @785nm

光栅 1200 line/mm,�闪耀波长750nm 按需求选择

光谱分辨率 ~5cm-1(@912nm 汞灯) 

信噪⽐� 480:1

拉曼探头激光功率 0-350 mw

拉曼光谱范围 200-3100cm-1 取决于有关滤光⽚

像素⼤⼩ 14μm*200μm

功耗� Max60W

项⽬ 指标 备注

按需求选择

（可按需求选择探测器）

12VDC / 5A

785nm便携式拉曼光谱仪 GL-PRS-785

�完全⾃有技术从元件到整机的全系统专业设计



21

⾼利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拉曼光谱仪

532nm便携式拉曼光谱仪 GL-PRS-532

特征
· 532nm激发光、CCD光电探测器、光栅分光�

·�⽆接触式拉曼光谱测量与分析�

·�良好的稳定性�

·�0.1nm半⾼谱宽�

·�探头以⾼激光耦合效率和信噪⽐获取物质的

拉曼信号光�

·�内置可充电锂电池，可以满⾜5⼩时的野外

测量⼯作�

·�便于携带且易于操作�

·�软件具有激光控制、拉曼光谱检测、数据库

管理、对⽐判别物质和⽇志（及时记录实验

内容）等功能

·�照像和录像功能�

⽤途
安检：爆炸品，毒品, 危险品，⽣化检测等

⾷品/药品鉴别：⾷品⾮法添加剂，药品，制药原料，假药，中草药成分和�

化妆品鉴定等

珠宝⽂物鉴定：珠宝⽂物的真假及年份的⽆损伤鉴定

医学应⽤：DNA鉴别，⼈体代谢物(⾎，尿等)成分和癌细胞鉴别

科技研发

其它客户定制等

完全⾃有技术从元件到整机的全系统专业设计



⾼利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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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曼光谱仪

规格参数

 

激发波长 532nm

探针光纤� 1M铠装

电源�

AD的转换分辨� 16 bits

重量� ~6Kg

探测器 ⾼性能CCD

尺⼨� 508mm x 373mm x 147mm

积分时间� 1ms-15min

⼯作温度� 0C° - 45C°

像素数 3648

暗噪声� 30(RMS)

光栅 1200 line/mm,�闪耀波长500nm 按需求选择

光谱分辨率 ~8cm-1

信噪⽐� 800:1

拉曼探头激光功率 0-80 mw

拉曼光谱范围 200-4000cm-1 取决于有关滤光⽚

像素⼤⼩ 8μm*200μm

功耗� Max60W

项⽬ 指标 备注

按需求选择

（可按需求选择探测器）

12VDC / 5A

532nm便携式拉曼光谱仪 GL-PRS-532

�完全⾃有技术从元件到整机的全系统专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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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拉曼光谱仪

显微拉曼光谱仪 MHU�532

特征
· 532nm激发光、CCD光电探测器、光栅分光、

配合显微镜聚焦�

·�⽆接触式拉曼光谱测量与分析�

·�良好的稳定性�

·�<0.1nm半⾼谱宽�

·�探头以⾼激光耦合效率和信噪⽐获取物质的

拉曼信号光�

·�便于携带且易于操作�

·�软件具有激光控制、拉曼光谱检测、数据库

管理、对⽐判别物质和⽇志（及时记录实验

内容）等功能

·�照像和录像功能�

⽤途
安检：爆炸品，毒品, 危险品，⽣化检测等

⾷品/药品鉴别：⾷品⾮法添加剂，药品，制药原料，假药，中草药成分和�

化妆品鉴定等

珠宝⽂物鉴定：珠宝⽂物的真假及年份的⽆损伤鉴定

医学应⽤：DNA鉴别，⼈体代谢物(⾎，尿等)成分和癌细胞鉴别

科技研发

其它客户定制等

碳材料：⽯墨烯检测

完全⾃有技术从元件到整机的全系统专业设计



⾼利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拉曼光谱仪

规格参数

激发波长 532nm

探针光纤� 1M铠装

电源�

AD的转换分辨� 16 bits

重量� 6Kg(拉曼光谱仪),�5KG(显微镜)

尺⼨� 508mm x 373mm x 147mm

积分时间� 1ms-15min

⼯作温度� 0C° - 45C°

像素数

暗噪声� 10(RMS)

杂散光 0.31% @850nm

光栅 1500 line/mm, 闪耀波长500nm 按需求选择

光谱分辨率 ~8 cm-1 @614nm 氖

信噪⽐� 450:1

拉曼探头激光功率 0-80 mw ，显微0-40mw 

拉曼光谱范围 200-4000cm-1 取决于有关滤光⽚

像素⼤⼩

功耗� Max60W

项⽬ 指标 备注

按需求选择

显微拉曼光谱仪 MHU�532

（可按需求选择探测器）

12VDC / 5A

探测器 ⾼性能CCD

2048

14μm*200μm

粗调⾏程 20mm

⽬��镜�

微动精度 0.002mm

物��镜 5X/0.12/WD23.6mm，10X/0.25/WD6.3mm

10x,20x(选配）

24

�完全⾃有技术从元件到整机的全系统专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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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拉曼光谱仪

简装拉曼光谱仪系统 GL-PRS-785/532-M

特征
· 785/532nm激发光、CCD光电探测器、光栅分光�

·�⽆接触式拉曼光谱测量与分析�

·�易于装配的机械接⼝,易于通讯控制的电路和软件接⼝

·�0.1nm/<0.1nm半⾼谱宽，良好的稳定性��

·�探头以⾼激光耦合效率和信噪⽐获取物质的

拉曼信号光�

·������可与其它分析仪器组合使⽤

·�软件具有激光控制、拉曼光谱检测、数据库

管理、对⽐判别物质和⽇志（及时记录实验

内容）等功能

⽤途

·�可提供完整拉曼套件和整机定制服务�

·�良好的⼀致性、稳定性、可靠性、定制性

安检：毒品,� 毒药，危险品/爆炸品，违禁药��品，⽣化检测等

⾷品/药品鉴别：⾷品⾮法添加剂，药品，制药原料，假药，中草药成分和��

化妆品鉴定等

珠宝⽂物鉴定：珠宝⽂物的真假及年份的⽆损伤鉴定

医学应⽤：DNA鉴别，⼈体代谢物(⾎，尿等)成分和癌细胞鉴别

科技研发

其它客户定制等

如碳材料：⽯墨烯检测与AFM组合进⾏纳⽶材料检测，

完全⾃有技术从元件到整机的全系统专业设计

精密化⼯⾏业：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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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曼光谱仪

规格参数

激发波长 785nm/532nm

探针光纤� 1M铠装

电源�

AD的转换分辨� 16 bits

重量� ~3Kg

尺⼨� 275mm x 210mm x 199mm

积分时间� 1ms-15min

⼯作温度�

像素数

暗噪声�

杂散光

光栅 1200 line/mm,�闪耀波长750nm/500nm 按需求选择

光谱分辨率

信噪⽐� 480:1

拉曼探头激光功率 0-350 mw/0-50mw

拉曼光谱范围 200-3100cm-1/200-4000cm-1 取决于有关滤光⽚

像素⼤⼩ 14μm*200μm

功耗� Max60W

项⽬ 指标 备注

按需求选择

简装拉曼光谱仪系统 GL-PRS-785/532-M

（可按需求选择探测器）

12VDC / 5A

探测器 ⾼性能CCD

2048

0C° -45C°

10(RMS)

0.31% @785nm

~5cm-1(@912nm 汞灯) 

�完全⾃有技术从元件到整机的全系统专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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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曼光谱仪

拉曼探头  GL-RP-785/532

特征
拉曼探头GL-RP-785/532��(�可换相应的激光波长),��可以与532nm�,�785nm�,�830nm

和1064nm等激光器和相应的光纤光谱仪结合使⽤，以实现相应拉曼光谱的测量。拉曼

探头可以针对固体、液体或粉末状的样品进⾏⽆接触快速、⽆损、精确检查，避免了耗

时耗⼒的样品前期预处理过程。本公司可根据客户要求，提供定制服务。

规格参数

激发波长 532nm, 785nm, 830nm, 1064nm 

光纤长度 铠装1.5⽶（可按需选择）

光纤芯径 激光发射端100um，拉曼接收端200um

⼯作温度

瑞利散射截⽌深度 >OD6 (决定于相应滤光⽚)

拉曼信号范围 决定于相应滤光⽚组

拉曼信号输出接⼝ SMA905

⼯作距离 约4.5mm

激光输⼊接⼝ FC/PC光纤接⼝

储存温度

项⽬ 指标 备注

按需求选择

按需求选择

-10C° -50C°

-20C° -70C°

完全⾃有技术从元件到整机的全系统专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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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仪应⽤

光谱仪应⽤系统 

主要应⽤于不同浓度有紫外吸收特征的环境⽓体检

测研究(如⼆氧化硫,氮氧化物,臭氧等)、⼯业⽣产

过程监测、烟⽓排放分析等领域。

右图为差分紫外光谱测⽓DOAS模块GL-DOAS-200D/X

规格参数

吸收光程 0.8m，1.6m，2.4m，3.2m或更长

重量 ~3kg

散热⽅式 辐射状散热⽚和风扇

主体尺⼨ 222mmX108mmX55mm

输⼊电流电压 220V@50Hz或12V DC

数据接⼝ USB或RS232 按需求选择

测量波长 190-400/500/800nm

主体材料 抗腐蚀⾦属材料

光源 氘灯或氙灯

⽓体接⼝ 直径6mm

项⽬ 指标 备注

按需求选择

按需求选择

⽤途

按需求选择

可定制

特征
·������⾼分辨率

·������可选择光谱范围

·������可选择吸收光程

·�可选择光源

·�������优异的稳定性

·�������模块化设计便于升级和维修

·�结构紧凑便于安装

可定制

差分紫外光谱测⽓DOAS模块�GL-DOAS-200D/X

�完全⾃有技术从元件到整机的全系统专业设计

测得⼆氧化硫的紫外吸收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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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薄膜测量仪 GL-SPM-D2T

特征

光谱仪应⽤

具有良好结构设计和精密准双光路光学系统的仪器·

软件控制仪器，功能完善·

可完成对样品的透过率、反射率的测量·

独特的长光程光路设计，使仪器分辨率更⾼·

强⼤的数据处理功能，使测试结果能得到充分的应⽤，⽤户编辑更为简单快捷·

波长准确度⾼，重复性好·

稳定性、可靠性更强，分析更加准确·

⽤途

眼镜检测

光学镀膜检测

玻璃、镜⽚检测

汽车减光膜检测

科技研发

其它客户定制等

·操作便捷，维护⽅便

本公司可根据客户要求，提供定制服务。·

⼿机屏/膜/壳检测

完全⾃有技术从元件到整机的全系统专业设计



⾼利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30

光学薄膜测量仪 GL-SPM-D2T

规格参数

光谱仪应⽤

重量

⼯作温度

操作软件�

电脑操作系统�

USB数据线� 1.5m�带有USB mini-B接头的数据线

积分时间� 8 ms-15min

~6.5KG

数据输出� 灰度值随波长或CCD像素变化（可选择）

0C°-45C°

光谱仪⾃动配置 ⾃动配置包括读标定参数

电源 220V@50Hz

尺⼨ 450mm x 300mm x 207mm

GLA600 （⾼利通）

Windows  

杂散光� 0.06% @ 532nm,  0.045%@785nm 与波长相关

波长范围� 190-800nm 取决于光栅

光谱分辨率� FWHM 0.84nm@577nm 与波长和狭缝有关

项⽬ 指标 备注

与CCD有关

@25μm狭缝

光源 20W�卤素灯、氘灯

�完全⾃有技术从元件到整机的全系统专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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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仪应⽤

⾊共焦厚⾼测量仪 THM�1000

特征
采⽤光谱共焦技术，⾮接触测量，避免·

⽤途

眼镜检测⼿机/平板电脑：屏/膜/壳检测

玻璃/镜⽚检测汽车减光膜检测

科技研发

其它客户定制等

规格参数

⼯作距离 13mm

检测⽅式 光学⾮接触式

量程 2500um

项⽬ 指标 备注

操作系统 Windows

⼯作温度 0C° -45C°

31

可实现⾼频率采集，操作⽅便，测量·

检测速度快，⾼性能纳⽶级检测设备，·

检测精度可以达到±0.1um·

可以根据⽤户现场⽣产线的实际情况·

分辨率 0.3um

光斑直径 14um

线性度 0.3um

对镜⽚造成⼆次损伤和污染

值实时显⽰

可在8ms内实现重复性⾼精度的检测

实现全⾃动检测，进⾏⾮标定制

完全⾃有技术从元件到整机的全系统专业设计

零部件/模具尺⼨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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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源

特征

近红外增强宽谱灯 GL-D2T-V01/V02

·�提供200nm⾄2500nm�(决定于所⽤滤光⽚)均衡连续平滑且近红外光增强的宽带光谱

·�与探测器为CCD或CMOS的光谱仪配合使⽤，在避免探测器饱和的前提下进⾏⼤动态

�����范围的宽带光谱分析，有效地提⾼近红光波段的信噪⽐

·�旋钮调节钨灯光谱输出强度

⽤途
仪器照明环保检测:⼟壤，⽔质，空⽓污染检测

⾷品加⼯检测

⽯油⼯业材料

化学⼯业材料

珠宝检测

光学镀膜检测 玻璃镜⽚检测

汽车减光膜检测

⼿机屏/膜检测 科技研发 其它客户定制等

�完全⾃有技术从元件到整机的全系统专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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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源

规格参数

波长 200-500nm�（取决于滤光⽚）

重量 ~  3 Kg

输⼊功率� 220V/50Hz, 0.37A, 83.6W

灯调节范围 0-100%

尺⼨� 250mmx140mmx180mm

⾊温�

输出稳定性 0.16% 0.14%

灯功率
阳极: max75VDC/300mA
灯丝: 1VDC, 1.8A
灯丝预热: 2.5VDC, 4A

电压漂移

⼯作温度� -10 °C-50 °C

预热时间 20分钟

电流漂移 30分钟后±0.05%/⼩时

光输出接⼝� SMA905 光纤接⼝(按需求选择)

灯寿命 2000⼩时 2000⼩时

规格项⽬ 氘灯 钨灯
400-2500nm
�（取决于滤光⽚）

20分钟

20W/12V

<0.5%

3000K

近红外增强宽谱灯 GL-D2T-V01/V02

完全⾃有技术从元件到整机的全系统专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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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激光器 GL-785LD-500

·�光纤耦合输出⾼功率785nm激光光源

·�良好的稳定性·�0.1nm半⾼宽

·�连续、脉冲和外部触发三种⼯作模式

·�⾮常⽅便地与光谱仪和其它设备配合或

集成使⽤

·�结构紧凑、应⽤⼴泛和性价⽐⾼

·�出⼚默认光纤输出接⼝为SMA905，客户

可选择其它如FC等光纤接⼝

⽤途
仪器照明

拉曼光谱分析

材料检测

在线检测

科技研发

其它客户定制等

·�可以根据需求定制相应波长的激光器

光源
�完全⾃有技术从元件到整机的全系统专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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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器 GL-785LD-500

规格参数

电源 5V@3A

光纤接⼝ SMA905 or FC

尺⼨ 150 x 97 x 40

重量 450

PC连接⽅式� USB2.0

散热⽅式 内置�TEC,�机壳外加散热⽚

中⼼波长� 785    0.5 nm

输出功率� 0-500

输出稳定性� 0.05

机壳表⾯温度�

功耗� 6

线宽 0.1 或 0.2

预期寿命� >10,000

阈值电流� 200 mA

项⽬ 指标 单位

按需求选择

mW

W

nm

%

mm
g

⼩时

-20 °C-50 °C

光源

-+

完全⾃有技术从元件到整机的全系统专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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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源

特征

氘灯光源� GL-DD-V01

·�光纤耦合输出⾼功率氘灯光源

·�具有出⾊的稳定性

·�⾮常⽅便地与光谱仪和其它设备配合或

集成使⽤

·�结构紧凑、应⽤⼴泛和性价⽐⾼

·�出⼚默认光纤输出接⼝为SMA905,�可选

择其它如FC等光纤接⼝

规格参数

波长范围 185-800

触发电压 2.5

540 g

输⼊电流电压 1A @12V

SMA905 (按需求选择)

项⽬ 指标 单位

V

⽤途
仪器照明 光谱分析

材料检测

在线检测科技研发

其它客户定制等

2000 ⼩时

110 x 71 x43 mm

nm

光纤接⼝

重量

寿命

尺⼨

启动电流 3.5 A

输出漂移 0.3%/h�以下

�完全⾃有技术从元件到整机的全系统专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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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源

特征

氙灯光源� GL-XD-V01

·�光纤耦合输出的⾼效率宽带氙灯光源

·�具有出⾊的稳定性

·�可⼯作在频率可调的脉冲模式

·�⾮常⽅便地与光谱仪和其它设备配合或

�����集成使⽤

·�结构紧凑、应⽤⼴泛和性价⽐⾼

规格参数

波长范围 185-2000

1.5

触发电压 2.8~3.3

540 g

输⼊电流电压 1A @12V

SMA905 (按需求选择)

灯功率 5

项⽬ 指标 单位

V

⽤途
仪器照明

光谱分析

材料检测

在线检测

科技研发

其它客户定制等

1x10 闪光次数

110 x 71 x43 mm

9

nm

mm

W

光纤接⼝

重量

灯弧尺⼨

寿命

尺⼨

完全⾃有技术从元件到整机的全系统专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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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持式UV-LED固化灯 GL-UVLA-3W

⽤途

·�⼿持式紫外LED光源固化灯

·�0-100%连续调节输出光

·�⾼效偶合输出紫外光 ,��便利的⼿持操作

·�⾼效的散热设计,��稳定的光功率输出

·�三种不同的开关⽅式

·�可做为通⽤的紫外光源使⽤

·�使⽤本公司GLA600-UVN光纤光谱仪

紫外胶固化 仪器照明

光谱分析

材料检测在线检测

科技研发 其它客户定制等

测得的典型的紫外光谱图(右图)

规格参数

输⼊电流电压 220V@50Hz

紫外灯尺⼨ Ø28 x 140

散热⽅式 位于圆柱形机壳上辐射状散热⽚

紫外灯重量 ~155

预期寿命 20,000

波长 365±5

聚焦光斑 Ø5±0.5

电源重量 ~1050 g

开关⽅式
1) 固化灯体前端的按钮
2) 电源⾯板上的定时开关
3) 脚踏开关

⼯作距离� 20±2

电源尺⼨ 144 x165 x67

定时时间 1) 1-30s , 2) 1-30min, 3) 常亮

项⽬ 指标 单位

mm

nm

mm

mm

g

mm

hrs

�完全⾃有技术从元件到整机的全系统专业设计



39

⾼利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中国经销商
1. 北京经销商
-�北京奥依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住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2号院内
电话：010-84321360
邮箱：zhaogang@bjoet.com
⽹址：www.bjoet.com

-�北京⾸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地址：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通
州园光机电⼀体化产业基地兴光四街5号
电话：010-81508375

2. 陕西经销商
-�西安腾联电⼦科技有限公司
住址：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长乐中路132号龙
苑⼤厦1幢2单元20605室
电话：029-88420167
邮箱：gongyumin1319@126.com
⽹址：http://xatenglink.com.cn

3. 湖北经销商
-�武汉兴⾕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住址：武汉市洪⼭区关⼭街常青藤名苑7栋1
单元1002房
电话：027-87779492

4. 上海经销商
-�上海佑科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住址：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青灵路228号
电话：021-58411528
邮箱：13524797222@139.com

-�关河仪器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法定地址：上海闽⾏区虹梅南路984号
电话：021-31300767

海外经销商
1. Canada
WL Photonics Inc.
Address: 80 Aberdeen St #100
Ottawa, Canada
Tel: +1(613)801-1825
Email: sales@wlphotonics.com
Web: http://www.wlphotonics.com

2. Singapore
Glydden Science Pte.Ltd.
#05-05 Enterprise Centre
20 Bukit Batok Crescent
Singapore 658080
E-mail: service@glydden.com.sg
Website: http://www.glydden.com.sg/

经销商

5. ⼴东经销商
-�深圳市福安⼠科技有限公司
住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华南⼤道⼀号
华南国际印刷品包装物流区⼆期2号楼3层�
电话：0755-28418811

-�深圳市太赫兹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
住址：深圳宝安西乡街道宝民⼆路⾂⽥⼯业
区第22栋3楼
电话：0755-26050562

完全⾃有技术从元件到整机的全系统专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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