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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侵入性超声波气泡传感器

液位传感器 

吊针输液管液位和点滴传感器

血液成分测漏传感器

超声波传感器世界领导者



血液分离: 
Introtek 传感器组合在血液分离器上面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血

液分离的步骤包含了血液收集、分离出不同成份、移除特定血液

成份、而剩余的回流到人体。

自体输血: 
在这个步骤病人的血液被移除后再回

输到人体里面。Introtek的传感器在连

续自体回输（CATS）上面是一个重

要的零部件。

血液处理: 

使用我们传感器的处理设备用于各种

治疗。一些用于治疗血液并返回给病

人，而另一些用于去除在血液里不需

要的病原体并存储用于未来使用。

血液透析: 
Introtek传感器帮助确保安全的透析过

程。’人工肾‘设备经由一个透析系统从

血液里移除不需要的成分后回输清理过

的血液回到病人。

液相色谱: 
高效液相色谱机器（HPLC）和其他类似设备使用我们的传感器

识别、分离、纯化，并量化各种化合物。

输液和注射泵: 
Introtek传感器用于使用在静脉注射药物于新生儿，麻醉设

备，麻醉和重症监护病房。

心肺系统: 

器官移植和外科手术需要体外循环回路来接管病人的心肺功能。

这些设备也需要使用到我们的传感器。 

配液系统:  

生物科技、医疗器械和其他的生命科学制造商使用我们的产

品来提高药物和黏着剂分配的效率。

化学控制

诊断产业

半导体

液位控制

流体处理

分析产业

制药厂

军用产业

生物科技

应用领域
主要应用产业: 医疗器械



AD8/AD9 气泡传感器
The AD8/AD9 Introtek的超声波空气气泡传感器, 管内空气传感器,及液位传

感器包涵了最新一代的MEC脉冲型超声波电路

ntrotek AD8(用于硬管)及AD9(用于软管)感测器采用
最新超音波电路来产生脉波，并集成至感测器组装，
微电子控制器(MEC)特性为可编程演算法，可达到多
功能控制。响应时间、延迟时间及其他功能皆可因特
定要求进行编程。
Introtek 超音波脉冲专利，为病患安全或治疗过程的

完整性提供高度可靠、关键应用的非侵入式气体侦

测。如果不是由脉冲式技术消除，基于振幅或超声波

连续波准确性都大大降低

• 血液成分分离 心肺分流
• 自动输液 • 透析
• 输液泵 • 心脏辅助泵
• 以灌注方式"维持生命"的相关设备

◆ 色谱法测定和分离技术

◆ 免疫检测和诊断设备

◆ 液体和化学品配液

◆ 血液处理设备

功能规格

尺寸

I
应用

◆ 气泡、管路气体及液位感测

 ◆ 连接病患医疗设备包含：

•

The Introtek 优势
依据最高的医疗器械标准提供了高品

质,高性质及可靠性的产品

AD8/AD9 封装 
(仰视图)

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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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连接其他系统需求可客制化封装及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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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8/AD9 典型连接应用 
(尺寸单位为英寸)

供应电压:
5.0 ±10% VDC (可根据要求提供其他电压选项).

供应电流:
15 mA (无LED); 24 mA (有LED) 

输出信号:
CMOS电位，于0.5V、5mA负载范围内，湿状态输出可编程高
或低电位

输入自我测试:
提供一个电子确认信号作为模拟湿状态输出信号

响应时间:
空气检测（湿到干）：典型为215μS
液体检测（干到湿）：典型为46mS

工作温度: 
+41° to +140° F (+5˚ to +60˚ C)

湿度:
0 – 95% 无冷凝结



BD8/BD9 集成式气泡传感器
BD 8/BD9集成传感器与BD3结合,并具有自由进出的感测头用于感测器

泡、管路内气体及液面。

ntrotek BD8/BD9 集成感测器结合BD3并具有可自由进
出的感测头。由软质聚氨酯制成，BD8推荐与硬管路共
同使用。环氧树指或ABS塑料BD9刚体推荐使用软性管
路 

特点

◆ 非侵入性的技术不接触流体也不需要在管道中造成孔洞

◆ 电路可快速气泡侦测 

◆ 黏结不需黏胶

◆ 成本低，优异的性能。

◆ 低功耗

◆ 5, 12 或 24 VDC 操作
◆ 可靠的表面安装元件

◆ 内建自我检测及故障安全逻辑. 
◆ 高EMI和RFI噪声抑制能力 
◆ 不受流体或管路颜色影响

◆ 可使用多样化的硬管与软管

◆ 客制化制造系统

◆气体检测阀值或气泡尺寸可针对客户需求设置

• 血液成分分离 • 心肺分流
• 自动输液 • 透析
• 输液泵 • 心脏辅助泵
• 以灌注方式"维持生命"的相关设备

◆ 免疫检测和诊断设备 
◆ 液体和化学品配液

◆ 血液处理设备

I

INTROTEK
CERTIFICATIONS

应用

◆ 气泡、管路气体及液位感测 

◆ 连接病患医疗设备包含：

The Introtek 优势
依据最高的医疗器械标准提供了高品

质,高性质及可靠性的产品

特色 

技术
电气特性:
5 VDC, 12 VDC, 24 VDC (±10%)

电流损耗:
最大40mA; 具LED选项为50mA。

输入自我测试:
提供一个电子确认信号作为模拟湿状态输出信号

响应时间:
湿到干（液体到气体）最大200μs
干到湿（气体到液体）最小11 ms

输出脉波宽度:
当气泡经过感测器后，输出将会持续11毫秒以指示气体存在，
使其可检测到快速移动的气泡

温度范围:
工作: +41° to +140° F (+5˚ to +60˚ C)

湿度:
0 to 95% 无水凝结



BDRI 集成钳式传感器
BDRI 是一款集成钳式传感器用于侦测硬管路内气泡和液位

BDRI 集成钳式传感器是最新一代的非侵入性液位传感

器，包含了集成的电路在一个小型的设计外壳里

面。BDRI传感器可搭配多种管径大小和材料的管子，推

荐用于再不需要安装底座的操作环境上面。

◆ 非侵入性的技术不接触流体也不需要
在管道中造成孔洞

◆ 集成的电路板

◆ 小型设计

◆ 价格低、性能高

◆ 不受流体或管路颜色影响

◆ 无需现场校正 

◆ 定制化输入和输出选项

◆ 气泡、管路气体及液位感测 

◆ 连接病患医疗设备包含：

• 血液成分分离 • 心肺分流

• 自动输液 • 透析

• 输液泵 • 心脏辅助泵

• 以灌注方式"维持生命"的相关设备

◆ 色谱和分离技术

◆ 免疫检测和诊断设备

◆ 液体和化学品配液

◆ 血液处理设备 

BDRI可承受严峻和高要求的应用场所通常在制药、实验
室、化学、废物处理、航太、食品饮料业。

特色

技术

BDRI传感器
搭配金属硬管 

INTROTEK 认证

The Introtek 优势
依据最高的医疗器械标准提供了高品

质,高性质及可靠性的产品

校正:
无需任何现场校正

供应电源: 
5V, 12V or 24V

温度限制:
使用时: +41 to +140 °F (+5 to +60 ˚C) 储
藏: -4 to +185 °F (-20 to +85 °C)

湿度:
0 to 95% 不凝结

传感器:
BDRI传感器采用刚性环氧树脂铸造，并可与较硬的或较不柔
软的管材配合使用。钳式的传感器必须和管子的外部尺寸完
全搭配。为了提供最符合功能性的传感器，我们会需需要您
提供管子的样品。 BDRI传感器和外径0.5英寸（或更大的）、
壁薄的空管路相搭配. 

应用



NTROTEK 提供的点滴传感器是一款定制化的产品可
搭配任何的滴注器。这款小型的、非侵入性的传感器
产生一个脉冲对应每一个经过的点滴。这方便了传统
费时的用肉眼来观察来判断流量。

滴注器点滴传感器用于侦测在病患的静脉注射过程中介

质的流量。该传感器可被用于以下的例子来增强流程的

侦测效果： 

◆  静脉注射系统 
◆ 配液系统

◆ 制药业生产 
◆ 检验实验室

应用

技术

I

滴注器点滴传感器
Introtek的光学技术、非侵入性设计传感器测量瞬间点滴落下来的信号

The Introtek Advantage
依据最高的医疗器械标准提供了高品

质,高性质及可靠性的产品

供应电压: 
5 VDC

供应电流:
 Less than 50 mA

CMOS 输出: 
30ms pulse per drop

工作温度:

+41 to +140 °F 
(+5 to +60 °C)

湿度: 

0% to 95% Non-Condensing

响应时间：

小于 500 毫秒 

特色

竖立滴注器的安装
方式

C/L 感测
路径

点
滴

电线

把手

内部电路

光学窗口

Sensor



小型化 血液成分检测仪
Introtek小型化血液成分检测仪在许多关键流程中于透明管内对流体执行基于光学
的非侵入性的检测

I
NTROTEK®光学传感技术是为许多关键流程中检测透
明管内流体而设计。流体中不需要的元素被检测出以
确保一个流程或过程的安全性。
INTROTEK光学传感器配备有基于Introtek 微控制器电
路，是为例如血液透析等需要透过医学应用的膜检测血
液漏出的各种关键应用中执行透明管内血液检测而设
计。

• 非侵入性光学技术

•结构紧凑，自由进入设计

•占用空间小

•低成本

•低功耗

•现场校准

• 可集成电子元件

• 远程电子设备选项

• 血液泄漏检测仪/透析

• 血液成分与盐水的对比

• 血液处理设备

• 流体污染

• 血液透析

应用

特点

技术

Introtek的优势
提供卓越品质、功能和可靠性
的产品，这些产品根据最好的
医疗设备标准制造。

INTROTEK
认证证书

全新

实际大小

校准输入:
为管路插入提供调整，必须在每根管路插入后进行校准，其
后的输出才能被认为是有效的。

响应时间:
在100毫秒内完成血液检测



优势
我们提供高品质、高性能和可
靠性的传感器根据行业内最高
的标准

ntrotek液位传感器是一个极为简单使用的
小型化传感器电路板已搭配在传感器里面
也不需要任何的校正。 PLD是最先进的非
侵入性、脉冲式超声传感器可精准的、可
靠性高、重复性的侦测液位高度。

� 液位测试可输出TTL或CMOS 信号。可用于多种
的医疗相关设备、也可应用于以下的产业工艺

•流体和化学处理
•实验室和仪器
•分析仪
•生物科技
•药厂生产环节
•医疗诊断设备
•药剂生产
•食品和饮料生产
•废物处理

应用

尺寸

技术

I

单点液位传感器 (PLD)
PLD是一个非侵入性、小型的液位传感器，使用了最可靠

的超声电路设计

可靠性、超声、非侵入
性液位传感器

供应电源：
 5 VDC, 12 VDC

供应电流：
15 mA without LED; 24 mA with LED

逻辑输出：
CMOS levels; programmed to deliver a “high” output 
signal when fluid is detected at a predetermined level 
from the exterior of the vessel.

操作温度：
+41° to +140° F (+5° to +60° C).

湿度：
0% to 95% Non-Condensing

重复性：
±0.5%

RED - Input DC Voltage

WHITE - CMOS Logic Output

BLACK - Ground



CLD / 连续液位传感器 
脉冲式超声波、非侵入性、可扩展型连续液位感测器，从小到大容器用于

医疗、工业、医药、实验室及食品饮料应用

ntrotek 连续液位侦测(CLD)具标准配备(如上图)，
也可客制化设计以满足客户应用需求。独特脉冲、

非侵入式设计使其可精确及可靠的快速监控小容器

底部或储罐底部。

Introtek 超音波脉冲专利，为病患安全或过程的完整性提

供高度可靠、关键应用的非侵入式气体侦测。如果不是

由脉冲式技术消除，基于振幅或超声波连续波准确性都

大大降低

◆ 客制多样化容器直径、深度及其他变化

◆ 可靠的脉冲类型、非侵入性技术，
根据您的规格提供多样电气选项 

◆ 干耦合; 无须耦合剂 

◆ 提供类比信号来表示精确的液面    
   高度
◆ 简单的一体式结构，没有移动部件 

◆ 出厂校准且不须维护 

◆ 高抗干扰性EMI和RFI

◆ 液位侦测使用连续类比输出信号。除了医疗相关设备内宽 

阵列用途，以下应用使用CLD来提高应用过程:

• 工业

• 液体分配

• 试剂生产

• 医药制造

• 临床实验室

• 食品及饮料生产

应用

特点

相关技术

I

INTROTEK
CERTIFICATIONS

The Introtek 优势
依据最高的医疗器械标准提供了高品

质,高性质及可靠性的产品



整合传感器 

BDF适用于软性、软性塑胶或橡胶管子。BDF传感

器外壳为刚性环氧树脂或ABS塑料，可搭配一个安
装底座。

超声波流量传感器

无安装平台的BDF传感器

AD8/AD9 气泡传感器包含了最新一代的脉冲型MEC
超声波电路系统。微控制器的电路整体位于传感器组
件中。 定制算法的功能控制（如响应时间，时间延
迟等），可以设计，以满足特定客户的要求。

标注型气泡传感器

BD8传感器结合了BD3的电路板和BDP传感器。外壳
为软性的聚氨酯 。BD8适合较硬的管子。

BD9 传感器结合了BD3电路板和BDF传感器。外壳为
刚性环氧树脂或ABS塑料，BD9适用于软性管子。

搭配底座气泡
传感器

Introtek的非侵入性侦测系统适用于多种关键应用领域当需要通过

一个管子去侦测空气、气泡和泡沫。传感器也可使用来侦测液面高
度在大的管子或容器。应用于与病患接触医疗设备、液相色谱、配
液设备和其他工业应用。

传感器

BD8
硬管

软管
BD9

BDF

软管

AD8
硬管

软管
AD9

非侵入性方式来测量流量。可用于测试高腐蚀性
高温的流体测量。

搭配底座气泡传感器

Flow 
se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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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S传感器设计来搭配多种的管子材料和尺寸。 
搭配我们的电路板可有效地穿戴式气泡侦
测。BDS通常和大于1"的管径搭配且可侦测高度
高达4英尺直径容器的液面高度。

BDS穿戴式传感器

穿戴式传感器（气泡和液位传感器）

钳式传感器（气泡和液位传感器）

BDC钳式传感器

BDC钳式传感器和BDR传感器很相似、除了这里
有一个安装底座。该传感器最适合搭配硬管子。

该传感器适用于软性和不同管径尺寸的吊针输液
管。 该传感器没有其他的可移动部件也不会被液体
的颜色或管子的掉色影响。该产品设计可预防输液管
的松弛，滑移或振动。

吊针输液管液位和点滴传感器

微型光学测漏传感器是一款非侵入性、小型且连接外部
独立电路板的传感器。可侦测到血液的临界值符合美国

AAMI的法规。该传感器以光学基础来侦测透明管路内是
否有其他颜色的成份进管内。

BDS

气泡、液
位侦测

BDC

有安装平台 
硬管

吊针输
液管液
位传感
器

微型光学
测漏传感器

BDR圆形钳式传感器包含一个传感器和电路板，可搭配
多种的管子材料和尺寸。同时使用Introtek的电路板可
提供最可靠的钳式气泡传感器。用于搭配较硬的管子
且不需要一个安装平台。

BDR

不需安装平台
硬管

微小光学测漏传感器

6

BDR钳式传感器

微型光学测漏/血液成分检测传感器

吊针输
液管液
位传感
器

双道液
位传感
器



上海富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医学园区 · 医谷园
上海市浦东新区天雄路588弄

6号楼102室 201318
电话: 021-20786919  

邮箱：info@fuangroup.com.cn

经营项目：

傳感器

電導率 傳感器

温度 傳感器

壓力 傳感器

超聲波流量 傳感器

醫療點滴 傳感器

紅血球光學 傳感器

角度 傳感器

氣體 流量傳感器

閥

空氣、流量比例閥

真空電磁閥

夾管閥

電磁閥

調壓閥

減壓閥

金屬接頭、耐高温抗腐蚀接头

氣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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