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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Reagecon

Reagecon是Calibre Scientific Group公司的一部分，是最大的物理和化学标准品生产商之一。公司位于8000平方米的

工厂内，包括位于爱尔兰香农的一整套制造、质量控制和研发实验室，并且我们在上海、北美、欧洲和英国的

Calibre Scientific的子公司设有销售办事处。Reagecon拥有100名员工，其中50%是化学或理科毕业生，大多数人参

与了我们目前生产的10000多种产品的开发、生产、测试、质量控制和销售与营销。我们有一个非常积极的研发计

划，每年开发并向市场推出数百种新的标准品。

所有Reagecon制造的产品都以我们作为计量科学卓越中心的地位为基础。产品严格依据ISO/IEC 17025 (A2LA Ref: 

6739.03) 或ISO/IEC 17034 (A2LA Ref: 6739.01) 认证或ISO/IEC 17025 (A2LA Ref: 6739.02) 校准标准, 在20个专门配备的

实验室中进行制造、测试和认证.

所得产品被分类为54个产品系列，然后将这些系列分为7个主要产品类别，如下所示：

电化学标准品

阴离子和阳离子标准品

药典试剂和标准品

理化标准品

总有机碳总无机碳标准品

滴定液

定制化的标准品与试剂

https://www.reagecon.com/en-gb/physicalchemical/anion_cation
https://www.reagecon.com/en-gb/physicalchemical/electrochemistry
https://www.reagecon.com/en-gb/physicalchemical/pharmacopoeia
https://www.reagecon.com/en-gb/physicalchemical/physicochemical
https://www.reagecon.com/en-gb/total-organic-carbon-toc-standards
https://www.reagecon.com/en-gb/physicalchemical/titration
https://www.reagecon.com/en-gb/customised-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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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典标准品与试液

人类和动物用药物的测试和分析是分析化学

科学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所使用的设备和

技术越来越复杂和敏感。同样，对分析人员

的需求也在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要求他们

得出正确且能被证明是正确的结果。提供正

确的结果和证明其正确性要求用于校准、质

量控制、方法验证和仪器鉴定的标准物质和

试剂必须具有极高的质量，特别是它们需要

具有可追溯性和认证，具有已知的测量不确

定度，并按主要药典的规定生产和检验。

Reagecon公司通过我们新系列的药典试剂和

标准物质，应对了所有这些技术挑战和要求。

这些产品系列可以在线访问并且页面包含许

多最新的产品, 规格, 技术咨询，而且是迄今

为止为制药行业的最详细、最全面的产品集

合。该系列包含许多罕见的标准品与试剂, 所

有试剂与标准品都以易于使用和安全的包装

尺寸包装和交付。

此系列的产品包含: 

药典

美国药典(USP) 

欧洲药典(EP)

中国药典(ChP)

日本药典(JP)

这些试液是作为我们正在进行的研发计划的

一部分，而且只有全球少数制造商提供这些

试液。它们为您带来多种好处，包括：

• 大大节省配置这些试液与标准品的时间, 费

用与人力成本

• 产品一致性（独立性、可追溯性、分析证

书）和严谨的规格。

• 根据相应的药典要求生产

• 使用受控工艺制造。批次认证，以确保批

次间的一致性和结果的再现性。

• 这些优点给您带来了内部准备无法提供的

保证和安心。

https://www.reagecon.com/en-gb/pharmacopoeia/unitedstatespharm/usp/
https://www.reagecon.com/en-gb/europeanpharmacopoeia(ep)/
https://www.reagecon.com/en-gb/chinese-pharmacopoeia/
https://www.reagecon.com/en-gb/jp/japanese-pharmacopoeia/


© 2023, Reagecon Diagnostics Ltd  |  药典标准品与试液 5

阴离子与阳离子标准品

几乎所有的主要药典都有关于元素杂质的规

定。我们的产品系列包含两个与元素杂质相

关的部分，一个是专用目录，详细说明了来

历、测量方法、根据摄入途径得出的允许每

日暴露剂量和适用于元素杂质测量的可用标

准。另一部分是一份非常全面的清单，列出

了适用于许多行业（包括制药）的阳离子和

阴离子测量的所有单元素和多元素标准品.

另一部分是一份非常全面的清单，列出了适

用于许多行业（包括制药）的阳离子和阴离

子测量的所有单元素和多元素标准品. 括

的总有机碳(TOC)

Reagecon公司生产两个主要系列的总有机碳

标准品，并且这些标准品是为制药行业的规定

而专门制定的。

优质系列(Premium Range)的总有机碳标准品

产品区间广，纯度高，具有很低的测量不确定

度，并且在洁净室环境下使用专利技术制造。

许多产品都采用了合适的包装，以用于特定品

牌的仪器。

品质系列(Quality Range)是针对精度或灵敏度

要求较低的情况设计的

https://www.reagecon.com/en-gb/icp/elemental-impurities/ichq3d/
https://www.reagecon.com/en-gb/icp/elemental-impurities/ichq3d/
https://www.reagecon.com/en-gb/physicalchemical/anion_cation
https://www.reagecon.com/en-gb/physicalchemical/anion_cation
https://www.reagecon.com/en-gb/toc_tic/instrumentspecific
https://www.reagecon.com/en-gb/toc_tic/quality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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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导率标准品

Reagecon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导率标准

品生产商，并因发明了低电导率值标准品

而闻名。公司仍然是全球唯一一家有能力

生产稳定的低电导率值标准品的生产商。

这些低电导率值标准品包括

1.3μS±0.05μS/cm，这是全世界可用的最低

的水溶液型电导率标准品。

pH校正液

Reagecon公司的pH校正液可通过一个完整的

可追溯链直接追溯至IUPAC pH标度。

Reagecon通过一系列比较实现了这种可追溯

性，关键参考材料是由NIST制造的标准参考

材料（SRM）。这一系列产品是全球生产商

可以提供的最大范围的产品。

https://www.reagecon.com/en-gb/conductivity/
https://www.reagecon.com/en-gb/conductivity/
https://www.reagecon.com/en-gb/phbuff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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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出介质

Reagecon公司提供两种规格的溶出介质：

即用型，无需用户实验室的所有准备步骤.

浓缩液, 只需一个制备步骤，因此节省了运

输成本和空间。

缓冲液

这些水溶液和非水溶液型高质量的缓冲体系

可以减少流动相pH的差异, 从而显著提高了

选择性、保留率、峰值、峰型和再现性。它

们提供以下好处：

• 显著减少内部准备所需的时间和费用-

“精益实验室”

• 根据相关药典要求生产-材料或方法无

偏差

• 在受控工艺下制造，批次认证，以确保

批次间的一致性和结果的再现性

https://www.reagecon.com/en-gb/dissolution/ready-to-use/
https://www.reagecon.com/en-gb/dissolution/concentrates/
https://www.reagecon.com/en-gb/pharmacopoeia/buffered-elu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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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定法

全球产品线最全的的酸/碱、氧化/还原、

沉淀和络合反应滴定液和指示剂. 多种包

装尺寸水溶剂与非水溶剂滴定液。也可提

供各种指示剂。

渗透压标准品

Reagecon公司生产一系列渗透压标准品，

用于校准所有类型和品牌的渗透压仪。所

有的渗透压标准品都是根据欧洲药典和美

国药典生产，并且均采用高纯度原料。

https://www.reagecon.com/en-gb/physicalchemical/titration
https://www.reagecon.com/en-gb/physicochemical/osmol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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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gecon公司为制药行业提供

更多系列的标准溶液:

比色标准溶液

用于ASTM, APHA, ACS, 欧洲药典和美国药典

方法的的铂钴, 加德纳, 欧洲药典和美国药典

比色标准溶液

密度标准溶液

Reagecon公司的优质系列密度标准溶液严格

按照ASTM D1480方法生产, 用于宾汉比重瓶

和其相关的密度检测. 

Reagecon公司的品质系列密度标准溶液严格

按照ASTM D4052方法生产, 用于数字密度计

检测液体的密度, 相对密度和API密度. 本产品

可以用作校准, 质量控制, 方法开发和仪器验

证.

熔点标准品

Reagecon公司的熔点标准品系列从+47°C 到

+335°C. 使用标准熔点仪器对这些产品进行

测试，该仪器经过校准，可追溯至ITS-90温

度标准.

折射率标准品

Reagecon公司生产的折射率标准品以蔗糖和

溶剂为原材料. 这些产品为用户提供了卓越的

价值，这些产品可用于校准折射率计或在折

射率测量期间作为质量控制解决方案

https://www.reagecon.com/en-gb/europeanpharmacopoeia(ep)/
https://www.reagecon.com/en-gb/pharmacopoeia/unitedstatespharm/usp/
https://www.reagecon.com/en-gb/densitypremium/
https://www.reagecon.com/en-gb/densityquality/
https://www.reagecon.com/en-gb/physicochemical/melting-point/
https://www.reagecon.com/en-gb/refractive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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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光光度计标注溶液

Reagecon公司的分光光度计标准溶液适用

于所有品牌的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本系

列的标准溶液包括: 线性, 波长, 杂散光, 带

宽和清晰度标准溶液.

浊度标准溶液

Reagecon公司的浊度标准溶液用于比例和

非比例浊度计, 具有极高的精确度, 可溯源

至NIST, 并且US EPA认证. 我们也提供

Turbiform™稳定的福尔马肼浊度标准溶液.

粘度标准溶液

Reagecon公司的粘度标准溶液带

认证, 精度高并且可溯源. 产品可

用于运动学粘度和动力学粘度测

量仪器（手动和自动）的校准、

控制、验证、鉴定或方法验证

定制化产品

Reagecon公司雇佣了超过60名化学专业

大学生和研究生，他们拥有广泛的技能和

经验。由于这种广泛的能力，我们多年来

一直在生产定制试剂和标准品。定制这些

产品的原因，无论是技术上的还是商业上

的，都是很有说服力的，因此无论您有什

么需要，请联系您的相关业务经理，或者

sales@reagecon.ie

https://www.reagecon.com/en-gb/physicochemical/standards/
https://www.reagecon.com/en-gb/turbidity/
https://www.reagecon.com/en-gb/viscositystandards/
mailto:sales@reageco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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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信息与咨询, 请联系:

电话: +353 61 472622
邮箱: sales@reagecon.ie
www.reagec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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