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至384通道高效移液



反复捶击通用移液枪头是否让您感到手腕酸痛？枪头脱落或渗漏可曾毁掉您
的整个实验？   



这就是我们开发GripTip移液枪头的原因——让Tina这样的科学家们获得
他们应得的结果。

通用移液枪头所造成的问题和痛苦，对于与Tina（我们漫画中的明星）一样进行台面工作的科学家来

说简直再熟悉不过了…

通用并非适用

通用移液枪头旨在兼容不同品牌的移液器，往往需要用户大力捶击才能完成安装，且匹配度低。不知不

觉中，您的枪头正在松动、渗漏，甚至脱落，这足以毁掉您的实验结果甚至原本美好的一天。

完美的连接

GripTips旨在为所有INTEGRA移液器提供完美的匹配。它们能够毫不费力地扣紧枪头配件，独特的设

计可防止安装过紧，并提供较低的附着和弹出力，确保了所有枪头均处于相同的高度，从而实现完美的

对齐和密封。现在，您可以全神贯注地投入科研，无需再为枪头松动、渗漏或脱落而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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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VE
手动移液器

手动移液器

瞬间完成体积设定，
无需转动手腕

1、8、12和16
通道可选

0.2至5000 µl 
量程范围

提速10倍  
体积调节

观看EVOLVE
运行演示！

需要更高效的移液解决方案？  
我们刚好有您需要的。

传统移液器利用单个旋转柱塞来设定体积，在面对频繁的量程切换时往往繁琐而耗

时。INTEGRA革命性的EVOLVE手动移液器将为您带来改变。

•	 三个可调节滚轮可实现体积的快速转换，并防止移液过程中的体积漂移

•	 GripTips可与EVOLVE牢固连接并保持完美对齐，消除了枪头渗漏或脱落的风险

节省体积调节耗时，将更多时间用于获取结果！

超轻、匀称的设计提供无与
伦比的人体工程学体验

三个快速调节滚轮，体积设定
比传统手持移液器更快更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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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FLO
轻型电动移液器 

超轻电动移液器

理想的移液系统

1、8、12和16
通道可选

0.5至5000 µl
量程范围

多达40个  
用户自定义程序

观看VIAFLO
运行演示！

单调繁琐的手动移液使您厌烦？ 
难题解决了。

电动移液器能够显著优化您的工作流程并帮助您快速获得惊喜的结果。这就是我们

创造VIAFLO的目的所在。

•	 简单易用的预设移液流程适用于大多数常用液体处理应用

•	 自定义的多步骤程序支持特定任务，包括吸取、重复分液、混匀以及其他操作

•	 轻巧的设计，完美的平衡以及左、右手用户兼顾的出色操作舒适度

直观、高效，怎能不爱？ 
上手体验VIAFLO。

彩色屏幕配合全文本菜单
和经典实用的触摸盘界面
可提供快速便捷的导航

GripTips可与VIAFLO牢
固连接，消除了枪头渗漏
或脱落的风险

常用的标准移液流程，例
如重复分液或连续稀释，
可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设
置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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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YAGER
自动调节枪头间距移液器 

您需要在不同规格的实验室器皿间移液吗？

改变样品体积或规格？  
我们为您解决。

在不同规格的实验器皿间逐个转移多个样品是一项繁琐且易错的工作。我们为

您带来了解决方案——VOYAGER

•	 支持不同尺寸规格实验室器皿间的并行移液

•	 将样品从1.5	ml离心管转移到96孔板时，速度可达单通道移液器的12倍

• 大幅提高移液效率并减少错误

使用VOYAGER为您节约数小时的移液时间。 

一键电动调节枪头间距，
实现多个样品的并行转移

单手即可操作，空出手可操
控实验器皿

将多通道移液器的
高通量优势与在不
同类型器皿间转移
液体的能力相结合

“我对VOYAGER非常
满意，我们购置它已经
好几年了，它非常强大，
是所有人的最爱。它的
用处很多，而且非常人
性化。”

Professor Iris 
Lindberg 教授 
马里兰大学医学院

自动调节枪头间距移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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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 8和12
通道可选

0.5至1250 µl
量程范围

4.5至33 mm
可调枪头间距

自动调节枪头间距移液器

触手可及的灵活性

有了VOYAGER，何须再频繁往复于不同的实验室器皿之间？

•	 独特的设计支持凝胶上样、孔板重排布、从试管架中吸液或分液以及细胞铺板

•	 减少样品转移操作次数，预防出现重复性劳损和移液错误的风险

•	 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以及细胞培养等各种应用的理想工具

难以置信？ 
试试看，亲身体验。

观看
VOYAGER
运行演示！

让我们来解决您的移液难题！ 
VOYAGER是您可靠的枪头间距解决方案。

轻松完成不同规格孔板间的样品转移，提高效率，最大限度降低错误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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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式移液
最佳操作

精准的移液是一项重要的技能，经常被许多实验室所忽略，但它却是实验室工作的

关键组成部分，能够帮助您获得最佳的结果。确保您和您的实验室成员都接受了全

面的最佳移液操作培训，以最大程度地提高可靠性并降低移液错误的概率。

不要让移液错误毁掉您的结果！  
遵循移液最佳操作。

确保温度平衡
如果实验允许，移液器、枪头及液体必须平衡至室温。

温度差异会导致移液枪头和移液器内部的气垫体积收缩或膨胀，
将对分液的准确性和精度产生负面影响。

21°C70°F

1  开始前

2  如何移液
保持一致的移液器角度
在整个移液过程中，尽可能以一致的角度握持移液器。
角度不应超过20度。

角度变化的同时，枪头内部的液体静压力也会随之改变，
导致吸取量不一致。最大20°

Max. 20° 

如何吸取
最好将移液枪头浸入液体表面正下方2-3毫米处以吸取所
需的体积。

枪头浸入过深会增加液滴附着在枪头外部的风险。留在枪头
外部的液体可能造成分液不准确。

2-3 mm

分液后的接触分离
分液后，使用以下3种方法之一将移液器从目标容器中取出。

分液后，残留的液体往往会附着在枪头末端。
以下技巧可使残留液体脱离枪头。

侧壁接触分离
（标准方法）
使枪头末端沿容器侧壁向上滑动取
出移液。此法是达到最精准分液的
推荐方法。

液面接触分离
通过接触容器内液体表面使液滴分
离取出枪头。推荐分液量小于1µL
时使用以保证液体完整。使液滴接
触液体会将小液滴从移液枪头中吸
出，从而确保精准的分配。

液面下分液
如果直接在液面下进行分液，则可
认为是湿式分液，不需要接触分
离。适合微量分液，可避免液体残
留于容器侧壁。

手持式移液 ——最佳操作

3  优化移液性能
预润湿
为移液器装载枪头后，进行3次标称容量的吸取和分液。
这样可以平衡温差并润湿移液器和枪头内部的气密空
间。

省略预润湿过程时，最初的几次分液往往会因蒸发而使实际
分液量减少。此外，蒸发也是枪头末端形成液滴的原因之
一——随着蒸气压的升高，液体将被挤出枪头。 

3x

优化量程范围
称量体积在标称容量的35％到100％之间时，空气置换式
移液器可表现出最佳的性能。

最佳量程范围内的移液操作对技巧的依赖性较小，并可减少
与操作者相关的移液错误。

0 %

35 %

100 %

弃置首次和末次分液
当分配多个等分试样时，建议弃置连续分液的首次和末次
分配。

因为首次和末次分液的误差最大，所以不应用于试验。弃置
末次分配尤其重要，因为末次分液包含了此前所有分液步骤
的累计误差。

弃置

采用

弃置

粘性液体移取
粘性样品应以较慢的速度使用“反向移液”模式进行吸取和分液。

较小的移液枪头孔径和气柱的弹性可防止粘性样品被快速吸取和分配。粘性液体还
会粘附在枪头内壁上，使枪头很难彻底排空。“反向移液”模式会吸取选定体积外加
一次额外分配的液体，用于补偿液体的残留。额外的分配将被弃置。

挥发性液体移取
预润湿移液枪头可润湿气密空间。挥发性溶液应使用“反向移液”模式快速移
液。

如此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蒸发。“反向移液”模式将吸取更大的样品体积，以最大程度
地减少蒸发对实际所需分液量的影响。

根据液体密度进行校准
当处理水溶液以外的液体时，可能会发生明显的移液错误。如果液体的密度与
水差距显著，则需要重新校准移液器。

出厂前，移液器通常都在室温下使用蒸馏水进行过测试和校准。移取密度不同的液
体时可能导致分液不准。

INTEGRA Biosciences AG
7205 Zizers, Switzerland 
T +41 81 286 95 55 
F +41 81 286 95 07
info@integra-biosciences.com

INTEGRA Biosciences (Shanghai) Co., Ltd. 
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环科路515号1110室 
邮编：201315 
电话：+86 21 5844 7203
info-cn@integra-biosciences.com

www.integra-bioscienc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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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获取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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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ST
自动化多通道移液工作站

您的贴身移液助手

8、12和16
通道可选

0.5至1250 µl
量程范围

6至384 
孔微孔板

观看ASSIST
运行演示！

自动化多通道移液工作站

需要可重复的结果？来见见您的新实验室伙伴。

多通道移液器的价值在于能够获得高度可重复的结果以及提高处理多孔板的通量。

我们已将这一优势进一步扩展。这就是ASSIST。	

•	 显著提高所有移液流程的可重复性，例如梯度稀释、孔板填充以及添加试剂

•	 自动执行所需应用的移液流程，降低重复性劳损风险

•	 只需安装一台VIAFLO电动移液器即可构成完美的移液组合

精致紧凑、始终如一的实验室伙伴。 
每一次，可靠的结果。

直观的触摸盘可轻松完成菜
单导航和体积调节

只需为ASSIST安装一台
VIAFLO即可自动执行移
液流程兼容各种储液槽和

试验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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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是机器人…别像它们一样
摆脱日常移液负担

自动化多通道移液工作站

“ASSIST PLUS所提供
的自动化让我们的整个
团队深深受益，我们工
作流程中的很多应用都
会用到它。”

ASSIST PLUS是搭载了可变枪头间距功能的最小、
最经济的移液工作站！

ASSIST PLUS
自动化多通道移液工作站

太多事要做，时间却很紧。 
是时候自动化您的工作流程了。

对于很多实验室而言，移液工作站是一笔相当大的投资，但并不一定非要如此。

来看看我们开发的解决方案——ASSIST PLUS。

•	 电动多通道移液器的自动化能够以出色的可重复性简化日常移液工作

•	 紧凑小巧的系统可在提高通量的同时缩短手动操作时间

•	 直观的VIALAB移液自动化软件可简化程序的设置

实现全部25款
INTEGRA电动多通
道移液器的自动化

枪头自动装
载和弹出

Yvette Hoade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癌
症研究所

台面装配可适应所需实验
的储液槽、试验孔板以及
样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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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12和16
通道可选

0.5至1250 µl 
量程范围

12至384 
孔微孔板

为ASSIST PLUS安装VOYAGER移液器，实现枪头间
距的自动调节！

搭载INTEGRA的VOYAGER可调枪头间距移液器，一键完成
离心管到孔板的重排布。

选择25款INTEGRA电动多通道移液器中的任意一款，装入
ASSIST	PLUS即可获得卓越的工作流程灵活性。

拥有如此多样的移液选项，您将不再

需要以往的方案。

•	 以经济的价格获得卓越的灵活性

•	 兼容各种类型的实验室器皿，包括

储液槽、离心管和孔板

•	 通过搭载25款INTEGRA电动多通

道移液器中的任意一款来匹配新

的应用

别犹豫，善待自己——您值得拥有更好的移液解决方案！

出色的结果和无与伦比的人体工学体

验——您还在等什么？

•	 快速高效地处理更多样品，简化实验

室工作

•	 通过消除操作员之间的变异性和人为

错误，增强处理过程的可控性并提高

工作流程的一致性

•	 避免手动移液造成的身体疲劳，降低

重复性劳损风险

观看ASSIST 
PLUS运行演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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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FLO 96/384
手持式电动移液器

手持式电动移液器

小巧易用，经济实惠

“VIAFLO 96/384大大
提高了我们移液的精准
度和可重复性。没有人能
以同样的精度手动完成
384孔板的移液。”

Wissam Mansour
博士 
Anima	Biotech，以
色列

已达到传统移液器的效率极限？  
是时候升级了。

全自动液体处理工作站普遍体型大、价格昂贵，但我们能够帮助您在不大量

消耗经费的情况下显著提高通量。这就是VIAFLO 96/384。

•	 以出色的可重复性简化日常移液工作

•	 一步完成24、96或384个样品的转移，显著提高通量

•	 价格远低于复杂的大型工作站 

多达三个台面工作位，可
容纳24、96、384和1536
孔板，以及试剂储液槽和
其他行业标准规格的实验
室器皿

简单的操作理念使
VIAFLO	96/384与
传统移液器一样易于
使用

可更换的移液头能够
为各种应用提供可靠的
准确度

紧凑的设计可适应任何实验室工作台，
且能够放入大多数通风厨，在无菌条件
下使用

填充5块96孔板的速度是使用8通道电动移液器
的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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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6和384
通道可选

0.5至1250 µl
量程范围

24至1536 
孔微孔板

观看VIAFLO 
96/384运行演
示！

提高您的多孔板移液速度！

•	 非常适合板到板、储液槽到孔板或孔

板内的快速样品转移

•	 最大限度减少移液错误，提供更高的

准确度和精密度

•	 只加载8通道即可执行梯度稀释，或轻

松填充/混合整块孔板

操作直观的手持式微孔板处理解决

方案。

•	 效率更高，且与传统手持式移液器

一样易于使用

•	 紧凑小巧，移动方便

•	 使用触摸盘控制的图形用户界面

可轻松修改设置参数

马上升级您的工作流程！ 
为您的团队添置一台VIAFLO 96/384。

多达10种移液头选项可轻松切换，以满足各种应用对通道数和量程范围的不同需要。

只需极短的时间即可完成板到板转移和重复分液等标准
移液任务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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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液器例行检查 ——最佳操作
为什么要例行检查？
移液器应每年校准以保持其性能。在此期间，建议进行例行检查以测试其功能，为您的移液结果提供充分的可信度。请遵循以下指南正确执行此类例行检查。

      您可以在INTEGRA电动移液器上按日期或周期设置校准提醒。

2  开始之前
开始测试前2小时，将移液器、枪头和测试液体置于实验
室内使其达到室温。

记录日期、环境温度和气压。如果没有气压计，可在互联
网上搜索本地气象站发布的当地气压。

02:00:00
h min sec

3  渗漏测试
在进行称重测试之前，请测试移液器是否渗漏。

1. 执行3次标称体积的吸取和分液以预润湿枪头。
2. 使用同一枪头吸取标称体积。
3. 将枪头浸入液面下2 mm，保持移液器垂直维持30秒。
4. 如果液位没有下降，请继续进行验证。液位下降表示存 
 在渗漏。

请联系制造商讨论进一步措施。

00:00:30
h min sec

3x

5  数据分析
1. 使用Z因子将天平读数（mg）转换为体积（µl）。 
 对应关系表可在INTEGRA网站的下载专区下载。

Vi = 单个体积 µl
mi = 单个重量 mg
Z = Z 因子

Vi = mi x Z

2. 计算每个测试体积和每个通道的平均体积

V = 
1
  x          Vi

n

i=1
n

4. 计算精密度（偶然误差），以%表示：

CV = 100 
sr

V

n

i=1
(Vi – V)2

sr = n – 1

sr = 重复性标准偏差
CV = 变异系数 %

环境
无风，温度恒定，15℃至30℃之间，测量期间最大
偏差±0.5℃.

1  环境和材料

材料

天平
配备防风罩和防蒸发阱。
防蒸发阱替代装置：将4个装满水的容器分别置于防风罩内的
四角。

所需的数字显示位数取决
于移液器的标称容量。

称重容器
最好使用金属容器以减少静电的累积。  
替代：1.5 ml微量离心管。

测试液体
蒸馏水

移液器枪头
使用移液器制造商推荐的枪 
头以获得最佳效果。

INTEGRA GripTip
枪头能够紧扣移液
器，永不松动、渗
漏或脱落。

4  称重测试
称量容器不应干燥。加入少量蒸馏水。

测量次数
以标称体积的100％和10％分别进行至少4次测量。
从100％开始。

多通道移液器需验证首个通道和一个中间通道。

流程
1. 将称量容器放入天平，读数稳定后去皮。
2. 装载一支新枪头。
3. 进行预润湿（请参阅第3节）。
4. 向称量容器分液。
 确保沿容器内壁分液，结束时将枪头末端沿容器 
 内壁向上滑动以排出残留的液体。
5. 读取重量记入表格。
6. 使用同一支枪头，重复步骤4-5至少4次。
 每次读数后都需要去皮。
7. 弹出枪头并装载一支新枪头。
8. 重复步骤1-7，进行第二个测试体积的称量。 沿内壁分液。

将计算得出的准确度和精密度与制造商的性能参数进行比较。如果计算值
不在参数范围内，则需要校准移液器。如果移液器通过例行检查，则说明
其已按预期运行演示。

使用正确的移液技巧至关重要。阅读INTEGRA网站上的《手持式移液–最佳
操作》海报，了解最佳移液操作。

3. 计算准确度（系统误差），以%表示：

es = 系统误差 %
Vs = 所选测试体积

V = 平均体积
n = 称量次数

es = 
100 (V – Vs)

Vs

INTEGRA电动移液器可轻松校准。只需输入目标体积和您测得的实际体积，
然后单击校准即可。

Volume Digits (Readability)
1 µl ≤ V ≤ 10 µl 6 (0.001 mg)
10 µl < V ≤ 100 µl 5 (0.01 mg)
< 100 µl 4 (0.1 mg)

15 °C 
±0.5 °C  

30 °C  

www.integra-bioscienc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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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 Biosciences AG
7205 Zizers, Switzerland 
T +41 81 286 95 55 
F +41 81 286 95 07
info@integra-biosciences.com

INTEGRA Biosciences (Shanghai) Co., Ltd. 
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环科路515号1110室 
邮编：201315 
电话：+86 21 5844 7203
info-cn@integra-biosciences.com

移液器例行检查
最佳操作

移液器需要每年进行校准以保持其性能——联系您当地的销售人员咨询我们的延长保修

和维护选项。在此期间，建议您进行例行检查，以确保您的移液器处于最佳状态，为您的

移液结果提供充分的可信度。检查流程简单易行——我们可以告诉您如何完成！

维护您的移液器，信赖您的结果。
为您的移液器做体检。

马上获取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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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FILL
快速试剂分液器

节省试剂分液时间

6至1536
孔板兼容性

<10秒
分配100	µl至96孔微孔板

的耗时

0.5至9999 µl 
体积范围

观看VIAFILL
运行演示！

瞬间完成非接触式分液？ 
非VIAFILL莫属。

准备好让快速分液加速您的工作流程同时提高您实验的精准度了吗？VIAFILL就是

您的理想选择。

•	 首款配备彩色触摸屏界面的试剂分液器，可提供直观的导航

•	 轻松完成各种应用所需的重复、变量体积以及自定义分液操作等设置，从ELISA

到化合物添加

•	 附加的叠板机可满足更高的通量需求并实现无人值守操作

提高精准度，节省时间。 
马上添置VIAFILL！

选择不同孔径的8和16通道
可灭菌分液盒以实现快速
精准的试剂添加

使用者可通过用户界面快速编辑预定义程序，或创建、
储存、命名和调用最多99个独立的液体处理程序

叠板机的可拆卸板槽
可储存25或50块孔
板，方便灵活

快速试剂分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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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PTIP
移液器枪头

移液器枪头

完美匹配

观看
GRIPTIPS
工作演示！

为您的移液器搭配最好的枪头！

我们的GripTips旨在与INTEGRA移液器匹配，创造一种独特的集成系统，为

用户提供市面上最安全的移液器-枪头连接。该系统彻底消除了实验过程中

枪头渗漏或掉落的可能性，解决了通用枪头造成的常见问题。谁不想要呢？

适合每一种应用的枪头

我们正在不断扩展GripTip产品线，以确保能够满足每一位客户对每一种应用

的需求。

不要用您的实验结果冒险。使用GripTips！

0.5至5000 µl  
量程范围

非灭菌，灭菌和滤
芯
可选选项

特型GripTips
可选

锁扣

O型密封圈 
保证每支枪头都拥有完美的密封，
防止松动、渗漏或完全脱落

边缘
边缘能够扣紧锁扣，牢牢固定，因
此GripTips枪头不会意外脱落。

肩突
肩突可阻止枪头安装过
紧——除了连接和分离，
不会出现任何中间状态，
可保证所有枪头均处于
相同的高度



17移液器枪头

低残留GripTips

•	 由独特的聚丙烯混合材料制成，具有更强的疏水性，最大限度提高液体回收率
•	 非常适合非水性和低表面张力的样品，例如粘性液体和表面活性剂
•	 提高移液的准确性和一致性，避免昂贵试剂的损失

短型GripTips 加长型GripTips 大口径GripTips

枪头盒与补充装选项

枪头盒

•	 96和384规格单盒补充装
•	 384枪头规格可高效利用空
间，支持最高16通道的移液
器枪头装载

ECO枪头盒

•	 热成型枪头盒，可减少60%
以上的塑料废物

•	 可选的PopTop底座，单指即
可轻松打开盖子

GREEN CHOICE补充装

•	 环保的补充装方案
•	 允许用户重复使用现有的枪
头盒，显著降低塑料浪费

XYZ枪头盒

•	 特殊加固以承受自动化多
通道移液器的装载冲击力

•	 炭填充底座可防止静电积
累，使枪头保持完美对齐，
便于装载

不确定哪种枪头适合您的INTEGRA移液器？  
试试我们的GripTip选择向导！

12.5 µl 300 µl 1250 µl 12.5 µl 300 µl 1250 µl 1250 µl300 µl

•	 12.5	µl枪头可支持小孔的定位
•	 300	µl和1250	µl枪头允许用户在移
液时更接近台面，不必高举移液器，
从而提供更好的人体工学体验

•	 避免在移液过程中的破坏细胞物质
•	 支持粘性液体的移液

•	 12.5	μl	枪头可触及1.5	ml微量离
心管底部

•	 300	µl和1250	µl枪头可触及100	
mm试管底部，无污染风险

⌀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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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R ADVANTAGE™ 
试剂储液槽
带有SureFlo防封闭阵列

Clear Advantage试剂储液槽

最大限度降低试剂残留体积

不要浪费宝贵的试剂！充分利用INTEGRA试剂储液槽的优势。

与传统试剂储液槽难以看清的刻度标识不同，我们的所有储液槽都能够嵌入标有清晰醒目刻度标识的可重复底座，

这种独特的设计可实现更准确的称量，避免过多倾倒，减少浪费——太神奇了！

INTEGRA出色的试剂储液槽系列已经覆盖10 ml至300 ml体积范围

•	 INTEGRA储液槽均由完全透明的100%原料聚苯乙烯或聚丙烯制成，可提供更好的化学兼容性

•	 一次性储液槽嵌入可重复使用底座的方式可有效减少塑料浪费

•	 方便的倾倒口可将多余液体轻松倒回原容器，减少试剂浪费

•	 储液槽能够彼此嵌套，节省75%的空间，降低存储空间需要和运输成本

SureFlo™防封闭阵列

独特的SureFlo防封闭阵列和亲水
表面处理可使试剂均匀地铺满整个
储液槽底部，移液时枪头可以紧贴
底部而不会吸入空气，有效降低残
留体积

聚苯乙烯 聚丙烯

可重复使用的底座上标有清晰
的刻度，可提供更为准确地称
量，减少试剂浪费



19Clear Advantage试剂储液槽 

多通道试剂储液槽 

可选择是否带有SureFlo防封闭阵列

10 ml 25 ml

25 ml

100 ml

储液槽反扣即可用作盖子，
防止蒸发或污染

加深的槽体设计可聚集液体，
降低残留体积，保证最大的试
剂回收率

观看多通道试剂储液槽演示！

观看分隔式试剂储液槽演示！

观看自动化支持型试剂储液
槽演演示！

分隔式试剂储液槽

自动化支持型试剂储液槽

非常适合24、96和384通道移液装置

可匹配所有符合行业标准的
微孔板支架

150 ml 300 ml

带垫圈的自密封盖可防止试剂的
溢出及暂时存放期间的蒸发

双观察窗可确保枪
头的安全定位

适合较小试剂量使用的5	ml
和10	ml隔室

市面上残留体积最小的储液槽，帮助你最大限度地节约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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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PETBOY
电动吸液器

全世界最受欢迎的电动吸液器

电动吸液器

移液遇到难题？选择市面上最好的。

移液管移液往往是一项重复且费力的工作，因此，我们为您带来了创新的

PIPETBOY系列。

•	 PIPETBOY	pro和PIPETBOY	acu	2可提供无与伦比的速度和移液控制，实现高

效的移液管移液

•	 独特的阀和计量系统，可在逐滴添加和快速液体置换之间轻松切换

•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形状可以舒适地握持，让手指保持自然姿势，降低重复性劳损

风险

点亮您的实验室。升级您的移液方式。

1至100 ml
量程范围的所有移液管

最高13.5 ml/s 
预设速度范围

2款 
颜色可选

观看PIPETBOY
运行演示！

指尖可轻松调节速度，
能够灵敏地控制液位

PIPETBOY	acu	2的加速模式可将
移液速度提高20%，使之成为市面
上最快速的电动吸液器

PIPETBOY	pro是全球唯一一
款具有集成LED灯的电动吸液
器，可提供最佳的照明，保证移
液精准度并预防眼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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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SE IT
蠕动泵

流畅的分液

蠕动泵

0.6 ml/min 
至5 l/min 
流速

0.1至9999 ml
分液体积

1至8 mm
管道内径规格

观看DOSE IT
运行演示！

寻找一种易于使用的蠕动泵？看这里就够了。

蠕动泵在分配培养基、缓冲液或其他溶液时非常有用，然而大多数蠕动泵都很难编

程，且机身大而笨重。别担心，DOSE IT可以帮忙。

•	 一键即可储存和调用多达20个流程，用于分配培养基、缓冲液，或填充培养皿。

•	 大显示屏和直观的用户界面使其易于操控，参数设置简单清晰

•	 精致紧凑、小巧轻便的设计使其能够放置在实验室的任何位置且便于移动，不浪

费宝贵的台面空间

别让重复分液浪费宝贵的实验室时间。 
试试DOSE IT！

直观的多语种用户界
面，配合简单的屏显说
明，使操作极其简单

DOSE	IT泵头可兼容不同规格的管道，
适用体积范围广（从毫升到升），能够
快速、准确的完成液体分配

使用双泵头可将流速提高至2
倍，也可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
流量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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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USAFE
吸液系统

吸液系统

专注液体安全处置的吸液系统

-300至 
-600 mbar 
可调真空度范围

17 ml/s 
吸液速率

3种型号
按需选择

观看
VACUSAFE
运行演示！

安全第一。为您和实验室提供最好的保护。

作为一项日常工作，液体的吸取、收集和处置需要人性化的设备，其应该易于安装

且能够安全地移除废液——VACUSAFE就是您需要的。

•	 紧凑的一体化实验室真空泵，简化培养基、上清液和洗涤溶液的去除

•	 操作简单直观——开机，设置所需的真空度即可开始工作，让您可以完全专注

于更复杂的任务

•	 真空源保护装置可避免实验室污染，防碎瓶可确保最佳的安全性

以最安全的方式收集和容纳废液。 
获取VACUSAFE。

可按需调节真空度，从轻柔地去
除上清液到快速排空培养瓶

VACUSAFE提供各种安全功能，
包括自封闭式快速接头和液位
检测

VACUBOY手持操作器可配合不同
的适配器，适用于几乎所有实验室
容器的液体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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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USIP
台式吸液系统

无论何地的便捷废液移除

台式吸液系统

2.3 ml/s 
泵流量（40	mm不锈钢吸头）

-250 mbar 
真空度范围（±20	%）

最高10 ml
吸液体积

观看
VACUSIP
运行演示！

空间有限？ 
获取最紧凑的台式吸液系统。

吸液系统是常用的实验室装备，经常需要根据不同的任务和实验到处移动。这就是

我们开发VACUSIP便携式系统的原因。

•	 方便、紧凑且易于使用的系统，可用于台面废液处置，无需安装或其他附加设备

•	 完全独立于外部真空源，真正的可便携

•	 配备可充电电池，无需电源线，便于在通风厨中使用

不要犹豫了，快使用一下VACUSIP吧!

所有与液体接触的部件
均可高价灭菌，轻松去
除污染

改变手指压力即可
轻松调节液体流速

多种适配器可选，用于
匹配各种实验室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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