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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概述

系统概述

Biotage® Selekt Enkel 是一款可进行全自动快速纯化的系统，内置 
Biotage® Sfär 色谱柱二维码读取器、紫外 (UV) 检测器、泵送装置、
馏分收集器以及触摸屏控制系统。

Biotage 提供的相关可选硬件附件包括：

 » RFID 升级套件，包括 Selekt 收集支架读取器，
 » 扩展型收集床升级套件，用于增加可放置在该系统上的收集
支架数量，

 » 网络升级套件，用于将该系统连接到网络并启用网络共享和/
或电子邮件功能，

 » 带 Biotage® Solvent Detector 的 Biotage® Selekt Instrument 
Tray， 

 » 带 Biotage® Solvent Detector 的 Biotage® Selekt Secondary 
Solvent Containment， 

 » Biotage® Safety Valve。
此外，还有单独销售的 Spektra 软件许可证，增加了 λ-All 检测、
溶剂峰扣除、吸收光谱和光谱分析等功能（参见第 4 页）。

色谱柱
可以置于系统正面的色谱柱，最大可达 50g，也可以置于系统的右
侧；请参阅图	1。

图 1. Biotage® Selekt Enkel 系统，匹配色谱柱。

二维码读取器
所有 Biotage® Sfär 色谱柱均具有一个二维码，该二维码可由触
摸屏下方的二维码读取器读取；请参阅图	2。使用二维码读取器
扫描色谱柱时，系统可以根据该特定色谱柱的 ID 来追踪该色谱柱
在系统上所运行过的方法结果。

图 2. 扫描 Biotage® Sfär 色谱柱。

收集支架和容器
系统将馏分收集到以下各类收集支架和容器中。提供以下 Selekt 
收集支架：

 » 48 位 13 x 100 mm 试管收集支架，每试管体积	9 mL。

 » 35 位 16 x 100 mm 试管收集支架，每试管体积	14 mL。

 » 35 位 16 x 150 mm 试管收集支架，每试管体积	22 mL。

 » 28 位 18 x 150 mm 试管收集支架，每试管体积	27 mL。

 » 15 位 25 x 150 mm 试管收集支架，每试管体积	45 mL。

 » 6 位，120 mL 收集瓶架。

 » 10 孔位，240 mL 收集瓶托盘。

 » 8 孔位，480 mL 收集瓶托盘。
如果需要，可以减小预定义的容器体积，即单次溶剂收集量。

收集床（托盘）可最多容纳三个最大为 120 mL 的收集支架（图	3），	
或容纳一个 240 或 480 mL 收集瓶托盘。

标准配置为一个收集托盘，但通过扩展馏分收集器，可以同时使
用两个收集托盘。标准型收集床的最大收集量为 3840 mL，扩展
型收集床的最大收集量为 768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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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 标签R

所有 Selekt 收集支架都具有 RFID（射频识别）标签，可以被系统
自动识别。该标签包含有关收集支架类型以及当前收集支架运行
的信息（例如该方法是否在同一个系统上执行，或该方法上次在
哪个系统上使用）。

图 3. 带三个收集支架的收集托盘。

溶剂供应
系统配备了两个溶剂入口（S1 和 S2），它们位于系统的右侧。

带 Biotage® Solvent Detector 的 Biotage® 
Selekt Secondary Solvent Containment
在无人值守时，可选择辅助溶剂托盘和溶剂检测器，保证运行
安全。

可选溶剂托盘上最多可以放置四个 5 L 溶剂瓶；请参阅图	4。大于 
5 L 的溶剂瓶必须放置在其他位置。

注意：为了遵守美国二次容器法规，请勿使用大于 4 L 的贮存器。

图 4. 可选溶剂托盘。

溶剂和废液监测
系统可以根据用户输入的体积数，根据实际使用量对剩余体积进行
计算和检测。启用溶剂和废液监测后，系统将：

 » 在没有足够的溶剂或废液容量用于当前方法时，系统会提醒
用户。

 » 在溶剂液位低于设定容量的 20% 时，系统会发出相应提示。

 » 在溶剂液位高于设定容量的 85% 时，系统会发出相应提示。

 » 当需要重新添加溶剂（仅剩余 10%）或清空废液存贮器（已装
满 95%）时，请暂停系统。

带 Biotage® Solvent Detector 的 
Biotage® Selekt Instrument Tray
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可选仪器托盘和溶剂检测器也可安全运行。
一种用于标准收集床的仪器托盘（参见图 5），一种用于带有扩展
收集床的仪器托盘。

图 5. 带溶剂检测器的可选仪器托盘。

使用 Biotage® Solvent Detector 进行漏液检测
Biotage® Solvent Detector 附带有可选辅助溶剂托盘（参见图 4）
和可选的仪器托盘（参见图 5）。如果系统支持*，则可以使用适配
器电线，将最多三个溶剂检测器连接到该系统（参见图 6）。

图 6

1

3

2

. 可选溶剂检测器适配器电线 (P/N 417535SP)。

检测到泄漏时，用户会收到通知（电子邮件和/或对话框），系统
暂停，所有泵功能禁用，直到溶剂检测器再次干燥。

系统概述

* 在系统设置中启用 Biotage® Solvent Detector 选项时，在关于视图中，显示的三个
检测器 ( )，可支持三个溶剂检测器同时进行泄漏检测。否则，只能使用一个溶剂
检测器。

连接到溶剂检测器

连接到 LEAK DET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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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到系统的每个溶剂检测器的状态显示在关于视图中；参见
图 7。

图 7. 溶剂检测器的状态显示在关于视图中。灰色 = 未连接溶剂检测器，绿色 = 未检测
到泄漏，红色 = 检测到泄漏。

紫外 (UV) 检测器
系统包含一个适用波长范围为 200 至 400 nm 的紫外 (UV) 检测器。

馏分收集方法
可用的检测信号有：

 » λ-All：通过用户所定义的波长范围内的平均吸光度进行馏分
检测和收集。仅在具有 Spektra 软件许可证的系统上可用。

 » UV1 和 UV2：使用一个或两个波长进行馏分检测和收集。
馏分收集参数包括“全收集”、“阈值”和“峰收集”。系统会始终
以固定体积进行馏分收集，也就是说，收集时达到当前容器（试
管或者收集瓶）设定最大收集量时，系统会自动切换只下一容器	
（试管或者收集瓶）。您可以随时按下色谱图	 	 中的来手动切换
到新的收集容器。

任何信号组合都可以用馏分收集。未用于收集的信号可用于监测。

图 8. 展开的“收集”面板。

网络共享N

系统连接到网络时，可以赋予系统访问网络共享文件夹的权限。
共享文件夹可用于：

 » 备份和恢复系统数据库。
 » 导出报告和系统日志；参见图 9。
 » 每次运行完成时自动导出报告，即报告同时
保存在系统和网络共享文件夹中。

系统将在共享文件夹中创建一个子文件夹，其名称包含系统的序
列号（Selekt_序列号）。这样，多个系统可以使用该共享文件夹。

图 9. 系统上启用了导出选项的导出对话框。N

系统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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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件功能N

当系统与电子邮件服务器相连接后，用户可以：

 » 在运行的方法需要用户进行操作时，可以通过电子邮件通知，
例如，当必须更换收集支架，需要补充溶剂，需要清空废液贮
存器以及可选的 Biotage Solvent Detector 检测到泄漏时。

 » 方法结束后，可通过电子邮件进行自动提醒。

 »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结果报告和日志。

图 10. 可以在每个用户帐户中分别启用和禁用电子邮件的通知和自动发送报告功能 N。

声音报警
启用声音报警后，如果发生错误，警告音将响起。

Biotage® 安全阀
可选安全阀 (P/N 417115SP) 让您可以使用组合色谱柱体积大于 
0.8 L 且最大不超过 3.1 L 的色谱柱或组合件（例如色谱柱和干法上
样器）。

安全阀设计为在 8 bar 压力条件下打开并泄压，直到压力降低至 
8 bar 以下。

Spektra 软件许可证（可选）
以下功能包含在单独出售的 Spektra 软件许可证 (P/N SEL-SPK) 中：

 » λ-All 全波段检测。通过用户所定义的波长范围内的平均吸光度
进行馏分检测和收集。

 » 溶剂峰扣除。在开启溶剂峰扣除选项的情况下，梯度方法将在
吸光度扫描之后开始运行。在这个阶段中，系统会在方法开始
前，将溶剂背景峰从起始梯度比例至结束混合梯度比例 A/B 
或从初始梯度混合物至 100% 溶剂 B 的吸收做检测，测量整
个过程中的吸光度，随后在方法开始后将此吸收值扣除。

 » 吸收谱图。系统会在运行期间显示整个检测器量程内的吸收
谱图。

 » 用于光谱分析的工具。分析视图会显示色谱图以及色谱图中
选定点在整个检测器量程内的吸收谱图。

RFID 感应升级（可选）
RFID 升级套件 (P/N 417504SP) 包含作为系统一部分的 RFID 读取
器，并能够自动识别 Selekt 收集支架，从而使设置更加容易，并
增进找到与特定收集支架中所收集馏分相对应的结果的可能性	
（请参阅第 2 页上的“RFID 标签 R”）。在本用户手册中，需要
此升级的功能会以上标 R 标出。

网络升级（可选）
使用网络升级套件 (P/N 417501SP)，可以启用网络共享和/或电
子邮件功能（参见上面的第  3  页上的“网络共享N”和“电子
邮件功能N”）。

在本用户手册中，需要此升级的功能以上标 N 标出。

N 需要网络升级套件 (P/N 417501SP)。
R 需要 RFID 升级套件 (P/N 417504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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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色谱柱支架
该系统配有用于不同尺寸 Sfär 色谱柱支架。请确保它们安装在系
统侧面位置上。

图 11 展示了如何在系统右侧安装色谱柱支架。系统正面也有两
个色谱柱支架位置，可用于安装 50 g 及以下的 Biotage 色谱柱； 
请参阅图 12。

图 11. 将色谱柱支架螺钉滑入系统右侧的所需位置，然后将支架套在螺钉上并拧紧。

图 12. 可在系统正面放置 50g 及以下的 Biotage 色谱柱。

检查管路
警告

 » 更换任何管路之前，请先关闭系统。只能使用由 Biotage 提供的为 Selekt Enkel 
系统设计的管路。

请在每次运行前检查所有管路，以确保这些管路没有磨损或损坏
的迹象，并且已正确连接和拧紧。用手指拧紧接头时应小心，以防
止剥落螺纹或压坏金属包箍。

除收集臂上的管路外，系统上的所有外部管路均可由用户进行	
更换。

注意：所有管路类型、尺寸和长度对系统性能来说都至关重要。
只能使用由 Biotage 提供的为 Selekt Enkel 系统设计的管路进行
管路更换。

准备系统

启动系统
使用位于系统左侧的电源开关开启系统；请参阅图 13。

图 13. 电源开关位于系统左侧。

分配溶剂并设置贮存器体积
当纯化方法运行时，软件会确定哪些溶剂管路与方法所用溶剂相
连接。

注意：对于使用甲醇和水的反相纯化，强烈建议将 5% 的甲醇预
先与水预混合，然后通过真空或超声波处理进行脱气。质子溶剂
混合物的脱气将减少梯度洗脱过程中的滞留空气，否则会影响梯
度和流速精度。

注意：启用溶剂和废液监测（请参阅第 24 页）后，每次清空废
液贮存器或重新加注溶剂时，均必须输入容量和当前液位。

注意：为了达到规定的泵性能，必须对两个溶剂入口都灌注溶剂。

1. 在软件中，依次按下菜单和溶剂设置。

2. 使用溶剂下拉列表，为每个溶剂入口分配溶剂（请参阅图 14）。
若要将溶剂添加到列表中，请按下溶剂管理。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第 22 页。

3. 如果启用了溶剂监测，请输入每个溶剂贮存器的容量和当前
溶剂液位。

4. 如果启用了废液监测，请输入废液贮存器的容量和当前废液
液位。

5. 对已分配了新溶剂的管路进行溶剂充填，赶走气泡；请参阅
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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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启用了溶剂和废液监测的溶剂设置窗口。

溶剂入口管路充填
当您在系统上启动纯化之前，可能需要对溶剂入口管路冲洗：

 » 使用溶剂泵，从溶剂入口除去管路中的气泡。

 » 清空溶剂入口管路中先前使用的溶剂，然后用新溶剂充满此
溶剂入口管路。

注意：为了达到规定的泵性能，必须对两个溶剂入口管路都灌注
溶剂。

注意：请确保两个溶剂贮存器都处于相同的物理高度，以提高溶
剂混合比例的准确性。

1. 在软件中，依次按下菜单和溶剂设置。

2. 按下相应的管路清洗按钮，从而将溶剂充满入口管路（请参阅 
图 14）。请注意，每次冲洗使用 27 mL 对应的溶剂。

冲洗系统
如果系统已禁用自动管路冲洗功能（请参阅第 24 页），请确保
在每次运行之前冲洗色谱柱流通路径（请参阅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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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 切勿超过所用色谱柱的最大压力或流速。
 » 当处理总色谱柱体积 (CV) 大于 0.8 L 的色谱柱或组合件（例如色谱柱和干
法上样器）时，请务必使用 Biotage 安全阀 (P/N 417115SP)。

 » 切勿使用总色谱柱体积 (CV) 大于 3.1 L 的色谱柱或组合件。

 » 在未安装色谱柱或未将色谱柱入口管路和出口管路连接在一起的情况下，切勿
使用系统。

1. 若要在先前运行的基础上进行纯化，请按下结果，然后请参
阅第 19 页上的“根据先前方法创建新的运行方法”。

2. 使用触摸屏下方的二维码读取器（请参阅图 15）扫描色谱柱，
或从色谱柱面板上的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色谱柱类型（请参
阅图 16）。
注意：如果使用总色谱柱体积 (CV) 大于 0.8 L 的色谱柱或组合
件（由色谱柱和干法上样器组成），则必须使用 Biotage 提供
的安全阀 (P/N 417115SP)。

图 15. 二维码读取器位于触摸屏下方。

3. 将色谱柱（最大为 50g）放置在系统右侧或正面的色谱柱支	
架上。

4. 将入口和出口管路连接到色谱柱上。

5. 将您需要使用的收集支架（一个或多个）放在收集床上。容器
体积最大为 120 mL 的收集支架需要使用收集托盘。收集支架
可以从收集支架面板中的收集支架选择下拉列表中选择正确
的类型，或在放置于收集床 R 上时通过 RFID 来自动识别。（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0 页上的“收集支架参数设置”）。

6. 按照以下章节中的说明设置运行参数。

注意：如果  按钮出现在右下角，则表明由于一个或多个运行
参数缺失或不正确等因素，运行无法开始。按下  以了解更多
信息。

图 16.“运行设置”视图。

梯度设置
可以使用梯度图或梯度表设置梯度。也可以根据从 TLC 分析获得的 
Rf 值进行梯度计算（请参阅第 8 页）。

梯度图与梯度表
按下  可展开梯度图，按下  可展开梯度表。

若要改变长度单位，请从梯度表或展开的梯度图中的单位下拉菜
单中选择 CV、mm:ss 或 mL。

若要添加梯度段，请在梯度表或展开的梯度图中按下 + 按钮。新
梯度段将添加至选定的段或节点之后，或如果未选择任何内容，
则添加至梯度末尾。

若要删除节点或梯度段，请将其选中，然后按下梯度表或展开的
梯度图中的 – 按钮。

若要增大或减小梯度段的长度或更改溶剂混合物，请 1) 将该段或
节点拖动到梯度图中的所需位置，或 2) 更改梯度表中的数值。

请注意，可以使用“双指缩放”功能，进行放大和缩小梯度。若要
重置缩放，请按下 。

设置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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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度参数
 » 单位或 CV/mL/mm:ss：梯度长度单位。CV（色谱柱体积）、毫升
或分和秒；请参阅图 17。

 » 开始：梯度段开始处强溶剂的百分比。

 » 结束：梯度段结束处强溶剂的百分比。

 » A-B：要使用的溶剂。

 » 平衡：除非关闭了该选项，否则系统会在运行开始之前平衡色
谱柱。根据选定的色谱柱类型自动设置平衡体积和流速。若要
查看设置，请展开色谱柱面板（请参阅图 21）。我们强烈建议
您不要关闭平衡。

图 17. 可以在梯度表（如上所示）和展开的梯度图（请参阅图 18）中选择梯度长度单位。

图 18. 展开的梯度图。上方和右侧的梯度标记显示梯度段的长度和溶剂百分比。

根据薄层色谱法 (TLC) 数据计算梯度
使用 TLC 信息转换梯度方法编辑器时，请注意以下几点：

 » 若使用醇（如甲醇和乙醇）、极易挥发的改性剂（如乙醚）或能
永久改变二氧化硅性质的改性剂，则会降低预测的准确性。

 » 不支持反相 TLC。

 » 如果样品放置太靠近 TLC 板边缘，则迁移率可能会略有变化。
将样品置于距离边缘至少 10 mm 的位置处，以避免边缘效应。

根据从 TLC 分析中获得的 Rf 值计算纯化梯度时：

1. 按下  TLC，以打开  TLC 信息转换梯度方法编辑器（请参阅	
图 19）。

2. 选择强溶剂文本框，然后在 TLC 分析中输入最强（极性最强）
溶剂的百分比。

3. 将溶剂前沿线滑动到正确的位置，以此标定 TLC 板的溶剂前
沿位置。

4. 在目标产物 Rf 值文本框中输入相关产物的 Rf 值，或将目标产物
线滑动到 TLC 板上的正确位置。

5. 在杂质 1 Rf 值和杂质 2 Rf 值文本框中输入与产物上下最接近的
杂质的 Rf 值，或直接拖动相应的线到 TLC 板上的正确位置。
需要杂质 1 Rf 值。

6. 如果有两块	TLC 板信息，请按下添加 TLC 点板信息，并为第二
块板重复步骤 2 - 5。一块板给出线性梯度，两块板则给出阶梯
梯度。

7. 若要导出纯化梯度方法，请按下创建。

图 19. “TLC 信息转换梯度方法”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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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参数设置
 » 用户：用户的名称。如果您还未获得分配的用户名，请联系系
统管理员。

 » 名称：运行的名称。如果留空，则系统将根据执行纯化时的日
期和时间自动生成名称。

 » 备注：对运行方法的备注。（可选）

图 20. 展开的“信息”面板。

色谱柱参数设置
 » 样品质量：原始样品质量。

 » 类型：色谱柱类型。使用触摸屏下方的二维码读取器扫描色谱
柱，或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色谱柱类型。如果扫描了色谱柱，  
图标将显示在色谱柱面板上。如果色谱柱的名称显示为橘黄
色或红色，则表明其负载能力小于输入的样品质量。
注意：如果使用总色谱柱体积 (CV) 大于 0.8 L 的色谱柱或组合
件（由色谱柱和干法上样器组成），则必须使用 Biotage 提供
的安全阀 (P/N 417115SP)。

 » 流速：所选色谱柱类型的默认（推荐）流速已预先选定。
如果您想要更改，请考虑到应用的最大流速取决于以下因素：

 » 色谱柱及设置中所用任何其他附件的最大压力或流速设置。
 » 为所用溶剂定义的最大抽吸率。

注意：如果展开色谱柱面板，则选定色谱柱类型的所有参数和
设置都将被显示（请参阅图 21）。如果已扫描该色谱柱，则该
色谱柱的  ID 和已使用次数也将显示。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22 页上的“管理柱类型”。

图 21. 展开的“色谱柱”面板。

收集参数设置
 » λ-All*：选择将定义范围内的紫外信号用于馏分收集（收集），
监测（监测），或者（隐藏）直接在运行过程中不显示。

 » UV1 和 UV2：选择将固定波长信号用于馏分收集（收集），	
监测（监测），或者（隐藏）直接在运行过程中不显示。

 » 波长**：要包含在 λ-All 信号中的最短和最长波长。范围为 
200 至 400 nm。

 » 波长：用于 UV1 和 UV2 的波长。范围为 200 至 400 nm。

 » 阈值：当实际信号值高于设置的阈值时，系统会自动收集样品
馏分。

 » 全收集：用于进行全部馏分收集，不管有没有信号。

 » 溶剂峰扣除*：在开启此选项的情况下，梯度方法将在吸光度检
测完成之后再执行。在这个阶段中，系统将使用从开始梯度混
合物至结束混合物 A/B 或从开始梯度混合物至 100% 溶剂 B 的
方法，在整个检测器量程内测量所用溶剂（A、B 和改性剂）的吸
光度（请参阅第 24 页上的“系统设置”）。此测量将得到一
条包含溶剂最大吸光度的基线。在梯度运行期间，系统会将
影响 UV1、UV2、λ-All 条件下的溶剂背景峰从紫外检测器信号
中减去。

*仅在具有 Spektra 软件许可证的系统上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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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在收集面板下拉后，可以看到 Spektra 软件许可证标签。

收集支架参数设置
加载收集支架
展开收集支架面板（请参阅图 23），然后在相应的收集支架选择
下拉列表中选择正确的收集支架，即可选择收集支架类型。

当 Selekt 收集支架放置在收集床上时，系统可以自动识别 R。在展
开的收集支架面板中，RFID 收集支架的右侧设有  图标（请参阅
第 13 页上的图 31）。

图 23. 收集支架面板展开后可以看到具体的扩展收集床界面。虽然收集支架 A 已在上
次运行中使用过，但它仍具有可以在下次运行中使用上次纯化未使用过的空容器。收集支
架 C 已被禁用，且不会用于收集。收集支架选择下拉列表会显示可用的收集支架类型。

分配收集支架至运行方法
若要选择收集支架或从运行方法中移除收集支架，请展开收集支
架面板（请参阅图 23），然后设置/清除收集支架前面的复选框。
以下收集支架将自动分配给运行的方法：

 » 在收集支架面板中选中的收集支架。

 » 分配给上次运行的方法但未使用的收集支架。

 » 上次运行时使用的最后一个收集支架，前提是其仍然具有
根据系统设置条件下的一个或多个收集容器（请参阅“收集
支架共享”）。

注意：如果您不希望共享上次运行中使用的最后一个收集支架，	
则请通过在相应的收集支架选择下拉列表中选择无，将其从系统
中删除，或清除收集支架前面的复选框。

收集支架共享
如果满足以下条件，则系统会将运行的第一个（批）馏分收集到先
前运行使用的最后一个收集支架中：

 » 系统设置中的 Start Collection 参数已设置为 First Empty Row 
或 First Empty Vessel。

 » 先前运行中使用的最后一个收集支架：

 » 根据 Start Collection 设置，至少包含一排空容器或一个空
容器（请参阅上一个项目符号）。

 » 尚未被五次运行方法所共享。
 » 已在运行开始时于收集支架面板中启用。

图 24. 系统设置中有两个“Start Collection”选项，它们允许两次连续运行方法共享一
个收集支架，First Empty Row 和 First Empty Vessel。系统会以加粗边框突出显示
要使用的第一个收集容器。

收集顺序
系统根据已分配收集支架在托盘上的位置按字母顺序使用这些
收集支架。分配顺序从当前一排的容器开始，从左向右。系统会
以加粗边框突出显示用于运行的第一个容器；请参阅图 24。

注意：如果该运行方法与之前的运行方法共享一个收集支架，则
收集开始时则直接从该共享收集支架进行，而与分配给该运行的
其他收集支架的位置无关。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上文“收集支
架共享”。

单次馏分收集量
如果要使用比为选定收集支架定义的馏分体积更小的馏分体
积，请展开收集支架面板，启用单次馏分收集量选项（请参阅
图 23），然后输入所需体积。请注意，此设置仅适用于容器体积
较大的收集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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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监测和控制纯化
警告

 » 请阅读并遵循 Biotage® Selekt Family Installation and Safety 文档 

(P/N 417511) 中规定的防静电安全预防措施（该文档随系统一起提供）。

 » 在开始运行之前，请始终确保软件中所选色谱柱的设置正确适用于待使用的
色谱柱。切勿超过所用色谱柱的最大压力或流速。

 » 在未安装色谱柱或未将色谱柱入口管路和出口管路连接在一起的情况下，切勿
使用系统。

 » 确保双手远离收集臂区域，直到收集臂已回到原始位置（右侧内角）并且系统
暂停或处于待机状态。

 » 暂停时，系统可能会被加压。
 » 注意监测废液贮存器，以防操作期间废液溢出。

启动纯化
1. 确保在每个溶剂贮存器内放入了足量的正确溶剂，并且废液
贮存器有足够的容量支持运行。若要查看运行方法的预估溶
剂消耗量，请按下溶剂和废液。

2. 按下  以启动纯化。如果该按钮已禁用，请按下右下角的  
以了解更多信息。
在启用溶剂和废液监测的情况下，当您按下  后，如果没有足
够的溶剂或废液容量可以支持运行，系统将会有相应的提示
通知。

3. 当上样对话框打开时，请直接上样。

4. 在上样对话框中按下相应的按钮，以开始梯度运行。建议您
在紫外灯充分预热之后再开始梯度运行。

图 25. 安装 Spektra 软件许可证后的默认运行视图。

监测进行中的纯化
当纯化方法正在运行时，动态色谱图和已编程梯度会显示在运行
视图中（请参阅图 25）。如果系统中安装了 Spektra 软件许可证，
则整个检测器量程内的吸收光谱都会显示。

按下 （全宽）或 （全尺寸）可展开色谱图，按下  可展开光
谱（如有），按下  可展开梯度表。若要改变长度单位，请从梯度表
（请参阅图 25）或完全展开的色谱图（请参阅图 26）中的下拉列
表中选择 CV、mm:ss 或 mL。

图 26. 色谱图可以放大至全宽或全尺寸。

馏分
将色谱图中的已收集馏分颜色和编号与收集支架面板上的容器
颜色和编号相匹配，即可定位已收集的馏分（请参阅图 25）。来自
同一峰值的馏分具有相同的颜色。通过全收集选项收集到的馏分
将显示为灰色。



12 Biotage® Selekt Enkel 用户手册 | © Biotage 2022

启动、监测和控制纯化

色谱图
在色谱图中，信号和阈值用以下颜色显示：

 = 由紫外 (UV) 检测器在整个 λ-All 范围内测得的吸光度和阈值
（单位：mAU）。（需要 Spektra 软件许可证。）

 = 由检测器在波长 UV1 处测得的吸光度和阈值（单位：mAU）。

 = 由紫外 (UV ) 检测器在波长 UV2 处测得的吸光度和阈值	
（单位：mAU）。

定义的波长和吸光度的实时测量值显示在收集面板上。

放大色谱图
系统可以使用“双指缩放”功能，放大缩小梯度和色谱图（请参阅
图 27）。可以单向（X 或 Y 轴方向）缩放，也可以双向（X 和 Y 轴方
向）缩放。若要重置缩放，请按下 。

图 27. 放大的色谱图。

当前溶剂混合
在整个运行期间，泵送溶剂的百分比显示在色谱图下方（请参阅
图 25和图 26）。

顶部窗格中的状态
 » 平衡冲洗：系统将清空溶剂入口管路中先前纯化所使用的溶
剂，然后用新溶剂充注溶剂入口。

 » 平衡：系统正在平衡色谱柱。

 » 泄压：系统释放色谱柱压力。

 » 上样：样品可以加载到色谱柱上。

 » UV 预热：UV 灯正在预热。

 » UV 调零：系统将梯度开始时所用的混合溶剂作为紫外 UV 零点
水平。

 » 基线检测：系统正在对所用溶剂（A 和 B）在整个检测器量程
内的吸光度进行检测。在梯度运行期间，从信号中减去基线。

 » 基线冲洗：完成基线检测后，系统会用起始溶剂比例冲洗管路。

 » 梯度：系统正在运行纯化。

 » 管路冲洗、泄压和检测器冲洗：在运行结束时，即梯度纯化阶
段完成或由用户结束后，系统将执行在系统设置中启用的冲洗
（请参阅第 24 页）和系统泄压（排空）。

 » 完成：纯化运行方法已完成或已由用户结束/中止。

 » 失败：纯化运行失败。

手动紫外 (UV) 归零
在梯度运行期间，可以通过按下色谱图中的 ，手动将当前的 UV 
吸光度水平设置为零 AU（请参阅图 24）。可以在系统设置中启
用/禁用此功能；请参阅第 24 页。

注意：只有在运行设置中的溶剂峰扣除关闭后， 	按钮才处于启
用状态。

开始和结束等度段
在梯度运行过程中，您可以随时通过启用色谱图中的 Hold 选项，
开始等度洗脱（请参阅图 27）。禁用该选项可结束等度段。

注意：使用默认系统设置时，等度洗脱保持被限制为最多运行 
10 CV（参见第 24 页）。10 CV 后，运行将暂停，您可以继续恢
复等度洗脱保持至另一个 10 CV 或者直接结束。

运行期间添加、清空和更换收集支架
注意：若要在运行期间添加/移除收集支架，必须暂停运行方法。

如果需要收集的馏分体积超过了可用收集支架的容量，则系统将
自动暂停，收集臂将返回到初始位置（右内角），且屏幕消息将提
示您为运行加载和/或分配更多收集支架。

若要为运行的梯度方法分配收集支架，请展开收集支架面板，并
设置收集支架前面的复选框。

注意：只有在运行开始时才可以与另一次运行共享收集支架；请参
阅第 10 页上的“收集支架共享”。



13

启动、监测和控制纯化

清空收集支架
对于手动选择的收集支架：

 » 当您将收集支架从系统中移除后，还必须将其从软件中清除。
此操作可以通过从收集支架选择下拉列表中选择无来完成。

对于 RFID 识别的收集支架R：

 » 将先前运行中使用过的收集支架从系统中移除然后重新插入
时，系统会自动将它清除并为进行中的运行方法而启用它。

 » 将运行中的收集支架从系统中移除然后重新插入时，系统不会
自动将它清除。若要清空收集支架，请在收集支架面板中按下
清空。

收集支架 B 正在被当前运行方法所使用，收集支
架 A 已在先前一次或多次运行中使用。

将所有容器更换为空容器时，请按下清空。

将收集支架更换为其他类型的收集支架时，请从收
集支架选择下拉列表中选择正确的类型。

移除收集支架并将收集支架位置留空时，请从收
集支架选择下拉列表中选择无。

图 28. 在已暂停的系统上，卸载并清空装满馏分的手动收集支架。

收集支架已被进行中的运行方法所占用。

收集支架已被移除。

收集支架已重新插入。如果所有容器均为空，请
按下清空。

收集支架已在先前一次或多次运行中使用。在移
除并重新插入后，它会在软件中自动清空。

图 29. 在已暂停的系统上，卸载并清空装满馏分的 Selekt 收集支架。

收集支架已被移除。

收集支架已在恢复方法运行之前重新插入。馏分
收集将在加粗边框显示的容器中恢复进行。如果
所有容器均为空，请按下清空。

收集支架已在恢复运行之后重新插入。不能使用
空容器。如果所有容器均为空，请按下清空。然
后，可以继续使用该收集支架。

图 30. 卸载并更换当前正在使用的 Selekt 收集支架。

恢复运行
恢复运行之前，请确保收集支架面板中的设置与加载到收集床上
的内容一致。

系统根据已分配收集支架在托盘上的位置按字母顺序使用这些
收集支架。馏分收集将在收集支架面板中以加粗边框突出显示的
容器中恢复；请参阅图 31。

图 31.“收集支架”面板。收集支架 A 在当前运行方法中使用但已被移除，收集支
架 B 已分配给当前运行方法但尚未使用。如果在收集支架 A 未就位时恢复运行，则馏分收
集将从收集支架 B 中恢复。

手动馏分收集
在梯度运行过程中，您可以随时通过按下色谱图中的  来切换到
新的收集容器。

管路冲洗、减压和检测器冲洗
在运行结束时，即梯度纯化阶段完成后，系统将执行管路冲洗（如
已启用）、系统泄压（排空）和检测器冲洗（如已启用）。若要启用
或禁用冲洗，并确认是否收集冲洗的溶剂，请参阅第 24 页。

自动扩展
如果在系统纯化结束时仍满足收集标准（信号高于阈值水平），则
系统将沿用最终纯化条件，以	25% 的总梯度长度，延长纯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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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监测和控制纯化

暂停、结束或中止纯化
注意：由于热量、溶剂和样品扩散等原因，暂停纯化可能导致梯
度不一致。

暂停和恢复纯化运行
1. 若要暂停进行中的纯化，请按下 。收集臂将回到其原始位置
（右侧内角），且系统将暂停。

2. 若要从暂停点恢复运行，请按下 。

结束平衡步骤或结束/中止纯化方法
1. 按下 。收集臂将回到其原始位置（右侧内角），且系统将	
暂停。

2. 按下 。

3. 当系统已暂停对话框打开时，选择以下可用选项之一：

 » 跳过柱平衡：结束平衡步骤，并转到梯度。
 » 中止：结束纯化运行，而不执行任何清洗。
 » 冲洗：结束纯化运行，并执行在系统设置中启用的冲洗以及
系统泄压（排空）。

编辑纯化方法
在线编辑
以下运行参数可在不暂停纯化运行的情况下更改：

 » 信息面板中的运行方法注释。

 » 色谱柱面板中的流速。

 » 梯度组分、长度和段数。

 » 收集面板中除溶剂峰扣除之外的所有收集参数；请参阅
第 9 页上的“色谱柱参数设置”。

除了对梯度的更改之外，其他所有更改均即时生效。编辑梯度时，
修改后的梯度为紫色，正在使用中的梯度为黑色（请参阅图 32）。
当您按下  时，系统将应用修改后的/紫色梯度。

图 32. 编辑梯度时，如果系统正在处理，则修改后的梯度为紫色，正在使用中的梯度为
黑色。当您按下  时，系统将应用修改后的/紫色梯度。

暂停以编辑正在进行中的纯化
在系统暂停的情况下，不仅可以更改所有运行参数（请参阅上文），
而且还可以在收集支架面板中更改单次馏分收集量“在线编辑”。

1. 按下 。收集臂将回到其原始位置（右侧内角），且系统将暂停。

2. 编辑运行设置；请参阅第  7 页上的“设置纯化”。若要撤消
所有更改，请按下 。

3. 若要更改应用并恢复运行，请按下 。

确认冲洗
如果系统启用了 Confirm Cleanup 选项，则梯度分离已结束对话
框会在执行冲洗之前自动跳出，用户可以手动选择是否需要冲洗
（请参阅图 33）。若要继续运行，请按下继续运行，编辑运行参
数，继续运行。默认情况下，系统会使用运行的最终条件扩展梯
度运行方法，且扩展幅度为总梯度长度的 25%。

图 33. 如果在系统上启用了“Confirm Cleanup”选项，则“梯度分离已结束”对话框
会在执行冲洗之前自动跳出，用户也可以借此机会延长方法时间。通过按标题栏中的箭
头，可以最小化该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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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载纯化方法

警告

 » 在未安装色谱柱或未将色谱柱入口管路和出口管路连接在一起的情况下，	
切勿冲洗或排空系统。

用空气吹扫色谱柱
使用空气吹扫功能以清空色谱柱中的剩余溶剂；请参阅第 21 页。

系统泄压
使用泄压功能可以释放纯化后的任何剩余压力；请参阅第 21 页。

卸载运行
纯化完成后，卸载色谱柱和收集支架。为避免泄漏，请堵住色谱
柱入口和出口接头，并将色谱柱入口管路和出口管路连接在一起	
（请参阅图 34）。

移除软件中的收集支架
除非系统具有 RFIDR，否则必须通过在展开的收集支架面板中的
相应收集支架选择下拉列表中选择无，从软件中手动移除收集
支架。

图 34. 运行完成后，请将色谱柱进口管路和出口管路连接在一起。

卸载纯化方法

冲洗系统
如果当天的最后一次纯化使用卤化溶剂（例如 DCM）来执行，则
建议将甲醇或类似溶剂分配到与卤化溶剂（请参阅第  5 页）
一起使用的入口管路，并以至少 30 mL 的水进行冲洗（请参阅 
第 20 页）。

关闭系统
警告

 » 如果未能按照正确顺序关闭系统，则可能导致用户数据损坏和/或存在剩余
压力。

有序的系统关闭有助于防止数据损坏。对于关键应用，使用合适
的不间断电源 (UPS) 将有助于避免断电时数据丢失。

1. 在系统没有工作时，依次按下菜单、关机和是以确认。

2. 当触摸屏上出现指示可以安全关闭系统的消息时，请关闭系
统。电源开关位于系统左侧，请参阅图 35。

3. 如果需要，请将电源线从电源插座上拔下。

图 35. 电源开关位于系统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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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结果

依次按下菜单和结果，即可访问已在系统上的纯化报告。

完整的 Selekt Enkel 报告包含色谱图、梯度（在色谱图和表格中）、	
TLC 数据（如果已输入）、运行参数、收集支架信息、系统信息和
运行日志。也可以在运行完成后添加分析图片和报告备注。

如果需要，您可以创建自定义报告，并在其中禁用某些报告内容。
结果视图中是显示完整版 Selekt Enkel 报告还是自定义版报告取
决于结果报告设定的设置

选择报告并按下分析即可分析结果。默认视图显示色谱图和收集
支架，并可用于查找馏分。第二个视图需要 Spektra 软件许可证，它
会显示色谱图以及色谱图中选定点在整个检测器量程内的所有吸
收光谱。该可选视图可用于光谱分析。

搜索结果
搜索条件
可以根据用户名、化学类型（正相或反相）和运行日期筛选报告；
请参阅图 36。若要清除所有筛选条件，请按下 。报告按时间顺序
列出，最上面是收藏夹。按下左边的星标（  = 收藏夹），以将报
告添加到收藏夹中。

图 36. 可搜索特定用户在特定日期或日期范围内执行的运行。也可以根据化学类型（正相
或反相）筛选报告。

基于色谱柱 ID 的结果
如果您使用二维码读取器扫描 Biotage 色谱柱，则系统将能够根据
特定色谱柱的 ID 来跟踪使用该色谱柱执行的所有运行方法。

若要查看已使用某个色谱柱执行的所有运行：

1. 扫描该色谱柱。

2. 展开色谱柱面板，然后选择已完成的方法结果。结果视图打
开，显示使用该已扫描柱执行的所有运行。

基于收集支架 ID 的结果
对于当前已在收集床上的收集支架中收集了馏分的运行，可以通
过执行以下操作来快速访问其报告。

1. 在结果视图中按下 。收集支架筛选器在左下角打开；请参
阅图 37。
注意：您也可以通过展开收集支架面板，然后选择运行中的收
集支架，以打开收集支架筛选器。

2. 在收集支架筛选器中，以下信息和选项可供使用：

 » 显示报告：收集支架一般包含一次已完成的运行方法的馏
分（如果允许共享收集支架，则最多为五次运行）。按下按
钮可查看报告。如果运行中使用了多个收集支架，则所选收
集支架将在所示报告中突出显示（请参阅图 37）。

 » 进行中：当前方法正在使用收集支架，报告尚不可用。
 » 空闲：收集支架为空闲，即没有可用的报告。
 » 显示信息R：该收集支架上次已在另一个系统上使用，没有
可用的报告。按下按钮可查看系统 ID。可以在“关于”视图
中找到系统 ID。

当您从系统中移除手动选择的收集支架时，系统会将其清除，这意
味着无法找到与其相关的结果。在完成方法运行之后卸载 Selekt 
收集支架 R 时，它会在返回系统时从软件中（在收集支架面板中）
自动清除。但是，只要收集支架未用于新运行的方法（或用户已按
下收集支架面板中的清空按钮将其清除），系统就会保留上次运
行的有关收集支架的纯化收集信息。如上所述，可以使用收集支
架过滤器访问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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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图 37.“结果”视图中的收集支架筛选器。由于在选定的运行方法中使用了两个收集支架，
因此选定的收集支架（在位置 C）会在报告中突出显示。（示例中展示了带有扩展收集床和
收集支架共享功能的系统。）

结果分析
在结果视图中选择报告，然后按下分析，以分析结果。

查找馏分
在默认分析视图中，将显示色谱图和收集支架（参见图 38）。使用
此视图查找馏分。

使用双指缩放功能调整色谱图大小，按选项可以分别启用/禁用
梯度、信号和溶剂峰扣除（如已使用）。

将色谱图中的馏分颜色和编号与收集支架中的容器颜色和编号相
匹配，即可定位馏分。来自同一峰值的馏分具有相同的颜色。通
过全收集功能而收集到的馏分将显示为灰色。

为了帮助找到您的馏分：

 » 将色谱图中的体积数值拖动到目标馏分，包含该馏分的容器
在收集支架中突出显示（紫色边框）；参见图 38。体积标识的
准确体积/时间显示在其上方。如果显示梯度，则还会显示溶
剂混合物。

 » 在收集支架中选择一个收集容器（紫色边框），色谱图中的体
积按钮将重新定位到相应馏分的中心。

分析谱图
如果安装了 Spektra 软件许可证，则可以在查看下拉列表中选择
谱图，从查看收集支架切换到查看吸收光谱（请参阅图 39）。在
此视图中，您可以：

 » 将色谱图中的体积数值拖曳至您想要查看其吸收光谱的位
置/时间。放置体积数值的准确体积/时间显示在其上方。
如果显示梯度，则还会显示溶剂混合物。

 » 将 λ1 和 λ2 线拖曳到光谱中所需的波长。其他波长的曲线将
被添加到色谱图中。

 » 使用双指缩放功能调整色谱图的大小。可以单向（X 或 Y 轴方
向）缩放，也可以双向（X 和 Y 轴方向）缩放。若要重置缩放，
请按下 。

 » 按下选项，可以分别启用或者禁用梯度、信号和溶剂峰扣除
（如已使用）；参见图 40。
注意：打开溶剂峰扣除功能，只会改变全波长峰形以及 λ1 和 λ2 
信号。

图 38. 显示色谱图和收集支架的分析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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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结果

图 39. 显示色谱图和吸收光谱的分析视图。需要 Spektra 软件许可证。

图 40.“选项”对话框。

将分析图片添加至报告中
可以在报告中添加一张或多张色谱图图片，图片中可带有放大后
的信号谱图，启用/禁用梯度、信号以及溶剂峰扣除的谱图。每张
图片包含体积按钮位置的准确体积/时间和溶剂混合（如果启用
了梯度），如果安装了 Spektra 软件许可证，则还包括光谱。

若要添加图片，请按下收集支架或光谱视图中的分享至报告	
（请参阅图 38 和图 41）。若要查看已拍摄的图片，请按下查看。
若要删除图片，请在图片报告对话框中选择该图片，然后按下删除
（图 41）。

图 41.“图片报告”对话框。

自定义报告
在结果视图中选择报告，然后按下报告设置，可对报告进行自定义
选项操作。在报告设置视图中（请参阅图 42），可以在报告中启用
或禁用以下内容。更改将实时显示。

 » λ-All：色谱图中的 λ-all 信号。

 » UV1：色谱图中的 UV1 信号。

 » UV2：色谱图中的 UV2 信号。

 » 梯度：色谱图中的梯度。

 » 分析：在分析视图中拍摄的图片；请参阅上文“将分析图片添加
至报告中”。

 » 梯度表格：梯度表格。

 » TLC 点板数据：TLC 点板数据。

 » 收集支架：包含馏分的收集支架示意图。

 » 备注：运行方法相关备注，可在运行前和运行中添加。

 » 报告备注：可以在报告设置视图的报告备注字段中输入报告
备注。

 » 日志：运行日志。

 » 单位：长度单位。
请注意，完整版 Selekt Enkel 报告不会被覆盖，并且您可以通过关闭
结果报告设定进行访问。

添加报告备注
选择报告，然后按下报告设置，以添加报告备注。在报告设置视
图中，可在报告备注功能下输入相关备注，按下保存即可（请参
阅图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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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结果

图 42.“报告设置”视图。

导出报告
可将报告导出到 USB 存储设备或网络共享文件夹N。可以通过电
子邮件发送报告N。*

图 43. 系统上启用了所有导出选项的导出对话框。N 

将报告导出到 USB 存储设备中
1. 将 USB 存储设备连接到系统左侧的 USB 端口上。

2. 在结果视图中选择所需的报告。

3. 通过结果报告设定选项，选择是导出完整版 Selekt Enkel 报告，
还是导出自定义版报告。若要自定义报告，请参阅第 18 页。

4. 按下导出。

5. 如果导出对话框打开，则按 USB。报告将以 PDF 文件的形式
保存在该位置：\biotage\selekt\Selekt_序列号\results\用
户名。*

6. 导出完成后（ ），请移除 USB 存储设备。

将报告导出到网络共享N

注意：只有授予系统访问网络共享文件夹的权限后，此选项才可
用；参见第 26 页。

注意：如果在系统设置中启用了 Auto Export Report to Network 
Share 选项，则每次运行完成后，报告都会自动导出到网络共享
文件夹中。

1. 在结果视图中选择所需的报告。
2. 通过打开或关闭结果报告设定选项，可以选择导出完整版 

Selekt Enkel 报告，或者导出自定义版报告。若要自定义报
告，参见第 18 页。

3. 按下导出。
4. 在导出对话框中，按网络共享。
5. 导出完成后 ( )，报告以 PDF 文件的形式显示在共享文件夹
的以下位置：\Selekt_序列号\results\用户名。*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N

注意：此选项仅在系统连接到电子邮件服务器时可用；参见
第 28 页。

注意：如果您的用户帐户中启用了 Auto Send Report 选项（参见
第 23 页），则在方法完成后，报告会自动发送给您。

1. 在结果视图中选择所需的报告。

2. 通过结果报告设定选项，选择是导出完整版 Selekt Enkel 报告
还是自定义版报告。若要自定义报告，请参阅第 18 页。

3. 按下导出。

4. 在导出对话框中的发邮件至下拉列表中，按发送。如果您的用
户帐户未列出，请在 Data Administration 视图中注册您的帐
户电子邮件地址（参见第 23 页）。

5. 报告*发送后 ( )，按关闭。

* 报告带有两个结果文件：一个是包含所有原始运行数据的 XML 文件，另一个是包含原
始三维紫外 (3D UV) 光谱的 SPECTRUM 文件。

根据先前方法创建新的运行方法
若要使用与先前的运行方法的参数创建新的方法：

1. 选择作为下次方法运行的基础。

2. 按下打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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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洗和泄压

冲洗和泄压
警告

 » 在未安装色谱柱或未将色谱柱入口管路和出口管路连接在一起的情况下，	
切勿冲洗系统。

 » 在完成冲洗操作后，请务必使用泄压功能以释放剩余压力。
 » 为防止泄漏，请在冲洗系统前目视检查所有管路和接头。

依次按下菜单和冲洗和泄压，以进入冲洗和泄压视图（请参阅	
图 44）。

图 44.“冲洗和泄压”视图。

冲洗
举例来说，使用冲洗功能可以：

 » 清洁流通路径。如果当天的最后一次纯化是使用卤化溶剂（例
如 DCM）来执行的，则建议将甲醇或类似溶剂链接到与卤化溶剂	
（请参阅第 5 页）的管路，并以至少 30 mL 进行冲洗。

 » 检查管路和接头是否泄漏。

若要冲洗系统：

1. 从路径下拉菜单中选择要冲洗的路径。若要冲洗除色谱柱通
道以外的流通路径，请选择“旁路”选项。若要冲洗色谱柱通
道，请选择通道选项。请参阅图 45 中的流通路径示意图。

2. 确保色谱柱选择正确。系统将在色谱柱类型的选项中选择可
供设置的色谱柱类型。如果要更改此设置，请从色谱柱类型下
拉菜单中选择色谱柱。如果选择“无色谱柱”，请确保在开始
冲洗之前将色谱柱入口管路和出口管路连接在一起。

3. 在体积中输入冲洗体积。

4. 在流速中输入流速。如果选择了色谱柱，则系统将会自动生成
对应色谱柱的默认流速。请注意，应用的最大流速取决于色
谱柱类型（如已使用）的最大压力设置和所用溶剂的最大抽
吸率。

5. 请输入连接到系统的每种溶剂的使用比例。如果列出了两种
溶剂，但您只想使用一种溶剂，则请为该溶剂输入“100”，然后
为另一种溶剂输入“0”。

6. 确保溶剂贮存器中存在足量的所选溶剂。

7. 确保废液贮存器有足够的容量支持冲洗。

8. 按下冲洗。

9. 完成冲洗后，如果需要，请按下“泄压”以释放系统中的剩余
压力。

流通路径

图 45. 系统中的流通路径。

馏分收集器UVPump

C

废液

收集S1   S2

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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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吹扫
（例如）在纯化运行后，使用空气吹扫功能清除色谱柱中的剩余
溶剂。

1. 确保色谱柱选择正确。系统将在色谱柱类型的选项中选择可
供设置的色谱柱类型。如果要更改此设置，请从色谱柱类型下
拉菜单中选择色谱柱。如果选择“无色谱柱”，请确保在开始
冲洗之前将色谱柱入口管路和出口管路连接在一起。

2. 在体积文本框中输入空气吹扫体积。如果选定了一个色谱柱，
则默认体积为该选定色谱柱的推荐体积。

3. 按下冲洗。

4. 完成冲洗后，如果需要，请按下“泄压”以释放系统中的剩余
压力。

泄压
使用泄压功能，以释放系统中的压力。请注意，必须手动完成此
操作。

1. 确保已在“路径”下拉列表中选择通道流通路径。请注意，无
法为“泄压”选择旁路。

2. 确保色谱柱选择正确。系统将在色谱柱类型的选项中选择	
可供设置的色谱柱类型。如果要更改此设置，请从色谱柱类型
下拉菜单中选择色谱柱。

3. 按下泄压。请注意，软件的左上角会显示当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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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管理

注意：只有具备系统所有者权限的用户才能管理色谱柱类型、溶剂、
收集支架类型和用户帐户。

管理柱类型
软件配有各类色谱柱类型以及相关的配置参数。若要添加、编辑
和删除用户定义的色谱柱类型，请依次按下菜单、数据管理和
Column Administration（请参阅图 46）。

图 46.“Column Administration”视图。

色谱柱参数
警告

 » 当处理总色谱柱体积 (CV) 大于 0.8 L 的色谱柱或组合件（例如色谱柱和	
干法上样器）时，请务必使用 Biotage 安全阀 (P/N 417115SP)。

 » 切勿使用总色谱柱体积 (CV) 大于 3.1 L 的色谱柱或组合件。

 » 切勿超过色谱柱的最大压力或流速。

注意：无法编辑或删除预先配置的 Biotage 色谱柱类型。对于一
些不会使用的色谱柱，我们建议您可以将	Visible 功能关闭。

 » Visible：如已启用，相关色谱柱类型既可以被使用。

 » Name：色谱柱类型的名称。

 » Column Volume：色谱柱柱体积 (CV)，单位为 mL。

 » Default Flow Rate：默认流速，单位为 mL/min。

 » M a x  P r e s s u r e：安全压力，单位为  b a r  或  p s i（请参阅
第  24 页）。如果达到该压力值，流速将降低，以将压力保
持在该水平。

 » Equilibration Pressure：平衡期间的最大压力，单位为 bar 或 
psi（请参阅第 24 页）。如果达到该压力值，流速将降低，
以将压力保持在该水平。

 » Equil./Equilibration Length：平衡长度，单位为 CV。

 » Equilibration Flow Rate：平衡流速，单位为 mL/min。

 » Air Flush Length：空气吹扫长度，单位为 CV。该值将用作空气
吹扫功能的默认体积（请参阅第 21 页）。

 » Load Capacity at ΔCV=2：ΔCV 为 2 时的近似可分离样品量。

 » Chemistry Type：为其而使用色谱柱的色谱法类型，即正相或
反相。

 » Part Number：制造商的货号。

管理溶剂
软件配有溶剂及其设置的预配置列表。若要添加、编辑和删除溶
剂，请依次按下菜单、数据管理和 Solvent Administration（请参阅
图 47）。

图 47.“Solvent Administration”视图。

溶剂参数
注意：无法编辑或删除默认配置的 Biotage 系统溶剂。对于一些
不会使用的溶剂，您可以将 Visible 功能关闭。

 » Visible：如已启用，则可以使用溶剂。

 » Name：溶剂名称。

 » Strength：溶剂极性值，介于 0 和 1 之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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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x Aspiration Rate：在充注冲程期间可以将溶剂吸入泵中的
最大流速，单位为 mL/min。如果此选项禁用（默认），则允许
系统以 420 mL/min 的最大抽吸速度泵送，以达到系统的最大
流速 300 mL/min。如需要，请降低抽吸速度以避免气蚀。

1 Neue U. D. HPLC Columns Theory, Technology, and Practice, Wiley-VCH 
(1997).
2 Dean J. A. Lange’s Handbook of Chemistry, 15th edition, McGraw-Hill 
(1999).

管理收集支架
软件配有 Biotage 收集支架及其设置的预配置列表。如果需要，可以
减小收集支架的单个容器的收集体积。若要更改，请依次按下菜
单、数据管理和	Rack Administration。

收集支架参数
请注意，只能更改容器的收集体积。

 » Name：收集支架类型的名称。

 » Columns：收集支架上的容器列数。

 » Rows：收集支架上的容器排数。

 » Vessel Volume：容器/分馏体积，单位为 mL。若要重置预定义
的色谱柱，请在	Edit 对话框中按下	Reset。

管理结果
注意：无法恢复已删除的结果。

可以在 Result Administration 视图中选择并删除一个、多个或所
有结果。若要访问该视图，请依次按下菜单、数据管理和	Result 
Administration。有关查找待删除结果的帮助，请参阅第 16 页
上的“搜索结果”。

管理用户帐户
若要添加、编辑和删除用户帐户，请依次按下菜单、数据管理和
User Administration（请参阅图 48）。

注意：第一次登录“Data	Administration”视图时，请使用用户帐
户“System	Owner”和密码“1234”登录。在退出登录之前，强烈
建议您更改此密码。

用户参数
 » Visible：如已启用，则可以使用用户帐户。

 » Name：将在用户名选择框以及纯化报告中使用的用户名。
如果更改用户名，则与该用户关联的所有报告均将更新。如果删
除了某个用户，其报告将仍然可以访问，但不会显示用户名。

 » Password：可以使用 System Owner 权限保护用户帐户的密码。	
进入“Data Administration”、“System Settings”和“Maintenance”
视图时，将需要使用密码。

 » Privilege：用户可以拥有化学家或系统所有者权限：

 » Chemist：该用户可以设置和运行纯化，并查看结果。

 » System Owner：该用户既拥有化学家权限（参阅上文）， 
也可以访问“Data Administration”（请参阅第 22 页）、 
“System Settings”（请参阅第 24 页）和“Maintenance” 
（请参阅第 29 页）。

 » E-mail AddressN：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如果系统已连接到电
子邮件服务器，则此地址可用于发送电子邮件通知、自动发送
报告以及导出报告和当前系统日志。

 » Auto Send ReportN：如已启用，且系统已连接到电子邮件服务
器，则用户会在其方法运行完成后自动收到相关运行报告。

 » E-mail NotificationsN：如启用，且系统已连接到电子邮件服
务器，则当用户需要更改当前的运行方法时，例如更换收集支
架、补充溶剂（如果已启用监测）、清空废液贮存器（如果已
启用监测）和可选的 Biotage Solvent Detector 检测到了泄漏
时，系统将发送电子邮件通知。

图 48.“User Administration”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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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置

注意：只有拥有系统所有者权限的用户才能更改系统设置。

依次按下菜单和系统设置，以进入软件的设置视图（请参阅图 49）。
以下系统设置可用。

图 49.“System Settings”视图。

系统
 » Date (yyyy:mm:dd)：正确设置日期，确保纯化报告的日期标
记准确无误。*

 » Time (hh:mm:ss)：正确设置时间，确保纯化报告的时间标记
准确无误。*

 » L a n g u a g e：软件纯化模式下，系统使用的语言。“D a t a 
Administration”、“System Settings”和“Maintenance”视图
以及报告中始终使用英语。

 » Pressure Unit：系统要使用的单位，即 bar 或 psi。

 » Audible Alarm：如已启用，当发生错误时，警告音将响起。

 » Mouse Pointer：将鼠标连接到 USB 端口之一时，您需要启用
鼠标指针。

 » RFID Rack DetectionR：如已启用，则将 Selekt 收集支架放置于收
集床上时，系统会自动识别收集支架。

*必须重新启动系统，才能使新配置生效。

纯化
注意：收集的冲洗将被添加至报告中的梯度上。

 » Solvent Monitoring：如启用，当溶剂液位低于设定贮存器容
量的 20% 时，系统将通知用户（参见图 50）。当剩余 10% 时，
系统将暂停并提示用户重新充注溶剂。

 » Waste Monitoring：如果启用，当废液液位高于设定贮存器容
量的 85% 时，系统将通知用户（请参阅图 50）。当废液液位
达到设定容量的 95% 时，系统将暂停并提示用户清空废液贮
存器。

图 50

>85%<20%

. 废液和溶剂液位通知。

 » Valley Fractionation：如已启用，当在色谱图中信号之一中两个
峰值之间检测到峰谷时，分馏将发生，系统将自动切换到下一
容器。

 » Manual UV Zero: 如已启用，在梯度运行期间，可以手动将当
前的紫外 (UV) 吸光度水平设置为 0 mAU（毫吸光度单位）。
注意：在开始运行之前，系统会在初始梯度混合物的基础上自
动进行紫外 (UV) 归零。

 » Auto Extend：如已启用，且在系统纯化结束时仍满足收集标准	
（任何信号都高于阈值水平），则系统将使用运行的最终条件来
扩展运行的梯度纯化阶段，且扩展幅度为总梯度长度的 25%。

 » Confirm Cleanup：如启用，纯化方法结束后，用户会（通过弹出
对话框）获得一个选项，手动选择是否确认系统冲洗以及系统
泄压（排空）。

 » UV Baseline Correction: 是使用“初始梯度混合物至结束梯度
混合物 A/B（Standard）”还是使用“初始梯度混合物到 100% 
溶剂 B（Full）”进行基线校正。仅在具有 Spektra 许可证的系
统上可用。

 » Start Collection：是否应在 First Empty Vessel 中、First Empty 
Row 中还是 First Empty Rack 中开始收集。前两个选项可以 
实现在多次运行方法之间共享收集支架。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第 10 页上的“收集支架共享”。

 » Isocratic Hold：当前的等度洗脱保持限制为是以最大 10 CV 
运行 (Limited) 还是一直运行到用户结束为止 (Continuous)。
进行限制时，运行将在 10 CV 后暂停，用户可以决定继续恢复
等度洗脱保持至另一个 10 CV 还是直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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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ine Flush：如已启用，系统会在运行结束时使用最弱极性的运
行溶剂冲洗色谱柱入口管路。选择是 Collect 冲洗液（使用和梯
度运行期间相同的收集标准）还是将其发送至 To Waste。
注意：如果自动管路冲洗功能处于禁用 (Off ) 状态，请确保在
每次运行之前手动冲洗色谱柱流通路径。

 » Detector Flush：如已启用，则系统会在运行结束时使用最强的
运行溶剂冲洗内部检测器。选择是否 Collect 冲洗液（使用和
梯度运行期间相同的收集标准）还是将其发送至 To Waste。
注意：我们建议启用检测器冲洗。受污染的检测器流通池会降
低透射率，从而导致噪声级上升、响应速度降低及紫外 (UV) 
归零执行困难。

可选检测器
 » Biotage® Solvent Detector：当 Biotage 可选溶剂检测器连接
到系统时，启用此选项。启用该选项时，在关于视图中显示
三个检测器 ( ) 的所有系统上最多可支持三个溶剂检
测器进行漏液检测。更多相关信息，参见第  2 页上的“使
用 Biotage® Solvent Detector 进行漏液检测”。

网络（可选）N

参见第 26 页上的“配置网络共享和电子邮件功能”。

许可证
若要启用 λ-all 检测模式和基线校正，您需要获得 Spektra 软件许
可证。若要购买 Spektra 软件许可证，请联系您当地的销售代表。

若要安装许可证：

1. 在 USB 存储设备上创建名为 \biotage\selekt\ 的目录，并将许
可证文件保存到该位置。

2. 将存储设备连接到系统左侧的 USB 端口上。

3. 按下 Licenses 字段中的 Install。

4. 当指示已成功安装许可证的消息出现时，请移除 USB 存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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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网络共享和电子邮件功能

注意：网 络 共 享 和电子 邮件 功 能 需 要 网 络 升 级 套 件  
(P/N 417501SP)。

配置网络连接N

要启用网络共享和/或电子邮件功能，请首先按照以下所述为系
统设置网络连接。

注意：只有具有系统所有者权限的用户才能配置网络连接、网络
共享和电子邮件功能。

1. 用一根 5 类 TP 屏蔽电缆连接系统后部的 ETH 端口与网络。
注意：切勿将网络电缆连接到 AUX 端口。

2. 登录系统设置视图（参见第 24 页上的图 49），点击菜单然
后点击系统设置。

3. 在 Network 字段中，按 Network 选项旁边的 Settings 按钮，
然后输入所需网络设置；参见图 51。请联系您的 IT 部门，以保
证正确的网络设置。
注意：将使用 Host Name 识别您网络上的系统。

4. 完成后，点击 Save。
5. 在 Network 字段中启用 Network 选项。

图 51. 采用静态（左）或动态（右）设置的 Network Settings 对话框。

6. 在需要重启对话框中，点击关机。
注意：必须重新启动系统，才能使新网络设置生效。

7. 当屏幕上出现可以安全关闭系统的消息时，即可关闭系统。
电源开关位于系统左侧。

8. 开启系统。
注意：当系统连接到您的网络时，使用过的 IP 地址将显示在关于
视图中。

注意：如果您禁用 Network 选项，则最新网络设置将被保存，直
至再次启用。

配置网络共享N

系统连接到网络时，可以赋予系统访问网络共享文件夹的权限。
共享文件夹可用于：

 » 备份和恢复系统数据库。
 » 导出报告和系统日志。
 » 每次运行完成时自动导出报告，即报告同时保存在系统和
网络共享文件夹中。

如何使用 Windows 10 计算机创建共享文件夹的示例
注意：此过程需要 Windows 10 计算机的管理员权限。

1. 创建或选择要共享的文件夹。该文件夹可位于计算机上的任
意位置。

2. 右 键 单击 该 文件 夹，然 后从右 键 单击菜 单中选 择 
Properties。

3. 在 Properties 对话框中，选择 Sharing 选项卡（参见图 52）。
4. 在 Sharing 选项卡中，单击 Advanced Sharing（参见图 52）。
5. 在 Advanced Sharing 对话框中，选择 Share this folder 复选
框，然后单击 Permissions（参见图 52）。

6. 添加您想要授予该文件夹访问权限的用户，并至少给予他们 
Change 和 Read 权限。

7. 完成后，单击  OK  两次，关闭  Permissions  和  Advanced 
Sharing 对话框。

8. 在 Properties 对话框中，记录 Network Path。这是赋予系
统访问该共享文件夹的权限时必须输入的网络路径；参见
下文。

9. 在 Properties 对话框中，单击 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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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在 Windows 10 计算机上创建共享文件夹 在本例中，用户组 Everyone 将完全
控制共享文件夹“Biotage”。

赋予系统访问共享文件夹的权限
注意：该共享文件夹必须存在，然后才能在系统上配置网络
共享。

注意：系统将在该共享文件夹中创建一个子文件夹，其名称包含
名称 Selekt 和系统的序列号（Selekt_序列号）。这样，多个系统
可以使用该共享文件夹。

1. 登录系统设置视图（参见第 24 页上的图 49），点击菜单然
后点击系统设置即可。

2. 配置网络连接；参见第 26 页。
3. 在 Network 字段中启用 Network Share 选项。
4. 按下相应的 Settings 按钮，然后输入所需的网络共享设置
（参见图 53）：
 » Authentication：输入对共享文件夹具有读/写访问权限的
用户的域名以及用户名和密码。如果将该文件夹设置为有
权访问网络的任何人都可以访问，则可忽略此设置。

 » Network Path：您想使用的共享文件夹的路径。该路径
由共享该文件夹的计算机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以及该共
享文件夹的名称组成。也可以使用位于该共享文件夹中
的子文件夹，方法是将该子文件夹添加到路径中，例如： 
\\server123\Biotage\Selekt，其中，“server123”是主机
名，“Biotage”是共享文件夹的名称，“Selekt”是子文
件夹。
在 Windows 10 中，可通过右键单击共享文件夹或所需的
子文件夹，然后从右键单击菜单中选择 Properties 来找到 
Network Path。

 » Auto Export Reports to Network Share：如果启用，则每次
运行结束时，报告都会自动导出到网络共享文件夹，即运
行报告同时保存在系统和网络共享文件夹中。*

请联系您的 IT 部门，以保证正确的网络设置。

5. 完成后，按下 Test Connection。系统将尝试访问共享文件夹
（或子文件夹）并创建 Selekt_序列号子文件夹。

6. 如果测试成功，点击 Save 即可。测试文件 (test_file.txt) 保
存在 Selekt_序列号子文件夹中。确保该子文件夹出现在所需
位置。

7. 如果测试失败，请联系您的 IT 部门进行故障排除。
注意：如果您禁用 Network Share 选项，当前的网络设置会被保
存，直至再次启用。

* 报告带有两个结果文件：一个是包含所有原始运行数据的 XML 文件，另一个是包含原
始三维紫外 (3D UV) 光谱的 SPECTRUM 文件。

图 53. Network Share Settings 对话框。在本例中，“server123”是共享文件夹的
计算机的主机名，“Biotage”是共享文件夹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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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电子邮件服务器连接N

当系统与电子邮件服务器相连接后，用户可以：

 » 当当前的运行方法需要用户进行编辑时，系统会进行邮件通
知，例如必须更换收集支架时、需要补充溶剂时、需要清空废
液贮存器时以及可选的 Biotage® Solvent Detector 检测到泄
漏时。

 » 在纯化运行完成后，系统会接收到自动发送的电子邮件
报告。

 »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结果报告和日志。
要设置与电子邮件服务器的连接：

1. 配置网络连接；参见第 26 页。
2. 登录系统设置视图（参见第 24 页上的图 49），点击菜单然
后点击系统设置。

3. 在 Network 中启用 E-mail 选项。
4. 按下相应的 Settings 按钮，然后对所需的电子邮件进行设
置；参见图 54。请联系您的 IT 部门，以获得为电子邮件服务
器输入正确设置的有关帮助。
注意：Sender E-mail Address 是接收到系统发送的电子邮件
时显示的发件人的地址。

5. 测试与电子邮件服务器的连接：
a. 点击 Test E-mail。
b. 在 Test E-mail 选项中，从 User 下拉列表中选择您的用户
帐户。如果您的用户帐户未列出，请在 Data Administration 
视图中注册您的帐户电子邮件地址（参见第 23 页）。

c. 如果您没有收到测试电子邮件，请检查网络和电子邮件设
置以及用户帐户中的地址。

6. 收到测试电子邮件后，请点击 Save。
注意：如果您禁用 E-mail 选项，则最新电子邮件设置将被保存，
直至再次启用。

图 54. E-mail Settings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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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 系统内可能存在致命电压。请勿拆下盖板；内部没有用户权限下可维修的
部件。

 » 如果系统已损坏或无法正常工作，请立即将其关闭，然后联系 Biotage® 1-Point 
Support™ (www.biotage.com)。

备份和还原系统数据库
系统数据库包含所有以下内容：结果、溶剂、色谱柱类型和用户	
帐户。

备份可以保存在  USB 存储设备或网络共享文件夹中N。有关
如何赋予系统访问网络共享文件夹的权限的说明，请参见
第 26 页。

注意：备份和还原后都需要重新启动。

注意：使用 USB 存储设备时，在备份/恢复完成之前请勿将其
移除。

若要备份数据库：

1. 依次按下菜单和维护。
2. 如果要在 USB 存储设备上保存备份，请将一个空的 USB 存储
设备插入到系统左侧的 USB 端口上。

3. 点击 Back Up Database...。
4. 如果系统可以访问网络共享文件夹N，则出现 Select Backup 

Location 对话框。在 Backup Location 下拉列表中选择 USB 
或 Network Share，然后点击 Yes 开始备份。

5. 如果系统尚未被赋予网络共享文件夹访问权限，则出现 
Confirm Backup 对话框。点击 Yes，开始备份到 USB 存储
设备。

6. 当显示备份已完成消息时，请移除 USB 存储设备（如果适用） 
然后点击  Shut  Down。备份文件保存在  USB 存储设备的 
biotage\selekt\Selekt_序列号\backups\，或网络共享文件
夹的 Selekt_序列号\backups\下面。

若要还原数据库：

1. 依次按下菜单和维护。
2. 如果需要备份保存在 USB 存储设备中，则将其连接到系统左
侧的 USB 端口上。

3. 点击 Restore Database...。
4. 在 Select Backup File 对话框中，选择备份位置（如果适用）， 
然后选择备份文件，点击 Restore。Confirm Restore 对话框
打开。

5. 若要确认还原，请按下 Yes。
6. 当显示还原已完成消息时，请移除 USB 存储设备（如果适
用）然后点击 Shut Down。

图 55.“Maintenance”视图。

导出系统日志
可以将系统日志导出到 USB 存储设备或网络共享文件夹N。也可
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当前系统日志N。

将报告导出到 USB 存储设备中
1. 将 USB 存储设备连接到系统左侧的 USB 端口上。

2. 依次按下菜单、维护和 Export Logs。

3. 如果导出对话框打开，则点击 USB。系统日志保存在 USB 存
储设备中的位置 biotage\selekt\Selekt_序列号\logs\。

4. 导出完成后 ( )，请按下关闭并移除 USB 存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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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系统日志导出到网络共享N

注意：只有授予系统访问网络共享文件夹的权限后，此选项才可
用；参见第 26 页。

1. 依次按下菜单、维护和 Export Logs。
2. 在导出对话框中，按网络共享。
3. 导出完成后 ( )，点击关闭。系统日志保存在网络共享文件夹
的 \Selekt_序列号\logs\下。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当前系统日志N

注意：此选项仅在系统连接到电子邮件服务器时可用；参见
第 28 页。

注意：仅当前系统日志与电子邮件一起发送。要获取所有系统日
志，请导出到 USB 存储设备或网络共享文件夹（请参见上文）。

1. 依次按下菜单、维护和 Export Logs。

2. 在导出对话框中的发邮件至下拉列表中，点击发送。如果您的
用户帐户未列出，请在 Data Administration 视图中注册您的
帐户电子邮件地址（参见第 23 页）。

3. 发送电子邮件后（ ），按下关闭。

校准内部紫外 (UV) 检测器
如果需要重新校准内部检测器（例如，当安装了新的流通池时），
请遵循以下步骤。

1. 依次按下菜单和维护。

2. 按下 Calibrate UV Detector...。阅读并遵照屏幕上的说明。

清洁系统外部
定期清洁触摸屏（如果操作正确）可延长触摸屏的使用寿命并减
少磨损。

警告

 » 清洁触摸屏时，请仅使用非氨基窗户清洁剂，且不要将液体直接涂抹在屏幕
上，否则会导致电子部件损坏。

注意：避免使用刺激性清洁剂和化学品，并避免湿气进入系统。

1. 按照第 15 页所述关闭系统。

2. 请将电源线从电源插座上拔下。

3. 用干净的非磨蚀性干布清洁触摸屏。如果这样不能有效清洁
屏幕，可以用非氨基窗户清洁剂稍微沾湿纱布。清洁后，用干
净的非磨蚀性纱布擦干。

4. 用干净的无绒布沾取少量水，清洁系统外表面。如果需要，也
可以使用少量温和型肥皂。清洁后，用干净的无绒布擦干。

清洁紫外 (UV) 检测器的流通池
警告

 » 紫外 (UV) 光可能会对眼睛造成伤害。在拆除流通池前，请务必关闭系统。
切勿在拆除流通池或松开固定螺母时开启系统。

注意：请务必戴上手套处理流通池，切勿触摸光纤；请参阅图 56。

图 56. 流通池上的光纤。请勿触摸。

保持检测器流通池清洁，并防止其受到灰尘和相关化学样品的污
染。应特别注意防止流通池泄漏。

受污染的流通池会降低透射率，从而导致噪声级上升、响应速度
降低及紫外 (UV) 归零执行困难。

若要清洁检测器流通池：

1. 按照第 15 页所述关闭系统。

2. 松开固定螺母时，用一只手握住流通池，以将流通池拆下。

3. 断开与流通池相连的入口管路和出口管路，然后目视检查流
通池是否受到污染。

图 57.

AA

CC

BBDD

 内部检测器的流通池。A =	流通池出口管路，B = 流通池，C = 流通池入口管路，	
D = 固定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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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借助随系统提供的注射维护工具包，用一系列混合溶剂或洗
涤液冲洗流通池（参见下面的“清洗液”）。
清洗液

 » 一系列可混溶溶剂  
根据污染情况选择溶剂。可以同时使用有机溶剂、无机溶
剂以及酸稀释溶液（例如，以 1:20 到 1:10 的比例用蒸馏水
稀释的 H2SO4 或 HNO3），但前提是它们不会与不锈钢、聚
四氟乙烯或熔融石英窗发生反应。

 » 洗涤液  
也可以使用含有 10% 所选“洗涤剂”的去离子水，并加热
至约 40°C (104°F)。以下推荐可作为合适的进行流通池冲洗
的洗涤剂品种 Decon 90、Deacon Neutracon（中性 pH）、 
Deconex 和 RBS 25。

注意：由于其呈现碱性会腐蚀玻璃纤维，请不要让这些液体
在流通池中停留过长，例如数小时以上。

5. 再次目视检查流通池视窗是否有可见污染物。如果仍有污染，
请重复步骤 4 或尝试对流通池进行超声处理：
a. 将流通池放入清洗液中（参见“清洗液”(步骤 4)）。
b. 在 40°C (104°F) 下超声波处理 40 分钟。
如果您无法清除污染物，建议您更换流通池 (P/N 416331SP) 
并重新校准紫外 (UV) 检测器（参见第 30 页）。

6. 流通池清洁后，请使用大量去离子水冲洗，然后再使用可与系
统溶剂混溶的溶剂冲洗。使用系统附带的注射器。

7. 小心插入流通池并拧紧固定螺母：

a. 将流通池锥体直接插入紫外 (UV) 检测器内部的外壳中；
请参阅图 58 中突出显示的部分。

b. 拧紧固定螺母。提示！在最后几圈时，保持流通池平靠在
固定螺母上，同时完全拧紧固定螺母。

注意：固定螺母可以手动拧紧。如果难以拧紧，则表明流通池
可能未对准。

8. 将管路重新连接至流通池。

图 58. 已正确插入紫外 (UV) 检测器中的流通池的横截面。

流通池的每月维护
作为计划预防性维护的一部分，请执行以下冲洗程序。

1. 点击菜单，然后选择冲洗和泄压。
2. 从路径下拉列表中选择旁路。
3. 确保两个通道上的色谱柱入口管路和出口管路连接在一起。
4. 在体积文本框中输入“300 mL”。
5. 在流速文本框中输入“40 mL/min”。
6. 在系统上的最强溶剂选项中输入“ 1 0 0 %”。其他溶剂输
入“0%”。

7. 按下冲洗。
8. 冲洗完成后，让系统静置过夜。

清洁或拆卸单向阀
清洁泵单向阀
如果当天的最后一次纯化使用卤化溶剂（例如 DCM）来执行，则建
议将甲醇或类似溶剂分配到与卤化溶剂（请参阅第 5 页）一起
使用的入口管路，并以至少使用 30 mL（请参阅第 20 页）冲洗
系统，以冲洗掉单向阀中的卤化溶剂。

卸载卡住的单向阀
输送流量低或不一致或周期性 UV 信号叠加表明单向阀可能已被
卡住。

警告

 » 拆卸卡住的单向阀时，会有少量溶剂溅出的风险。

1. 用随系统提供的 Torx 50 螺丝刀慢慢拧下其中一个 CV OUT 阀
的单向阀盖，以释放压力；请参阅图 59。

图 59. 从其中一个 CV OUT 阀上拆下单向阀盖。

2. 对其他三个单向阀重复上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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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未使用的移液管吸头或类似物推入单向阀，然后将其拉出，
从而拆下单向阀；请参阅图 60。

4. 以未使用的移液管吸头或类似物将球体推入单向阀；
请参阅图 61。否则，使用 IPA 或甲醇冲洗单向阀，特别是使
用过卤化溶剂（例如  DCM）的系统，或者直接更换单向阀 
(P/N 417440SP)。

5. 对其他三个单向阀重复上述程序。

图 60. 拆卸单向阀。

图 61. 释放卡住的单向阀。

手动切换正相和反相
为避免溶剂更换过程中出现问题，必须在整个色谱系统中执行更换
（即贮存器、泵、管路和检测器）。

此程序旨在用一系列相互混合的溶剂冲洗系统（请参阅第 20 页），
直到新溶剂的逐步更换完成。如果未遵循此步骤，则不仅在内部
检测器的流通池中可能会产生沉淀物，而且在系统的其他部分也
可能会产生沉淀物。例如，若要将有机溶剂更换为水溶液，必须
用丙酮或酒精冲洗整个系统。

泄漏
警告

 » 如有泄漏，务必立即处理。
 » 请遵守所有公认的实验室安全程序及适用的法律和法规。
 » 请始终遵循当地和国家安全法规，以及溶剂制造商的安全、搬运、存放和处置
建议；请参阅安全数据表 (SDS)。

 » 电气设备可能导致着火危险。请确保在搬运、通风和操作环境方面遵循溶剂
制造商的所有建议。

 » 工作人员使用系统或在其附近作业时，必须穿戴好符合当地和国家适用安全
法规的防护衣、安全服和护眼装置。

 » 更换任何管路之前，请先关闭系统。只能使用由 Biotage 提供的为 Selekt Enkel 
系统设计的管路。

泄露时请关闭系统
如果发现泄漏，请遵循以下步骤关闭系统：

1. 如果纯化正在进行，请依次按下  和中止。

2. 如果冲洗正在进行（由用户启动），请按下停止。

3. 依次按下菜单、关机和是，以确认。

4. 当触摸屏上出现指示可以安全关闭系统的消息时，请关闭系
统。电源开关位于系统左侧。

外部泄漏
如果接头松动或管路损坏，可能会发生外部泄漏。内部检测器的
流通池若发生任何泄漏，都会通过滴水板排出；请参阅图 62。

图 62.	排出内部检测器流通池的泄漏。

除收集臂上的管路外，系统中的所有外部管路均可由用户进行更
换；您可前往 www.biotage.com 查看备件清单。

注意：所有管路类型、尺寸和长度对系统性能来说都至关重要。
只能使用由 Biotage 提供的为 Selekt Enkel 系统设计的管路来	
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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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观察到外部泄漏：

1. 按照上述说明关闭系统。

2. 请将电源线从电源插座上拔下。

3. 采取适当的安全预防措施，以清除溢物。如果色谱柱发生泄
漏，则请耐心等待所有溶剂蒸汽消散，然后拆下色谱柱。请勿
擦拭色谱柱表面的残余溶剂，否则可能会产生额外的静电。

4. 如果使用可选仪器托盘，请确保清理并擦干托盘和溶剂检测
器（包括检测器下方的空间）。若要拆下溶剂检测器，请从两
个管夹上松开检测器电缆，打开固定溶剂检测器的舱口，并向
侧面拉动检测器（请参阅图 63）。

图 63

BB

AAAA

. 带溶剂检测器的仪器托盘。A = 固定检测器电缆的管夹，B = 打开的溶剂检测器	
舱口。

5. 如果使用可选二次溶剂托盘：

a. 请确保清洁并擦干二次溶剂托盘和溶剂检测器（包括检
测器下方的空间）。若要拆下溶剂检测器，请移除电缆防
松板，打开固定溶剂检测器的舱口，并向侧面拉动检测器	
（请参阅图 64）。如果您正在使用系统顶部的溶剂托盘，
并且需要将其拆下以对其进行清洁，请拧松 (Torx 20) 并拆
下（滑出）系统后部的两个托架（请参阅图 65）。按相反程
序重新组装。

图 64

BB

AA

. 带溶剂检测器的二次溶剂容器。A = 电缆防松板，B = 打开的溶剂检测器舱口。

b. 如果使用系统顶部的二次溶剂托盘，请确保排放管没有损
坏，并已正确连接到后部的排放口；请参阅图 65 中的 A。
另一端应插入废液贮存器。

图 65

AA

. 两个固定可选二次溶剂托盘用托架的螺钉（圆圈所示处）和排放口 (A)。

6. 检查所有外部管路和连接是否泄漏。用手指拧紧接头时应小
心，以防止剥落螺纹或压坏金属包箍。更换损坏的管路。

7. 找到泄漏位置并解决泄漏后，将系统重新连接到电源并开启
系统。

8. 使用冲洗功能检查所有管路和连接是否泄漏；请参阅第 20 页。	
用水或其他合适的溶剂冲洗。

9. 如果仍有问题：

a. 按下停止以结束冲洗。

b. 关闭系统，然后将电源线从电源插座上拔下。

c. 请联系 Biotage 1-Point Support。

内部泄漏
如果因泵密封件或管接头磨损等原因造成内部泄漏，泄漏物将通
过系统下方的排放口排出。

如果观察到内部泄漏：

1. 按照第  32 页上的“泄露时请关闭系统”中所述说明关闭
系统。

2. 请将电源线从电源插座上拔下。

3. 请确保该泄漏不是外部泄漏；请参阅上文第 32 页上的“外部
泄漏”。

4. 请联系 Biotage 1-Point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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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更换保险丝
警告

 » 只可使用 Biotage 指定的同型号替用保险丝 (P/N 411916SP)。型号错误的
保险丝存在火灾安全隐患。

1. 按照第 15 页所述关闭系统。

2. 请将电源线从电源插座上拔下。

3. 从系统后部拔下电源线。

4. 用标准小（平口）螺丝刀小心撬开保险丝支架底部的凹槽，	
以松开保险丝支架；请参阅图 66。

5. 用手指抓住保险丝支架并将其从系统上拆下。

6. 用 Biotage 指定的具有相同额定值的同类型新保险丝	
(P/N 411916SP) 更换两根保险丝。

7. 将保险丝支架放回原位。

图 66. 松开保险丝支架。

更换指针
1. 按照第 15 页所述关闭系统。

2. 拆下指针。

3. 组装新的指针、金属包箍和聚醚醚酮螺母 (P/N 413245SP)。 
确保指针与金属包箍端部平齐；请参阅图 67 中的 A。

4. 将指针安装在收集臂上。确保指针接触针导；请参阅图 67 中
的 B。

图 67

AA

BB

. 组装指针、金属包箍 (A) 和螺母，然后将总成组装在收集臂上。确保指针接触	
针导 (B)。

超声波处理溶剂入口过滤器
溶剂入口过滤器安装于每条溶剂入口管路的末端。溶剂入口过滤
器可保护泵和色谱柱不受微粒污染造成的损坏。每工作 1000 小
时或每过 12 个月（以先到者为准），应清洁（用超声波处理）或更
换一次这些过滤器。如果更换，我们建议同时更换入口管路和过
滤器（P/N 413214SP (S1) 或 413215SP (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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馏分收集器相关问题
 » 收集臂未在各个收集容器上正确定位：

 » 确保收集支架和托盘正确对齐。
 » 请确保已在收集支架面板上为使用中的收集支架选择正
确的收集支架类型（请参阅第 10 页）。

 » 确保没有任何物体阻碍或限制收集臂的运动。
如果此方法没有解决问题，则可能需要重新校准收集臂。请联
系 Biotage 1-Point Support。

 » 指针滴液和分配量不一致表明收集阀可能已脏污。请联系 
Biotage 1-Point Suppor。

梯度问题
低成分梯度不正确

为了提高极低百分比下的梯度精度，请在弱溶剂中使用所需最终
百分比的强溶剂对溶剂进行预混合，并此混合物用作溶剂 B。使用
预混合的溶剂 B 将梯度从 0 设定至 100% B。

基线漂移与设定的梯度不同

有两个因素影响到内部检测器观察到的梯度变化：

1. 由于溶剂至少需要 1 CV 才能通过色谱柱并到达内部检测器，
所以与设定的梯度相比，初始梯度前端将始终延迟至少 1 CV。
较长的梯度延迟可能是由于与二氧化硅的相互作用而引起，
这时强溶剂会被选择性地保留在色谱柱上。

2. 有时，内部检测器观察到的梯度会有所下降并在达到设定梯
度前趋于稳定。这是由于内部检测器的检测极限所致。因为
没有光在这些特定波长下到达检测器，所以系统将不会记录
强溶剂浓度的任何升高。

如果使用具有 Spektra 软件许可证的系统，请在运行方法时，开启
溶剂峰扣除功能。

由于检测器检测极限而引起的非线性行为

由于与硅胶的相互作用而比预期更长的延迟（大约为 2 CV，	
而不是 1 CV），此时强溶剂被选择性地保留在色谱柱上

图 68. 可在紫外 (UV) 信号上看到的问题

内部紫外 (UV) 检测器相关问题
 » 没有信号。检查紫外 (UV) 流通池是否正确安装，请参阅 7 中
的步骤第 30 页上的“清洁紫外 (UV) 检测器的流通池”。

 » No light（“UV 检测器错误。错误代码 2,30”）。清洁流通池；
参见第 30 页。

 » 噪声可能是由流通池受污染所引起。请清洁流通池；请参阅 
第 30 页。

 » 基线漂移的原因可能是：

 » 流通池受污染。请清洁流通池；请参阅第 30 页。

 » 用过的溶剂在吸收选定波长的光。请更改馏分收集波长，
或开启溶剂峰扣除选项（仅在具有 Spektra 软件许可证的
系统上提供）。

 » 紫外 (UV) 灯有缺陷。请联系 Biotage 1-Point Support。

 » 溶剂峰扣除功能并未消除漂移基线：用户在运行期间修改梯
度。如果在梯度的原始界限之外更改梯度，则溶剂峰扣除（开
始至结束混合物 A/B）不会覆盖此情况，从而导致基线波动。
在系统设置中更改为全溶剂峰扣除（起始	0% B 至 100% B）	
（请参阅第 24 页）。

 » 使用溶剂峰扣除时峰值缺失。当您已开启溶剂峰扣除选项且
正在使用在全波长范围内都具有高吸收度的溶剂（例如丙酮
或甲苯）时，如果预期的峰值并未显示，请尝试关闭溶剂峰扣
除功能后，再进行纯化操作。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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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紫外 (UV) 归零期间发生紫外 (UV) 检测器错误。	
导致问题的原因可能是：

 » 流通池受污染。请清洁流通池；请参阅第 30 页。

 » 高吸收度溶剂。选择吸收度较低的溶剂。
 » 流通池中的样品。冲洗系统（请参阅第 20 页），	
然后重试执行运行。

 » 紫外 (UV) 检测器需要重新校准；请参阅第 30 页。

检测到泄漏
请参阅第 32 页上的“泄漏”。

检测到过压
因沉淀或管路扭结而导致堵塞

警告

 » 更换任何管路之前，请先关闭系统。只能使用由 Biotage 提供的为 Selekt Enkel 
系统设计的管路。

1. 一旦压力降低至环境压力（当前压力显示在软件的左上角），
请关闭系统（请参阅第 15 页）。
注意：如果压力没有在几分钟内达到环境压力，则请按照“在
电路中断或超压停机后重启”下文中所述释放包含的压力。

2. 如果适用，请矫直或更换扭结的管路。只能使用由 Biotage 提
供的为 Selekt 系统设计的管路来更换。

3. 目视检查所有管路中是否有沉淀物。如果发现沉淀物，请拆下
管路并清洁。

4. 目视检查流通池中是否有沉淀物。如果发现沉淀物，请清洁流
通池（请参阅第 30 页）。

5. 开启系统。
对纯化或管路冲洗来说，流速过高

1. 如果在冲洗过程中发生超压，请在冲洗和泄压界面按下泄压。
一旦压力降低至环境压力（当前压力显示在软件的左上角），
请以较低流速重新冲洗。

2. 如果在运行过程中出现超压，请降低流速，然后恢复运行。系统
将等到压力降低至可接受水平，然后使用较低流速继续执行
操作。

在电路中断或超压停机后重启

警告

 » 拆卸卡住的单向阀时，会有少量溶剂溅出的风险。

1. 用随系统提供的 Torx 50 螺丝刀慢慢拧下其中一个 CV OUT 阀
的单向阀盖，以释放压力；请参阅图 69。

2. 一旦压力降低至环境压力（当前压力显示在软件的左上角），
请拧紧单向阀盖。

图 69. 从其中一个 CV OUT 阀上拆下单向阀盖。

泵相关问题
注意：如果使用 DCM 等高挥发性（即高蒸汽压）溶剂，强烈建议您
升高贮存器。使所有溶剂都处于相同的物理高度，以提高溶剂混合
的准确度。同时强烈建议您降低最大抽吸率（请参阅第 22 页上
的“管理溶剂”），如果可能，也请降低环境温度。请参阅第 38 页
上的“溶剂规格”，以了解不同溶剂的蒸汽压。

 » 在溶剂输送过程中，气泡以稳定的气流穿过色谱柱入口管路，
可能的原因是：

 » 管路中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溶剂。重新充注溶剂贮存器，
并确保所有用过的溶剂入口管路均已浸没在溶剂中（请参
阅第 6 页上的“溶剂入口管路充填”）。

 » 一个或多个溶剂入口管路松动。检查接头，必要时拧紧。
 » 一个或多个溶剂入口过滤器堵塞。超声波处理或更换溶剂
入口过滤器；请参阅第	34	页。请注意，必须使用无颗粒
溶剂，不建议溶剂再循环。

 » 抽吸冲程期间出现溶剂气蚀或脱气。可能的解决方法有： 

1. 升高溶剂贮存器。2. 降低环境温度。3. 超声波处理或更换
溶剂入口过滤器；请参阅第 34 页。4. 降低所用溶剂的最
大抽吸率；请参阅第 22 页上的“管理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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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输送流量低或不一致和/或周期性检测器信号叠加，其可能
的原因是：

 » 并非所有溶剂入口均已灌注溶剂。为达到规定的泵性能，
请确保两个溶剂入口均已灌注溶剂（请参阅第 6 页）。

 » 一个或多个泵单向阀不能正常运转。用甲醇或类似溶剂冲洗
（请参阅第 20 页）并检查管路或接头是否泄漏（请参阅
第 32 页上的“泄漏”）。如果此方法没有解决问题，请按 
第 31 页所述释放单向阀。

 » 抽吸冲程期间出现溶剂气蚀或脱气。可能的解决方法有：	
1. 升高溶剂贮存器。2. 降低环境温度。3. 超声波处理或更
换溶剂入口过滤器；请参阅第  34 页。4. 降低所用溶剂
的最大抽吸率；请参阅第 22 页上的“管理溶剂”。

 » 泵不输送溶剂。导致问题的原因可能是：

 » 贮存器中无溶剂或溶剂不足。重新充注溶剂贮存器，并确
保两个用过的溶剂入口管路均已浸没在溶剂中（请参阅 
第 6 页上的“溶剂入口管路充填”）。

 » 泵单向阀卡住。用甲醇或类似溶剂冲洗；请参阅
第  20 页。如果此方法没有解决问题，请按第  31  页所
述释放单向阀。

 » 溶剂管路堵塞。超声波处理或更换溶剂入口过滤器；请参
阅第  34 页。矫直或更换扭结的管路。如果此方法没有
解决问题，请用甲醇或异丙醇在低流速条件下冲洗整个系
统（请参阅第 20 页）。

 » 泄漏。检查管路或接头是否泄漏；请参阅第  3 2  页上
的“泄漏”。

二维码读取器错误 
如果触摸屏下方的二维码读取器未亮起，请联系 Biotage 1-Point 
Support。

联系 Biotage® 1-Point Support™

如果在故障排除期间或因问题无法解决而需要帮助，请随时联系 
Biotage 1-Point Support。请参阅本文档背面的联系信息，或访问
我们的网站 www.biota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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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剂规格
警告

 » 许多溶剂被认为对人体和环境有害，因此在使用时应采取适当的安全预防措施。请遵循安全数据表 (SDS) 和其他任何关于安全使用、搬运、运输、存放和处置这些
溶剂的适用法规。

溶剂 CAS 编号 强度	1、2 选择性类别3 紫外 (UV)  
截断 (nm)

20 ℃ 时的蒸汽压力 
(psi)

20 ℃ 时的蒸汽压力 
(mbar)

丙酮 67-64-1 0.56 6 (VIa) 330 3.6 247.4
乙腈 75-05-8 0.65 6 (VIb) 190 1.4 93.6
环己烷 110-82-7 0.04 0 210 1.5 103.4
二氯甲烷 (DCM) 75-09-2 0.42 5 (V) 235 6.9 475.3
乙醇 64-17-5 0.88 2 (II) 210 1.3 90.0
乙酸乙酯 141-78-6 0.58 6 (VIa) 255 1.4 98.3
正庚烷 142-82-5 0.01 0 210 0.7 47.4
正己烷 110-54-3 0.01 0 210 2.3 161.6
甲醇 67-56-1 0.95 2 (II) 210 1.9 129.7
2-丙醇（IPA，异丙醇） 67-63-0 0.82 2 (II) 210 0.6 44.0
四氢呋喃 109-99-9 0.57 3 (III) 220 2.5 172.4
甲苯 108-88-3 0.29 7 (VII) 286 0.4 29.1
水 7732-18-5 1.00* 0 190 0.3 23.4

表 1. 溶剂规格。
1 Neue U. D. HPLC Columns Theory, Technology, and Practice, Wiley-VCH (1997).

2 Dean J. A. Lange’s Handbook of Chemistry, 15th edition, McGraw-Hill (1999).

3 Snyder L. R. and Kirkland J. J. Introduction to Modern Liquid Chromatography, Wiley (1979).

* 当水用于反相色谱法时，强度值为 0。



39

一般信息

一般信息

耗材和附件
系统中必须仅使用	Biotage	原厂耗材和附件。若要订购耗材和附
件，请参阅本文档背面的联系信息，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biotage.com。

软件
货号 描述 数量

SEL-SPK Biotage® Spektra 软件包 1

配件
货号 描述 数量

417538SP 色谱柱支架 Sfär 5g/10g，带 O 形圈 1

417539SP 色谱柱支架 Sfär 25g，带 O 形圈 1

415343SP 色谱柱支架 Sfär 50/100g 1

415337SP 色谱柱支架 Sfär 200/350g 1

416047SP Selekt 馏分收集盘 1

416301SP 13 x 100 mm RFID 收集支架（容纳 48 个试管） 3

416302SP 16 x 100 mm RFID 收集支架（容纳 35 个试管） 3

416303SP 16 x 150 mm RFID 收集支架（容纳 35 个试管） 3

416305SP 18 x 150 mm RFID 收集支架（容纳 28 个试管） 3

416306SP 25 x 150 mm RFID 收集支架（容纳 15 个试管） 3

416307SP 120 mL 烧瓶 RFID 收集支架（容纳 6 个收集瓶） 3

416230SP 240 mL 烧瓶 RFID 收集支架（容纳 10 个收集瓶） 1

416225SP 480 mL 烧瓶 RFID 收集支架（容纳 8 个收集瓶） 1

416321SP 带 Biotage® Solvent Detector 的 Biotage® Selekt 
Secondary Solvent Containment

1

416410SP 带 Biotage® Solvent Detector 的 Biotage® Selekt 
Instrument Tray

1

418405SP 带 Biotage® Solvent Detector 的 Biotage® Selekt 
Instrument Tray，扩展型收集床

1

417535SP 用于三个 Biotage® Solvent Detector 的 Biotage® 
SelektSolvent Detector 适配器连接线

1

417115SP Biotage® Safety Valve 套件 1

412422 Biotage® SNAP 750g/1500g 支架组件 1

412537 用于 Biotage® SNAP 750g 和 1500g 的鲁尔公头出口
接头

1

412358 Biotage® SNAP XL 接头，鲁尔母头，组件 1

416331SP 流通池 Selekt 1

415115SP 用于 I 型泵的入口单向阀 4

417440SP 用于 II 型泵的入口单向阀 4

413245SP 馏分收集器指针 1

411916SP 保险丝 4.0 TA/250 VAC，5 x 20 mm 5

413008SP 四个溶剂入口管路和过滤器 (S1-S4) 1

413214 溶剂管线，溶剂入口 S1 1

货号 描述 数量

413215 溶剂管线，溶剂入口 S2 1

413216 溶剂管线，溶剂入口 S3 1

413217 溶剂管线，溶剂入口 S4 1

411851SP 废液出口管线 1

416220SP Selekt 色谱柱管线，前色谱柱入口 40 cm 1

416015SP Selekt 色谱柱管线，色谱柱入口 80 cm 1

416389SP Selekt 色谱柱管线，色谱柱出口 40 cm 1

硬件升级套件
货号 描述 数量

417501SP Biotage® Selekt Enkel 网络升级套件 1

417502SP Biotage® Selekt Enkel 扩展型收集床升级套件 1

417504SP Biotage® Selekt Enkel RFID 升级套件 1

电源线
货号 描述 数量

418362SP 中国版本电源线 1

418361SP 印度版本电源线 1

416406SP 瑞士版本电源线 1

416276SP 欧盟版本电源线 1

416277SP 英国版本电源线 1

416278SP 美国版本电源线 1

若要查看完整列表，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biotage.com。

制造商
  Biotage Sweden AB

联系我们
Biotage Sweden AB  
Box 8 
SE-751 03 Uppsala 
SWEDEN

访问地址：Vimpelgatan 5

电话：+46 18 56 59 00 
传真：+46 18 59 19 22  
电子邮件：info@biotage.com 
网站：www.biotage.com

请联系您当地的 Biotage 代表。请参阅本文档背面的联系信息，
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biota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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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总公司：+46 18 565900
免费电话：+800 18 565710
传真：+46 18 591922
订购电话：+46 18 565710
订购传真：+46 18 565705
order@biotage.com
支持电话：+46 18 56 59 11
支持传真：+ 46 18 56 57 11
eu-1-pointsupport@biotage.com

北美和拉丁美洲
总公司：+1 704 654 4900
免费电话：+1 800 446 4752
传真：+1 704 654 4917
订购电话：+1 704 654 4900
订购传真：+1 434 296 8217
ordermailbox@biotage.com
支持电话：+1 800 446 4752
美国境外：+1 704 654 4900
us-1-pointsupport@biotage.com

日本
电话：+81 3 5627 3123
传真：+81 3 5627 3121
jp_order@biotage.com
jp-1-pointsupport@biotage.com

中国
电话：+86 21 68162810
传真：+86 21 68162829
cn_order@biotage.com
cn-1-pointsupport@biotage.com

韩国
电话：+ 82 31 706 8500
传真：+ 82 31 706 8510
korea_info@biotage.com
kr-1-pointsupport@biotage.com

印度
电话：+91 11 45653772
india@biotage.com

www.biotage.com 上列明了其他地区
的经销商。

Part Number：417510Z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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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化学完美
合作伙伴
 

Biotage 是一家全球仪器和配件供应商，致力于
提供旨在方便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开展工作
的产品。凭借我们对行业的深入了解、广泛
的学术涉猎和一流的内部研发团队，我们可
以为您提供应对各种挑战的最佳解决方案。	
公司践行灵活的业务处理方式，并能够满足客
户的个性化需求，我们对此倍感自豪。我们在分
析、有机流程和分子生物学方面拥有雄厚的基
础，可以提供市场上品类最齐全的解决方案。

http://www.biotage.com/leg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