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用户实验室的准备，应由用户聘请符合资质的人员，按照仪器的安装要求进行施工。 

    PerkinElmer 的工程师不具备相关的资质。 

2． 所列仪器的安装要求，解释权归 PerkinElmer 公司所有。 

3． PerkinElmer 公司认为用户的实验室应具备实验室的设施。 

4． 其它未尽事宜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实 验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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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用户： 

您好！ 

  非常感谢您购买了 PerkinElmer 公司的产品。从现在开始，您将得到 PerkinElmer 公司优秀

并且规范的售后服务支持。 

  为了使您及时得到由我们专业人员提供的仪器安装服务，使您的仪器尽早投入使用，我们特将

仪器安装所需要的实验室条件提供给您。 请您按照仪器的安装要求，准备您的实验室。在您的实

验室具备安装条件后，请将附后的《安装条件检查表》填好，并加盖贵单位的公章后传真或邮寄给

我们，我们在接到由贵单位确认的《安装条件检查表》后，将尽快安排工程师前往贵单位进行安装

服务。如果您在准备实验室的过程中有任何的问题，请随时致电我们的免费服务热线，以便尽快解

决您的问题。 

    为贯彻 “安全环保”的环境方针，我公司承诺严格遵守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请和我们

一起保护环境，在仪器安装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请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客户服务中心： 

  免费服务热线：800-820-5046 

  传真：021-60645960 

  

 

    此致                                                                                     

敬礼 

 

 

 

 

                     珀金埃尔默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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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到货后,请您务必： 

立即开箱:安装试剂 03370 Chemical Standards Kit, Prepared, 3Q 有单独的保温箱子装运，随仪器一

同到达, 客户收到后，按其中的指示保存试剂于 4 度冰箱中。 

仪器包装在木箱中，请将木箱置于实验室附近避雨的场所保存，搬运时不得倾斜或倒置箱子，在 PE 工

程师到达前不得开箱。 

 

电源： 

220V/50HZ，45A 交流单相，带地线，中线对地线电压<3V，地线阻抗<4Ω。  

总配电功率 10KVA。  

Qsight Series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在进行检测时，需要 24 小时的连续供电。如果中途停电，仪器的真

空系统将会中止工作，真空将被破坏,必须重新开始抽真空，同时也有可能损坏您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如果您的实验室不能始终保证连续 24 小时的稳定供电，为了保证您的实验结果，同时减少您可能造成

的损失，我们建议您为 Qsight Series 配备一台 UPS，具体要求请参见附录。  

请按以下方式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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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S 如图所示：                                    多用插座如图所示： 

 

                        

 

请确保火线与中线、火线与地线之间电压为 220V（+/-5V），地线与中线之间电压小于 3V。 

 

仪器空间尺寸：   

 

Qsight 主机为落地式，底部有滑轮，长 50 厘米 宽 50 厘米。主机背后预留足够空间放置机械泵 。液

相色谱桌子应可承重约 150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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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需求 

Qsight Series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在进行检测时，需要 24 小时的连续供气, 如果中途停气，仪器的真

空系统将会中止工作，真空将被破坏,必须重新开始抽真空，同时也有可能损坏您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Qsight Series 工作需要二路气： 

 

输入接

头  
气体类型  

供气压力  
气体纯度  

流量  

Drying 

Gas  
高纯氮气  

 

75-85psi  

 

氮>99.0% 

无水干燥 

碳氢化合物<5ppm 

最大到15L/min  

1/4英寸接头  

Source 

Gas  
零级空气或氮气  

 

100-110psi  

 

零级空气或氮气  

X10最大到34L/min 

X20最大到67L/min  

1/4英寸接头； 

 

联接用的气管远距离的可用 1/4 英寸内径的铜管或不锈钢管 

为了保证您的实验结果，同时减少可能给您造成的损失，我们建议您为 Qsight Series 配备输出气压为

0.8Mpa 的专用氮气发生器，也可以使用液氮罐及其专用减压表，具体要求请参见附录。 

 

操作环境: 

应保持操作环境洁净无尘。 环境温度必须维持在 18 度到 25 度之间,温度波动小于 2 度， 相对湿度为

20%到 80%。 一般不主张仪器在海拔 2000 米以上的地区运行。 实验室应安装冷暖空调，仪器产生的热

量为 5500W 左右。 

 
用户必需准备的化学试剂及用品： 

Qsight Series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在进行安装时要用到以下试剂、取样枪、枪头:  

1．Methanol 无水甲醇  

2．Acetonitrile 乙腈  

3．Acetic Acid 冰乙酸  

4．Formic Acid 甲酸  

5．Ammonium Acetate 乙酸铵  

6．Water MilliQ 级纯水  

所有试剂均为 HPLC 纯度级或更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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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取样枪三把：200-1000ul,10-100 ul, 0.1-10ul, 及相应的枪头  

以上试剂及材料请客户在安装前准备好  

 

安装时间 

一般需连续五个工作日。 

 

废气排放 

仪器有二个排废气管，一个机械泵排气管，一个废液气管。房间需提供一个直径>4cm，距机器 3 米以

内且和地面高度<10cm 的排气口。 

 

附录 

 电源 

任何高品质的在线稳压 10KVA 的 UPS（如山特、APC、施耐德等）均可以使用，一般采用二小时以上的

电池组，您可以咨询当地的 UPS 供货商。 

 纯水 

任何高品质的电导率为 18.2M.以上、并通过 0.2μm 过滤装置过滤的超纯水仪（如 Milli-Q 等）均可以使用，

您可以咨询当地的超纯水仪供货商。 

 液氮罐及其专用减压表 

任何高品质的 180 升或 200 升输出气压为 0.8Mpa 的液氮罐(180 升或 200 升,带手推车)。 

 无尘纸（Kimwipes） 

无尘纸      液氮罐 

 可按下图联接气路： 

方案 a：选用氮气发生/空气净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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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b: 液氮罐及专用减压表 

 

气体表盘箱： 可自己按上图制作或购买下图所示专用表盘箱（联系方式：袁华 135645963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