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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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条件 
DSC 8000 & DSC 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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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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确认: 

请您检查仪器外装箱上的订单，对照您的购买合同以及销售承诺或者与销售达成的协议确认订单与合同一

致性。如若发现合同与订单有出入请联系珀金埃尔默公司的客服代表。（8008205046-3210） 

 

实验场地： 

 主机及电脑尺寸及重量： 

仪器 尺寸 

宽度 深度 高度 重量 

DSC 8XXX 18 in/45.7 cm 25 in/63.5 cm 11.5 in/29.2 cm 48 lbs/21.8 kg 

DSC 8XXX带自动进样器 18 in/45.7 cm 25 in/63.5 cm 19.5 in/49.5 cm 48 lbs/21.8 kg 

电脑(近似) 7 in/17.5 cm 17 in/44.0 cm 15.8 in/40.2 cm 24 lbs/11.0 kg 

 

 一台不带任何附件的 DSC 8XXX 系统需要的实验台面的尺寸最小为 100 cm (39.4 in) 宽 x 76.2 

cm (30 in)深。 

 如带有自动进样系统，则需要在 DSC 上方留有 91.4cm 高的额外空间，以便自动进样器的防尘罩

有足够操作空间。 

 如配有附件：机械制冷机（Intracooler 2V/3V ）、液氮制冷系统（CLN2 Liquid Nitrogen Cooling 

System ）、打印机、绘图仪等），则需要额外的桌面空间或者地面空间） 

 

注意: DSC8XXX 的所有制冷附件的冷媒传输管都是接到仪器的左端，所以要考虑到相对于 DSC8XXX 位置

的这些制冷附件的摆放空间。一般而言，DSC8XXX 主机摆放在桌面的左端，而制冷机摆放在实验台左端

的地面上。制冷机需要的地面面积为 60 平方厘米，空间高度为 120 厘米，所以其在一般实验台下面无法

容纳 。 

 

 外围设备附件尺寸和重量： 

附件 
尺寸 

宽度 深度 高度 重量 

水循环机 8.25 in/ 21 cm 15.75 in/40 cm 22.5 in/57.1 cm 70 lb/32 kg 

2V机械制冷机 15.0 in/38.1 cm 21.0 in/53.3 cm 29.0 in/73.7 cm 90 lb/40.8 kg 

3V机械制冷机 14.0 in/35.6 cm 21.5 in/54.6 cm 34 in/86.4 cm 154 lb/69.9 kg 

液氮制冷机 15.0 in/38.1 cm 21.0 in/53.3 cm 29 in/73.7 cm 90 lb/40.8 kg 

 

电源要求: 

 功率容量： 

DSC 8XXX 最大400瓦 

电脑 未提供 

水循环机 最大1440瓦 

2V机械制冷机 最大1440 瓦 

3V机械制冷机 未提供 

液氮制冷机 最大150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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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源参数：（中国大陆 220V 交流，50Hz） 

DSC 8XXX 120 VAC, 2.0 Amps 或者240 VAC, 1.1A 

电脑 未提供 

水循环机 120 VAC, 12 Amps或者240 VAC, 7 Amps 

2V机械制冷机 100/115 VAC, 12 Amp或者230 VAC, 6 Amp 

3V机械制冷机 100/115 VAC, 32 Amp或者230 VAC, 16 Amp 

液氮制冷机 120 VAC, 1.5 Amp或者240 VAC, 1.0 Amp 

 

 仪器主机在设计上可在规定电压+/-10%的范围内使用（如果电源电压是 240V 则例外，容许上限

+6%和下限-10%的范围内使用） 

 电源电压必须是平稳，无干扰，最大瞬时波动小于 40V。 

 地线要求: 任何两个系统组件间的接地线间的电阻小于 1 欧姆，所有组件的电源插座接地电压小于

0.3V。 

 

 电源输出： 

所有系统组件的电源输出口应该共享一根共同的接地线。 

DSC 8XXX 一个标准电源输出插座 

附件 单独的电源插座，最好不与主机共用拖线板 

 

 

气体需求: 

 所有气源和调压表必须由客户提供（推荐分表头最小刻度 0.1MP，最好专用某种气体的调压表） 

仪器操作温度 所需的气体和调压表（一般情况） 

常温以上操作 高纯氮气及一个调压表 

使用机械制冷机的常温以下操作 两瓶高纯氮气及两个调压表 

使用液氮制冷机的常温以下操作 
一瓶高纯氦气及一个氦气调压表 

一瓶高纯氮气及一个氮气调压表 

 

 所用气体的露点必须低于制冷附件所能达到的最小温度。 

 如果使用单一气源，则分流装置是必须的，例如三通等。 

 如您需要购买 PE 的调节阀组件（配件号：N519-0462），请联系当地的维修部（上海：

021-38769510-3210），或者浏览我们的网站以获取离您最近的 PerkinElmer 办事处的地址和联系方

式，或者拨打 8008205046 免费咨询。 

 

 DSCXXX 系统需要一路样品气和一路系统气。 

 样品气的流速由仪器内部自带的电子质量流量计控制。这路气体用来吹扫样品杯附近区域。仪器提

供两路样品气输入口，样品气 A 和样品气 B，用以满足气体切换试验所需。气体流速可由仪器软件设

定并控制。 

 系统气的流速由仪器主机内自带的限流阀控制。系统气用来吹扫仪器的环境控制系统。仪器的环境

控制系统区域为样品架周围和下面的区域，也即制冷附件连接的区域。这个区域的的气体流速仪器的

工作状态。当仪器的盖子处于关闭状态时，流速相对较小。当盖子打开时，流速增大到 8 升/分钟。DSC 

8XXX 的包装箱里包含了一个气体干燥器（可更换的内胆，货号 0992-0018）和一定长度的铜管。干燥

器必须安装在离仪器 6 英尺（大概 2m）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客户的气源出口位置需位于离仪器 2m 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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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内，如果客户的气瓶间较远，则需客户提供足够的铜管将气源引到仪器附近。 

 

气体 压力 流速 
纯度            

(最小) 
露点 

常温以上操作 

样品气: 

例如氩气、氮气、空气、氧气。 
20-40psi/2-3bar 20-40 cc/min 99.99 <-20°C 

使用机械制冷机的常温以下操作 

样品气: 

例如氩气、氮气、空气、氧气。 
20-40psi/2-3bar 20-40 cc/min 99.99 <-70/<-100°C 

系统气： 

干燥氮气 
20-40psi/2-3bar 0.6– 8 l/min 99.99 <-70/<-100°C 

使用液氮制冷机的常温以下操作 

样品气:                        

极其干燥的氦气 
20-40psi/2-3bar 20-40 cc/min 99.99 <-190°C 

系统气： 

干燥氮气 
20-40psi/2-3bar 0.6– 8 l/min 99.99 <-190°C 

压力气： 

氮气 
20-50psi/2-3bar N/A 99.99 <-190°C 

 

 

环境要求: 

实验室环境： 

 干燥无尘 

 室内使用，实验台无振动，台面需水平 

 远离强磁场、阳光直射、热源、冷源和灰尘 

 机械制冷机不能安放在一个狭小区域，要留有足够的散热空间 

 

安全须知: 

 高压气瓶和气体传输线 

所有气瓶必须固定在靠墙位置或者安放在气瓶柜中。 

 

 通风要求 

注意：不能在密闭不通风的空间内使用 DSC 类热分析仪器和其液氮制冷机. 

PerkinElmer 的差示扫描量热仪以及其液氮制冷附件在正常使用过程中会释放少量氮气或者其他惰性气体，

如果您的实验室不具备良好的通风条件，实验室内空气中的氧气含量会逐渐低于正常水平。请遵循严格的

实验室通风标准以确保维持合适的氧气含量水平。 

 

电脑配置要求： 

 Intel 处理器 

 Win 7 专业版，32/64 位均可 

 配有 USB 口、网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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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制冷系统需求 

为了达到最好的降温效果，推荐在做常温实验时也打开制冷机。 

 在做常温以上实验时，可以配置 DSC8XXX 使用水浴箱或者水循环系统(PolyScience 公司的水冷)r。  

 在做低温实验时，安装机械制冷和液氮制冷附件是必须的。 

 

如果仪器需要做 IQ/OQ 认证：请联系客户服务部，8008205046-3210,咨询购买。 

如需其他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www.perkinelmer.com.cn 

 

 

 

 

 

 

 

 

 

 

 

http://www.perkinelmer.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