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道分液仪快速操作指南
                                                                                                                           

一、使用说明
1. 取出单道分液仪，放置在水平、平稳的台面上；

2. 根据分液体积选取相应分液管路、喷头、喷头固定杆和泵头并连接安装；

3. 确认电源开关在“O”侧，加样台上暂不放置加样板，连接电源，将电源开关按至“I”侧，开机后屏
幕和位置传感器自检；

4. 自检完成后进入模式选择界面，根据分液需求选择泵头和分液管路，如选择错误需关机重启重新选择；

5. 选择相应泵头和分液管路后进入主界面，点击“运行设置”进入运行设置界面；

6. 将进样管放入待分装液体中，按“填充”键，待分装液体完全填充到硅胶管和喷头中，完成系统润洗
与气泡排出；

7. 设置好加液板类型、加液孔以及行速、列速、泵速，进行“粗校准”和“细校准”；

8. 拧动喷头高度调节杆的螺丝调节喷头高度，然后放置加样板（建议喷头高出板面 5~10 mm），根据
校准结果设置“加液体积”和“预加体积”；

9. 点击“运行”仪器开始分液，期间可暂停或停止加液操作；

10. 分液完成后点击“回抽”，液体倒流回分液瓶中。

 注意：a. 仪器安装、软件设置及校准的细节详见第二、三、四部分。
b. 开机前确保加样台上未放置加样板，防止仪器做位置自检时喷头或喷头固定杆因位置没有调整到与加样板适配的高度而发生撞

击，进而损坏仪器。
c. 小泵头分液模式下“预加液体积”和“加液体积”设置倍数须为步进体积的整数倍，步进体积是小泵分液模式的最小加液单位。
d. 请保存好外箱、包装材料、以备搬动或运输时使用。
e. 使用大泵头时，小泵头不可安装分液管路；同样使用小泵头时，大泵头不可安装分液管路，且须将大泵头的扳杆拉下，防止磨

损大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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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液管路的选择与安装
1. 小泵分液管路的安装

小泵分液管路包括 1 根分液管、2 个固定块、1 个喷头，无喷头的一端为进液口，有喷头的一端为出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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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进液口一端的分液管从下至上穿过校准调节器通孔，然后将固定块通孔套在调节器立柱上固定，
将固定块卡槽连同固定块向下压紧到不能下压为止（图 2）；

(2) 在小泵头上方后端的固定槽内插入校准调节器（开口端向左），将两固定块中间的硅胶管绕过小泵
头下方，随后将另一固定块插入小泵头上方前端的固定槽内固定，使分液管两端保持在同一平面（图
3）；

(3) 将小喷头垫圈塞入小喷头固定杆开孔，拔出小泵分液管路的喷头，出液口一端的硅胶管穿过小喷头
固定杆，再将喷头重新插入硅胶管，并将喷头按压固定在垫圈内（图 4）；

(4) 将喷头固定杆插入喷头固定装置。 

 注意：硅胶管在安装过程中保持管路通直，不可拧曲成螺旋状态。



2. 大泵分液管路的安装
大泵分液管路包括 1 根耐磨橡胶管、1 根进液管、1 根出液管、2 个宝塔接头、2 个隔离柱、1 个鲁尔接头、
1 个喷头。

(1) 拉下大泵头侧面的扳杆，将耐磨橡胶管如图所示安装在大泵头上（出液端在前，进液端在后），合
上扳杆（图 6）；

(2) 从出液口拔出鲁尔接头，将出液管穿过大喷头固定杆，再将大喷头固定杆插入喷头固定杆卡孔（图7）；
(3) 将鲁尔接头重新插入出液口，将大喷头固定杆与鲁尔接头旋紧，检查喷头与鲁尔接头之间是否拧紧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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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软件设置
1. 开机后，仪器进行自检，自检通过后进入模式选择界面；

2. 根据加液需求选择对应泵头和分液管路（表 1），点击“确认”后进入主界面，若选取错误需关机重
启重新选择；

表 1 配置与参数
小泵头 大泵头

运行模式 间断模式 连续模式
喷头固定杆 小喷头固定杆 大喷头固定杆

分液管路 小泵分液管路
（5 µl~40 µl）

小泵分液管路
（20 µl~200 µl）

大泵分液管路
（100 µl~400 µl）

大泵分液管路
（200 µl~1000 µl）

大泵分液管路
（300 µl~2000 µl）

推荐泵速 中泵速 中泵速 中泵速 中泵速 中泵速
分液精度 1 µl 5 µl 1 µl 1 µl 1 µl

标准步进体积
（纯水） 1 µl 5 µl 5.6 µl 18 µl 30 µl

分液体积范围 5 µl~40 µl 20 µl~200 µl 100 µl~400 µl 200 µl~1000 µl 300 µl~2000 µl
CV <±3.0% <±3.0% <±3.0% <±3.0% <±3.0%

加液准确度 <±3.0% <±3.0% <±3.0% <±3.0% <±3.0%
 说明：同样的体积，分液体积范围大的管路分液速度更快，分液体积范围小的管路分精度更高。

3. 主界面
a. 填充

在校准、分液前，或分液管路中有少量气泡时，需长按“  ”
使待分装液体完全充满分液管路。

b. 回抽
分液完成后回收分液管路中的液体或管路中有大量气泡需重新
填充时，长按“  ”，液体倒流回试剂瓶中。

c. 加液板设置
点击“加液板设置”进入加液板设置界面，包括“加液板选型”、
“选孔”、“设置”。
① 加液板选型界面：有 96 孔板、48 孔板和 24 孔板 3 种板型

供选择，选择所需板型后保存，点击“  ”可返回上
一界面；

② 选孔界面：设置需要加液的孔位，点击数字 1~12 设置整
行、点击字母 A-H 设置整列、单击某个孔设置孔，再次点击
则取消选中；也可点击“  ”、“  ”、“ 

 ”（上次保存孔位）、“  ”等快捷键进
行设置，设置完成后点击保存返回运行设置界面。 

③ 加液设置界面：
分别选择“行速”、“列速”、“泵速”，推荐选择“中速”；
“预加液体积”指加液前使喷头中气泡排空的体积，“加液
体积”指每孔所加液体的体积，其中小泵分液模式设置倍数
须为步进体积的整数倍，设置完成后保存。

（模式选择准界面）

（加液板设置界面） （加液板选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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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粗校准
① 体积校准：点击“  ”，将有 100 个步进体积的液

体流出，称量计算出实际加液体积并输入保存，软件自
动计算出步进体积。

② 位置校准：设置板型并放置加液板后，点击“  ”，
再通过“  ”调整喷头位置；点击“  ”，
通过“  ”调整喷头位置，调整完成后点击
“  ”。

f. 细校准
模拟目标程序设置参数加液，校准喷头移动产生的误差。

g. 服务
售后联系方式。

h. 系统设置
工程师调试入口。

4. 运行界面
点击“  ”跳转至运行界面，显示加液板类型、加液孔、
暂停键和停止键。若点击“  ”，程序在当前孔加液完成
后暂停，点击“  ”继续加液；若点击“  ”，弹出确认
操作提示框，点击“OK”后程序即刻停止，加液台和喷头
返回初始位。

（大泵头加液设置界面） （运行界面）

（细校准界面）（粗校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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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准
校准分为粗校准和细校准，粗校准即针对不同类型橡胶管和加液位置做校准，细校准即针对不同板型、
加液泵速、行速和列速验证准确度和调整准确度。
1、粗校准

（1）体积粗校准
每更换一套分液管路时，或校准好的分液管路连续加液或长时间安装在泵头上不用时，需进行
体积校准。

a. 小泵头分液模式体积粗校准
加液泵头的类型和分液管内径决定了加液的标准步进体积，在液体是纯水的条件下，小泵分液管
路（5 µl~40 µl）的标准步进体积为 1 µl，小泵分液管路（20 µl~200 µl）的标准步进体积为 5 µl。

① 通过称量（至少需显示精度千分之一克级天平）和测量得到待分液液体的质量与体积并计算其密度；
② 将去皮称量过的试管放在喷头下，点击“启动加液”，加液完成后称量计算出实际加液体积（建

议做 3 次以上取稳定平均值）；
③ 在界面上输入“实际体积”（1 mg 水体积约为 1 µl），然后点击“保存校准体积参数”，软件自

动计算出步进体积（在没有保存时显示上次保存的数值）；
④ 若想改变步进体积，或测得的实际体积与安装的管路类型的标准步进体积有较大差别，可通过小

泵校准调节器上的螺丝调节（顺时针拧减少分液体积，逆时针拧增大分液体积），每次调节校准
调节器的螺丝后，需先启动加液 5 次使分液管稳定（不称量计算），第 6 次开始称量计算。

 说明：新安装管路或调节校准调节器后，需先启动加液 5 次使分液管稳定，第 6 次启动加液开始称量计算；
填充、校准中不需称量的步骤，可把分液管的出液口插入分液瓶内避免浪费试剂。

以纯水为例，目标步进体积为 1 µl，使用小泵分液管路（5 µl~40 µl），点击“启动加液”6 次，前 5 次不需计算称量，第 6 次称量
计算出实际加液体积为 110 µl，输入数值并保存，软件自动计算出步进体积为 1.1 µl；顺时针拧校准调节器上的螺丝后重新启动加



液，第 6 次的实际加液体积为 100 µl，步进体积为 1.00 µl；校准调节器上的螺丝不变，再运行 2 次称量，三次的步进体积均值为（1 

µl+1.01 µl+0.99 µl）/3=1 µl，符合目标步进体积，粗校准完成。

b. 大泵头分液模式体积粗校准
大泵分液管路（100 µl~400 µl）的标准步进体积为 5.6 µl 左右、大泵分液管路（200 µl~1000 
µl）的标准步进体积为 18 µl 左右、大泵分液管路（300 µl~2000 µl）的标准步进体积为 30 µl 左右。
所得步进体积用于仪器计算加液体积所需的泵头内转轮的转数，为后续加液做准备。

① 通过称量（至少需显示精度千分之一克级天平）和测量得到待分液液体的质量与体积并计算其密度；

② 每次校准前需拉紧出液管空转填充 2 分钟，让泵头内橡胶管处于拉紧平衡状态再校准；

③ 将去皮称量过的试管放在喷头下，点击“启动加液”，加液完成后称量计算出实际加液体积（建
议做 3 次以上取稳定平均值）；

④ 在界面上输入“实际体积”（1 mg 水体积约为 1 µl），然后点击“保存校准体积参数”，软件自
动计算出步进体积（在没有保存时显示上次保存的数值）。

 说明：填充、校准中不需称量的步骤，可把分液管的出液口插入分液瓶内避免浪费试剂。
以纯水为例，目标步进体积为 5.6 µl，使用大泵分液管路（100 µl~400 µl），拉紧出液管空转填充 2 分钟，让泵头内橡胶管处于拉紧
平衡状态，点击“启动加液”，将有 100 个步进体积的液体流出，称量计算出实际加液体积 570 µl，输入数值并保存，软件自动计算
出步进体积为 5.7 µl；若输入加液体积为 100 µl，则大泵头将转动 100 µl/5.7 µl 圈。

c. 位置校准
在更换或使用新型号的加样板时需进行位置校准，首先在加液板设置界面选择孔板类型，将所用加
液板放置在加液台上（一些型号的加样板需使用适配器固定，如 96 孔 PCR 板）。首先点击“校准
位置一”，喷头移动至加液板左上角第一个孔，点击方向按键调整，使喷头位于该孔正上方，点击“校
准位置二”喷头则移动右下角最后一个孔上方，同样点击方向按键调整，校准完成后保存，再点击“回
到初始位置”。

 说明：若与上一次加液板型不同，需先在运行设置里选择加液板选型（96 孔板、48 孔板、24 孔板）；若加液板型相同，只是更换
型号（如 96 方孔板孔更换为 96 孔 PCR 板），直接在校准界面进行校准。

2、细校准
细校准可验证经过粗校准后分液的准确性，若对分液准确性要求高，需通过细校准进一步调整分液
准确性。细校准模拟实际分液参数加液 1 排，计算出每孔实际加液均值，比较实际加液均值与目标
值的差异。小泵头分液模式通过小泵校准调节器调节步进体积使其接近目标值，从而提高分液的准
确度；大泵头分液模式通过改变加液体积理论值调整实际加液体积。
a. 小泵头分液模式体积细校准

小泵头分液模式细校准是通过模拟实际分液参数调整分液准确性，20 µl 以下的小体积进行细校准
时至少需要显示精度为万分之一克级的天平。

① 在加液设置界面设置“行速”、“列速”、“泵速”、“预加液体积”和“加液体积”；

② 在加液板第一排的位置放置去皮称量过的管子，点击细校准界面的“运行”，运行结束后再次称量；

③ 计算每孔加液实际平均体积，与目标值比较，并计算加液准确度，若准确度在实验所需范围内，
则开始正式加液；

④ 若需调整准确度，可调节小泵校准调节器上的螺丝，顺时针拧减少分液体积，逆时针拧增大分液
体积。每次调节校准调节器的螺丝后，需先在细校准界面运行 5 次使分液管稳定（不称量计算）；

⑤ 接着再运行 1 次，称量并计算单孔的准确度；



⑥ 重复步骤⑤ 2 次，若 3 次的准确度稳定在目标范围内，则细校准完成；

⑦ 若准确度没有达到目标范围，重复步骤 ④ ⑤ ⑥ 直到准确度满足需求。
 说明：新安装管路或调节校准调节器后，需先启动加液 5 次使分液管稳定，第 6 次启动加液开始称量计算；

填充、校准中不需称量的步骤，可把分液管的出液口插入分液瓶内避免浪费试剂；
细校准所述准确度为单孔准确度，当单孔准确度 ≤±0.5% 时，整板分液准确度 ≤±3.0%。

以纯水为例，目标准确度 0.5%，目标体积即加液体积输入 100 µl，而实际称量体积为 808 µl（96 孔板第一排），则实际每孔加液为
101 µl，（101 µl-100 µl）/100 µl=1%>0.5%；顺时针拧校准调节器上的螺丝，点击细校准界面的“运行”，运行 5 次不称量，第 6

次运行后称量，体积为 802 µl，即每孔 100.25 µl，（100.25 µl-100 µl）/100 µl=0.25%<0.5%；校准调节器上的螺丝不变，再运行 2

次称量，三次的单孔均值为（100.25 µl+100.35 µl+100.45 µl）/3=100.35 µl，100.35 µl/100 µl=0.35%<0.5%，细校准完成。

b. 大泵头分液模式体积细校准
大泵头分液模式细校准是通过调整理论体积值让实际加液体积值接近理目标值，至少需要显示精
度为千分之一克级的天平。

① 在加液设置界面设置“行速”、“列速”、“泵速”、“预加液体积”和“加液体积”；

② 在加液板第一排的位置放置去皮称量过的管子，点击细校准界面的“运行”，运行结束后再次称量；

③ 计算每孔加液实际平均体积，与目标值比较，并计算加液准确度，若准确度在实验所需范围内，
则开始正式加液；

④ 若需调整准确度，返回加液设置界面，调整“加液体积”参数再次细校准，直到达到目标准确度，
细校准完成。

 说明：细校准所述准确度为单孔准确度，当单孔准确度 ≤±0.5% 时，整板分液准确度 ≤±3.0%。
以纯水为例，目标准确度 0.5%，目标体积为每孔 100 µl，加液体积先输入 100 µl，实际称量体积为 808 µl（96 孔板第一排），则实
际每孔加液为 101 µl，（101 µl-100 µl）/100 µl=1%>0.5%；调整加液体积为 100 µl-（101 µl-100 µl）=99 µl 左右，再次细校准实际
称量体积为 804.8 µl，即每孔 100.6 µl，（100.6 µl-100 µl）/100 µl=0.6%>0.5%；调整加液体积为 100 µl-（100.6 µl-99 µl）=98.4 µl

左右，再次细校准实际称量体积为 802 µl，即每孔 100.25 µl，（100.25 µl-100 µl）/100 µl=0.25%<0.5%，细校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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