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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性溶剂蒸发
完整实验室
工作流程



借助全自动操作的样品蒸发技术
确保结果不受影响

全自动浓缩或干燥多达 18 只 ASETM 试管或 6 只大

容量烧瓶。

用户要求蒸发器能够同时全自动处理大量样品，因此我

们开发了火箭蒸发器，它可浓缩或蒸发 18 只 ASE 试管

或多达 6 只 450 mL 大容量烧瓶。

这样用户就能专注于其他工作，并且确信火箭蒸发器能

够达到可重复的蒸发效果和出色的回收率。

实践证明，火箭蒸发器可实现快速自动
操作，大大提高实验室产率。

为什么要用繁琐低效的样品蒸发方法影
响分析结果呢？

火箭蒸发器配有用户期待的先进功能，如自动终点检测、

有效暴沸保护、准确温度调节以及易于使用的控制界面。

火箭蒸发器集成两步冷却抽集器，即使是挥发性有机溶

剂，也可进行高水平的回收。无论使用何种混合溶剂，

在蒸发器控制下，冷却抽集器可自动排空，确保维持较

高的溶剂回收率。

Thermo ScientificTM RocketTM 蒸发器 ( 火箭蒸发器 ) 适用于

希望花费最少时间和精力在浓缩或干燥大量色谱分析样品上

的实验室。

● 比传统样品蒸发器快五倍

● 效率大大高于旋转蒸发器

● 真正的自动操作功能，无需照看

● 省去净化和分析过程间的人工样品转移步骤

● 用于终点检测的 Genevac AutoStop 功能

● 强大离心功能，可避免溶剂暴沸

全自动浓缩或干燥多达 18 只 ASETM 试管或 6 只大

容量烧瓶。

用户要求蒸发器能够同时全自动处理大量样品，因此我

们开发了火箭蒸发器，它可浓缩或蒸发 18 只 ASE 试管

或多达 6 只 450 mL 大容量烧瓶。

这样用户就能专注于其他工作，并且确信火箭蒸发器能

够达到可重复的蒸发效果和出色的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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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实验室工作流程的
创新性样品制备解决方案

样品制备产率 *

样品制备是实验室工作流程中最关键的一部分。全部误

差中 60% 以上发生在此阶段，因此该阶段常被视为工作

流程中最令人沮丧和厌烦的一步。尽管过去 20 年间分析

技术显著发展，但大多数样品制备仍依靠古老的手工技

术，导致分析物回收率低，重复性差异大。

传统的样品制备工作流程包括提取、净化和蒸发，各

流程的过渡均需要使用人工样品转移步骤。Soxhlet 提

取、凝胶渗透色谱和氮吹蒸发器等技术往往使每批样品

制备工作流程总时间超过 60 小时。1995 年，Thermo 

ScientificTM DionexTM ASETM 快速溶剂提取系统问世，大大

缩短了所需时间，但并未解决净化或蒸发的问题。最近，

我们推出了配有 In-Cell 净化和火箭蒸发器的 Dionex ASE

系统，可完成整个样品制备工作流程，将每批样品制备

的总时间缩短至六小时。

Dionex ASE 系统与 In-Cell 净化和火箭蒸发器的结合可为

分析实验室提供全套样品制备解决方案。这两种技术的

结合完全省去了净化和手工样品转移步骤。这种结合对

实验室产率的影响十分显著，可确保您获得高准确度、

高重复性的样品制备效果。

提取

提取

提取

净化

净化

标准
运行时间

蒸发
1 小时

蒸发
1 小时

蒸发
1 小时

72 小时 10 小时

10 小时4.5 小时

4.5 小时

使用
Dionex ASE 系统

Dionex ASE 系统以及
In-Cell 净化、蒸发器匹配的收集容器和火箭蒸发器

红色方框代表样品转移步骤

*18 个样品的平均处理时间

Dionex ASE 350 快速

溶剂提取系统
Thermo ScientificTM 

TRACETM 1300 系列 GC
火箭蒸发器

优化实验室工作流程的
创新性样品制备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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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蒸发器的内部

火箭蒸发器采用新型专利技术，其工作原理如下：

样品装入转子，旋转，进入真空环境中 (B 点 )。离心转子旋转产生的离

心力使瓶内溶剂产生压力梯度。样品从上至下沸腾，有助于避免暴沸。

Dri-Pure 技术可避免暴沸和交叉污染。

控制键

火箭蒸发器的控制界面使用非常方便：用右侧旋钮高

亮选择所需的蒸发或浓缩方法，然后启动。左侧旋钮

可启动 ( 选配的 ) 机载闪频观测器。转动闪频观测器旋

钮调节频闪的频率，使六个位置均可单独实时观察。

蒸发过程控制软件可针对各个客户的具体应用进行优

化，也可创建新方法，以提高系统性能，这通常要与

您当地的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服务代表合作进行。

新方法可通过电子邮件提供并使用 USB 秘钥上传。数

据下载也采用相同的方式。

为了实现快速蒸发和精确的温度控制，我们采用低温

低压蒸汽间接加热样品。蒸汽在烧瓶 / 试管上凝结，后

者因内部的溶剂沸腾而温度较低。冷凝水从旋转的烧

瓶中甩出，回收后再次沸腾，形成更多蒸汽。

蒸汽温度有两种控制方式：1) 设定外仓 (A 点 ) 压力，

使水在所需温度下沸腾，2) 将外仓温度精确控制在设

定的温度或低于设定的温度。

为了确保蒸汽不进入样品，每只试管或烧瓶均可轻松

滑入转子，转子的旋转则将其牢固地固定在位。

外仓

冷凝水 烧瓶

转子
及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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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位的转子
内置耐溶剂真空泵

有塑料护罩的玻璃冷却抽集器

易于使用的控制面板

蒸汽室 实时频闪观测器观察窗
自动冷却抽集器排放口

方法和数据的
USB 上传 /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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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备件选择，
确保达到最佳结果

火箭蒸发器可用于彻底干燥样品或者将样品浓缩到小体积。对于

预期的样品形式，为了获得最佳的结果，提供多种选择，具体如下：

      ASE 试管的插管套件 (Puck)

火箭蒸发器可直接转移多达 18 只
ASE 瓶。只需将 60 mL 小瓶直接从
Dionex ASE 系统中移出，并装入插
管套件中，进行蒸发，无需转移。

      SampleGenie 烧瓶

样品可直接蒸发到储存瓶中。适合
直径为12 mm至28 mm的储存瓶，
高度最高可达 70 mm。

      蒸发烧瓶

450 mL烧瓶，用于干燥或浓缩样品。

      Flip-Flop 系统

Dionex ASE 系统中的提取物可使用
60 mL 双头瓶收集。然后连接带有
GC 自动进样瓶的适配器。将 60 mL

      用于 GC 瓶的 SampleGenie

样品直接浓缩到 GC 进样瓶中。小
瓶外有隔热装置，只有烧瓶内溶剂
会蒸发，只剩 GC 进样瓶内剩余少
量液体。

小瓶翻转过来，放入火箭蒸发器的
插管套件中，取下盖子。样品直接
浓缩到 GC 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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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剂 回收
DCM 80%

DMF 99%

乙醇 99%

甲醇 98%

水 99%

水/乙腈 98%

100 mL 250 mL 450 mL
DCM ( 二氯甲烷 ) 10 min 20 min 35 min

甲醇 20 min 45 min 1.5 h

DMF 30 min 1 h 2 h

水 35 min 1.5 h 2 h

水/ACN (1:1) 1 h 1.5 h 3 h

溶剂回收

蒸发时间 *

分析物回收率不受影响
良好的重复性

“火箭”回收
氮吹

“火箭”回收

氮吹

使用 Dionex ASE 350 系统对掺入分析物

的土壤进行提取，使用火箭蒸发器和氮吹

法蒸发常见多环芳烃 (PAH) 的分析物回收

率 (n = 6)。蒸发后火箭蒸发器的回收率始

终较高。

使用火箭蒸发器和氮吹法对 PAH 样品重

复蒸发的相对标准差 (RSD)。火箭蒸发器

样品和氮吹样品的相对标准差百分比分别

为 1-2% (n=6) 和 3-11% (n=6)。

火箭蒸发器可有效蒸发 Dionex ASE 系统常用的溶剂。使用 ASE 插管

套件，最多可同时蒸发 18 份样品，提高了效率。

* 同时蒸发 6 只烧瓶至彻底干燥的时间

火箭蒸发器为生态友好的绿色科技产品。Dionex ASE 系统

常用溶剂的蒸汽被冷凝和收集，并进行适当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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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默飞色谱与

痕量元素分析

赛默飞

官方微信

热线
电话

800 810 5118            
400 650 5118

www.thermofisher.com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全套分析工作流程解决方案

火箭蒸发器

革命性溶剂蒸发器，可全自动浓缩或干燥多达 18 只 ASE 试管或 6 只大容量烧瓶。

Dionex ASE 150 和 350 系统

自动化溶剂快速提取系统，可在较高的温度和压力下提取使用常用溶剂的固体和半固体样品。

Thermo ScientificTM DionexTM AutoTraceTM 280 固相提取 (SPE) 设备

自动化 SPE 设备，可提取大量样品 (20 mL-20 L)，用于从水或水性基质中分离痕量有机物，与

传统液 - 液提取方法相比速度更快，分析物回收率更高。

Thermo ScientificTM TRACETM 1300 系列 GC 系统

第一款也是目前唯一一款配有可用户更换的微型即时连接进样口和检测器的气相色谱仪，可避

免维护导致的停机，使用户可根据具体的应用和日常工作量快速调整设备性能。

Thermo ScientificTM TSQTM 8000 三重四极杆 GC-MS/MS 系统

一套可靠易用的系统，可进行更快、更精确且无差错的分析，节省时间，降低实验室成本。

Thermo ScientificTM DionexTM UltiMateTM 3000 LC 系统

这款 HPLC 系统集成了独特的硬件特性、超快的分离性能和出色的小颗粒柱分离度，具有前所

未有的灵活性，可显著提高样品通量，并自动完成多种高级程序。

Thermo ScientificTM DionexTM ChromeleonTM 色谱数据系统

一个用于 LC、GC、IC 和 MS 并且规模可调的软件平台，通过简化您的整个分析过程实现

Operational SimplicityTM ( 操作简化 )——最终提高您实验室的总体效率和分析结果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