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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的方式有几种： 

订购信息 

如需 HPLC 产品的订购信息或销售支持服务，请联系您所在地的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销售部门。有关联系信息，请登录 

http://www.thermoscientific.com 上的“联系我们”。 

技术辅助 

如需 HPLC 产品的技术支持服务，请联系您所在地的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支持部门。有关联系信息，请登录 

http://www.thermoscientific.com 上的“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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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本手册 
本章提供了有关本手册、手册中所用约定以及 

手册之外可用参考文档的信息。 



 1      使用本手册 

第 10 页 Vanquish 载样柜操作手册 

1.1 关于本手册 

本手册描述了 Vanquish™ 载样柜的功能和工作原理，并提供了有关

安装、设置、启动、关机、操作、维护和故障排除的说明。 

本手册的布局旨在让用户能够快速参阅所需的部分。为了完全理解

载样柜，请通读本手册。 

本手册还含有安全消息、注意事项说明以及特殊注释，正确遵循这

些要求可防止人员受伤、载样柜损坏或数据丢失。 

注意下列情况： 

 载样柜配置可能不同；因此可能不是所有的描述都适用于您的载

样柜。 

 如果某些详细说明仅适用于某个机型或型号，则将指出该机型或

型号的名称。 

 本手册中的示意图用于提供基本的示意。可能与实际载样柜机型

或部件不同。但这不影响相关说明。用户不应根据本手册的示意

图提出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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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约定 

本部分描述了本手册中所用的约定。 

1.2.1 安全消息 

本手册中的安全消息和注意事项说明具体编排如下： 

 适用于整个手册以及手册中全部程序的安全消息或注意事项说明

并入“安全”章节。 

 适用于整个部分以及部分中多项程序的安全消息或注意事项说明

在相应部分的开始位置显示。 

 仅适用于某部分或程序的安全消息在相应部分或程序中显示。 

它们的显示与正文的编排不同。 

安全消息的前面通常有警示符号和/或警示词语。警示词语采用粗体

大写字母。 

确保理解并遵守本手册中的全部安全消息。 

1.2.2 特殊注释与信息性说明 

特殊注释和信息性说明在本手册中的显示与正文的编排不同。 

它们在文本框中显示，并跟随一个注释标签。 

标签文本采用粗体大写字母。 

注释   突出显示用于防止载样柜损坏或测试结果无效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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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突出显示可简化任务或优化载样柜性能的一般相关或 

帮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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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录入约定 

下列录入约定适用于本手册中的描述： 

数据输入与输出 

 下列内容以粗体类型显示： 

 通过键盘键入或使用鼠标选择的输入 

 在屏幕上单击的按钮 

 通过键盘键入的命令 

 诸如对话框、属性和参数等的名称 

 为力求简洁，较长的表达式和路径以缩略形式显示，例如： 

单击 Start > 所有程序 > Chromeleon 7 > Services Manager > Start 

Instrument Controller。 

引用与消息 

 引用的其他文档显示为斜体。 

 屏幕上显示的消息采用引号标示。 

视点 

若无另行说明，则本手册中左和右说法始终是指人员面朝载样柜正面。 

特别重要词语 

特别重要词语在正文中以斜体表示。 

电子版手册 (PDF) 

电子版手册 (PDF) 中有很多链接，可通过这些链接跳转至手册的其
他位置。具体包括： 

 目录条目 

 索引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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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叉引用（蓝色文本），例如部分和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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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考文档 

除本手册之外，还可参考其他文档。 

硬件文档 

其他硬件文档包括下列： 

 Vanquish 系统其他模块的操作手册 

这是设备随附的印刷版手册。 

 Vanquish 系统操作手册 

这是 Vanquish 系统基座和溶剂架随附的印刷版手册。 

 Instrument Installation Qualification Operating Manual 

提示   电子版手册以 PDF（可移植文档格式）文件提供。若要打开和

阅读 PDF 文件，需要 Adobe® Reader® 或 Adobe® Acrobat®。 

 

软件文档 

其他软件文档包括下列： 

 Chromeleon™ 7 帮助与文档 

Chromeleon 7 帮助提供了有关软件所有方面的大量信息与全面的

参考资料。有关设备安装和配置的基本信息，请参阅 Installation 

Guide；有关某设备的具体信息，请参阅 Instrument Configuration 

Manager Help。在 Chromeleon 7 中，设备称为模块。 

有关用户界面主要元素以及最重要工作流程的逐步指南， 

请参阅 Quick Start Guide。 

如需最重要工作流程的简明概览，请参阅 Reference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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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omeleon™ 6.8 帮助 

Chromeleon 6.8 帮助提供了有关软件所有方面的大量信息， 

包括设备安装和配置。 

提示   Chromeleon 帮助和文档附于软件包装中。 

 

第三方文档 

另请参阅由第三方部件与材料制造商提供的用户文档，例如“材料

安全数据表”(MS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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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全 
本章提供了一般性和具体的安全信息，并说明了载样柜的预期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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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安全符号与提醒词语 

2.1.1 本手册中的安全符号和提醒词语 

本手册中含有用于防止载样柜使用人员受伤的安全消息。 

本手册中包含下列安全符号和提醒词语： 

 

 始终留意安全信息。在进行操作之前一定要完全理解该信息并思考

行动的后果。 

 

 小心   表示一种危险情况，若未能避免，将导致轻度或中度受伤。 

 

 警告   表示一种危险情况，若未能避免，将导致严重受伤。 

 

2.1.2 遵循本手册 

遵循下列说明： 

 在安装和操作载样柜之前，仔细阅读本手册，以便熟悉载样柜和

本手册。手册中含有与用户安全以及载样柜使用与养护有关的重

要信息。 

 始终将手册存放在载样柜附近，以便随时参阅。 

 保存本手册，并交给任何后续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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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理解并遵守本手册中全部安全消息和注意事项说明。 



 2      安全 

第 20 页 Vanquish 载样柜操作手册 

2.1.3 载样柜上的安全符号 

下表列出了载样柜屏幕或标签上显示的安全符号。遵循本手册中的

安全注释，防止操作员受伤或载样柜损坏。 

符号 描述 

 
表示有潜在危险。 

请参阅本手册，避免可能的人员受伤和/或设备损坏。 

 
 

电源开启 

电源关闭 

 
表示设备中的条码读取器产生较高的 LED 输出 

（根据 IEC 62471:2006），这可能对眼睛有害。 

切勿使用聚光设备观看此光输出。 
 

 

表示不得在载样柜顶部放置液罐或任何其他物品。 

表示样本架和孔板必须放置于右前角的 A1 位置。 

 

2.1.4 铭牌/类型标签 

铭牌/类型标签位于载样柜前门背面左侧。铭牌显示序列号、零件号、

线路额定值以及制造商地址。 

载样柜左侧电气连接附近的另一标签显示保险丝和线路额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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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预期用途 

载样柜设计为 Vanquish 系统的一部分。Vanquish 系统的预期用途是

分析样本溶液中的化合物混合成分。载样柜仅供合格人员在实验室

环境中使用。 

载样柜和 Vanquish 系统设计仅用于实验室研究目的。 

并非专为诊断之用而设计。 

实验室方法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建议使用 Vanquish 系统的实验室遵循 LC 分析

的最佳方法。其中包括： 

 使用正确的标准 

 定期在报告结果前运行标定 

 制定系统所用耗材的存放寿命限制并严格遵守 

 根据实验室检验并验证的“实验室开发的测试”方案运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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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安全注意事项 

2.3.1 一般安全信息 

在载样柜安装、操作、故障排除、维护、关机和运输的全部阶段中，

所有用户必须遵守本部分中的一般安全信息以及本手册其他位置的

全部安全消息和注意事项说明。 

 如果未采用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指定的方式使用载样柜， 

则载样柜提供的保护措施可能会受到影响。遵守下列要求： 

 仅在符合其技术规格时操作载样柜。 

 仅使用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特别授权并认可的载样柜更换件

和其他部件、选件和外设。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对于因不当或错误使用载样柜引起的任何

损害（无论严重或其他情况）概不负责。如果对不当使用有任何

疑问，请在继续前联系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安全标准 

本设备为安全等级一型仪器（配备了保护性接地端子）。 

设备依据国际安全标准生产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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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人员资格 

遵守下列有关载样柜安装和/或操作人员所需资格的信息。 

 仅由服务工程师安装 

必须由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认证的服务人员执行安装 

（为简便起见，称为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服务工程师）。 

一般操作 

载样柜设计为仅由训练有素的合格人员在实验室环境内操作。 

所有用户必须了解载样柜存在的危险以及他们所使用的物质。 

所有用户必须遵守相关“材料安全数据表”(MSDS)。 

操作人员说明 

对于本设备的任何操作，操作员必须根据本操作手册、适用安全数

据表、工厂卫生准则以及技术法规，以操作和清洁人员所用的语言

编制清晰简练的书面说明。 

2.3.3 个人防护装备 

穿戴个人防护装备并遵照良好的实验室方法，保护自己免受危险物

质的影响。穿戴何种设备取决于相应的危险。欲知所用物质产生的

危险及所需设备的信息，请参阅供货商提供的材料处理和安全 

数据表。 

 应在附近设立洗眼设施和水槽。如果任何物质接触您的皮肤或眼睛，

则冲洗受影响的区域并立即就医。 

 



 2      安全 

第 24 页 Vanquish 载样柜操作手册 

防护服 

若要保护自己免受化学品飞溅、有害液体或其他污染的影响， 

穿戴相应的防护服，例如实验室制服。 

护目镜 

若要防止液体进入眼睛，穿戴相应的护目镜，例如带有侧挡的防护

眼镜。如果液体可能飞溅，则佩戴护目镜。 

手套 

若要保护自己免受有害液体的影响并避免维护或服务期间受伤， 

则穿戴适合的防护手套。 

 

2.3.4 电气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 电击或设备受损 

设备内存在高压，可能导致电击或设备受损。 

 切勿更改电气或接地连接。 

 如果怀疑存在任何类型的电气损坏，则断开电源线并联系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技术支持部，寻求帮助。 

 切勿打开外壳或取下保护性面板，除非手册特别说明要如 

此操作。 

 切勿将液罐放置在设备上面。液体可能会流入设备，与电子元件

接触，造成短路。而是将液罐放置在 Vanquish 系统提供随附的

溶剂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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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一般残留物危险 

操作载样柜时注意下列一般性残留物危险： 

 警告 — 危险物质 

溶剂、流动相、样本和试剂可能含有有毒、致癌、致突变、传染性

或其他有害物质。处理这些物质可能会带来健康和安全风险。 

 确保知晓所用物质的全部属性。避免接触有害物质。 

如果不确定某物质，则作为有害物质进行处理。 

 穿戴相应危险所需的个人防护装备并遵循良好的实验室方法。 

 将物质的数量降低至样本分析所需的最低量。 

 切勿在可能易燃的环境中操作载样柜。 

 避免有害物质积聚。确保安装地点通风良好。 

 根据当地法规，以环保方式处置危险废物。 

遵守合法且经过批准的废物处置计划。 

 警告 — 生物危险 

来自人类的材料，例如微生物、细胞培养基、组织、体液和其他生

物媒介可能携带传染性病毒。若要避免这些媒介的传染： 

 假设所有生物物质至少有传染性。 

 穿戴相应危险所需的个人防护装备并遵循良好的实验室方法。 

 根据当地法规，以环保方式处置生物危险废物。 

遵守合法且经过批准的废物处置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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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 危险气体 

流动相和样本可能含有易挥发或易燃的溶剂。处理这些物质可能会

带来健康和安全风险。 

 避免此类物质积聚。确保安装地点通风良好。 

 避免明火及火花。在存在易燃气体或烟雾时切勿操作载样柜。 

 

 警告 — 易燃和危险蒸汽 

如果含有易燃或挥发性样本的容器密封不良，可能会释放出易燃或

危险蒸汽，并在设备内部积聚。这可能带来健康和安全风险， 

并导致结果错误。 

遵守下列有关易燃和易挥发样本的安全准则： 

 仅使用有顶盖、密封盖或密封带等气密的指管或孔板。 

请参阅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认可密封的最新清单。 

 使用前检查指管是否有裂纹或瑕疵。 

切勿使用破裂或受损的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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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 爆炸危险 

载样柜机门密封条上的缝隙是经过专门设计的安全功能，用于为载

样柜内部提供适足的换气功能。切勿出于任何原因堵塞或修改这个

通道。堵塞此通道可能导致设备内部蒸汽积聚，造成爆炸危险。 

 

2.3.6 紧急情况 

 警告 — 安全危险 

如果出现紧急情况，断开载样柜的电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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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合规信息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对其产品进行了完全的测试和评估，确保完

全符合适用的国内和国际法规。在设备交付时，其符合本手册中所

述的所有相关电磁兼容性 (EMC) 和安全标准。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见第 87 页的部分  11。 

改动设备可能导致其不符合一个或多个此类 EMC 和安全标准。改动

设备包括更换或添加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未特别授权并认可用于

本产品的部件、选件或外设。为确保产品持续符合 EMC 和安全标准，

必须向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或其授权代表订购更换件和其他部件、

选件和外设。 

设备出厂时处于安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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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载样柜概述 
本章向您介绍了载样柜及其主要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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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载样柜功能 

载样柜在分析期间用于承载样本架和孔板并将它们转移至 Vanquish 

自动进样器。其包括下列功能： 

 一个用于承载样本架和孔板的搁架。提供不同的搁架，适用于不

同高度的样本架和孔板。 

 一个移动臂，用于将样本架和孔板从其在搁架中的位置移至自动

进样器的转盘，反之亦然。 

 一个温度控制与气流系统，用于确保内舱保持设定的温度， 

以便样本可在适合的温度条件下储存。 

 一个条码读取器，用于识别搁架中贴有条码的 Vanquish 样本架

以及孔板以及空的搁架位置。 

 一个传感器，用于检测铲板上是否有样本架或孔板，例如在重新

加电后，可防止重复装载搁架。 

 一个用于收集冷凝液的有源蒸发系统。如果温度波动较大 

（在冷却期间以及在内舱温度低于环境温度时），内舱表面上可

能会出现冷凝液。为了防止样本受潮，采用一个冷凝液收集盘来

收集冷凝液，然后液体从收集盘中蒸发。 

 载样柜设计由 Chromeleon 色谱数据管理系统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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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工作原理 

移动臂是载样柜的传送系统。移动臂铲板将搁架上的样本架和孔板

通过载样柜右侧面板的传送口运送到自动进样器转盘上黄色 (Y) 部分

的空闲位置。通过相同的方式，移动臂铲板将样本架和孔板从自动

进样器 Y 部分运送回它们在搁架上的目标位置。 

下图显示了移动臂的工作原理： 

 

图 1：工作原理 

序号 描述 

1 装有样本架和/或孔板的搁架（此处：深孔板） 

2 正在运送的深孔板 

3 移动臂 

4 自动进样器转盘 - 黄色部分 (Y) 用于承载来自载样柜的样本架和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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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内部部件 

载样柜功能部件直接位于前门后：  

  

图 2：内部视图（未显示机门） 

序号 描述 

1 LED 状态指示灯 

2 自动进样器的传送口 

3 搁架 

4 移动臂 

5 搁架锁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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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LED 状态指示灯 

状态指示灯 LED（发光二极管）位于载样柜的正面， 

可提供关于设备状态的一般信息。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49 页

的部分  6.3.1 状态指示灯。 

3.3.2 搁架 

样本架和孔板放置在搁架上，搁架固定在底板上。搁架配备几个导

轨（层），用来承载样本架和孔板。每层都标记有层数。 

提供适用于不同高度样本架和孔板的搁架。导轨之间的垂直距离，

也就是所谓的节距，表示样本架或孔板底部的净距，以毫米表示。

选择搁架时，请记住，所选节距必须超过样本容器（包括容器盖）

高度至少 5mm。 

包装内不含搁架，必须单独订购。有关可用搁架的列表，请参阅

第  83 页的部分  10 配件、耗材和更换件。 

 
 

图 3：搁架 

 

序号 描述 

1 顶部把手 

2 导轨 

3 层数 

4 底部把手 

5 搁架 ID 标签 

6 搁架锁挡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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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移动臂  

移动臂是载样柜的传送系统。有关移动臂工作原理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第 31 页的部分  3.2 工作原理。 

移动臂配备条码读取器，可识别搁架中的样本架和孔板以及空位置。 

 

图 4：移动臂 

序号 描述 

1 条码读取器 

2 回转臂 

3 铲板 ID 标签 

4 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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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设备连接 

载样柜连接器 

左侧面板后上角设置了下列电源线和 USB 连接器： 

 

图 5：显示设备连接器的侧视图 

序号 描述 

1 主电源开关（开/关控制），含保险丝座 

2 电源输入连接器 

3 USB（通用串行总线）端口（"B" 型连接器）  

用于连接 Vanquish 系统的其他模块或安装了诸如 Chromeleon 等数据管

理系统的计算机。 

 

提示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建议仅将 USB 端口用于上述目的。 

如果 USB 端口用于其他目的，则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无法保证功

能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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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操作 

载样柜设计为采用配置了 Chromeleon 色谱数据管理系统的计算机进

行操作。Chromeleon 软件可实现全套的仪器控制、数据采集以及数

据管理功能。 

有关使用 Chromeleon 进行仪器控制和自动样本分析的基本描述，请

参阅 Vanquish 系统操作手册。Chromeleon 帮助中也提供了有关控制

和操作载样柜的详细信。 

 

提示   载样柜也可采用其他数据系统操作，例如 Xcalibur™。在这种

情况下，除了数据系统软件之外，还需要安装其他软件。有关详细

信息，请联系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销售部门。 

若要控制载样柜，必须在 Chromeleon 中安装和配置 Vanquish 自动

进样器。控制载样柜的全部功能位于自动进样器的控制界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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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拆包和运输 
本章提供了有关载样柜拆包和搬运以及交付范围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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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拆包和搬运 

到货时包装破损或有缺陷 

检查装运容器是否有外部损坏的迹象，拆包后检查载样柜是否有任

何运输途中出现机械损坏的痕迹。 

如果您怀疑载样柜在运输途中受损，则立即将损坏告知给送货人和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只有立即报告损坏，货运保险才能进行赔付。 

载样柜拆包 

 

 小心 — 重物，大型设备 

载样柜非常笨重，以至于单人无法安全搬运。 

为避免人员受伤或载样柜损坏，遵守下列准则： 

 物理搬运载样柜（包括抬起或移动）需要两人协力进行。 

 若要抬起或移动载样柜，抓住载样柜的侧面。切勿抓住前门移动

或抬起载样柜。这会损坏机门或载样柜。 

 

若要进行载样柜拆包，执行下列步骤： 

1) 将装运容器放在地面上。取下顶盖。 

2) 取出配件。 

3) 从载样柜取出上层泡沫垫块，向上提起包装箱的侧壁。 

4) 取下聚乙烯包装。 

5) 小心地从装运容器中慢慢提出载样柜。绝不要抓住泡沫垫块或前

门提起载样柜。 

6) 将载样柜放在稳固的表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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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服务工程师将在此时接手后续的安装步骤。 

提示   保留装运容器和所有填充材料。 

邮寄载样柜或移动至新地点时将需要这些包装物。 

 

拆包后移动载样柜 

如果在载样柜已设置并安装在 Vanquish 系统中后移动， 

则需要为载样柜运输和移至新地点作准备。 

遵照第 66 页上的部分  7.5 运输或邮寄载样柜中的说明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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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交付范围 

交付时包含下列物品： 

 Vanquish 载样柜 

 安装套件包括将载样柜连接到 Vanquish 自动进样器的转接架 

 USB 线（带有铁氧体磁芯） 

 电源线 

 印刷版操作手册 

 印刷版安装手册 

有关再订购信息，请参见第 83 页的部分  10 配件、耗材和更换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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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装 
本章规定了安装场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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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安装安全准则 

注意下列安全准则： 

 

 仅由服务工程师安装 

必须由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认证的服务人员执行安装 

（为简便起见，称为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服务工程师）。 

遵守部分  2.3 安全注意事项中的全部警告消息和注意事项说明 

（请参见第 22 页）。 

 

 小心 — 重物，大型设备 

载样柜非常笨重，以至于单人无法安全搬运。为避免人员受伤或载

样柜损坏，遵守下列准则： 

 物理搬运载样柜（包括抬起或移动）需要两人协力进行。 

 若要抬起或移动载样柜，抓住载样柜的侧面。切勿抓住前门移动

或抬起载样柜。这会损坏机门或载样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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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场地要求 

工作环境对于确保载样柜最优性能至关重要。 

本部分规定了安装场地的重要要求。注意下列情况：  

 仅在适宜的实验室条件下操作载样柜。 

 载样柜设计为 Vanquish 系统的一部分。遵守 Vanquish 系统操作

手册有关 Vanquish 系统的场地要求。 

 如需规格，请参见本操作手册以及 Vanquish 系统其他模块操作

手册的规格部分。 

电源规格 

本设备电源容量较大，可接受设备指定范围内的任何线路电压。 

 

 小心 — 电击或设备受损 

 将设备连接到高于或低于所指定线路电压的电源可能导致人员受

伤或设备受损。因此，仅将设备连接到所指定的线路电压。 

 绝不要与其他设备共享一个电源插排（例如，有多个插口）。 

 切勿使用延长线。 

 设备电源关闭后，只要未拔出电源线，设备仍然带电。设备连接

电源时维修设备可能导致人员受伤。因此，在设备内部进行维修

之前，始终拔出电源线。如果说明要求卸下任何盖板，则在盖板

取下时，不要连接设备电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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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线 

电源线的设计旨在匹配使用国家的墙壁插座要求。 

电源线插入设备电源插口的一端与所有电源线相同。 

但插入墙壁插座的一端却不相同。 

 警告 — 电击或设备受损 

 绝不要使用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提供的设备电源线之外的其

他电源线。 

 仅使用适合设备使用国家的电源线。 

 切勿使用延长线。 

 绝不要与其他设备共享一个电源插排（例如，有多个插口）。 

 设备连接的电源插座必须具有保护性接地连接。 

 在出现紧急情况时，必须可随时方便地操作电源线， 

断开设备电源。 

 

 警告 — 电击或产品受损 

错误使用电源线可能导致人员受伤或仪器受损。仅将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提供的电源线用于其原本用途。切勿用于任何其他用途，

例如连接其他仪器。 

冷凝 

注释   设备中的冷凝液将损坏电子器件。 

因此，在使用、运输或储存设备时，避免或尽量减少可能会在设备

内部产生冷凝液的情况。例如，避免环境条件的剧烈变化。 

如果怀疑出现冷凝液，让设备回到室温。这可能需要几小时。 

等待冷凝液完全消失后，再接通载样柜的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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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操作 
本章描述了载样柜的控制元素， 

提供了有关例行操作和关机的信息。  



 6      操作 

第 46 页 Vanquish 载样柜操作手册 

6.1 本章介绍 

本章内容假定载样柜的首次设置已完成。如果未完成，请联系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技术支持部，寻求帮助。 

有关使用 Chromeleon 进行仪器控制和自动样本分析的基本描述，请

参阅 Vanquish 系统操作手册。Chromeleon 帮助中也提供了有关控制

和操作载样柜的详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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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操作安全准则 

操作载样柜时，注意下列安全准则： 

 遵守部分  2.3 安全注意事项中的全部警告消息和注意事项说明 

（请参见第 22 页）。 

 小心 — 运动零件 

载样柜内的零件在设备运行期间可能会移动，这可能造成轻伤。 

在载样柜内部零件移动时切勿打开机门。在此期间，载样柜上的 

Mover Status LED 将闪绿光。 

 

 小心 — 条码读取器发出强光 

条码读取器内的 LED 可发出强光，可能会导致眼睛严重受损。 

切勿使用聚光设备观看此光输出。 

 

 警告 — 溢出液体产生的易燃危险蒸汽 

样本溢出液体产生的易燃或危险蒸汽可能在设备内部积聚。 

这会带来健康和安全风险。 

 遵循下列防止溢洒准则。 

 如果在载样柜内出现溢洒，则关闭载样柜电源。清理溢出液体，

敞开载样柜门。等待足够的时间让溢出液体干燥，蒸汽消失， 

然后再将载样柜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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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溢洒，遵循下列准则： 

 确保正确地将孔板和样本架放入搁架内。 

 确保搁架正确固定在搁架锁挡上。 

 在载样柜内部零件移动时切勿打开机门，取出搁架。在此期间，

载样柜上的 Mover Status LED 将闪绿光。 

 切勿将液罐或任何其他物品放置在载样柜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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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控制元素 

载样柜设计采用安装了色谱软件的计算机操作。 

此外，可查看载样柜正面面板上的状态指示灯 LED，了解设备的工

作状态。 

6.3.1 状态指示灯 

状态指示灯 LED 位于载样柜的正面，提供有关设备状态的信息。 

LED 状态 描述 

Power LED 关 

绿色 

指示载样柜的总电源状态。 

设备电源开启时 LED 为绿色， 

电源关闭时 LED 不点亮。 

Mover Status LED 关 

闪绿光     

绿色 

红色 

指示载样柜移动臂的状态： 

移动臂电机电源关闭时 LED 不点亮。 

闪绿光：移动臂正在执行软件的命令、

启动例程或库存扫描，因此尚未就绪 

绿色：移动臂电机电源开启，移动臂准

备就绪；此时可以安全打开机门 

红色：移动臂出错 

Connect/Equil LED 关 

黄色 

闪绿光     

绿色 

指示载样柜的连接状态和平衡状态。 

载样柜未连接到软件时，LED 不点亮。 

黄色：载样柜已连接到软件， 

温度控制关闭 

闪绿光：载样柜连接到软件并正在平衡

中（目标温度尚未达到） 

绿色：载样柜连接到软件并且目标温度

已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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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电源开关 

载样柜左侧上的电源开关是用于开/关控制的总开关。用于按本手册

关机要求时关闭电源；例如在执行维护程序之前。无法使用 

Vanquish 系统基座上的电源按钮来开关载样柜。 

 

提示   载样柜门配备一个机构，在载样柜关闭时将自动打开机门。

在电源关闭时，无法关闭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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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准备载样柜开始运行 

本部分提供了载样柜运行和样本分析所需的全部准备步骤。 

开始样本分析之前 

 设定目标温度，并等待达到该温度 

（请参见第 51 页上的部分  6.4.1）。 

 装载样本架或孔板（请参见第 52 页上的部分  6.4.2）。 

 检验载样柜门是否关闭。 

 若适用，在 Chromeleon 中选择架类型 

（请参见第 56 页上的部分  6.4.3）。 

 确保色谱系统得到正确的平衡。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 Vanquish 系统操作手册。 

6.4.1 载样柜内舱的温度控制  

如果希望使用载样柜内舱温度控制来根据要求保存样本，则定义下

列参数。相同的设置还可用于控制载样柜内舱温度和自动进样器的

内舱温度。  

 载样柜内舱的目标温度 (Temperature.Nominal)。 

设定标称温度将自动开启温度控制 (TempCtrl = On)。 

 载样柜目标温度和实际温度之间的最大允许偏差 

(ReadyTempDelta)。如果与目标温度的偏离超过最大允许偏差，

则载样柜运行的准备尚未就绪。 

可将允许偏差设为 0 来停用此功能。 

保持机门关闭，直至达到目标温度。 



 6      操作 

第 52 页 Vanquish 载样柜操作手册 

请注意，如果超出环境条件（在冷却期间以及设定温度低于环境温

度时），载样柜门外表面可能会暂时出现冷凝液。 

6.4.2 装载样本架或孔板 

 

 警告 — 易燃和危险蒸汽 

如果含有易燃或挥发性样本的容器密封不良，可能会释放出易燃或

危险蒸汽，并在设备内部积聚。这可能带来健康和安全风险， 

并导致结果错误。 

遵守下列有关易燃和易挥发样本的安全准则： 

 仅使用有顶盖、密封盖或密封带等气密的指管或孔板。 

请参阅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认可密封的最新清单。 

 使用前检查指管是否有裂纹或瑕疵。 

切勿使用破裂或受损的指管。 

 
打开前门 

操作载样柜时，需要打开前门，例如放置或取出搁架或装载或取出

样本架和孔板。注意下列情况： 

 打开机门前，检查前面板上的 Mover Status LED。Mover Status 

LED 闪绿光时不要打开机门。这指示移动臂正在执行操作。 

 当移动臂正在执行操作时打开机门，移动臂将完成当前运动 

并停止。  

 机门打开时，无法从 Chromeleon 发出任何命令。 

并且机门打开将延迟队列的处理。 

若要打开前门，轻微拉动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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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打开机门后必须手动调整移动臂，则轻轻地将移动臂推到安

全位置。手动调整移动臂时，切勿大力。 

将搁架放入内舱 

提示   可首先将搁架放入载样柜，然后装载样本架或孔板，也可首

先在搁架上装载样本架或孔板，然后再将搁架放入载样柜。 

 

1) 使用顶部和底部把手抓住搁架，将其滑入到底板上的搁架锁挡

（请参见图 6）。搁架底部上有一个搁架锁挡的开槽。 

2) 检验搁架已正确锁入搁架锁挡。 

 

图 6：放置搁架 

载样柜将在机门关闭后自动检测搁架类型，Chromeleon 将显示可用

的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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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样本架或孔板放入搁架 

条码读取器用于识别 Vanquish 样本架或孔板的类型， 

但需要带有架类型识别条码，如图 7 所示。 

 

图 7：带有架类型识别条码的样本架 

 

 小心 — 无条码定位样本架或孔板 

无特制 Vanquish 条码的样本架和孔板可能非常容易放错位置， 

而 Chromeleon 无法发现错误定位。这将造成安全危险。 

 最好使用带条码的 Vanquish 样本架或孔板识别架类型， 

这可让软件检查定位是否正确。请参阅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批准的样本架和孔板的最新清单。 

 当使用没有此类条码的样本架和孔板时，根据本部分所述检查定

位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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搁架配备几个导轨（层），用来承载样本架和孔板。 

每层都标记有层数。层数用于在 Chromeleon 中定义样本位置。 

1) 如果使用样本架，则将指管放入样本架中。 

2) 将各个样本架或孔板放在空闲的搁架层上，以便位置 A1 位于右

前角，如图所示。 

 

图 8：放置样本架或孔板 

3) 检验孔板和样本架已正确放置在搁架的导轨上。 

样本架或孔板边缘不得伸出超过导轨前后止挡。 

提示   查看载样柜的 Chromeleon 7 ePanel 或 Chromeleon 6.80 面板，

了解样本架和孔板信息。这或许有帮助，例如可了解搁架哪层可以

放置新的样本架或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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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前门 

关门后，载样柜将执行启动例程和库存扫描。移动臂将下移至搁架

底部，同时条码读取器将扫描。库存扫描完成后，前面板上的 

Mover Status LED 将从闪绿光变为绿色。 

装载自动进样器转盘注释 

 注释   载样柜将样本架和孔板送至部分 Y。为避免错误和损坏， 

遵守下列要求： 

 始终保持自动进样器转盘的部分 Y（黄色）空置。  

 在正常工作期间，切勿手动从部分 Y 取出样本架或孔板。 

6.4.3 选择架类型  

载样柜将自动检测带有架类型识别条码的 Vanquish 样本架和孔板的

容器类型，然后软件将计算正确的自动进样器针头位置。无需选择

架类型。但是，如果没有此类条码，则必须选择样本架和孔板的架

类型。 

有关如何选择架类型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Chromeleon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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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操作的重要设置 

本部分所述的参数应该视为载样柜的例行操作。 

可从 Chromeleon 用户界面访问这些参数。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 Chromeleon 帮助与文档。 

设置 描述 

温度控制开/关 激活和停用内舱中的温度控制。 

标称温度 自动进样器和载样柜内舱的目标温度。 

设定标称温度将自动开启温度控制。 

就绪温度变数 标称温度和实际温度之间的最大允许偏差。 

如果与标称温度的偏离超过最大允许偏差，则载样柜

运行的准备尚未就绪。如果设置为 None，则 

Chromeleon 不会检查实际温度是否偏离了标称温度。 

重置温度历史记录 重置温度历史记录。温度历史记录储存了自上次重

置以来载样柜内舱的最低和最高温度。 

架类型 CHXX 指示在架识别期间识别的位于层数 1 

(RackType_CH01) 至层数 20 (RackType_CH20) 的样

本架或孔板的类型。如果识别的架类型为 

Unknown，则从列表选择正确的架类型。  

如果在单独的层上没有放置样本架或孔板，则架类

型识别为 Empty。 

样本位置 样本位置是自动进样器针头吸入样本的位置。 

其中包括载样柜层数和样本架或孔板上的位置 

（例如 CH01:E8）。 

照明模式 决定内舱照明灯的行为。在自动模式下， 

照明灯将在机门关闭时变暗，机门打开时点亮。 

可选择是否一直让照明灯变暗、点亮或关闭。 

重置 重置载样柜和自动进样器的内部控制信息。 

例如，可能在手动从部分 Y 中取出了样本架时就需

要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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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关闭载样柜 

如果载样柜短期或长期不使用，那么遵循下面部分中有关载样柜关

机的说明。  

如果自动进样器关闭，则也要关闭载样柜。如果自动进样器运行，

则保持载样柜开启，确保温度控制始终有效。 

关闭载样柜 

若要关闭载样柜，执行下列操作。 

1) 从载样柜内舱中取出搁架和任何样本。 

2) 关闭载样柜。  

3) （如果希望长期不使用）断开电源线。 

4) 必要时清洁载样柜内舱的内部 

（请参见第 63 页的部分  7.3.2 清洁载样柜）。 

5) 保持载样柜门敞开。 

6) 如果要将载样柜移至新地点或需要邮寄载样柜，则遵循第 66 页

的部分  7.5 运输或邮寄载样柜中的说明进行操作。 

提示   载样柜门配备一个机构，在载样柜关闭时将自动打开机门。

在电源关闭时，无法关闭机门。 

重启载样柜 

若要重启载样柜，执行下列步骤： 

1) 必要时重新连接载样柜电源，开启载样柜。 

2) 准备载样柜开始运行 

（请参见第 51 页的部分  6.4 准备载样柜开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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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维护  
本章描述了用户可能使用的例行维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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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维护介绍 

本章描述了用户可能使用的例行维护程序。 

 只能由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认证的服务人员（为简便起见，称为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服务工程师）执行其他维护或服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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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维护安全准则 

执行维护程序时，注意下列安全准则： 

 遵守第 22 页的部分  2.3 安全注意事项中的全部警告消息和注意事项

说明。 

 

 警告 — 高压电 

载样柜内部有高压电，可能导致电击。 

切勿打开外壳或取下保护性面板，除非手册特别说明要如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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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例行和预防性维护 

只有载样柜处于良好的状态且养护得当，才能获得最优的载样柜性

能，最大限度延长载样柜的运行寿命并得到准确的结果。 

7.3.1 维护计划 

定期执行下表中所列维护程序。下表中给出的频率只是建议。 

最优的维护频率取决于多种因素，例如样本类型和数量以及载样柜

所使用的溶剂。 

 

频率 应采取的行动… 

每日 检查载样柜内部的指管和孔板是否有破裂或缺陷。 

必要时，清理溢出液体。 

定期 清洁载样柜 

（请参见第 63 页的部分  7.3.2 清洁载样

柜）。 

 检查载样柜上是否具有全部的警告标签且字迹清晰可

见。如果不是，则请联系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进

行更换。 

 检查铲板和搁架上的 ID 标签是否存在并且字迹清晰可

见。如果不是，则请联系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进

行更换。 

每年 每年请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服务人员执行预防

性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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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清洁载样柜 

开始清洁程序之前，从载样柜内舱中取出搁架和任何的样本， 

关闭载样柜。 

若要保持载样柜表面干净，使用柔软的无绒干抹布或纸巾擦拭表面。

必要时，将抹布蘸少量温水和常规洗涤剂或特制实验室清洁液进行

清洁。之后，使用清水擦拭清洁后的表面，确保去除了所有清洁剂

残余物。使用柔软的无绒抹布将表面擦干。 

 
 注释   遵循下列说明： 

 某些 Charger 部件采用塑料制成。溶剂可能会分解塑料。 

强酸或强碱可能造成塑料脆变。若要清洁塑料部件和表面， 

切勿使用含有碳氢化合物的溶剂、酒精含量超过 10% 的清洁剂

或强酸及强碱。 

 本系统的所有外表面可耐受弱酸、弱碱和有机溶剂。但是， 

还是要立即擦拭溢出到系统上的任何液体。 

如果表面长期接触此类液体，则会造成损坏。 

 防止清洁剂进入流路。 

 绝不要使用尖锐工具或刷子清洁任何表面。 

 切勿使用特别湿的抹布或纸巾进行清洁。 

防止任何液体进入到载样柜的功能部件中。 

液体接触电子元件时将引起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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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更新载样柜固件 

何时 

可能需要更新载样柜固件，例如发布了新的固件版本，而该版本新

增了功能或解决了老版本的问题。 

所需资源 

相应的固件版本/Chromeleon 服务发布版 

提示   发布新的固件版本时，新版本将包含在下一个 Chromeleon 服

务发布版。在安装 Chromeleon 服务发布版时，新的固件不会自动传

输至设备。 

准备 

 阅读固件和/或 Chromeleon 服务发布版提供的发布说明 

 检验下列各项： 

 是否选中了 Vanquish 自动进样器配置的 General 页面上的 

Charger 复选框。 

 自动进样器在 Chromeleon 中显示为已连接。 

 在含有自动进样器（及载样柜）的仪器 (Chromeleon 7) 或设

备组 (Chromeleon 6.8) 上进行的所有操作已被停止。仪器或

设备组处于空闲状态。 

 检验移动臂是否处于空闲状态 

（Charger Status = Idle，Mover Status LED 不闪绿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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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下列步骤 

1) 启动 Chromeleon 7 Instrument Configuration Manager  

或 Chromeleon 6.8 Server Configuration 程序。 

2) 从载样柜配置对话框的 General 选项卡页面执行固件更新。 

如需详细信息，请参阅 Chromeleon 帮助。 

 注释   固件降级或固件更新不完整可能造成载样柜功能缺失或故障。 

 切勿在此过程期间中断 Chromeleon 和载样柜之间的通信。 

 在更新过程开始时，将显示一条消息，说明载样柜中当前安装的

固件版本以及将从 Chromeleon 传输的固件版本。如果载样柜中

的固件版本比 Chromeleon 中的版本更新，则取消下载。 

载样柜固件更新通常比其他 Vanquish 模块的固件更新时间更长， 

一般需要几分钟。 

 监视 Chromeleon Instrument Configuration Manager（或 Server 

Configuration 程序）的 Audit Trail，查找固件更新是否成功 

或失败。 

 如果固件更新失败，则关闭设备并再次启动，重复执行固件更新。 

 如果固件更新仍然失败，请联系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技术支

持部，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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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运输或邮寄载样柜 

如果需要将载样柜运输至新地点或需要邮寄载样柜， 

则首先准备载样柜的运输，然后根据需要移动或邮寄载样柜。 

遵循本部分中的说明。 

遵守下列安全准则： 

 

 仅由服务工程师安装 

必须由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认证的服务人员执行安装 

（为简便起见，称为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服务工程师）。 

如果在运输后需要重新将载样柜连接到 Vanquish 自动进样器， 

则请联系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技术支持部，寻求帮助。 

遵守部分  2.3 安全注意事项中的全部警告消息和注意事项说明 

（请参见第 22 页）。 

 

 小心 — 重物，大型设备 

载样柜非常笨重，以至于单人无法安全搬运。 

为避免人员受伤或载样柜损坏，遵守下列准则： 

 物理搬运载样柜（包括抬起或移动）需要两人协力进行。 

 若要抬起或移动载样柜，抓住载样柜的侧面。 

切勿抓住前门移动或抬起载样柜。这会损坏机门或载样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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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载样柜的运输 

若要准备载样柜的运输，执行下列步骤： 

1) 根据第 58 页的部分  6.6 所述，关闭载样柜。特别是检验， 

从载样柜内舱中取出搁架和任何样本，然后再继续。 

2) 断开电源线。 

3) 断开 USB 线。 

4)打开前门，以便处理自动进样器右侧的传送口。如 图 9 所示，

卸下传送口旁边将载样柜与自动进样器连接在一起的四个螺丝。 

 

图 9：将载样柜与自动进样器连接在一起的螺丝 

序号 描述 

1 传送口 

2 将载样柜与自动进样器连接在一起的螺丝 

 
5) 遵循下列步骤，使用首次安装时取下的原厂运输锁紧螺丝和泡沫

块在邮寄期间保护移动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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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将泡沫块 1（请参见图 10）放在移动臂下面，将移动臂降

低至最低位置，以便铲板和移动臂坐在泡沫块的槽内。 

 

图 10：安装泡沫块 

b) 如图 11 所示，安装两个在运输期间固定移动臂的运输锁紧

螺丝。  

 

图 11：固定移动臂的运输锁紧螺丝 

c) 如图 10 所示，安装泡沫块 2、3 和 4。 

6) 断开 Vanquish 系统与载样柜。 



 7      维护 

Vanquish 载样柜操作手册 第 69 页 

注释   在移动或邮寄载样柜之前，始终安装运输锁紧螺丝。 

运输载样柜而不安装运输锁紧螺丝将会损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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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载样柜 

载样柜必须以直立状态运输并满足下列条件： 

 搁架和所有样本架或孔板已经从内舱中取出。 

 移动臂铲板降至最低位置，使用运输锁紧螺丝和泡沫块固定 

移动臂。 

 运输时固定前门。 

邮寄载样柜 

若要邮寄载样柜，执行下列步骤： 

1) 反向操作本手册中的拆包程序。 

仅使用原厂的填充材料和装运容器。如果没有原厂装运容器， 

可从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销售部门订购相应的容器和填充材料。 

2) 如果将载样柜送回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进行返厂维修，则请

联系当地的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支持部门，了解相应的程序。 

 

 小心 — 可能的污染 

危险物质可能在运行期间污染设备，可能造成服务人员受伤。 

 将所有需要返修的设备零件进行消毒。 

 填写属于“返修表”的“消毒证明”并签字。在证书上签字， 

确认设备已正确消毒，没有危险物质。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拒绝接受任何没有“消毒证明”的设备返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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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故障排除 
本章是载样柜运行期间出现问题时的 

故障排除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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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故障排除的一般信息 

下列方法将帮助您找出并消除载样柜运行期间可能出现的问题成因。 

提示   有关 Vanquish 系统运行期间可能出现运行故障的信息， 

请参阅 Vanquish 系统操作手册。 

如果您根据提供的说明无法解决难题或遇到本部分不含有的问题，

则请联系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技术支持部，寻求帮助。请参见本

手册开始部分的联系信息。 

为了便于说明设备，在与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联系时准备好序列

号和技术名称。 

 

状态指示灯 

状态指示灯 LED 位于载样柜的正面，可提供关于设备运行状态的简

明可视反馈。 

如果固件检测到问题，位于正面的 Mover Status LED 为红色，并且

问题将报告给 Chromeleon。相关消息在 Audit Trail 中显示。如需可

能的成因和建议的纠正行动，请参见第 75 页的部分  8.2 消息。 

位于正面的 Connect/Equil LED 在载样柜未连接时不点亮。 

如果 LED 在运行期间未点亮，这指示与计算机的连接可能存在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检查 USB 线和计算机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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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meleon Audit Trail 

Chromeleon 在 Audit Trail 中记录当天仪器运行相关所有事件的信息。

Audit Trail 使用当前日期命名，具体格式为 yyyymmdd。例如， 

2013 年 5 月 15 日的 Audit Trail 名称为 20130515。 

 Chromeleon 7：Instrument Audit Trails  可在 ePanel Set  

(Audit ePanel) 上找到。此外，每个仪器的 Audit Trails 还在 

Chromeleon 7 Console Data 视图中的相应仪器文件夹中提供。 

 Chromeleon 6.8：Daily Audit Trails 可在 panel tabset 

（Sequence Control 面板）上找到。此外，Daily Audit Trails 还在 

Browser 中的相应设备组文件夹中提供。 

Chromeleon Audit Trail 中的消息的前面有一个图标。该图标指出了

问题的严重程度。下表显示了各个图标并解释了严重程度。 

可根据需要更改问题的严重程度。 

图标 严重程度 描述 

 Warning  可以启动队列 (Chromeleon 7) 或批处理 

(Chromeleon 6.8)。  

 当前运行未中断。  

但是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建议采取相应纠

正行动来解决相关问题。 

 Error 软件尝试纠正问题。错误并未中断当前分

析。但是在“就绪性检查”期间出现错误， 

则分析不会启动。 

 或 

 

Abort  无法启动队列 (Chromeleon 7) 或批处理 

(Chromeleon 6.8)。 

 运行的队列或批处理立即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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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可能的成因和建议的纠正行动，请参见第 75 页的部分  8.2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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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消息 

下表列出了载样柜的最常见消息并提供了故障排除帮助。如果遵循

下面的说明无法解决问题，则请联系技术支持部寻求帮助。 

提示   如果 Audit Trail 显示的消息未在下表中列出，则记录下消息代

码和内容。如果您无法解决问题，则请联系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技术支持部寻求帮助。 

 

提示   可能需要在打开机门后手动调整移动臂来纠正问题。 

手动调整移动臂时，切勿大力。 

 

消息 描述和纠正行动 

A collision occurred during movement. 移动臂在移动中碰到某物或卡住。如果样本架或孔板在搁架或

自动进样器上放置不正确或某物落入载样柜中，则可能出现这

种问题。 

打开载样柜门，取出搁架来找出原因。检查所有样本架和孔板

在搁架上是否放置正确（请参见第 54 页）。如果样本架或

孔板或其他物体落入内舱，则取出。检查内舱是否有溢出液

体， 

必要时进行清洁。检查是否有任何物体可能干扰自动进样器的

部分 Y。 

如果没有明显的原因，则可能自动进样器位置错误。 

在这种情况下，请联系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技术支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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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描述和纠正行动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trying to load  
a rack from a shelf position. or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trying to load  
a rack from the sampler's carousel. or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trying to place  
a rack in a shelf position. or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trying to move  
a rack onto the sampler's carousel. 

检查是否有任何物体可能干扰载样柜或自动进样器。 

如果铲板上有样本架或孔板，则在关门之前手动取出。 

A rack was placed at shelf position {0:d} but 
this position is reserved for a rack that is 
currently in the sampler unit for injection. 
Remove that rack immediately from the 
charger or an error will occur as soon as the 
rack in the sampler is moved back to the 
shelf. 

立即从载样柜中取出样本架或孔板。否则， 

在自动进样器中的样本架移回搁架时将出现错误。 

Cannot get rack. There is already a rack on 
the shovel. 

载样柜收到命令，指示其拾进样本架或孔板， 

但铲板上已有样本架或孔板。 

打开载样柜门，取出搁架来找出原因。 

如果铲板上有样本架或孔板，则将其放回搁架或取走。 

Cannot place rack. No rack on shovel. 载样柜尝试将样本架或孔板放下， 

但在铲板上未检测到样本架或孔板。 

打开载样柜门，取出搁架来找出原因。如果载样柜在尝试拾进

样本架或孔板时卡住，则将样本架或孔板放回到搁架上。 

Cannot read current rack list because the 
door is open. Rack list will be updated as 
soon as the door has been closed and the 
inventory scan has finished successfully. 

检验载样柜门是否正确关闭。 

Charger communication error. 检查载样柜与计算机的 USB 连接。如果载样柜使用另一系统模

块的 USB 集线器，则检查该模块的集线器是否开启。断开设备

并在 Chromeleon 中重新连接设备，执行 ClearError 命令。如果

错误仍然存在，关闭设备，等待 5 秒，然后再次开启设备。 

Current list of racks cannot be read. The 
device reports that a rack is still placed on 
the shovel. Remove that rack first before 
trying a new inventory scan. 

打开载样柜门，取出搁架来找出原因。 

如果铲板上有样本架或孔板，则将它放回搁架或取走。 

 关闭 Charger 机门，等待库存扫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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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描述和纠正行动 

Current list of racks cannot be read. Try 
another inventory scan by opening and 
closing the door. Check if the racks are 
placed properly and that no rack is located 
on the shovel. 

打开载样柜门，检查样本架。关闭载样柜门， 

等待库存扫描完成。 

Error: The rack/plate on shelf position CHXX 
is placed the wrong way around and cannot 
be used for injection. Please place 
rack/plate with position A1 in the right 
front corner. 

放置各个样本架或孔板，确保位置 A1 位于右前角， 

另请参见第 53 页的图 6。 

Inventory scan has failed. Please check if 
the racks are placed properly. 

打开载样柜门，检查样本架。关闭载样柜门， 

等待库存扫描完成。 

The inventory scan could not be finished 
because the door is open. 

关闭载样柜门。 

Unexpected module behavior. Code 6XXX  载样柜遇到意外错误。 

记录错误代码，关闭设备，等待 5 秒，然后再次开启设备。 

如果错误仍然存在，请联系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技术支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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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规格 
本章提供了载样柜的物理和 

性能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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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性能规格 

载样柜性能如下所示： 

类型 规格 

温度范围 4-40 °C（可设定），  

冷却目标 ≥22 K（低于环境温度） 

温度准度 -2 °C / +4 °C 

空间温度偏差 ±2 °C 

板容量 9 个深孔板，最大高度 45mm，或 

9 个样本架，最大高度 45mm，包括指管，或 

20 个孔板，最大高度 20mm 

样本容量 20 个 384 孔的孔板，最多容量 7680 个样本 

处理系统的循环时间 < 1 分钟（样本架或孔板往返于自动进样器） 

电脑连接 USB 2.0 接口 

控制 Chromeleon 7、Chromeleon 6.8 

载样柜也可通过其他数据系统操作。有关详细信息，请联系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销售部门。 

安全功能 铲板上的样本架/孔板检测传感器， 

检测架类型和搁架 ID 的条码读取器 

机门打开时自动停止（机门联锁开关） 

断电后自动打开机门 

监控状态的 3 个 LED 指示灯 

良好实验室方法 (GLP) 功能 所有系统参数均可记录到 Chromeleon Audit Tr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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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物理规格 

载样柜的物理状态如下所示： 

 

 

 

  

类型 规格 

使用范围 仅限室内使用 

环境温度 工作：5 °C 至 35 °C  

存放：1 °C 至 60 °C 

运输：-20 °C 至 60 °C 

环境湿度 工作：20% 至 80% 相对湿度，无冷凝 

存放：5% 至 80% 相对湿度，无冷凝 

运输：20% 至 80% 相对湿度，无冷凝 

海拔高度 最高 2000m 

主电源电压波动 最多标称电压的 ± 10% 

污染等级 2 

电源要求 宽范围，100 - 240 V AC，50/60 Hz  

~ 350 W 

过压类别 II 

发出声压级 1m 内 ≤ 60 dB(A) 

尺寸  

（高 × 宽 × 深） 

750 mm × 339 mm × 620 mm 

重量 约 35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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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配件、耗材和更换件 
本章提供了有关再订购配件、 

耗材和更换件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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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一般信息 

载样柜只能使用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特别授权并认可的更换件和

其他部件、选件和外设。 

我们始终保持配件、耗材和更换件符合最新的技术标准。 

因此，零件号可能会有不同。如果未单独说明，则更新的零件将与

原零件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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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订购信息 

有关载样柜样本架和孔板的订购信息，请参阅 Vanquish 自动进样器

发货套件中包含的信息。 

搁架 

描述 零件号 

用于 9 个深孔板和/或样本架的搁架 

节距 57.5mm，深孔板最大高度：45mm 

6900.1020 

用于 20 个孔板的搁架 

节距 25.5mm，孔板最大高度：20mm 

6900.1010 

 

电源线 

描述 零件号 

电源线，澳大利亚、中国 6000.1060 

电源线，丹麦 6000.1070 

电源线，欧盟 6000.1000 

电源线，印度、南非 6000.1090 

电源线，意大利 6000.1040 

电源线，日本 6000.1050 

电源线，英国 6000.1020 

电源线，美国 6000.1001 

电源线，瑞士 6000.1030 

其他零件 

描述 零件号 

USB 线（带有铁氧体磁芯） 6900.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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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合规信息 
本章提供了更多的合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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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符合性声明 

CE 符合性声明 

本设备满足 CE 标志的要求，并且符合适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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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WEEE 合规 

本产品被要求需符合欧盟电子电器废物 (WEEE) 指令 2002/96/EC。 

本产品带有下列标志： 

 

图 12：WEEE 标志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已在每个欧盟 (EU) 成员国内签约聘请了一家

或多家废物回收与处理公司来处置或回收本产品。有关更多信息，

请联系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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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FCC 合规 

本设备经过测试，结果证明符合美国 FCC 部分 15 规定的 A 类数字设

备的限制。 

这些限制设计为在商业环境中运行的设备提供合理的保护，免受有

害的干扰。本设备将产生、使用并可向外发出射频能量，如果未能

根据说明书安装和使用，将给无线电通信带来有害干扰。本设备在

住宅区运行将很可能产生有害干扰，在这种情况下用户需自费清除

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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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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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类型 .................................................... 56, 57 

样本架定位...................................................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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