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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layout, with text or in conjunction 

with a primary picture. The flares
 ar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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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rs: blue, red, yellow and green. They each 

comprise the bright shade (e.g. Bright Blue) 

and the dark shade (e.g. Dark Blue).

The fl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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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with the 

predominant colors of the pictures, the  

text and the logo. This creates an 

authoritative, clear and colorful, but never 

garish overall impression.
See “Use of color”, page 25, for the use of 

colore
d flares

. The illustrations can be turned, mirrored 

and resized as required, but should never  

be compressed or squashed.
Make su

re to use n
ot more th

an one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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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 page/double page spread. 
Please

 get a
ll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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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d from
 

the communications group before 

implementing them. 

Milli-Q™ Direct 水纯化系统
从自来水直接生产纯水 / 超纯水的一体化系统



2

* 依进水水质而定

高性价比的一体化系统为您带来一机两水的极致体验

科研用户更高的需求：

价格适当且能够直接从自来水制备纯水和超纯水

的系统：

- 符合不断提高的水质标准

- 方便易用

- 节约实验室空间

- 实现低运行成本

特别的水箱设计可有效降低反渗透产水在储水期

间的污染风险。Merck Millipore 液位传感器将使系

统能够按照客户需求自动开始或停止生产纯水，

并且在系统屏幕上精确显示水箱的水位。安全装

置防止溢流或系统因无水而空转。

输送泵通过水箱的前置阀门为洗瓶机之类的设备

供水，或者通过 Milli-Q™ Direct 进一步纯化获得超

纯水（I 级水）。

Milli-Q™ Direct 解决方案：

Milli-Q™ Direct 一体化系统，能够直接从自来水制备

纯水和超纯水。该系统能够：

- 满足更高更苛刻的标准要求

- 在高 / 低流速情况下实现手动及定量取水

- 占地面积小：挂墙或置于实验室台上 / 下

- 最优化的运行成本

卓越的纯水 / 超纯水制备

纯水：

采用反渗透 (RO) 等一系列经 Merck Millipore 专业设计并优化的纯化

技术，首先从自来水生产三级纯水 :

 Progard™ 预处理柱有效延长 RO 膜的使用寿命。

 通过弃水循环回路对经Progard™ 处理的反渗透弃水进行再循环，

降低自来水的使用量 ( 最高回收率达 66%)* 并延长 Progard™ 使用

寿命，同时避免堵塞和结垢等可能会缩短 RO 膜使用寿命的问题。

 独特的温度 - 压力反馈系统，根据水温调节进水压力，避免在

冬季自来水水温较低的情况下产水流速降低。

 独特的水质安全监控装置保证只有低离子浓度的 RO 渗透水进入

水箱，从而确保纯水的水质，并且延长用于生产超纯水的离子

交换柱的使用寿命。

 全面的流程监测系统，使用经校验的检测仪表检查流程关键控

制点的水温、压力、电导率及 RO 截留率。

超纯水：

 通过专用的 Jetpore™ 离子交换树脂、人造活性炭以及 185/254 nm

双波长紫外灯进行第一步纯化，产水的电阻率即达到 18.2MΩ.

cm(25˚C 时 )，且 TOC 低于 5 ppb。

 产水通过一个小的循环进入终端精制器进行最终的纯化，进一

步去除特定污染物，这对于特定的实验是至关重要的。



3

贴合需求的便捷取水

长达 75cm 的水管可伸入清洗

槽，方便以中流量或高流量（高

达 2L/min）清洗玻璃器皿。

可选配的脚踏取水开关，解放

您的双手，为您带来更多便利。

低流速功能可对容量瓶中

的弯液面进行精确调节以

便定量。

定量功能可自动取用您需

要的水量，节省您的时间，

灵活的取水臂设计适用于

各种高度和形状的实验室

玻璃器皿。

根据不同的应用需求，选择相应的终端精制器：BioPak™、VOC-Pak™、EDS-Pak™、LC-Pak™、Millipak™

BioPak™ 终端超滤器

去除热原和核酸酶

目录编号
CDUFB1001

VOC-Pak™ 终端精制器

去除挥发性有机物

目录编号
VOCPAK001

EDS-Pak™ 终端精制器

去除内分泌干扰物

目录编号
EDSPAK001

LC-Pak™ 终端精制器

超痕量有机物分析

目录编号
LCPAK0001

Millipak™ 终端过滤器

去除细菌和微粒

目录编号
MPGP0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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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i-Q™ Direct 系统一览

可从支架上拆下的取水器

终端精制器适用于去除特定
污染物

内置 185/254 nm 双波长紫
外灯，具有降低 TOC 和检
测 TOC 双重功能

高回收率的反渗透
技术有效降低纯水
生产的运作成本

大屏幕数字 & 图形显示屏显示详细
的操作流程，提供全程在线支持

Progard™ 预处理柱有效延长 RO 模
块的使用寿命 - 带有 RFID 标签确
保安全性 &可追溯性

Q-Pak™ 精纯化柱生产的超纯
水适用于大多数的应用 - 带
有 RFID 标签确保安全性 & 可
追溯性

位于左侧门内的快速参考
指南可提供所有必要信息

无论是低流量或高流量始终
如一提供满足您需求的高品
质超纯水

支架上的取水器适用于对
各种高度和形状的玻璃器
皿进行定量取水

1. 进水
2. 进水电磁阀
3. Progard™ 预处理柱
4. 可调速增压泵
5. 进水电导率及温度检测仪
6. 反渗透膜
7. RO 弃水循环回路

8. 排水
9. 渗透水电导率检测仪
10. 三向电磁阀
11. 254 nm 紫外灯（选配）
12. 三级纯水储存水箱
13. 循环回路和可调速增压泵
14. 185 nm 紫外灯

15. 三向电磁阀 -TOC 指示器的组成部分
16. 电阻率＆温度检测仪 - TOC 指示器的组成部分
17. Q-Pak™ 精纯化柱
18. 超纯水电阻率及温度检测仪（电极常数 O.01cm-1，

温度灵敏度达到 0.1℃）
19. 超纯水取水器
20. 适合不同应用需求的终端精制器

Milli-Q™ Direct 系统内部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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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式设计，系统信息一览无遗

 简化详尽的信息提供（中文支持）。

 提示 & 报警（可通过蜂鸣报警器加强提醒）信息可清晰地显示在系统的主显示

屏上，并可通过手动操作获得完整信息。

 传感器定期检测系统运转，确保系统在规格要求的范围内运转。例如，如果进

水的离子浓度超出规定要求，内置的进水电导率检测仪检测到进水电导率过高

将启动报警器向您发出提醒。

 清晰的图形显示帮助您进行特定操作，如维护。同时，您可以通过此显示屏，

打印关于系统水质和历史记录报告。

 涉及重要信息的区域（例如定义水质设定点）只有经授权的实验室管理人员方

可进入访问，并通过用户名和密码验证。

 自动停止取水功能：在用户设定的时间段后，系统自动停止出水，该功能可防

止超纯水的溢流和浪费。

位于 Milli-Q™ Direct 水纯化系统左侧门内的快速参考指南

提供了解系统操作和维护所需的信息。

系统附带光盘，提供 8 种语言的完整、详细的用户手册。

印刷手册中包含基本的信息 ( 中文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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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Merck Millipore 提供全套的维护项目，所有项目均由有资质的 Merck 

Millipore 现场服务支持工程师来完成，确保您的 Milli-Q™ 系统完全

符合您所在行业的标准规范。

Merck Millipore 的服务项目涵盖您所有的维护需求，如系统安装、

定制化用户培训、科研及技术支持、故障排除、预防性维护拜访等，

对客户在 GXPs 环境下的验证需求我们还可以通过专门校准设备、

程序、工作手册和适用性测试来实现。

安全
Milli-Q™ Direct 系统经独立和有资质的第三方公司检验，以符合 CE

指令中与安全及电磁兼容性相关的指令要求。

Milli-Q™ Direct 系统会随附一份产品合格证。如需要可由产地提供

相关报告。

Milli-Q™ Direct 系统使用 UI 推荐的元件和工艺进行制造，并带有

cUL 标记。 可以登录 UL 网站 http://www.ul.com 验证注册情况。

认证
Milli-Q™ Direct 系统在交付时，会随附产品合格证，确保系统完全

按照 Merck Millipore 的“标准操作规程”进行制造、装配和测试，

同时，还会提供系统内置温度和电阻率计的校验证书。

Milli-Q™ Direct 耗材附带质量保证书。

Merck Millipore 的生产地点通过 ISO® 9001 v.2000 以及 ISO® 140001

认证。

维护简单，用户也能成专家

系统的维护频率将降至最低，维护流程也更加简化。

更换 Progard™ 
预处理柱

更换 Q-Pak™ 
精纯化柱

更换 Millipak™ 
终端过滤器

 您可以在 5 分钟内完成 Progard™ 预处理柱或 Q-Pak™ 精纯化柱的

更换。

 设备上的 RFID 电子识别标签，可自动在系统存储器中对耗材进

行识别和登记，让您快速轻松地进行追溯。

 需要维护时，系统会至少提前 15 天提醒您更换耗材或预约服务

拜访，确保您用水不会中断。



进水技术规格

Ⅰ级水水质

Ⅰ级水取用

Ⅲ级水水质

Ⅲ级水产水和取水

参数 数值和单位
进水水质 自来水
进水电导率 ＜ 2000µS/cm（25℃）
进水总有机碳（TOC） ＜ 2000 ppb
进水压力 1-6 bar
进水温度 5-35℃
进水氯浓度 ＜ 3 ppm
进水淤泥指数 ＜ 12
进水 pH 4-10 pH 单位
进水连接 1/2 in Gaz M

参数 数值和单位
电阻率 * 18.2 MΩ.cm @25℃
总有机碳（TOC）** ≤ 5ppb（µg/L）
细菌 *** <0.1cfu/mL
热原（内毒素）**** <0.001Eu/mL（无热原）
进水氯浓度 ＜ 3 ppm
进水淤泥指数 ＜ 12
核糖核酸酶 **** <0.01ng/mL（无核糖核酸酶）
脱氧核糖核酸酶 **** <4pg/µl（无脱氧核糖核酸酶）

参数 数值和单位
手动取水流速 可在 50 和 2000 mL/min 之间调节

定量取水体积
100mL，250mL 至 5L 间以 250mL 为增量；
5L 至 60L，以 1L 为增量

定量取水精度 250 mL 至 60L 间，为 3%
定量取水误差 250 mL 至 60L 间，CV ＜ 3%

参数 数值和单位
离子截留率 97% 至 98%（使用新 RO 膜时）
有机物截留 ＞ 99%，当 MW ＞ 200 道尔顿
微粒和细菌截留 ＞ 99%

参数 数值和单位

产水流速
8L/h（Milli-Q™ Direct 8）
16L/h（Milli-Q™ Direct 16）

取水流速
从水龙头取水：高达 2.5L/min从泵（可选）
取水：高达 15L/min（1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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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i-Q™ Direct 技术指标和订购信息

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向您提供关于 Milli-Q™ Direct 纯水水质达到 ASTM®、ISO® 3696、GB/T 6682、ClSI® 标准对Ⅰ级水的水质要求及 USP 和 EP 对纯化水质量的

合格报告。

Milli-Q™ Direct 系统尺寸

订购信息

Q-POD™ 附件尺寸

参数 数值和单位
系统占地面积 1606cm2（249in2）

系统尺寸（高 * 宽 * 深）
 机箱
 带取水器的机箱

497*332*484mm
713*413*581mm

系统重量（带包装）8/16 24/25 kg（52.91/55.11 lb）
系统重量（空）8/16 20/21 kg（44.09/46.29 lb）
系统重量（加水运行后）8/16 27/28 kg（59.52/61.73 lb）
取水器取水回路长度 750mm（29.52in）
电源线长度 290cm（114.1in）
电源电压 100-230V±10%
数据连接 以太网（RJ45）

说明 目录编号
Milli-Q™ Direct 8 主机 ZR0Q008CN
Milli-Q™ Direct 8 主机 ZR0Q016CN
耗材
Progard™ T3 纯化柱 PR0G000T3
Q-Pak™ TIX 纯化柱 QPAK00TIX
Q-Pak™ TEX 纯化柱 QPAK00TEX
Millipak™ Express 40 终端过滤器（0.22µm） MPGP04001
BioPak™ 终端超滤器 CDUFBI001
EDS-Pak™ 终端精制器 EDSPAK001
LC-Pak™ 终端精制器 LCPAK0001
VOC-Pak™ 终端精制器 V0CPAK001
附件
Q-POD™ 超纯水取水器（无取水管） ZMQSP0D02
POD™ 挂墙组件 WMBQP0D01
主机挂墙组件 WMBSMT002
脚踏取水开关 ZMQSFTS01
漏水检测器 ZFWATDET4
254nm 紫外灯升级组件 ZRXSUPUV1

* 按 USP 要求，电阻率显示两种数值：温度补偿至 25℃下的电阻率，和无温度补偿
的电阻率

** TOC技术指标 -测试条件：系统Milli-Q™ Direct配备的 Progard™ T3预纯化柱和 Q-Pak™  
精纯化柱，产水的水质可能会因当地进水的状况而不同

*** 在安装 Millipak™ Express 40 过滤器或 BioPak™ 超滤器作为终端精制器的情况下

**** 在安装 BioPak™ 超滤器作为终端精制器的情况下

 超纯水符合 GB/T 6682 规定Ⅰ级水的要求。

参数 数值和单位
Q-POD™ 高度 579（23.50 in）
Q-POD™ 直径 230（9.05 in）
取水器取水回路长度 800 mm（31.49 lb）
Q-POD™ 重量（带包装） 7.2 kg（15.87 lb）
Q-POD™ 重量（空） 5 kg（11.02 lb）
Q-POD™ 重量（加水运行后） 5.5 kg（12.12 lb）
回路和电缆到主机的长度 290 cm（114.1 in）
数据连接 并行端口（25-pin D-Sub）输出



附件

水箱
 可从 Merck Millipore 水箱中选择容积为 30L 至 350L 不等的产品，

以达到最优纯水储量。

挂墙组件
 将 Milli-Q™ Direct 安装在墙上或实验台下，大大节省实验室空间。

Q-POD™ 取水器：取水触手可及
 从 Milli-Q™ Direct 系统上取下取水臂和取水手柄并安装在 Q-POD™ 

支架上，有效节省实验台空间。

Q-POD™ 取水器主要优势：
 取水开关控制选择不同的流速 ( 从低流速到 2 L/min)

 可设置的定量取水功能

 设计适合各种容量的玻璃器具取水 -250 mL 量筒、5 L 容量瓶、

甚至 30 L 的大桶。

 彩色图形显示，水质参数及各种所需的关键信息 ( 电阻率、TOC

水平、报警等 ) 一目了然。

 连接打印机，可即时记录水质历史记录。

Milli-Q™ Direct 系统的模块化设计方便进行定制化服务，以
满足您的特定要求。

保护装置
 漏水检测器 – 放置于地上，如果地板上有水，此传感器可停止

系统进水。

 液位传感器 – 将水箱液位信息传输给 Milli-Q™ 系统，根据用户选

择的等级启动或停止纯水生产。当水箱为空时，安全液位设置

可阻止空气进入超纯水部分。

 硅胶罩盖可有效保护 Q-POD™ 免受腐蚀性化学品腐蚀，如强酸或

强碱、刺激性溶液或腐蚀剂等。

 254nm 紫外灯：该紫外灯为选配装置，在水箱入口上游处安装，

可将纯水中的细菌含量减少至原来的 1/1000。

脚踏取水开关
 将脚踏取水开关连接到 Q-POD™ 的底座，或者直接将其连接到

Milli-Q™ 系统，这样在取水时可解放您的双手：踩下脚踏开关开

始取水，再次踩下脚踏开关就能停止取水。

客服电话:  400  889  1988 Lit号: LW2013002 Direct/V02   2014年01月上海印刷

上海
上海市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
晨晖路 88 号 2 号楼 2 楼
邮编：201203
电话：021-38529000
传真：021-53060838

成都
成都市芷泉街 229 号
东方广场 C 座 11 楼 7 号
邮编：610061
电话：028-85288550
传真：028-85288553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5 号院
凤凰置地广场 A 座写字楼 18 层
邮编：100022
电话：010-59898600
传真：010-57623560

广州
广州市黄埔大道西 638 号
富力科讯大厦 803A 室
邮编：510627
电话：020-37883048
传真：020-37883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