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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的色谱过程

可选择高效液相色谱(10k psi)或超高效液相色谱 (18k psi)系统，以满足您实
验室的具体需求

专利的阀切技术实现多种样品处理功能，以满足现在和未来的要求

自动进样器集成彩色显示屏，仪器状态一目了然

SimplicityChrom软件，方便直观的仪器控制

其他功能和优势包括 : 

22

LC 300 HPLC 和 UHPLC 系统

值得进一步了解的液相色谱
几乎每个行业的实验室都面临着不断增长的需
求，更高的样品通量，更丰厚的利润，和更有效
的过程。说到液相色谱，一刀切的方法是不够
的。您需要一个为您量身定制的液相色谱系统，
包括用户友好的软件、消耗品、售后和技术支持
服务⸺一整套的解决方案。

珀金埃尔默全新设计的LC 300 HPLC和UHPLC
系统，具有多种检测器可选、超准梯度、超低扩
散体积和全新的Simplicity™Chrom CDS 软件等
特点和优势，可以改善工作流程、样品通量和易
用性。无论您需要传统的高端高效液相色谱的
稳定耐用，或广为接受的超高效液相色谱的无
可比拟的性能优势，LC 300均能满足您的需求。

无论您是在寻找高端的高效液相色谱还是功能强大的超高效液相色谱平台，
我们的LC 300系统都可以帮助您的实验室实现快速、准确的结果。

LC 300系统为了更大限度地释放亚两微米小颗粒色谱柱的性能，提高分离度，
并降低检出限，重新设计了液相色谱的各个核心模块，从而达到非常低的扩散
体积以及释放UHPLC色谱优异性能的系统要求。多种高灵敏度检测器(光电二
极管阵列、多通道紫外/可见、紫外/可见、荧光、示差等)供您选择，以满足您不
同的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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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 300系统的每个模块都无缝地结合在一起，为您提供实现目标所需的稳定性、分离能力和效率。无论是分析食品样品的
标签所列组分的准确性，大麻的合规检测，或药物的潜在杂质，LC 300系统在SimplicityChrom工作站的配合下，不仅满足
您当下的需求，且符合未来您对仪器软硬件的预期。

当需要多根或长色谱柱时，制冷式柱温箱是不可或缺的。

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可容纳至少6个长度为30厘米的HPLC或UHPLC色谱柱，以
实现分析目标 
精确和稳定的温度控制从5℃到90℃，确保了准确和可重复的分析
将SimplicityChrom配置一个可选的色谱柱切换阀 ，可实现多达6个色谱柱的
自动切换，节省时间，方便方法开发，提高效率

特点包括：

LC 300 制冷柱温箱

LC 300 制冷柱温箱

当准确度就是
一切的时候

为了达到理想的精确度和高通量，需要一个稳定、精确的自动进样器。

LC 300 自动进样器

特点包括：

先进的流路控制技术以及专利的进样阀技术，进一步确保了进样量的精确和
可重现性(更多信息请参阅ILD™进样阀的技术说明)
集成内置柱温箱，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系统体积
无需任何添加任何软、硬件，即可实现的、内置的在线稀释，衍生化等功能
高清彩色液晶屏，无需登录到色谱工作站，即可允许快速和有效地检查包括泵
压，柱温箱和自动进样器温度，以及样品序列在内的系统状态LC 300 自动进样器上的高清彩色液晶屏

可输送4种溶剂 ，多种可选配置的LC 300泵系统，满足您对液相色谱
泵的任何要求。

可选择10k psi泵进行常规、高通量高效液相色谱测试，或18k psi泵进行超高效
液相色谱超快速分析
四个独立的线性马达驱动和控制色谱泵柱塞杆，精确控制流量，消除压力波动
自清洁，主动柱塞杆清洗系统，确保柱塞杆密封的寿命
高效的软件控制，全自动的泵头灌注和清洗完成只需几分钟

特点包括：

LC 300 泵

LC 300 泵内部透视



LC 300 多波长检测器 (MWD)
专为分析需要检测、处理和存储多个波长的实验室而设计。

在任何波长或采样速率的情况下，同时采集多达8个色谱数据
宽线性动态范围，低基线噪声，采样频率可达200Hz，无需稀释，即
可满足各种浓度样品的检测需求
包括50mm光程的高灵敏流通池，以及光电二极管阵列检测器全功
能在内的多种升级选项，使您从容应对未来仪器要求的升级

特点包括：

来自于 FD&C 的红 #3 和蓝 #2 染料的紫外光谱重叠图

LC 300 光电二极管阵列检测器 (PDA)
平衡高样品通量与高灵敏度的理想之选 , 在快速检测的同时高
灵敏度地记录下每个色谱峰的光谱图，从而增加结果的置信度。

低基线噪音和高线性动态范围提供了超宽的分析物浓度的耐受性
为了进一步提高灵敏度，可更换的、自校准的50mm光程的流通池
选配
高达200Hz 的采样频率、低扩散体积和光谱识别的组合确保任何
应用的准确结果
包括最大值图、峰纯度以及谱库等在内的杰出光谱功能，为您方法
开发以及色谱峰的确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信度

特点包括：

50mm 流通池

高灵敏度的检测对于大多数液相色谱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LC 300 系统可以配置一个或多个检测器，以满足您的实验室
需要。有了升级选项，您的投资就可以随着分析需求的增加或变化而在未来得到验证。

每个 LC 300 检测器都有一个集成的溶剂和废液管理系统，而基于 PDA 和 UV/ Vis 的检测器也有一个内置的溶剂管理系统，
以减少液相色谱模块的数量，同时也降低了资产管理的复杂性。

检测变得
更加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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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 300紫外/可见检测器
经典可靠的、高灵敏度的紫外可见光检测器。

行业领先的双光束光学设计，在高达100Hz的采样率下，为分析提供终极稳定性
和灵敏度
氘灯和钨灯双光源选择，可保证在190-700nm范围内有效工作。钨灯能确保在真
正可见波长区高灵敏度检测
功能强大的方法编程，包括对波长范围、响应时间、自动调零、灯自动关闭等编程
多个流通池选项，为应用方案提供适合的配置

特点包括：

LC 300荧光检测器
实现荧光化合物的高选择性检测，灵敏度可高达标准紫外检测的1000倍。

LC 300示差折光检测器
碳水化合物和其他无紫外吸收化合物的检测器选择。

轴向激发的流通池，低噪声电子，和动态温度控制的流通池
提供高水平的灵敏度和优异的稳定性
波长扫描功能，高效的方法开发

特点包括：

通过安装在精密温控外壳内的光学系统，实现卓越的稳定性
无惧环境温度的细微变化
长寿命LED光源,保障运行时间和生产力
广泛应用于糖类、有机酸、甘油三酸脂等的分析

特点包括：

示差检测器检测四种单糖的分离色谱图

双光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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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变得
更加容易

荧光检测器光路



简单易用
的软件

SimplicityChrom直观而灵活的界面，使您能够准确地分析数据并快
速得到结果。更重要的是，对于检测食品和药品等受到高度监管的样品
的实验室来说，该软件完美符合21 CFR的第11法规。

SimplicityChrom软件为您提供了简单、易学的界面，这样您就可以专
注于更重要的事情⸺科学。

SimplicityChrom 的功能和特点包括 :

现代化的设计，平衡您所需的强大功能和用户友好的扁平化UI图标以及易
于学习的工作流
直接从数据审查和采集模块高效地创建和打印报告
智能状态变更提醒，让您随时了解系统状态，从而保证工作效率
在SimplicityChrom中直接管理用户帐户和配置文件，简化管理过程，减少
与域管理相关的许多常见IT挑战
利用强大的搜索和过滤功能，提供优越的用户体验
满足21 CFR第11法规要求，如审计追踪、实验室管理和审查/批准等功能被集成
到主应用程序中，以提高访问和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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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易用
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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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的合规性
SimplicityChrom简化了您的活动，将21 CFR第11法规要
求的所有功能整合到一个易用的平台中。此外，管理员可
以在CDS应用程序中直接管理用户访问，从而减少了许多
不必要的IT挑战。

SimplicityChrom使您能够在一个简单易用的应用程序中完成所
有的数据处理和仪器控制需求。清晰和直观的图标，使新手和专
家级用户都能很容易地学习和掌握软件主要功能。

点对点控制

在一个屏幕上，SimplicityChrom可以让您跨多个样本查
看给定分析物的数据表和色谱图，以确定趋势，节省时间，
并执行更好的数据分析。用户可以实时看到变化，自动重
新计算结果也可以节省时间并减少出错的可能性。

直观的设计

定制化体验
并不是所有的用户都以相同的方式
处理或浏览数据。SimplicityChrom
可 以 让 您 创 建 定 制 的 布 局 和 工 作
流，以满足您的过程，允许用户在采
集和结果模块中快速、轻松地重新
安排和保存屏幕布局。



为了挑战更多分离难题，珀金埃尔默提供了多款填料的HPLC和UHPLC的色谱柱，配合高性能的LC 300，为您的分离
分析保驾护航。

新型 Quasar HPLC 和 UHPLC 色谱柱
无论是食品、水还是药品测试，我们的Quasar液相色谱柱产品系列都能让您获得可靠得批间和柱间重现性结果，同
时我们的全方位灵活解决方案可满足 各种不断变化的分析需求。

使用以下色谱柱进行泼尼松龙、强的松和可的松
类固醇的HPLC分析
A)Quasar C18色谱柱（150×4.6mm,5μm）
B)在Quasar AQ色谱柱（150×4.6mm,5μm）

在质谱法（MS）应用中具有较高的灵敏度
复杂分离效率高
支持高通量和低通量环境
提高工作效率，缩短分析时间
对于常用流动相缓冲液具有良好的pH稳定性
进样量高

特点和优势：

Quasar HILIC 柱子 A B

分钟 分钟

峰识别
1.泼尼松龙
2.强的松
3.可的松

1.

1.
2.

2.

3.3.

维生素 B2 和维生素 B3 的 HPLC 分析

峰识别
1.维生素B2
2.维生素B3

新型 Quasar SPP 色谱柱
我们的新一代表面多孔颗粒（SPP）相可缩短
分析时间并减少溶剂用量，保证提高工作效
率。与传统的硅胶相一样稳定，稳定可靠的色
谱柱具有良好的配体稳定性，并能产生绝佳
的固体填充床结果。

新一代表面多孔颗粒(SPP)相，保证提供工作效率
缩短分析时间，加快方法开发进度
不对样品和流动相进行专门的过滤
优化低波段展宽
与亚2μm粒径的色谱柱相比，背压较低，运行稳定

特点和优势 :

分离效果的保证
⸺色谱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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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 Quasar 方法验证包
方便订购单个部件编号的产品，保证三个不同批次的相填料

Quasar C18 方法验证包

我们认识到，为确保结果的重现性，方法验证需要三个不同批次的材料。使用我们的方法验证包，让这个过程变
得简单容易。方便订购单个部件编号的产品，保证三个不同批次的相填料。

N9900940

N9900941

4.6

4.6

250

150

5

5

部件编号内径（mm）长度（mm） μm色谱柱

Quasar C18

Quasar C18

方法验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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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Quasar C18 （150×4.6mm,5μm）色谱柱对阿
奇霉素进行 HPLC 分析

使用 Quasar C18 （100×4.6mm,3μm）色
谱柱对硫酸吲哚酯进行 HPLC 分析

更多详细信息请见文集

2.6 μm表面多孔颗粒（SSP）
• 5 μm 表面多孔颗粒含 4 μm 的实心内核
• 扩散路径较短

分离效果的保证
⸺色谱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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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高效的实验室，也很难驾驭全球监管实体和要求的复杂性。OneSource合规服务可以与您合作，让您重新专

注于您的核心活动。通过我们的咨询方式，我们可以提供差距分析或检验准备，并提供全面的培训。

OneSource提供了强大的产品范围和服务水平，使鉴定过程顺利运行，同时减少停机时间。只需回顾一下我们推荐

的标准OQ协议，并根据您的规范定制它们。然后，我们训练有素的服务工程师根据认可的规格测试仪器。您的资格

报告将以打印和安全的电子格式提交。这就是简单的遵从性。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个基本仪器进修课程,简单故障排除技巧,应用程序支持,或方法优化,我们的现场应用科学家或服

务工程师会直接到您的实验室,通过教育,您将获得的知识和见解的新技术,不仅增加您的信心,而且打开您的全部潜

能的工具。

教育服务资料

可塑性
遵从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