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rmo Scienti�c iCAP TQ ICP-MS
重新定义三重四极杆ICP-MS，无与伦比的易操作性

极限分析
操作简单

Thermo Scienti�c™ iCAP™ TQ ICP-MS
重新定义三重四极杆 ICP-MS，无与伦比的易操作性



利用具有突破性技术的Thermo Scienti�c™ iCAP™ TQ 三重四极杆ICP-MS进行分析，能
获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准确度；充分扩展您的应用范围，提高实验室效率。这项技术
易于掌握，每一个分析人员都能有效操作。

iCAP TQ ICP-MS 

极限分析，从容应对；操作简单，出乎意料

• Reaction Finder能帮助您简便、有效地处理颇具挑战的复杂基质的分析。

• 在通用性强大的Thermo Scienti�c™ Qtegra™ ISDS 软件平台上，无需专业培
训，分析人员能轻松进行不同ICP技术间的切换。

• 体型小，为您最大程度地节省实验室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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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P TQ ICP-MS为您的实验室的未来发展提供
解决方案 —— 探索发展中的市场，拓宽研究领
域，同时满足日趋严格的法规要求。 

• “Right First Time”分析具有强大的干扰消
除能力，适用于最复杂的基质分析。

• 可靠的准确度和良好的重现性能减少日常工
作中的重复工作量。

• 在较为简单的分析中仍然可以选择单四极杆
（SQ）模式，保持分析灵活性。

2



领略TQ技术 

高效的干扰消除能力，确保准确可靠的测试结果

Q2 加压反应气体，以

选择性地生成反应产物 ( 如：

NH3 + Ti+ → Ti(NH3)3NH+) 

Q1 设定分析物质量数 

( 如：Ti+ at m/z 48) 来过滤掉

不需要的离子

子离子 114[Ti(NH3)3NH]+

TQ 质量数迁移模式

48Ca+, 96Zr++, 32S16O+, 
31P16O1H+, 24Mg2

+ 

114Cd+, 98Mo16O+

48Ti+       114[Ti(NH3)3NH]+

分析物 48Ti+

• 利用多达四种不同的碰撞反应气体

和独特的Reaction Finder技术来简化

方法开发步骤。无需拥有复杂反应

化学的高深知识，Reaction Finder帮

您完成一切。

• 综合反应气体处理功能，确保仪器

操作安全可靠。

•  采用预设的单模式动能歧视效应

（KED），简便、快速、可靠地获

得SQ的分析结果。

• 在单个样品的分析中轻松实现从SQ

到TQ模式的切换，保证最大的分

析灵活性，为完整分析提供最佳

结果。

Q3 分离出待测离

子（如设置 Ti+ 子离子质

量数为 m/z 114）

让Reaction Finder帮您的分析选

择正确的模式：

SQ 模式： 相当于SQ-ICP-MS模

式，Q1传输所有质量数 
TQ 质量数模式： Q1和Q3设置成

相同的质量数 
TQ 质量数迁移模式： Q1和Q3设

置成不同的质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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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连接和自动准直的进样系统，无需屏蔽圈
和石英帽。

• 下拉门设计使您轻松进行接口更换。

• 从最大耐基体效应到最高灵敏度，宽泛的接口
范围提供全面的仪器灵活性。

• 具有虚拟接地和优化电路的固态变频（RF）发
射器，保障仪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 除了接口，零用户维护。

• QCell和TQ功能相结合，为复杂样品检测提供最
佳数据准确性。

• 单模式He KED全面消除日常高通量样品分析中
的干扰。

Q3

Q2

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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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的软件只需要点击五次就能完成从等离子体点
火到数据报告的操作，提高您的分析效率，快速获
得结果。

极易操作 

Qtegra Intelligent Scienti�c Data Solution 软件

Reaction Finder
使用 Reaction Finder 简化您的工作流程。您可以
使用此直观的功能，通过智能化测量模式选择目标
分析物中的的最佳干扰消除。

• TQ 技术摆脱了方法开发的复杂性。

• 自动选择同位素、反应气体和产物离子。

• 极大减少方法开发的时间。

• 所有用户都能轻松操作。

• 提供可信的准确数据。

“经过充分的培训，我们的学生已经

熟悉了 iCAP  TQ  ICP-MS操作。他

们能在各种测试模式下轻松创建各

自的方法，并成功完成他们的分析。

尽管我们实验室现在有四种不同的

ICP-MS仪器可供选择，但他们更趋

向于使用赛默飞的iCAP  TQ。硬件和

软件设计提供了更方便的操作，而

TQ-ICP-MS的高灵敏度和高选择性

所带来的巨大潜力，为他们的研究

项目带来更多的附加价值。”

Maria Montes-Bayón 
西班牙奥维耶多大学分析化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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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动样品处理和 Qtegra ISDS 软件
的简单界面管理，提高您的分析效率；
与其它技术联用，更能扩展您的使用范
围。 

自动稀释
Qtegra ISDS 软件能完全内嵌控制自动
稀释器，提供无误差的指定倍数的和智
能化的稀释选项。

形态 
Qtegra ISDS 软件 ChromControl 插件
能控制色谱系统，在单个软件中完成自
动样品分析。另外，专用的色谱数据处
理和化合物定量分析功能能提供简单可
信的形态分析。

纳米粒子
使用 Thermo Scientific npQuant 插件
的高级功能设置能使您的实验室具备纳
米粒子尺寸和浓度表征的专用数据分析
的能力。

激光烧蚀
当与专用的高灵活性的激光控制插件相
联时，trQuant 数据评估能简化定量和
数据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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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健康 
对于最具挑战性的环境样品基质中的痕量分析物的常规分析和定量
测定，iCAP TQ ICP-MS 是强有力的解决方案。SQ 模式和优异的
TQ 消除干扰模式相结合，能优化您的分析效率。此外，在任何实
验室中可以顺利进行形态分析，以便在环境分析中进行准确的风险
评估。

食品安全 
消除食品安全分析中的不确定性，并具备符合将来立法要求的形态
和纳米粒子表征能力。即使是最具挑战性的基质，对iCAP TQ ICP-
MS 来说也没有任何障碍，它能保证可靠的元素分析以支持安全和
高质量食品和饮料产品的生产。

环境和人类健康 

应对苛刻挑战，保护美好未来

临床准确性
通过优异的干扰消除能力所带来的强大信心，
推动您的临床研究；采用 Reaction Finder 为您
的应用而量身定做的测量模式，轻松获得准确
的结果。即使面对少量或复杂的样品，也能实
现稳健且快速的分析，比如血液和尿液样品。

药品认证 
我们的信心体现在：iCAP TQ ICP-MS 技术符合
全球法规标准，包括 FDA，美国药典 <232> 和
<233>，和 ICH Q3D。Qtegra ISDS 软件中的完
整系统认证、强大的报告和完整的法规一致性
工具保证了方法验证的简化、全面的数据安全
和审计保证。

地球科学
通过准确的矿物分析优化地球化学勘探和开采
的盈利能力。通过简单地与一系列激光联接用
于贵金属矿物和锆石的空间分辨测定，以探索
您样品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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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人类健康 

应对苛刻挑战，保护美好未来 “三重四极杆模式中iCAP TQ ICP-MS的能力将解

决临床研究中痕量元素（如钛和锰）测量中的

常见问题。”

Dr. Chris Harrington 
英国痕量元素实验室超区域
测定服务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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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
通过有效消除基质的干扰，实现痕量元素和杂质的
准确定量，这对冶金工业和研究来说至关重要。采
用激光烧蚀能进行主量和空间分辨的可靠测定。

材料科学
在工业应用中保证产品质量和准确测定原材料中的
杂质。iCAP TQ ICP-MS 是实现复杂样品快速准确分
析的有效解决方案。

化学品
高效的三重四极杆技术带来的超低检出限能轻松测
定化学品中的杂质。稳健的等离子体即使在最极端
的基质中也能保证分析的可靠性。

纳米科学
高级纳米材料应用的理想之选。快速且强大的分析
能力，加上集成的npQuant软件，能确保快速和全
面表征人工合成和天然的纳米粒子。

能源生产
有效监测页岩压裂工艺或测定能源消耗品的老化状
态和失效。iCAP TQ ICP-MS 能轻松提供所需的检测
能力。

工业应用 

金属、材料和化学品中的高级应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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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应用 

金属、材料和化学品中的高级应用开发

常规分析
iCAP TQ ICP-MS 耐用，易于操作，结构紧凑，且低
维护。常规分析被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高基质耐
受性和卓越的干扰消除（即使是最具挑战性的样品
基质）能力开辟了新的市场应用。Qtegra ISDS 软件
简化的操作意味着不是专家也能顺利操作。 

研究需要
TQ-ICP-MS 技术的先进性能提供了无限的研究能
力。这项技术带来的低检出限和强干扰消除能力对
新的突破性的科学研究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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