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 / 方法 时间（min） 溶剂（mL） 成本 1

EDGE 5 20 $

ASE 加压流体萃取 30 21 $$$

索氏提取 360 150 $$

自动索氏提取 120 90 $$$

超声波萃取 60 300 $$

QuEChERS 20 23 $$

萃取应用是把目标分子从样品基体上完整分离出来的过程，同时能够

保证目标化合物形态的完整性。美国 CEM 公司发明了 EDGE 革命性

萃取技术 , 完美结合了加压流体萃取法和固相离散萃取技术，全自动

过程包括试剂添加、萃取、过滤、冷却和分离过程，萃取效率高，重

复性好，符合 USEPA 3545 标准方法，而且比通常的加压流体萃取技

术 ASE 大幅度地缩短了萃取时间，速度提高了 6 － 20 倍 , 成为科研

实验室最新的首选仪器。

符合标准：US EPA 3545，3545A，HJ 783 PFE 加压流  

体萃取法，特别适用于土壤和沉积物、 有机物的提取

Q-Cup 专利技术，完美结合加压流体萃取＋固相离散萃取

提取 30g 样品只需 5min，20-40mL 萃取液

样品基体影响小，可以萃取固体、半固体、含水分的样品

一键式操作，实现萃取、过滤、分离、冷却和冲洗全自动过程

一次性处理 12 个样品，双样品架共放置 24 个样品

EDGE 萃取仪基本技术特点：

1. 成本：包括仪器成本和运行成本

Q-Cup 萃取单元技术专利

Q-CupTM 独特的开放单元设计，在压力流动萃取基础上同时产生固相

离散萃取的双效应，过程中动态压力振荡迫使试剂上下双向循环，增

进了化合物析出效率，实现大量样品的快速萃取和过滤。 溶剂用量少，

单样品只需20ml溶剂，萃取速度提高到过去加压流体萃取ASE的6倍，

5min 即完成萃取。Q-Cup 单元是由抗污染高强度铝合金制成，可以

进行高效加压加热，单元由可拆装的部件构成，便于拆装和清洗。

1）自动样品加载     
      自动进样器将 Q-Cup 加载至工作腔，并自动加盖加压密封。

2）双向自动溶剂添加
      溶剂分别从 Q-Cup 的底部和顶部双向自动加入，浸润样品。

3）自动加热和双向压力萃取腔
      自动加热，增加工作腔萃取压力，并形成双向试剂循环，动态压力振荡迫使溶

      剂离散于化合物之间，加速萃取过程，完成萃取条件。

4）自动萃取液提取收集
      一旦完成萃取， 在线自动过滤净化，萃取残渣与萃取液直接分离，样品将会通

      过 Q-Cup 滤膜过滤而出，通过冷却盘管，最终进入收集瓶。

5）自动清洗功能
       残渣与萃取液直接分离自动过滤收集后，仪器自动进行清洗。

EDGE 一键式操作和全自动工作过程

目前各种萃取技术的性能比较

Q-Cup 萃取单元工作原理

1.技术方法

2.Q-Cup萃取单元

3.适合标准

4.温度范围

5.振荡压力

6.样品批量

7.收集瓶

8.萃取体积

加压流体萃取法（ PFE），结合固相离散萃取（DSPE）

专利技术由高强度铝合金罐体结构及滤片和螺纹盖组合而成，
一次性完成试剂添加、萃取、过滤、分离、冷却和冲洗全过程

EDGE 萃取仪基本技术规格
革命性的萃取技术，完美结合

       加压流体萃取＋固相离散萃取

              6 — 20 倍的萃取速度，更高的回收率

EDGE         全自动加压流体萃取系统   ——革命性萃取技术， 6倍ASE的萃取速度，更高的回收率！

EDGE 使用 Q-Cup 技术，完美结合加压流体萃取和固相离散萃取两种效应，大大提

高了萃取产量和效率。EDGE 使样品制备非常容易，Q-Disc ™滤膜置于 Q-Cup 底

部，并将底盖旋好。可以迅速提取 1-30g 的土壤样品，如需要可以通过加入 NaSO4

进行样品干燥。EDGE 仅使用 40mL 溶剂即可萃取反应，进行包括动态压力振荡离

散萃取、样品浸润和系统清洗。工作腔快速加热，2min 内温度即可达到 180℃。

传统的方法如索氏提取，非常耗时且需要使用大量的溶剂。自动化方

法往往需要繁琐的样品制备过程。EDGE 是目前可达到的最快的样品

萃取系统，使用少量的溶剂即可实现样品萃取。Q-Cup 样本架由两

个容易组装的部件构成，在几秒钟内即可准备好样品。

EDGE ——革命性萃取技术

压力盖

连接收集瓶

Q-Cup

溶剂喷雾

工作腔

样品

Q-Cup 滤膜

溶剂管路

冷却盘管

ΔP振荡压力

US EPA 3545，3545A，HJ 783，适用于土壤和沉积物、有机
物、药物、食品和聚合物的快速萃取

0-100－200℃

0-2000psi（约13.8MPa）

一次性处理12个样，双样品架共放置24个样品

40ml、60ml或其他规格的玻璃接收瓶

11ml、22ml、34ml、66ml或其它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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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样品 污染物

土壤 多氯代二苯并二恶英
黏土 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沉积物 多氯代二苯并呋喃 
污泥 有机磷农药
废渣 有机氯杀虫剂、多氯联苯、氯化除草剂、柴油范围有机物

1）环境土壤监测

符合 US EPA 3545 土壤中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SVOCs 的萃取

三种不同土壤类型中提取的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回收率

2）大气污染监测                      

4）药物监测应用

                        分析物         
沙子 黏土 肥土

1,4- 二氯苯 94 98 93
六氯乙烷 91 94 88

对甲基苯酚 82 91 85
                硝基苯 86 101 95

六氯丁二烯 94 97 89

2,4,5- 三氯（苯）酚 87 76 81
2,4,6- 三氯（苯）酚 92 73 86

2,4- 二硝基甲苯 85 85 86

六氯苯 86 84 82
五氯苯酚 90 36 100

被测物

美国 EPA 3545A 标准方法对从土壤、粘土、沉积物、污泥和废渣等中萃取出多氯代二苯并二恶英、
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多氯代二苯并呋喃 、有机磷农药、有机氯杀虫剂、多氯联苯、氯化除
草剂和柴油范围有机物等

PUF 过滤器、石英过滤器、XAD 树脂、Tenax 树脂和活性炭吸附剂等的检测。1）PUF 过滤器：
EDGE 可从聚氨酯泡沫体中萃取出被吸收的多氯联苯。大小尺寸的 PUF 插头都可放入 Q-Cup
中进行萃取。EDGE 还可对 PUF 过滤器进行快速清洗。2）XAD 树脂：EDGE 可以从 XAD 树脂
中萃取出优先控制污染物。Q-Cup 的分散能力有助于材料固相萃取。

天然药物成分的快速筛选；潜在药物成分的发现；产品的 QC/QA 最终认证；动物毒性试验；药
物中活性成分  的监测；药品制剂含量水平以及在动物组织中代谢的监测；鉴定各批次产品有效
成分是否与性能指标相符

果蔬 / 饲料中的农药残留；谷物及动物组织中的抗生素；鱼肉组织及奶制品中的溴化物；动物组
织及肉制品中的多氯联苯、二恶英及呋喃；确定脂肪含量，样品包括肉、奶制品、含油种籽、酸
水解处理后的食品样品；确定多种类型保健品及食品中的添加剂是否符合标准。

萃取 PVC 中的增塑剂（除去二苯甲酸）；萃取聚丙烯和聚乙烯中的添加剂（UV 稳定剂、抗氧化剂、
润滑剂）；萃取 SBR 橡皮中的油类和有机酸；从 ABS 和 SB 中提取 PBDE 和 PBB（满足 RoHS
指令）；从玩具、橡胶、塑料等基质中快速萃取六价铬

3）食品农残和脂肪

5）聚合物的应用

     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SVOCs 具有较高的分子量和沸点 , 且 SVOCs 不易挥发，主要由农药和除草剂组成。
这些化合物日积月累暴露在外，和室内环境中，会留下很大的环境隐患，导致公众卫生健康危害。所以被
US EPA 列为有害空气污染物 HAPs，可导致过敏、哮喘、内分泌和甲状腺破坏、生殖毒性、胎儿和儿童发
育迟缓、甚至是癌症。土壤是这些化合物最主要的基质，如何从土壤中将这些化合物萃取出来，是一个繁杂
的过程，土壤基质是含有多种组分的复杂样品，SVOCs 包括具有广泛化学特性和结构特性的多样化合物，
其多样性将增加萃取过程的难度，对于萃取技术是一巨大挑战。为了确保人类的安全，需要提取、识别、量
化处理这些有害化合物，而 SVOCs 的精准分析完全取决于高效的萃取前处理技术。

     CEM 公司革命性的 EDGE ™萃取系统，可从土壤中快速萃取出 SVOCs，其速度约是其他自动化技术的 6
倍。专利 Q-Cup 技术™可简单、快捷、有效地从复杂样品中萃取出待测物，在 5min 内即可完成过滤、冷却
和萃取产物的分析准备，EDGE 内置符合 EPA 3545 实验方法的标准程序，可在土壤、粘土、沉积物、污泥、
固体废物中迅速有效萃取非水溶性 / 略水溶性挥发性化合物和半挥发性化合物。

全自动加压流体萃取—— EDGE 革命性技术培 安

Automated Pressurized Fluid Extraction
For USEPA 3545, 3545A, HJ7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