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效：可以在 10 秒钟以内完

成一个 50 毫升移液器填充。

细腻：精确控制滴液速度。 持久: 持续滴液可高达8小时，
无需重新添加

电动移液管助吸器
accu- je t ® p ro 

BRAND.  For  lab .  For  l i fe .



accu- je t ® pro

充电提示灯 (LED灯)

电池仓盖

移液模式选择按钮 
(重力排液/马达吹出排液)

马达速度调节

移液控制键

轻松 — 一切尽在掌握！
移液操作从未如此舒适

充电提示

闪烁的 LED 充电提示灯提醒您
电池电量低。无需担心 — 您能
够在电量耗尽前再使用2个小
时 — 助吸器充电时也可使用。

排液

选择重力排液 (适用于 "TD"
校准移的液管) 或马达吹出排
液。

马达速度

用户可通过拨动速度调节转轮
选择想要的最大马达速度。较
低的速率设定可为小量程移液
管提供更灵敏的操作控制。

电池仓盖

accu-jet® pro 提供两个电池仓
盖。第二个仓盖使您能够将仪
器倒置在实验台上，避免污染
移液管助吸器的接头。 

小而精 — accu-jet® pro 兑现自己的承诺：

• 长系列轻松移液:  

- 握持方便 

- 轻巧190 g 

- 完美的重量分布

•  发动机和泵静音工作。

•  在最大发动机转速下，可以在不到 10 秒的时间内填满一
个 50 毫升的移液器，用于快速完成工作！

• 您可以通过滴管头精细、无极调节移液速度。



� 单手操作

 所有操作都可以单手进行：选择排液模式 
(重力排液/马达吹出排液)，可由大拇指调
节马达速度；或用不同的移液控制键的按
压调整最佳的吸液和排液速度。

� 先进的充电功能 

 智能充电设计能防止镍氢电池的过度
充电，有效减少电池记忆效应（由于
不完全放电再充电造成的电池容量降
低)。充电时间为 4 个小时。 之后，充
电器自动切换至脉冲长期充电模式。

� 收纳方便

 可将助吸器倒置于实验台上。或将其放
置于壁挂架上，以节省空间。

移液管接头可紧紧抓住 量程范
围 0.1 至 200 ml的移液管并为防止
过量吸入提供了双重保护。

直接排出液体蒸汽防止侵蚀，
确保更长的使用寿命。

� 四种颜色

 含四种颜色可选，个性化你的移液管助
吸器。

排气孔

任何液体蒸气都通过前面的排
气孔排出、远离用户。从而保
护内部组件不被腐蚀。

滤膜滤器

一个0.2 µm 孔径的疏水膜及助
吸器内部的安全阀防止液体吸
入仪器内部。

移液管接头

一个可更换的接头，可与 0.1 
至 200 ml 量程的玻璃及塑料材
质 移液管完美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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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液管助吸器

� 镍氢电池

� 2 个电池仓盖

� 壁挂架

� AC电源适配器

� 2 个备用滤膜，0.2 µm 

� 操作手册

提供产品

� 重量 : 190 g

� 操作及充电温度：+10 °C 至 +35 °C

� 移液速度: 
 10 秒内移取 50 ml液体

� 适用于量程范围0.1至 200 ml 的玻璃 
及塑料移液管

� 可连续使用约 8 小时 (使用10 ml移 液管)， 
无需充电

� 电池: 
镍氢电池 2.4 V / 730 mAh

特点

零备件

接头外壳 货号

深蓝色 266 52

紫红色 266 53

绿色 266 54

宝蓝色 266 55

其他附件 货号

内置单向阀的硅胶接头 265 08

壁挂架，灰色 265 40

雌雄贴 12 x 65 mm, 2 组 265 42

壁挂架支杆 265 83

镍氢电池 266 30

滤膜滤器 包装规格 货号

0.2 µm, 灭菌（红色标识） 1个/塑封包装 265 30

0.2 µm, 未灭菌 10个/PE袋 265 35

3 µm, 未灭菌 1个/塑封包装 260 52

3 µm, 未灭菌 10个/PE袋 260 56

AC电源适配器 货号

适合欧洲/中国地区使用 230 V/50 Hz 266 01

英国/爱尔兰地区 230 V/50 Hz 266 02

美国地区 120 V/60 Hz 266 03

澳大利亚地区 100 V/50 Hz 266 04

日本地区 240 V/50 Hz 266 05

a c c u - j e t ®  p r o 
颜色
accu-jet® pro

深蓝色
货号

紫红色
货号

绿色
货号

宝蓝色
货号

含AC电源适配器
适合欧洲/中国地区使用 230 V/50 Hz 263 00 263 01 263 02 263 03

英国/爱尔兰地区 230 V/50 Hz 263 10 263 11 263 12 263 13

美国地区 120 V/60 Hz 263 30 263 31 263 32 263 33

澳大利亚地区 240 V/50 Hz 263 20 263 21 263 22 263 23

日本地区 100 V/50 Hz 263 40 263 41 263 42 263 43

不含AC电源适配器 263 04  – – –

此标志证明本产品符合 EEC 指令要求并通过了相关指标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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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 accu-jet®, BRAND. For lab. For life.® 这里的字形商标是德国 BRAND GMBH + CO KG的商标。其他商标为相应拥有

者的财产。

我们的技术文档意为通知与建议我们的客户。当然, 许多经验值的实现与在特定测试条件下获得的结果, 在实际应用时可能由于
不同的因素而超出我们的控制范围。因此,请原谅我们不能承担由我们的建议衍生的要求。使用者有责任确定产品是否符合所需
进行的特定应用。

涉及技术信息修改恕不另行通知。可能包含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