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空气置换式移液器的快速功能测试
+  利用 PLTconnect 软件自动记录测试结果
+  移液时安全性更高

PLT unit
用于快速测试空气式活塞移液器功能 
的移液器泄漏检测仪

移液器泄漏检测仪

BRAND. For lab. Fo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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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式活塞移液器最常见的不准的原因是漏气。这是由于密
封圈，活塞，或吸头锥的磨损造成的。这些问题通常肉眼无法
观察到却会造成体积的巨大偏差。超过80% 送修的移液器
有漏气问题且超出了体积误差范围，虽然它们可能并不会滴
液。BRAND 移液器泄漏检测仪（PLT）可以在数秒内检测出空气
式活塞移液器微小的泄漏。如果泄漏检测仪显示有泄漏，泄漏
原因可以通过各种测试方法进行系统的判定。因此，通过在监
控检测设备时使用PLT能够系统化的解决问题且提高效率。 
根据对测量仪器的监控要求，必须对空气式活塞移液器按照
规律的间隔进行检查且结果需要与ISO 8655-2的误差极限比
对。
但是，校准证书仅能反映设备测试时的结果。两次校准之间的
时间也很重要，因为漏气随时都可能发生。

了解PLT 移液器泄漏检测仪

+ 预设市售量程范围自 1 µl 至 10 ml 的单通道与多
通道移 液器的极限值。

+ 可带吸头或不带吸头检测
+ 测试结果数秒显现   
+ PLTconnect 软件用于对测试进行记录

虽然PLT 无法替代常规的重力测试，但移液器泄漏检测仪能
确保在两次校准之间的时间内移液器能够可靠并准确的移
液。规律的监控因此才能防止设备超出ISO 标准要求的体积
误差。 PLTconnect 软件给您额外的安全感，您可以随时了解
测试结果并存档。PLTconnect 通过电脑的USB接口自动且安
全的传输每支移液器的测试结果。这意味着您随时可以得到
移液器的测试结果并在需要时打印出测试证书。

PLTconnet软件校准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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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Tconnect 软件进行清晰的记录多通道移液器泄漏测试带吸头测试

PLT 能够检测到空气式活塞移液器极微小的泄漏，且无论是
BRAND移液器或是其他厂商的移液器都适用。这显著改善了
移液器使用时的可靠性。除了一些吸头，您无需额外的配件或

其他耗材就能进行这一规律性的功能测试。在三个适配器间
切换使用非常简单，因此您能够快速连续的对不同的移液器
进行测试。

概述： 
PLT 的优势

“后退”按钮

选择旋钮
操作简单

“开始/执行”  
按钮

显示
直观的目录导航
四种语言可选

单通道适配器
移液器接头，可以通过旋转连接实现简单的
更换

使用贴士
见第7页

用于带吸头测试或多道移液器的适
配器
可以快速简单的更换

LED 指示灯
显示是否在进行测试以及测试结果

几秒内就能显示测试结果和误
差偏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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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率与检测

泄漏率为单位时间内泄漏的物质的量（质量)。对于空气活塞移液器，PLT检漏仪通过
测量压力变化确认泄漏率的值。即，在创造一个负压之后，测定在给定时间内压力
的升高值。

综合的评价  
泄漏率的测量需考虑一系列复杂的物
理关系。PLT检漏仪内置极限值的计算
必须包含如移液器/吸头系统的死体
积，移液器吸头的流体截面，单位时间
的压力升高，移液器的量程与型号，等
等因素。

pV值 
pV值是一定量的气体在当时的温度下
压力与体积的乘积。它可作为物质的量
或气体的量的衡量标准。

泄漏率Q L 
泄漏率Q L为pV值与单位时间的比率，即
单位时间流经某一截面的气体的量。

体积损失 
对于测试移液器，hPa ml/s是泄漏率Q L

的合适单位。在空气压力为1000 hPa的
条件下1 hPa ml/s的泄漏率意为着体积
损失率为1 µl/s。

极限值

测试时出现警告时参考的极限值，对应
了明显的体积减少，可在重力法中检测
到。根据ISO 8655-2，这个值为体积容差
范围的 1/4。
计算一支移液器泄漏体积的极限值使
得泄漏率得以计算。这些计算都建立在
超过35年的研发与生产移液器的经验
之上，包括对死体积与吸液特点以及其
他因素的认识。
如果移液器机械上没有缺陷，干净，并
且正确地使用BRAND的PLT检漏仪检
测，则这支移液器符合ISO 8655-2的误

PASS

start

EK –  100 µl
Q L: 0.04 hPa*ml/s   

FAIL

start

EK –  100 µl
Q L: 4.6 hPa*ml/s   

差范围要求。柱状条上的标记代表了内
置的泄漏率QL的极限值。
使用P LT 操作手册内的关联表，缺失的
体积可以通过泄漏率大致确定。显示的
进度条指示移液器是密封良好，还是处
于容差范围以内，还是泄漏。
如果移液器未能通过测试，我们建议进
行衡量法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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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T unit (移液器泄漏检测仪)
包装包含：
包含一个测试带或不带吸头的空气活塞移液器的*适配器，
两个空检塞，3个适配器用PE滤芯，一个通用AC电源适配器与
一份质量合格证书。1台/包装

包装规格 货号

1 703970

包装规格 货号

1 703977

单通道移液器适配器
用于带吸头测试单通道空气活塞移液
器，包含1个空检塞。

包装规格 货号

1 703975

订购信息

附件及零备件

4通道移液器适配器
用于测试带吸头或不带吸头的多道空
气活塞移液器，包含4个空检塞。

*选配 4 通道移液器转接头

包装规格 货号

1 703976

单通道移液器适配器
用于测试不带吸头的单通道空气活塞
移液器，包含1个空检塞。

包装规格 货号

1 703980

滤芯
PE材质，用于移液器适配器

包装规格 货号

10 703978

PLTconnect 软件
记录测试信息。包装单元 1 件。 

包装规格 货号

1 703979

通用AC电源适配器
输入: AC 100 V - 240 V, 50/60 Hz  
输出: DC 6,5 V, 800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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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对移液器泄漏原因进行甄别使用 
贴士

带吸头或不带吸头测试

测试安装新吸头的移液器可以检 
查整个移液系统。 
当发现泄漏时，可以通过重复测 
试不带吸头的移液器，鉴定泄漏 
发生的位置是否在吸头锥/吸头 
接触的位置。

设备送修

清洁部件上硅油；如果需要可更换配件

未通过是否活塞或活塞密封圈脏/损坏？

通过
泄漏存在于活塞/活塞密封圈

不带吸头的静态泄漏检测（不按移液键）

更换吸头锥或O型圈使用匹配的吸头

吸头锥/O型圈损坏？
未通过

吸头是否匹配？

通过
泄漏存在于吸头锥和吸头间

不带吸头的动态泄漏检测

移液器无泄漏*

通过
移液器无泄漏

未通过

带吸头的动态泄漏检测（按移液键）

动态还是静态测试？

使用动态测试可以快速确定是否
是活塞的问题（污染，刮伤）造成
的泄漏。测试时，需按压移液器移
液按钮数次。带动活塞的移动可
以帮助识别活塞上的缺陷。
静态测试时，不需按压移液器按
钮，即活塞不移动。这仅仅能确定
通常意义的泄漏存在，但并不能
确定来自于哪一组件。

PLT通常能够应用于两种情况：
它能够在两次校准之间作为实验室的常规功能性测试以确认移液器使用过程的可
靠性。如果PLT检测出有泄漏并且泄漏量达到了极限值甚至超出了极限值，我们建
议需要进行衡量法测试。
在执行功能性测试的框架下，泄漏测试也可以作为移液器校准的一部分。校准能够
显示移液器是否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而超差通常是因为泄漏。
在上述的两种情况下，下一步能够确定移液器泄漏的原因，然后据此解决问题。

* 能够进行校准：根据需要调整移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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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 BRAND. For lab. For life.® 以及这里出现的数字商标，和 BRAND 数字商标都为注册商标
或者 BRAND GMBH + CO KG, Germany 的注册商标。所有这里提及或出现的商标都为各自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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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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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使用者有责任确定产品是否符 合所进行的特定应用。

可能包含错误。

在 shop.brand.de 您可以找到附
件，配件， 用户手册，测试指南
(SOP)以及产品视频

更多资讯，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 
信号：德国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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