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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档提供了将 Waters EmpowerTM 软件用于 PA 800 Plus 系统的说明。PA 800 Plus EmpowerTM

Driver 与 EmpowerTM 软件必须安装在同一台计算机上。请参阅 PA 800 Plus EmpowerTM Driver
发行说明以获得安装说明。

本文档包含用于校正 PA 800 Plus 系统中的检测器的说明。此外，还提供了使用 EmpowerTM

软件直接控制 PA 800 Plus 系统的说明。

注释： 请参阅 系统概述指南 获取系统安全使用的说明。

如果安装了 LIF、PDA 或 UV 检测器，EmpowerTM 软件还可与 CESI 8000 Plus High Performance
Separation-ESI Module共用。

相关文档

本文档假定展示了 EmpowerTM 软件的一些知识。如需关于 EmpowerTM 3 (FR4) 软件的一般功能
的说明：

• 请参阅软件随附的文档。

• 在 Empower 启动对话框中单击

• 在任何 EmpowerTM 软件程序中单击帮助。

如需关于将 EmpowerTM 软件用于特定毛细管电泳应用的详细说明，请参阅下列应用指南。

• 快速聚糖标记和分析试剂盒应用指南

• 毛细管等电聚焦 (cIEF) 分析应用指南

• IgG 纯度和异质性检测试剂盒分析应用指南

如需关于 PA 800 Plus 系统的信息：

• 关于系统的一般性介绍，请参阅《PA 800 Plus 制药分析系统概况指南》第 1 章。

• 关于维护系统的说明，请参阅《PA 800 Plus 制药分析系统维护指南》。

面向 32 KaratTM 软件用户的 EmpowerTM 软件术语

结合使用 PA 800 Plus 系统与 32 KaratTM 软件的用户将需要熟悉 EmpowerTM 软件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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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面向 32 KaratTM 软件用户的 EmpowerTM 软件术语

描述EmpowerTM 软件同类产品32 KaratTM 软件术语

包含数据采集所需的系统参数的方法。
参数按照通用参数、检测器参数和时间
程序的类别进行分组。

仪器方法32 KaratTM 软件中无同类
产品

包含数据处理参数的方法。处理方法

用于创建显示处理方法结果的报告的方
法。

报告方法

仪器方法、处理方法和报告方法的组
合。处理方法和报告方法是可选项。

方法集方法

发送到 PA 800 Plus 系统以进行数据
采集的样品和相关方法集的列表。或
者，EmpowerTM 软件也可执行采集后数
据处理并生成报告。

样品组方法序列

包含数据采集结果的相关信息的文件。
报告还可包含生成数据的组织的相关信
息。报告的布局和外观可进行定制，并
保存为报告模板的一部分。

报告报告

容纳待分析样品的托盘或 96 孔孔板。孔板样品托盘

容纳含有缓冲剂和冲洗液的样品瓶的托
盘。

孔板缓冲剂托盘

控制 PA 800 Plus 系统的计算机。LAC/E 模块控制器

PA 800 Plus EmpowerTM Driver 许可

要使用 PA 800 Plus EmpowerTM Driver 采集和分析数据，必须有 USB 许可密钥。许可密钥应
插入 EmpowerTM 软件 LAC/E 采集服务器的 USB 端口。

如果没有许可密钥，则直接控制窗格中的所有控件都将被禁用。此外，也将无法开始数据采集。
如果在数据采集过程中拔下了许可密钥，将会完成当前方法集的采集，但不会再启动其他数据
采集。

如果需要，可将许可密钥从一个 LAC/E 采集服务器拔下，然后插入其他计算机的 USB 端口。

PA 800 Plus EmpowerTM Driver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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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介绍如何使用 EmpowerTM 软件中的直接控制窗格控制 PA 800 Plus 系统。

直接控制窗格中有三个区域。从上到下为：

• 仪器状态窗格：显示系统的状态。请参阅直接控制窗格中的仪器状态。

• 状态字段：显示系统的状态或系统上正在发生的任何流程。错误也使用红色文本显示在此字
段中

• 参数选项卡和按钮：设置系统的参数。根据检测器类型，会显示不同的选项卡。请参阅直接
控制窗格中的参数和按钮。

图 2-1 直接控制窗格（PDA 检测器）

直接控制窗格中的仪器状态

注释： 压力值的显示单位可为毫巴 (mbar) 或磅/平方英寸 (psi)，取决于 EmpowerTM软件的
注册表设置。默认单位为毫巴。要更改单位，请参阅 PA 800 Plus EmpowerTM Driver 发行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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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直接控制窗格中的仪器状态（LIF 检测器）

描述标签

显示电压、电流和功率。控制

显示卡盒和样品冷却系统的温度。温度

显示毛细管入口和出口的位置。托盘

显示关于 LIF 检测器的信息。

• 通道：数据的通道，通道 1 和通道 2。

• RFU：此通道中的数据的相对荧光单位。

LIF 检测器

显示压力或真空的方向和量级。

• ：正向

• ：反向

• +：压力

• –：真空

压力

显示冷却剂的状态，“良好”或“低”。冷冻剂

（LIF 检测器）显示激光的状态，“开”或“关”。激光

（LIF 检测器）显示激光已开启的小时数。

• 1 集成 488 nm 激光的小时数。

• 2 外部激光（如已安装）的小时数。

激光小时数

图 2-3 直接控制窗格中的仪器状态（PDA 检测器）

PA 800 Plus EmpowerTM Driver用户指南

7 / 55RUO-IDV-03-9721-ZH-A

直接控制



注释： 关于所有检测器类型通用的项，请参阅图 2-2。

描述标签

显示灯的状态，“开”或“关”。灯

显示灯已开启的小时数。

• D2：氘灯已开启的小时数。

• Hg：汞灯已开启的小时数。

灯小时数

显示关于 PDA 检测器的信息。

• 通道：数据的通道。

• 波长：通道的波长，单位为 nm。

• 带宽：通道的带宽，单位为 nm。

• 吸光度：通道的吸光度。

PDA 检测器

图 2-4 直接控制窗格中的仪器状态（UV 检测器）

注释： 关于所有检测器类型通用的项，请参阅图 2-2。

描述标签

显示灯的状态，“开”或“关”。灯

显示灯已开启的小时数。

• D2：氘灯已开启的小时数。

• Hg：仅用于显示。不用于 UV 检测器。

灯小时数

用户指南PA 800 Plus EmpowerTM D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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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标签

显示关于 UV 检测器的信息。

• 通道：数据的通道。

• Wv：通道的波长，单位为 nm。

• 吸光度：通道的吸光度。

UV 检测器

单击以查看过滤器信息。

图 2-5 直接控制窗格中的仪器状态（UV 滤光器）

注释： 关于所有检测器类型通用的项，请参阅图 2-2。

描述标签

请参阅图 2-4。灯

请参阅图 2-4。灯小时数

F<x>：显示位置 <x> 中的过滤器的波长，单位为 nm。UV 滤光器

单击以查看检测器信息。

直接控制窗格中的参数和按钮

注释： 压力值的显示单位可为毫巴 (mbar) 或磅/平方英寸 (psi)，取决于 EmpowerTM软件的
注册表设置。默认单位为毫巴。要更改单位，请参阅 PA 800 Plus EmpowerTM Driver 发行说
明。

PA 800 Plus EmpowerTM Driver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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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直接控制窗格中的参数和按钮

描述标签

参数选项卡

设置系统的压力。压力设置

设置系统的电压。电压设置

设置毛细管和样品冷却器的温度。温度

（UV 或 PDA 检测器）开启或关闭灯。灯开启/关闭

（LIF 检测器）开启或关闭激光。激光开启/关闭

（LIF 检测器）查看校准校正系数并设置检测器校正参数。
请参阅校正 LIF 检测器。

校正因子

（UV 检测器）设置系统中安装的过滤器的位置和波长。UV 滤光器

（UV 或 PDA 检测器）更换灯之后，将灯小时数设置为 0。灯小时数

（UV 检测器）在过滤器列表中选择过滤器，然后单击设置
以查看氘灯中的二极管之间的电流，单位为 nA。由于灯的
老化，此值随着时间的流逝下降。

灯能源

查看正在使用的样品托盘和缓冲剂托盘的类型。托盘

（PDA 检测器）查看氘灯的质谱。请参阅查看氘灯质谱和强
度。

质谱

按钮

单击以查看下一个或上一个选项卡。

单击以查看帮助窗格。

单击以关闭帮助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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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标签

单击以将托盘移动到初始位置。主页

单击以将托盘移动到加载位置。加载

单击以将参数发送到 PA 800 Plus 系统。

• （LIF 检测器）当显示校正因子选项卡时，此按钮变成
启动。

• （UV 检测器）当显示灯小时数选项卡时，此按钮变成重
置。

• （PDA 检测器）当显示质谱选项卡时，此按钮变成显示
器。

设置

单击以关闭电压、电流、功率、压力和冷却。停止

（PDA 检测器）单击以校正 PDA 检测器。请参阅 校正 PDA
检测器。

高级

PA 800 Plus EmpowerTM Driver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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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EmpowerTM 软件项目窗口中，单击文件 > 新建方法 > 仪器方法。

选择所需的色谱系统对话框打开。

图 3-1 选择所需的色谱系统对话框

2. 单击要使用的系统，然后单击确定。

确保仪器配置了该应用所需的检测器。

仪器方法编辑器打开。

3. 单击检测器选项卡，从检测器类型列表中选择检测器，然后设置参数。请参阅仪器方法的
检测器参数。

注释： 如果需要更改检测器类型，则应先进行此更改，然后再对仪器方法进行任何其他
更改。当检测器类型变化时，所有参数都设置为相应的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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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检测器参数

4. 单击通用选项卡，然后设置参数。请参阅仪器方法的通用参数。

图 3-3 通用参数

PA 800 Plus EmpowerTM Driver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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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时间程序选项卡，然后向时间程序中添加事件。请参阅向仪器方法的时间程序添加事
件。

EmpowerTM 软件要求时间程序中的最后一个事件是结束事件。

图 3-4 时间程序

6. 保存仪器方法。

a. 单击文件 > 保存以打开保存当前仪器方法对话框。

b. 在名称字段中输入一个名称。

c. （可选）在方法注释字段中输入信息。

d. 如果系统提示，在密码字段中输入当前用户的 EmpowerTM 软件登录密码，然后单击保
存。

仪器方法将保存到当前项目。

用户指南PA 800 Plus EmpowerTM D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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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方法的通用参数

图 3-5 仪器方法的通用参数

描述标签

选择要采集的其他数据类型：电压、电流、压力和卡盒温度。

对于电压、电流和功率，指定在数据采集过程中应用的最大值。

辅助数据通道

如果方法由外部源或设备触发，选择等待外部触发器。

选择根据温度启动运行的选项。选项为不等待、等待卡盒温度、
等待存储温度或等待卡盒和存储温度。

触发器设置

选择入口位置安装的样品托盘和缓冲剂托盘的类型。入口托盘

不要更改此区域的参数。它们对数据采集没有影响。峰检测参数

输入毛细管的尺寸。毛细管设置

输入卡盒和样品冷却器的温度。温度 (ºC)

选择出口位置安装的样品托盘和缓冲剂托盘的类型。出口托盘

PA 800 Plus EmpowerTM Driver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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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方法的检测器参数

图 3-6 PDA 检测器的检测器参数

描述标签

选择检测器的类型。检测器类型

设置待采集的数据的采样率（单位为 Hz）以及待扫描的波长范
围（单位为 nm）。

更高的比率意味着每个峰的数据点更多，但是可能会导致噪声
更高。 最佳比率因分析物而异，应在方法开发过程中确定。

注释： 数据采集速率的值必须在电泳图谱通道数据的数据采
集速率的 25% 到 100% 之间。

电泳图谱扫描数据

用户指南PA 800 Plus EmpowerTM D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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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标签

设置多达三个通道的数据采集参数。单击数据采集速率以选择
待采集数据的采样率。

更高的比率意味着每个峰的数据点更多，但是可能会导致噪声
更高。 最佳比率因分析物而异，应在方法开发过程中确定。

对于每个通道：

• 选择采集以从此通道采集数据。

• 选择参比以从在此通道中采集的数据中减去参比追踪数据。
参比是记录并从波长通道的数据中减去的波长。

• 输入待采集数据的波长，单位为 nm。

• 输入待采集数据的带宽，单位为 nm。

电泳图谱通道数据

单击以选择对数据中的噪声进行滤波时使用的过滤器。请参阅
关于过滤器参数。

过滤器

对于继电器 1 和继电器 2，将状态设置为打开或关闭。继电器

输入参比通道的波长和带宽，单位为 nm。参比通道

选择直接以显示从检测器接收的数据。

选择间接以在显示数据之前反转信号。

吸光度信号

PA 800 Plus EmpowerTM Driver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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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LIF 检测器的检测器参数

描述标签

选择检测器的类型。检测器类型

选择以对该通道启用数据采集。数据可从一个或两个通道采集。已启动采集

选择待采集数据的上限，单位为 RFU。如果荧光信号高于此限
值，则峰可能会被截断。

采集

选择对数据中的噪声进行滤波时使用的过滤器。请参阅关于过
滤器参数。

过滤器

选择直接以显示从检测器接收的数据。

选择间接以在显示数据之前反转信号。

荧光信号

输入激发波长和发射波长的值，单位为 nm。这些值与方法存储
在一起，但是不用于采集。

用于数据采集的激发波长和发射波长由激光波长以及 LIF 检测
器中安装的发射过滤器决定。

激光/过滤器说明 - 仅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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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标签

适用于两个通道，设置待采集的 LIF 数据的采样率，单位为
Hz。

更高的比率意味着每个峰的数据点更多，但是可能会导致噪声
更高。 最佳比率因分析物而异，应在方法开发过程中确定。

数据采集速率

对于继电器 1 和继电器 2，将状态设置为打开或关闭。继电器

图 3-8 UV 检测器的检测器参数

描述标签

选择检测器的类型。检测器类型

输入单位为 Hz 的数据采集速率和单位为 nm 的波长，用于数
据采集。

更高的比率意味着每个峰的数据点更多，但是可能会导致噪声
更高。 最佳比率因分析物而异，应在方法开发过程中确定。

电泳图谱通道数据

选择对数据中的噪声进行滤波时使用的过滤器。请参阅关于过
滤器参数。

过滤器

PA 800 Plus EmpowerTM Driver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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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标签

对于继电器 1 和继电器 2，将状态设置为打开或关闭。继电器

选择直接以显示从检测器接收的数据。

选择间接以在显示数据之前反转信号。

吸光度信号

关于过滤器参数

下列类型的噪声过滤器可用。对于每种过滤器类型，可以指定峰宽。过滤器类型包括：

• 通用：这是普通噪声过滤器。它可提供很强的平滑作用，峰变形和分辨率损失有限或微乎其
微。

• 最大灵敏度：这种过滤器可降低基线噪声。它使信噪比最大化，但可能会导致峰变宽或变
平。将此类型用于需要解析峰且最重视检测限或定量准确度的实验。

• 最大分辨率：这种过滤器可保留峰形，但降低基线噪声的效果略差于其他过滤器类型。

峰宽是峰基部的预计峰宽。范围为：

• 无：不执行过滤。

• <16 点：噪声过滤器使用最小的点数量，这意味着较少的平滑作用和较高的噪声。

• 16 - 25 点：噪声过滤器使用中间点数量。

• >25 点：噪声过滤器使用最大的点数量，这意味着较多的平滑作用和较低的噪声。

向仪器方法的时间程序添加事件

时间程序是仪器方法中的一个事件表。事件按从上到下的顺序执行。

1. 打开仪器方法，然后单击时间程序选项卡。

2. 单击事件单元格，然后选择事件。请参阅表 A-1。

图 3-9 时间程序选项卡中的事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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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参数的字段出现在表格下面的窗格中。

3. 根据需要，在右侧的字段中输入参数的值。请参阅表 A-2。

图 3-10 编辑时间程序选项卡中的事件参数

4. （可选）要显示参数的有效范围，请单击 。

单击 隐藏帮助。

5. 根据需要，右键单击行标题，并选择插入行以将行插入时间程序。

新行将出现在所选的行下方。

6. 根据需要，右键单击行标题，并选择删除行以删除所选的行。

7. 如果此时间程序包含任何分离事件，例如分离压力、分离电流及其他，则添加结束事件作
为时间程序中的最后一个事件。

8. 保存仪器方法。

a. 单击文件 > 保存以打开保存当前仪器方法对话框。

b. 在名称字段中输入一个名称。

c. （可选）在方法注释字段中输入信息。

d. 如果系统提示，在密码字段中输入当前用户的 EmpowerTM 软件登录密码，然后单击保
存。

仪器方法将保存到当前项目。

PA 800 Plus EmpowerTM Driver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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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mpowerTM 软件中，将 PA 800 Plus 系统中的样品托盘和缓冲剂托盘称为“孔板”。孔板
必须在 EmpowerTM 软件中定义。为了简化此流程，SCIEX 提供了包含所需信息的文本文件，可
以导入系统。

注释： 孔板应当已在安装 EmpowerTM 软件时定义。如果孔板类型名称中的孔板列表包含 PA
800 Plus 样品托盘、PA 800 Plus 缓冲剂托盘和 PA 800 Plus 96 孔样品托盘，则表明已定
义了孔板。在此包含了该程序以供参考。

1. 将 PA 800 Plus EmpowerTM Driver DVD 插入 DVD 驱动器。

2. 在 EmpowerTM 软件启动对话框中，单击配置系统。

配置管理器窗口打开。

3. 单击孔板类型以显示已定义的孔板。

图 4-1 配置管理器窗口中的孔板类型

4. 为缓冲剂托盘创建孔板。

a. 右键单击表格，然后选择从文本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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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单击浏览，然后导航到 PA 800 Plus EmpowerTM Driver DVD 上的 PA800Plus Buffer
Tray.txt 文件。

注释： 如果该 DVD 不可用，可使用本文档中包含的该文件副本。复制其内容，然后
粘贴到文本文件中。请参阅孔板定义文件。

c. 在新建孔板类型名称字段中输入 PA 800 Plus 缓冲剂托盘，然后单击确定。

图 4-2 从文本文件导入孔板类型对话框

缓冲剂托盘添加到配置管理器窗口内的列表中。

5. 重复步骤 4 以创建样品托盘。

• 对于 48 样品瓶的样品托盘，选择 PA800Plus Sample Tray.txt 文件，然后命名孔板
PA 800 Plus Sample Tray。

• 对于 96 孔样品托盘，选择 PA800Plus 96 Well Sample Tray.txt 文件，然后命名孔板
PA 800 Plus 96 Well Sample Tray。

至于缓冲剂托盘，如果孔板定义文件不可用，则可使用本文档中的副本。请参阅孔板定义
文件。

注释： 96 孔样品孔板的孔板定义文件适用于标准 SCIEX 96 孔的孔板 (PN 609844)。要
使用其他厂商的 96 孔孔板，在配置管理器窗口中单击文件 > 新建 > 孔板类型，然后手
动定义孔板。

6. 如果以前安装了适用于 Waters EmpowerTM 软件驱动程序的 Beckman Coulter PACE MDQ 控
件，则删除为了与该驱动程序共用而创建的任何孔板。右键单击孔板的行号，然后选择删
除。

7. （可选）要查看关于孔板的详细信息，右键单击孔板的行号，然后选择属性。

8. （可选）要删除孔板，右键单击孔板的行号，然后选择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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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删除用户添加的孔板。预定义孔板不能删除。

9. 单击文件 > 退出以关闭配置管理器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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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提供了更换 UV 灯以及使用 EmpowerTM 软件校正 PDA 和 LIF 检测器的说明。

下面列出了适用于 PA 800 Plus 系统的其他维护程序。如需相关说明，请参阅《PA 800 Plus
制药分析系统维护指南》。

• 安装 UV 或 PDA 检测器

• 安装 UV 检测器波长过滤器

• 安装 LIF 检测器

• 重建毛细管卡盒

• 填充样品瓶并安装瓶盖

• 清洁接口块和喷射器

• 更换喷针

• 补充冷冻剂

• 清洁光纤

• 清洁 LIF 检测器

• 更换星形密封圈

• 更换熔丝

更换检测器

1. 在 EmpowerTM 软件中，关闭运行样品窗口。

2. 在 EmpowerTM 软件启动对话框中，单击配置系统以打开配置管理器窗口。

3. 单击 Empower 配置树控件中的节点以显示可用节点。

4. 单击所需节点对应的行号，然后右键单击下线。

如果系统未在使用，即如果没有用户连接到系统或当前未在采集任何样品，则软件将使系
统离线。如果系统正在使用中，将会有消息指出系统正在使用。

5. 关闭任何打开的程序，然后重新启动 LAC/E 模块。

6. 更换检测器。请参阅《PA 800 Plus 制药分析系统维护指南》。

对于 UV 检测器，记下 UV 光学元件源组件中安装的任何过滤器的位置。

7. 在配置管理器窗口中，单击所需节点对应的行号，然后右键单击上线。

8. 单击确定以关闭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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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 对于 PDA 或 LIF 检测器，校正检测器。请参阅校正 PDA 检测器和校正 LIF 检测器。

• 对于 UV 检测器，设置过滤器信息。请参阅步骤 10。

10. （仅限 UV 检测器）设置过滤器信息。

a. 在直接控制窗格中，单击 ，然后单击 UV 滤光器选项卡。

b. 对于检测器中装有过滤器的每个位置，输入过滤器的波长。

下表中显示了默认值。

表 5-1 UV 检测器的默认过滤器波长

波长位置

（过滤器位置 2）200过滤器位置 2

（过滤器位置 3）214过滤器位置 3

（过滤器位置 4）254过滤器位置 4

（过滤器位置 5）280过滤器位置 5

c. 单击设置。

查看氘灯质谱和强度

使用此程序查看检测器发现的由氘灯产生的原始计数。如果信号过低，此程序可确定灯的问题
是否导致 UV 光强度过低。

与灯小时数值相比，质谱指示灯寿命的作用更佳。

所需材料

• PDA 检测器

• OPCAL 卡盒 (PN 144660)

1. 安装 PDA 检测器。请参阅更换检测器以及《PA 800 Plus 制药分析系统维护指南》。

2. 在直接控制窗格中，单击灯开启/关闭选项卡。

3. 单击开，然后单击设置以开启灯。

4. 单击质谱选项卡，在扫描速率列表中选择 32，然后单击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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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质谱选项卡

采集数据时，会显示质谱。

图 5-2 质谱选项卡及可接受的质谱

5. 检查质谱以及计数字段中的值。

• 如果值高于 5000 且图形顶部不平，则表明灯正常工作。

• 如果值低于 5000，则转到步骤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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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图形顶部平坦，则表明信号已饱和。在扫描速率列表中选择 64，然后单击显示器。

如果图形仍是平顶，在扫描速率列表中选择 128，然后单击显示器。

图 5-3 质谱选项卡及饱和质谱

6. 检查卡盒的下列各项，在扫描速率列表中选择 32，然后单击显示器。

• 确保小孔洁净。

• 确保毛细管洁净且未断裂。

• 确保小孔在毛细管窗口居中。

• 确保光缆洁净且未断裂。根据需要清洁或更换。

如果计数字段中的值在 32 Hz 下仍低于 5000，则转到步骤 7。

7. 安装 OPCAL 卡盒，在扫描速率列表中选择 32，然后单击显示器。

如果计数字段中的值低于 10 000，则表明灯可能已达到其有效寿命终点，或者有缺陷，应
当更换。请参阅更换氘灯。

更换氘灯

UV 检测器和 PDA 检测器使用氘灯。如果基线噪声过高或灯不发光，则可能需要更换灯。

所需材料

• 氘灯

• 7/64 in. 内六角扳手

• 无粉手套

警告！ 高温表面危害。更换灯前，关闭电源并使灯充分冷却。灯热时会导致烫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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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直接控制窗格中，单击加载。

托盘移向加载位置。

2. 提起卡盒盖门。

3. 关闭系统电源，等待足够长的时间以使灯冷却。

4. 旋松夹杆上的两个翼形螺钉，然后拉起夹杆。

5. 从接口块中取出毛细管卡盒。

6. 要拆卸 UV 光学元件源组件，旋松两个翼形螺钉，向前拉该组件，然后将其放在干净的工
作面上。请参阅图 5-4。

图 5-4 UV 光学元件源组件

描述项目

检修门闩1

检修门2

翼形螺钉（每侧一个）3

7. 打开 UV 光学元件源组件背面的 UV 灯检修门，然后断开灯电源插头。请参阅图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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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氘灯组件

描述项目

电源插头1

8. 拆下固定 UV 灯的两个 7/64 in. 六角螺钉，然后从灯罩中将灯拆下。

9. 对准灯上的法兰导向缺口与灯罩导销，以安装新 UV 灯。

小心： 潜在的错误结果。安装灯之前，确保灯法兰上安装了橙色的 O 型圈。缺少 O 型
圈将会降低灯性能。

小心： 潜在的系统损坏。使用无粉手套操作紫外灯。在高温和强烈的紫外线强度下，操
作紫外线灯所产生的指纹会形成腐蚀性化合物，这些化合物会在紫外灯打开时腐蚀紫外灯
表面，并可能导致其破裂。操作紫外灯时，应使紫外线光学窗口保持干燥，并保护其免受
磨损。

10. 安装两个六角螺钉，然后将其紧固到妥贴。

11. 连接灯电源插头，然后闭合 UV 灯检修盖。

12. 将 UV 光学元件源组件置于安装位置，对准两个上部导销，然后紧固两个翼形螺钉。

13. 将毛细管卡盒安装在接口块中。

14. 降低夹杆，然后紧固两个翼形螺钉。

15. 关闭卡盒盖门。

16. 打开电源。

17. 在 EmpowerTM 软件中重置灯小时数。

a. 启动 EmpowerTM 软件。

b. 在直接控制窗格中，单击灯小时数选项卡，然后单击重置。

用户指南PA 800 Plus EmpowerTM Driver
RUO-IDV-03-9721-ZH-A30 / 55

系统维护



校正 PDA 检测器

注释： 为了确保分析结果始终一致，我们强烈建议每次将其安装到 PA 800 Plus 系统中时
校准检测器。更换卡盒中的毛细管或安装了不同的卡盒后也应校准检测器。

1. 关闭 PA 800 Plus 系统，然后安装 PDA 检测器。

请参阅《PA 800 Plus 制药分析系统维护指南》。

2. 开启 PA 800 Plus 系统，然后使灯预热至少 30 分钟。

3. 打开 EmpowerTM 软件，然后单击运行样品。

直接控制窗格出现在运行样品窗口中。

注释： 如果直接控制窗格不可见，则单击视图 > 控制面板 > SCIEX CE。

图 5-6 PDA 检测器的直接控制窗格

4. 在直接控制窗格中，单击高级。

窗口更新，以显示其他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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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PDA 检测器校正参数

5. 单击校正。切勿对参数进行任何更改。

校正开始。当校正完成后，状态字段中显示“87：PDA 波长校正成功！”，其中 87 是消
息代码。

6. 如果校正未成功，取出卡盒和检测器，重新安装，然后再次校正。

如果校正第二次失败，则重复此步骤。

7. 如果校正第三次失败，则联系 SCIEX 技术支持人员。

校正 LIF 检测器

注释： 为了确保分析结果始终一致，我们强烈建议每次将其安装到 PA 800 Plus 系统中时
校准检测器。更换卡盒中的毛细管或安装了不同的卡盒后也应校准检测器。

校正 LIF 检测器以参照标准将报告的荧光值归一化。

所需材料

• LIF 性能测试混合物 (PN 726022)

• 根据毛细管，采用下列选项之一：

• 对于无涂层熔融石英毛细管：毛细管性能运行缓冲剂 A (PN 338426)

• 对于 N-CHO 涂层毛细管：双去离子 (DDI) 水（MS 级水，通过 0.2 µm 滤膜过滤，阻
抗高于 18 M ）

1. 安装 LIF 检测器之后，开启 PA 800 Plus 系统，然后开启固态激光器。

2. 准备样品瓶以进行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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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于无涂层熔融石英毛细管，使用等量的运行缓冲剂 A稀释 100 µL 的 LIF 性能测试
混合物，然后将微样品瓶放到通用瓶中。

b. 对于 N-CHO 涂层毛细管，向微样品瓶中添加 100 µL 的 LIF 性能测试混合物，然后将
其放到通用瓶中。

3. 打开 EmpowerTM 软件，单击运行样品，如有必要则登录。

图 5-8 EmpowerTM 软件 Pro 版界面窗口

4. 在运行样品对话框中，单击左侧的感兴趣项目对应的文件夹，并在右侧的列表中单击安装
了 LIF 检测器的系统，然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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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运行样品对话框

5. 在直接控制窗格中，单击加载，然后将样品瓶放在缓冲剂托盘中的下列位置。

• 入口缓冲剂托盘位置 A1：1.5 mL 运行缓冲剂 A（用于无涂层熔融石英毛细管）或 DDI
水（用于 N-CHO 涂层毛细管）

• 入口缓冲剂托盘位置 B1：200 µL 稀释 LIF 性能测试混合物

• 出口缓冲剂托盘位置 A1：1.5 mL DDI 水

6. 设置参数，然后开始校正。

a. 在直接控制窗格中，单击校正因子选项卡，然后单击自动。

图 5-10 直接控制窗格中的校正因子选项卡

b. 单击要校正的检测器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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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输入目标 RFU 值。请参阅表 5-2。

表 5-2 校正参数（按毛细管）

目标 RFU
(RFU)

总长度 (cm)内径 (µm)毛细管类型

15用户指定50无涂层熔融石英

35用户指定75无涂层熔融石英

7用户指定50N-CHO 涂层

d. 输入毛细管的内径和总长度的值。

e. 单击启动，然后在出现的对话框中单击是。

图 5-11 样本瓶位置对话框

校正开始，需要大约 9 分钟才能完成。“校准完成！”消息出现。
如果出现的消息是“未检测到步骤变更”，则表明毛细管已插入而校正溶液未经它流过检
测器，或者检测器无法检测到溶液。请参阅《系统维护指南》中的“未检测到步骤变更”
部分以了解故障排查程序。

7. 检查 CCF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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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校正之后的校正因子选项卡

• 如果 CCF 在 0.1 到 10 之间，则可接受。单击接受。

注释： 如果样本将使用非荧光素染料标记，我们建议运行标准品以确保系统性能可
接受。

• 如果 CCF 值小于 0.1 或大于 10，则超出了可接受的范围。单击取消，然后转到第 8
步。

8. 检查下列内容，然后重复校正。

• 确保校正因子选项卡中的毛细管大小正确无误。

• 确保检测器中安装了正确的带通过滤器。

• 向洁净的瓶中注入新制备的试剂，盖上洁净的盖子，然后更换托盘中的瓶。

如果 CCF 值仍然小于 0.1 或大于 10，则可能表示激光器或光路存在问题。请通过
sciex.com/request-support 联系 SCIEX 技术支持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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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措施可能的原因症状

1. 如果安装的不是国内仪器
GPIB 驱动程序 19.0 版，
则应安装该版本。

2. 如果安装的不是用于 .NET
Framework 4.5 的 I-488.2
.NET 语言运行时 17.0.1，
则应安装该版本。

1. 安装的 GPIB 驱动程序版
本错误。

2. 安装的 .NET 语言运行时
版本错误。

EmpowerTM 软件“消息中心”
窗口中显示“仪器故障”或
“系统错误”消息。

重新启动 PA 800 Plus 系统，
然后重新启动 LAC/E 模块或通
过物理方式连接到仪器的计算
机。

安装了新检测器后，未从 PA
800 Plus 系统将固件设置下载
到 LAC/E 模块，或者仪器服务
器没有新设置。

更换检测器后，EmpowerTM 软
件消息中心窗口中显示“仪器
故障”或“系统错误”消息。

检查仪器方法并确保：
• 压力应用于毛细管正确的一
侧或应用于两侧。请参阅相
应的应用指南。

• 压力值是软件所用单位
（mbar 或 psi）对应的正
确值。请参阅 PA 800 Plus
EmpowerTM Driver 发行说明
以了解关于更改软件中所用
压力单位的说明。

仪器方法中的参数不正确。检测的结果与应用指南中显示
的差别很大。

为 CE 特定的属性创建自定义
计算，例如速度校正面积
(VCA)。

EmpowerTM 软件中的一些与毛
细管电泳相关的计算未针对
SCIEX 系统进行优化。

有些数据处理计算的结果与
32 KaratTM 软件中的相似计算
相比差别很大。

确保样品瓶递增数与样品组方
法中的行数一致，且符合样品
组方法中的运行数。

样品组方法不正确。当样品瓶在运行期间应当递增
时，会存在压力或移动误差。

切勿同时在两个系统上执行数
据采集，或将每个系统连接到
独立 LAC/E 模块。

由于有多个 PA 800 Plus 系统
连接到 LAC/E 模块，导致正在
采集的数据过多。

在数据采集过程中出现“扫描
或通道数据溢出”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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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列出了可在仪器方法中添加到时间程序的事件及相关参数。请参阅表 A-1。

如需关于这些参数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表 A-2。

注释： 下表中漏掉了注释参数，但它可用于每个事件。

表 A-1 时间程序事件

参数描述事件

时间 (min)将检测器输出复零。自动复零

• 温度（ºC）

• 时间 (min)

设置毛细管温度。毛细管温度

时间 (min)指示方法结束。每个方法中只允许有一个结
束事件，它必须是时间程序中的最后一个事
件。

结束

• 压力（psi 或 mbar）

• 持续时间 (s)

• 压力方向

• 托盘位置

• 每次运行增量

利用压力注入样品。进样压力

• 压力（psi 或 mbar）

• 持续时间 (s)

• 压力方向

• 托盘位置

• 每次运行增量

利用压力注入样品。
与进样压力事件相比，此事件允许使用更大
的压力和更长的持续时间。利用此事件使样
品完全充满毛细管。

进样压力毛细管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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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时间程序事件 （续）

参数描述事件

• 真空（psi 或 mbar）

• 持续时间 (s)

• 压力方向

• 托盘位置

• 每次运行增量

利用真空注入样品。进样真空

• 电压 (kV)

• 极性

• 持续时间 (s)

• 托盘位置

• 每次运行增量

利用电压注入样品。进样电压

时间 (min)在指定的时间关闭灯。灯关闭

时间 (min)在指定的时间开启灯。灯开启

时间 (min)（LIF 检测器）在指定的时间关闭激光。激光关闭

时间 (min)（LIF 检测器）在指定的时间开启激光。激光开启

• 继电器 1

• 继电器 2

• 时间 (min)

在指定的时间开启指定继电器。继电器开启

• 压力（psi 或 mbar）

• 持续时间 (min)

• 压力方向

• 托盘位置

• 每次运行增量

• 时间 (min)

添加利用压力的冲洗事件。冲洗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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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时间程序事件 （续）

参数描述事件

• 真空（psi 或 mbar）

• 持续时间 (min)

• 压力方向

• 托盘位置

• 每次运行增量

• 时间 (min)

添加利用真空的冲洗事件。冲洗真空

• 温度（ºC）

• 时间 (min)

设置样品冷却器的温度。样品存储温度

• 电流 (µA)

• 持续时间 (min)

• 梯度时间 (min)

• 托盘位置

• 每次运行增量

• 时间 (min)

利用电流分离样品。分离电流

• 电流 (µA)

• 持续时间 (min)

• 梯度时间 (min)

• 压力（psi 或 mbar）

• 压力方向

• 托盘位置

• 每次运行增量

• 时间 (min)

利用电流和压力分离样品。分离电流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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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时间程序事件 （续）

参数描述事件

• 电流 (µA)

• 持续时间 (min)

• 梯度时间 (min)

• 真空（psi 或 mbar）

• 压力方向

• 托盘位置

• 每次运行增量

• 时间 (min)

利用电流和真空分离样品。分离电流真空

• 功率 (W)

• 持续时间 (min)

• 梯度时间 (min)

• 托盘位置

• 每次运行增量

• 时间 (min)

利用功率分离样品。分离功率

• 功率 (W)

• 持续时间 (min)

• 梯度时间 (min)

• 压力（psi 或 mbar）

• 压力方向

• 托盘位置

• 每次运行增量

• 时间 (min)

利用功率和压力分离样品。分离功率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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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时间程序事件 （续）

参数描述事件

• 功率 (W)

• 持续时间 (min)

• 梯度时间 (min)

• 真空（psi 或 mbar）

• 压力方向

• 托盘位置

• 每次运行增量

• 时间 (min)

利用功率和真空分离样品。分离功率真空

• 压力（psi 或 mbar）

• 持续时间 (min)

• 压力方向

• 托盘位置

• 每次运行增量

• 时间 (min)

利用压力分离样品。分离压力

• 真空（psi 或 mbar）

• 持续时间 (min)

• 压力方向

• 托盘位置

• 每次运行增量

• 时间 (min)

利用真空分离样品。分离真空

• 电压 (kV)

• 极性

• 持续时间 (min)

• 梯度时间 (min)

• 托盘位置

• 每次运行增量

• 时间 (min)

利用电压分离样品。分离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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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时间程序事件 （续）

参数描述事件

• 电压 (kV)

• 极性

• 持续时间 (min)

• 梯度时间 (min)

• 压力（psi 或 mbar）

• 压力方向

• 托盘位置

• 每次运行增量

• 时间 (min)

利用电压和压力分离样品。分离电压压力

• 电压 (kV)

• 极性

• 持续时间 (min)

• 梯度时间 (min)

• 真空（psi 或 mbar）

• 压力方向

• 托盘位置

• 每次运行增量

• 时间 (min)

利用电压和真空分离样品。分离电压真空

时间 (min)停止数据采集。停止数据

• 持续时间 (min)

• 托盘位置

• 每次运行增量

• 时间 (min)

添加等待事件。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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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时间程序事件 （续）

参数描述事件

• 通道

• 波长 (nm)

• 带宽 (nm)

• 时间 (min)

（PDA 检测器）更改 PDA 检测器中的指定通
道的波长。

注释： 波长范围（波长 ± ½ 带宽）必须
为 186 nm 到 604 nm。

波长 PDA 检测器

• 波长 (nm)

• 时间 (min)

（UV 检测器）更改 UV 检测器中的通道 1
的波长。

波长 UV 检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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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程序事件的参数

这些参数按字母顺序列出。

表 A-2 时间程序事件的参数

详情参数

启动此事件的时间，表示为从“时间”参数等于 0 的第一个事件起
所经过的时间。

时间 (min)

（PDA 检测器）波长 PDA 检测器 事件的带宽，范围为 6 nm 至
252 nm。

注释： 波长范围（波长 ± ½ 带宽）必须为 186 nm 到 604 nm。

带宽 (nm)

（PDA 检测器）PDA 检测器中要设置为指定波长的通道。通道

在事件期间应用的电流，范围为 –300.0 µA 至 3.0 µA 或 3.0 µA
至 300.0 µA。

• 3.0 µA 至 300.0 µA 的值是正常极性（+ 位于入口，– 位于出
口）。

• –300.0 µA 至 –3.0 µA 的值是反向极性（– 位于入口，+ 位
于出口）。

电流 (µA)

事件的持续时间。

注释： 对于压力和真空事件，持续时间必须足够长，以使系统达
到指定的压力（或真空度）。请参阅关于压力和真空事件的持续
时间。

持续时间（s 或 min）

运行多少次之后入口和出口样品瓶应当递增。如果样品瓶不应递增，
则输入 0。请参阅关于样品瓶递增。

每次运行增量

在事件期间要应用的电流的方向。选项为：

• 正常 (+)：+ 位于入口，– 位于出口。

• 反向 (-)：– 位于入口，+ 位于出口。

极性

在事件期间要应用的功率，范围为 –9.000 W 至 9.000 W。

• 0.001 W 至 9.000 W 的值是正常极性（– 位于入口，+ 位于出
口）。

• -9.000 W 至 -0.001 W 的值是反向极性（– 位于入口，+ 位于
出口）。

功率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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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时间程序事件的参数 （续）

详情参数

在事件期间要应用的压力。

注释： 系统需要时间来达到所需的压力。如果持续时间 参数太
短，则达不到指定的压力。请参阅关于压力和真空事件的持续时
间。

压力（psi 或 mbar）

在事件期间要应用的压力的方向。选项为：

• 正向：从入口至出口。

• 反向：从出口至入口。

• 同时：同时应用两个方向。

压力方向

系统达到指定的压力、电压、功率或电流所需的时间。梯度时间 (min)

要打开或闭合的继电器。继电器 1

要打开或闭合的继电器。继电器 2

卡盒或样品冷却器的温度。温度 (ºC)

用于事件的入口和出口样品瓶。对于每个样品瓶，指定托盘和位置。
请参阅关于托盘位置。

托盘位置

在事件期间要应用的真空，范围为 0.1 psi 至 5.0 psi（或 6.9
mbar 至 344.7 mbar）。

注释： 系统需要时间来达到所需的真空度。如果持续时间 参数
太短，则达不到指定的真空度。请参阅关于压力和真空事件的持
续时间。

真空（psi 或 mbar）

在事件期间要应用的电压，对于任何分离电压事件范围为 –30.0
kV 至 30 kV，而对进样电压事件范围为 –10.0 kV 至 10 kV。

电压的方向通过极性参数设置。

电压 (kV)

用于事件的波长，范围为 190 nm 至 600 nm。波长 (nm)

关于压力和真空事件的持续时间

系统需要时间来达到所需的压力（或真空度）。如果持续时间太短，则可能无法达到指定的压
力或真空度。使用下面的表格确保持续时间足够长。请参阅表 A-3 和表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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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达到压力所需的持续时间

将持续时间设置为至少...为了达到此压力...

1.0 sec6.9 mbar0.1 psi

1.5 sec13.8 mbar0.2 psi

2.0 sec20.7 mbar0.3 psi

2.5 sec27.6 mbar0.4 psi

3.0 sec34.5 mbar0.5 psi

3.4 sec48.3 mbar0.7 psi

3.5 sec137.9 mbar2.0 psi

3.8 sec344.7 mbar5.0 psi

5.0 sec655.0 mbar9.5 psi

6.3 sec1723.7 mbar25.0 psi

表 A-4 达到真空度所需的持续时间

将持续时间设置为至少...为了达到此真空度...

2.0 sec6.9 mbar0.10 psi

2.5 sec10.3 mbar0.15 psi

3.0 sec20.7 mbar0.30 psi

3.5 sec27.6 mbar0.40 psi

4.0 sec34.5 mbar0.50 psi

关于托盘位置

托盘位置参数用于指定冲洗、进样、分离或等待事件的毛细管入口和出口位置。

托盘位置的参数包括：

• 入口样品瓶：用于下一个事件的入口样品瓶，从 A1 到 F6。

• 入口托盘：用于下一个事件的入口托盘，可为缓冲剂或样品。对于进样事件，还可提供样品
列表。请参阅进样事件的样本瓶位置。

• 出口样品瓶：用于下一个事件的出口样品瓶，从 A1 到 F6。

• 出口托盘：用于下一个事件的出口托盘，可为缓冲剂或样品。对于进样事件，还可提供样品
列表。请参阅进样事件的样本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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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A 800 Plus 系统中，样品和缓冲剂托盘的几何形状以及毛细管卡盒的尺寸可限制对托盘中
的所有 36 个位置的访问。例如，如果毛细管入口位于缓冲剂入口托盘中的 A6，则毛细管出口
无法进入缓冲剂出口托盘中的 F6。这些不兼容位置有时称为“托盘冲突”或“样品瓶冲突”。

软件将会检查位置，并警告用户任何冲突情况。

下表中显示了不会导致冲突的组合。请参阅表 A-5。

表 A-5 不会导致冲突的入口和出口色谱柱

兼容的出口色谱柱入口色谱柱

A 至 CA 至 F

A 至 DB 至 F

A 至 EC 至 F

A 至 FD 至 F

进样事件的样本瓶位置

进样事件用于在分离开始之前将样品注入毛细管。含有进样事件所需样品的样品瓶的位置可在
仪器方法中或样品组方法中指定。

1. 要在仪器方法中设置样本瓶位置，编辑任何进样事件的托盘位置参数。

2. 要在样品组方法中设置样本瓶位置，执行以下操作：

a. 在仪器方法中，为托盘位置参数中的入口托盘选择样品列表。

b. 在样品组方法中，编辑板/孔字段中的样本瓶位置。

关于样品瓶递增

样品瓶递增是用于在指定次数的方法周期之后推进入口或出口样品瓶的自动化流程。如果在样
品组方法过程中需要不同的样本瓶位置，借助样品瓶递增将无需再创建新方法。如果没有样品
瓶递增，样品瓶中的液体可能会发生溢流，在接口块、压力歧管和系统的其他部件中形成阻塞。
此外，没有样品瓶递增，缓冲剂的离子强度可能会耗尽。

在仪器方法中为冲洗、进样、分离和等待事件启用样品瓶递增。

要使用样品瓶递增，在每次运行增量参数的入口和出口字段中输入运行次数的值。运行次数是
在发生样品瓶递增之前方法集重复的次数。

当样品组方法推进到新方法集时，将会重新启动样品瓶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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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包含缓冲剂托盘、样品托盘和 SCIEX 96 孔样品孔板的孔板定义。这些孔板必须在 EmpowerTM

软件中定义。

文件应在 PA 800 Plus EmpowerTM Driver 安装过程中安装。

如果它们缺失，且需要定义孔板，则复制文本并粘贴在文本编辑器中，然后保存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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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800Plus 样品托盘孔板定义文件
Empower Profile for Plate Type: CE Sample Tray
 Plate Type: XY
 Permanent: No
 Plate Terminology: Plate
 Well Terminology: Well
 Plate Dimensions:
  X: 85.00
  Y: 128.00
  Height: 17.00
 Well Dimensions:
  Top Left Well X Location: 9.00
  Top Left Well Y Location: 17.10
  Well Diameter: 12.00
  Well Depth: 14.00
 Row and Column Dimensions:
  Number of Rows: 8
  Row Spacing: 13.40 mm
  Number of Columns: 6
  Column Spacing: 13.40 mm

 Row and Column Offsets:
  Row Offset Type: None
  Row Offset: 0.00 mm
  ColumnOffset Type: None
  Column Offset: 0.00 mm
 Origin: Bottom Left

 Scheme:
  Referencing: XY
  Horizontal: ABC ...
  Vertical: 123 ...
  Sequential Continuous: Off
  Horizontal First Priority: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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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800Plus 96 孔样品托盘孔板定义文件
Empower Profile for Plate Type: 96-Well Sample Tray
 Plate Type: XY
 Permanent: No
 Plate Terminology: Plate
 Well Terminology: Well
 Plate Dimensions:
  X: 85.00
  Y: 128.00
  Height: 17.00
 Well Dimensions:
  Top Left Well X Location: 11.00
  Top Left Well Y Location: 14.50
  Well Diameter: 6.80
  Well Depth: 14.00
 Row and Column Dimensions:
  Number of Rows: 12
  Row Spacing: 9.00 mm
  Number of Columns: 8
  Column Spacing: 9.00 mm

 Row and Column Offsets:
  Row Offset Type: None
  Row Offset: 0.00 mm
  ColumnOffset Type: None
  Column Offset: 0.00 mm
 Origin: Bottom Left

 Scheme:
  Referencing: XY
  Horizontal: ABC ...
  Vertical: 123 ...
  Sequential Continuous: Off
  Horizontal First Priority: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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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800Plus 缓冲剂托盘孔板定义文件
Empower Profile for Plate Type: CE Buffer Tray
 Plate Type: XY
 Permanent: No
 Plate Terminology: Plate
 Well Terminology: Well
 Plate Dimensions:
  X: 85.00
  Y: 85.00
  Height: 17.00
 Well Dimensions:
  Top Left Well X Location: 9.00
  Top Left Well Y Location: 9.00
  Well Diameter: 12.00
  Well Depth: 14.00
 Row and Column Dimensions:
  Number of Rows: 6
  Row Spacing: 13.40 mm
  Number of Columns: 6
  Column Spacing: 13.40 mm

 Row and Column Offsets:
  Row Offset Type: None
  Row Offset: 0.00 mm
  ColumnOffset Type: None
  Column Offset: 0.00 mm
 Origin: Bottom Left

 Scheme:
  Referencing: XY
  Horizontal: ABC ...
  Vertical: 123 ...
  Sequential Continuous: Off
  Horizontal First Priority: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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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装过程中，现场服务工程师应与客户一起熟悉或回顾下列内容：

• 软件功能：

• USB 许可

• 创建、编辑和保存仪器方法

• 配置软件以使用多个孔板

• 直接控制系统，包括：

• 仪器状态

• 状态字段

• 参数选项卡和按钮

• 运行单样品或样品组方法

• 停止运行

• 查看 EmpowerTM 软件消息中心窗口中的错误消息

• 安装卡盒

• 加载样品

• 对于配有一个以上检测器的系统，更换检测器

• 维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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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培训

• 北美地区：NA.CustomerTraining@sciex.com

• 欧洲：Europe.CustomerTraining@sciex.com

• 欧盟与北美之外地区请访问 sciex.com/education 获取联系信息。

在线学习中心

• SCIEX UniversityTM

采购耗材

在 store.sciex.com 上在线重新订购 SCIEX 耗材。下订单时，请使用账号（可在报价、订单
确认或货运单据上找到）。SCIEX 在线商店目前仅限美国、英国和德国可用，但是未来将扩大
至其他国家。对于其他国家的客户，请联系当地的 SCIEX 代表。

SCIEX 支持

SCIEX 及其代表在全球范围内设有一群经过系统培训的服务和技术专家。他们可以解答您的问
题，不仅包含质谱系统问题而且还包含任何可能碰到的技术问题。详情请访问 SCIEX 网站
sciex.com 或通过下述方式之一联系我们：

• sciex.com/contact-us

• sciex.com/request-support

网络安全

有关 SCIEX 产品的最新网络安全指南，请访问 sciex.com/productsecurity。

文档

本版本的文档取代本文档的所有先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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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查看本文档的电子版本，需要 Adobe Acrobat Reader。要下载最新版本，请转到
https://get.adobe.com/reader。

要查找软件产品文档，请参阅软件随附的发行说明或软件安装指南。

要查找硬件产品文档，请参阅系统或组件随附的Customer Reference DVD。

SCIEX 网站提供最新版本的文档，网址：sciex.com/customer-documents。

注释： 如需免费获取本文档的印刷版本，请联系 sciex.com/conta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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