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etta
荧 光 及 吸 收 光 谱 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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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更佳的光谱仪理念
•
•
•
•
•
•
•

同步吸收 - 荧光光谱仪
UV-Vis-NIR 荧光检测波长范围 250 nm-1100 nm
一秒内获取三维荧光全谱
超高荧光灵敏度，水拉曼 RMS 6000:1
自动校准主次内滤效应
独有的 A-TEEM TM 指纹荧光技术，高保真识别分子指纹
CCD 检测器实现毫秒内完成整个荧光光谱采集

一台光谱仪同时完成荧光和吸收光谱的采集
Duetta 可作为荧光光谱仪使用，也可以作为 UV-Vis-NIR 光谱仪
测量吸光度，或用于测量真正的分子指纹，这需要同步获取
荧光和吸光度，同时进行内滤效应校正。
瞬间获得荧光光谱
Duetta 标配超快先进的 CCD 技术，让它在采集速度的数倍
优于任何使用 PMT 的荧光光谱仪。Duetta 是唯一一款能在 100 毫秒
内获得 250nm-1100nm 校正光谱信息的一体式荧光光谱仪。这一
顶尖的 CCD 技术也将近红外检测光谱范围扩展到 1100 nm，
远超过标准 PMT 荧光仪的光谱范围。
高灵敏度
经过优化设计的 Duetta，拥有高水平的灵敏度，意味着可测更低浓度
的样品，并提供更准确的数据。
EzSpecTM 触屏操作软件
Duetta 使用 HORIBA 新一代 EzSpec 软件，使荧光光谱仪从此进入了
智能触屏时代，生动立体的人机互动，用户体验感前所未有；升级常
规分析用软件模块，可具有定制化、个性化分析测试。
* 注：内滤效应（Inner filter effect，IFE）是测试荧光发射时候，由于发光体及基质对激发光的无效吸收或发射
光的自我吸收导致的发光强度和浓度的非线性情况；导致浓度差异的发光峰位漂移、强度和浓度不对应、多组分（多
峰位）分析变形等情况。消除内滤效应，可以扩展浓度的线性区间，包括多组分和多波长分析，其定量意义特别重要。
荧光液体样品具有如下情况，荧光测试须考虑内滤效应：
1）高浓度样品；2) 有颜色样品；3）自吸收样品；

荧光的未来

全新光谱仪设计
同步测试吸收和荧光

按压式样品仓盖，

Duetta 的两个独立检测器，可同时收集与激发光

摆脱双手操作

成直角的荧光和透射光路的吸光度。
轻松换灯，免调试
完美预准直的灯架套
件，保证更换光源后
光路准直，无需工具
实时內滤效应校正的荧光光谱

和售后服务人员。

由于内滤效应限制了高浓
度样品荧光信号的线性。
Duetta 独特的设计采用
实时内滤效应校正，以
获得高浓度样品的真实

智能附件识别设计

荧光光谱。

无需任何工具和连线，便捷替换不同功能样品支架。
EzSpec 软件智能识别防溢样品附件，并为不同模块（4
位 Peltier 支架）提供电源，同时读取传感器数据（温度）。
\

CCD 采集整个发射光谱
Duetta 的 CCD 一次采集 250-1100 nm 整个发射光谱（不仅速度快，
且光谱范围广）。

全自动消高阶衍射滤光片

扩展至 ~1100 nm 检测范围
近红外检测需求的日益增长，Duetta 已经准备好迎接来自 250-1100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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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etta 包含了激发和发射截止滤光片，用于自动消除
二级衍射，避免对荧光信号的影响。

荧光检测的挑战，这远超标准 PMT 检测范围。常规 PMT 检测范围不能满足近
红外检测的需求（700~1100 nm），Duetta 标配实现了全波长范围 （250~1100

几秒内获取三维光谱

nm）。

钕玻璃的发射光谱
Duetta 与常规 PMT 在近红外检测能力的对比

Fluorescein
一秒内获得的激发发射矩阵，无二级衍射

应用

生命科学
化学研究
食品科学
稀土研究
材料科学
等等

三维荧光的等高图、等角图和 2D 叠加图
样品为在疏水环境中的 A-B-A 三嵌段芘聚合物胶束

温度对荧光强度和峰位的影响实验
温度变化范围 5~60 ℃，样品为 BSA 蛋白质；右图为峰值强度与样品温度作图。配合使用 SampleSnap-4Pelt 四位控温液体样品支架

A

SDS 变性后的 BSA 样品

B

聚合物聚合过程及其结构变化研究

A. 光谱动力学研究

B. 光谱动力学研究

稀土发光研究

在不同温度下获得荧光光谱，揭示了

在天然 BSA 溶液中，快速添加 ANS (3x10-6 M) 后，

发现 SDS 变性后的 BSA，需要添加更高的 ANS

样品为一系列掺有不同镧系元素的玻璃。配合使

聚合物胶束的形成过程。

每 100 ms 采集一条发射光谱。随着 ANS 与天然

浓度 (4x10-5 M) 才能引起光谱变化。这是由于

用 SampleSnap-Uni 固体样品支架。

BSA 结合，BSA 色氨酸发射强度下降并且 ANS 发

ANS 与变性后色氨酸的距离增加，没有 FRET

射强度上升，这是因为激发态的色氨酸和 ANS 靠

现象。

近发生了 FRET。

变性后的 BSA（SDS）

发射光谱（Ex=278 nm）

不同时间的猝灭光谱
KI 对 2- 氨基吡啶荧光强度的猝灭过程

变性后的 BSA
（SDS）

牛血清白蛋白（BSA）和十二烷基硫酸钠（SDS）导致变性后的发射光谱对比。
发射峰变窄并蓝移 15 nm。

猝灭研究
1M 碘化钾（KI）滴定到 2- 氨基吡啶（一种常见的小分子药物前标记）溶液中，利用荧光光谱检测猝灭过程。

EzSpec 软件
触摸屏控制
从 EzSpec 的启动画面开始，每个程序图标都能直观的显示，并通过顺序点击完成
您想要的分析。

多种光谱采集功能
• 荧光发射光谱 + 吸收（自动内滤效应校正）
• 荧光激发光谱 + 吸收（自动内滤效应校正）
• 定点荧光强度数值和吸收数值采集（自动内滤效应校正）
• 三维荧光 + 吸收光谱（自动内滤效应校正）
• 荧光动力学测试（全谱时间动态扫描 - 时间三维光谱，单点强度动态采集）
• 吸光采集（吸光度和透光率）（光谱和动态数据）
* 独有的采集功能

Acquire Menu:

标准程序
• 自动采集
• 通过 / 未通过
• 创建 / 使用标准浓度曲线
• 蛋白质 A280

升级专用程序
• RNA/DNA 纯度分析 A260/280
• 吸收浓度
• 荧光共振能量转移 FRET
• 离子动力学
• CIE 色度坐标
• 酶动力学

EzSpec 使你轻松获取最近的实验方法和数据

具备报告生成器功能（PDF 格式）：
• 包括数据列表和拟合处理结果
• 测试方法内容
• 2D 和 3D 的图谱
• 仪器和操作者确认信息
• 定制的 LOGO
• 定制可选的签署区域
• 全部数据和方法可追溯性

附件
多种样品支架可选
SampleSnap-WJ: 一位水浴控温磁力搅拌液体样品支架
自动识别恒温，带磁搅拌马达的水浴控温液体支架（适用 1 cm 比色皿）。免工具拆装，
几秒内即可安装好样品架，并为搅拌装置提供电源。外部水浴额外配置。
SampleSnap-1Pelt：一位半导体控温磁力搅拌样品支架
自识别一位比色皿支架（1cm），软件控制 -15~105℃的自动变温，带磁力搅拌功能。
免工具拆装，几秒内即可安装好样品架，并为搅拌装置提供电源。包含外部水浴。
SampleSnap-4Pelt: 四位半导体控温磁力搅拌样品支架
自识别一位比色皿支架（1cm），软件控制 -15~110℃的自动变温， 带磁力搅拌功能。
免工具拆装，几秒内即可安装好样品架，并为搅拌装置提供电源。包含外部水浴。
SampleSnap-UNI: 通用型可变角度样品架基座
自识别样品支架可 360°调整测试角度，选择最佳样品测试角度。免工具拆装，几秒内即

技术参数

可安装好样品架。根据需求配置固体样品支架附件（SampleSnap-SS），粉末样品支
架附件（SampleSnap-PWD）或比色皿支架附件（SampleSnap-VACVT）。

Duetta

Duetta-Bio

数据采集

同步采集荧光及吸收光谱

荧光灵敏度

>6000:1 (RMS, 350 nm激发，5 nm狭缝)

光谱采集速度

510,000 nm/min

EEM采集速度

最快1 s（与扫描波长范围相关）

固体样品附件适用于通用型样品支架，用于片状或块状样品，例如薄膜、盖玻片、纸、

A-TEEM采集速度

最快30 s（与扫描波长范围相关）

宝石等等。需要配合 SampleSnap-UNI 工作。

荧光检测器

CCD

荧光检测器范围

250~1100 nm

荧光带宽

1, 2, 3, 5, 10, 20 nm (激发和发射)

吸收检测器

Si光电二极管

吸收检测器范围

250~1000 nm

吸收带宽

1, 2, 3, 5, 10, 20  nm  

光源

75 W氙灯，无需工程师协助，预准直的卡槽更换

激发/吸收波长范围

250~1000 nm

吸光度准确性

+/- 0.02 A

波长准确性

+/- 1 nm

吸光度范围

0-2 A

电脑要求

Windows® 10/8/7 笔记本或台式电脑 ，1个USB

软件

EzSpec

规格尺寸

长宽高 (43.18 x 51.816 x 36.576 cm)

重量

20.4 kg

偏振器

无

SampleSnap-UNI 样品附件 : 通用型可变角度样品架基座
• SampleSnap-SS: 固体样品附件

• SampleSnap-PWD: 粉末样品附件
粉末样品附件适用于通用型样品支架。需要配合 SampleSnap-UNI 工作。
• SampleSnap-VACVT: 角度可调液体样品附件
特别适合用于不透明、高散射液体样品，需要配合 SampleSnap-UNI 工作。

其它附件

K-210: 6 片粉末样品支架石英窗
K-151: 10 mm 石英比色皿
LampSnap: 预准直氙灯套件
K-AFILTER: 进气空气过滤网

*Duetta 标配一位液体样品支架

标配 (280~750 nm)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东三街2号欧美汇大厦12层（100080）

T: 010 - 8567 9966

F: 010 - 8567 9066

上海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1068号联强国际广场A栋一层D单元（200335）

T: 021 - 2213 9150 / 6289 6060

F: 021 - 6289 5553

广州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38号金利来数码网络大厦1612室（510620）

T: 020 - 3878 1883 		

F: 020 - 3878 1810

成都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南路一段86号城市之心大厦17层C1（610016）

T: 028 - 8620 2663 / 8620 2662

西安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一路56号研祥城市广场B栋Win国际2306室

T: 029 - 8886 8480		

F: 029 - 8886 84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