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经典
出类拔萃

QSight® Triple Quad LC/MS/MS
400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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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所至，经典传承
QSight LC/MS/MS系统
随着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和环境监测等领域的
法规要求越来越严格，实验室将面临着诸多严
峻的挑战，如更低的检出限要求、更高的检测
通量和更苛刻的时效性要求等。
QSight®三重四极杆 LC/MS/MS系列产品一直以
稳定和可靠的性能而著称，现推出更高灵敏
度，更佳性能的QSight质谱新产品：QSight400
系列质谱仪。与整体解决方案相结合，使实验
室获得更高灵敏度和检测通量，从容应对更为
严峻的检测挑战。
QSight 400系列质谱仪，配有高效率的双离子
源，自清洁的质谱接口、专利的层流离子传输
以及直观易用的操作软件。

QSight® Triple Quad LC/MS/MS
400 Series with the QSight LX50 UHPLC

www.perkinelmer.com/QSight
www.perkinelmer.com/Q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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拭目以待
全新的QSight系列三重四极杆质谱仪
QSight 400与QSight LX50超高效液相色谱仪联用，为实验室提供全新的技术体验，用于分析复杂的食品、药品类和环
境类样品。拥有超高的灵敏度和样品通量，实验室可轻松、快速和高效地应对最严格的法规监管要求。
简单易用，一触即发

更高效率，事半功倍

QSight系列液质联用仪，拥有耐用和可靠的硬件，

QSight 400 液质联用仪系统，采用独有的双离子源以及自清洁

以及软件内嵌方法库，大大缩短了方法开发时间。

的质谱接口设计，使您的实验室获得高通量分析，且无需频繁

界面友好、功能模块化设计的软件，使您轻松获得

的仪器维护，使其成为您的实验室运行效率最高的三重四极杆

即时结果。此外，QSight 400液质联用仪系统拥有

质谱仪。双离子源设计，在一针进样下，同时获得ESI和APCI源

稳定、可靠的性能，无需进行频繁的校正和维护。

的实验数据。专利的层流离子传输技术，利用高温气流使带电
离子进一步去溶剂化，同时避免了带电离子碰撞至内壁，获得
最佳的灵敏度，且无需维护。

创新之作，与众不同

高灵敏度，高生产力

子采样量，进而大大提高质谱的灵敏

更高效率的双离子源设计

QSight 400液质联用仪系统，具有自清

度。同时避免了交叉气流和湍流的产

QSight 三重四极杆液质联用系统的双

洁的设计技术：热表面诱导去溶剂质

生，减少了离子化过程中的气流波动，

离子源由两个完全独立的离子源组

谱接口（ HSID ）。该技术利用连续的

获得更稳定更高的离子化效率。

成。离子源模式可采用ESI或者APCI离
子源，或者任意双源组合如ESI/

高温气流传输带电离子，并使其获得
进一步去溶剂化，降低化学背景噪声

层流离子传输技术

ESI，ESI/APCI和APCI/APCI等模式，同

的同时提高了信噪比。

带电离子穿过 HSID 质谱接口，经层流

时在双源模式下可以进行极性切换采

自清洁技术，也减少对仪器硬件日常维

离子传输通道进入质量分析器。整个

集 。 与 单 离 子 源 的 质 谱 仪 相

护的需求。与其他质谱产品相比，可获得

离子传输过程由气流传导，无需轴向

比， QSight 三重四极杆液质联用仪的

更多的仪器运行时间（ 3 天 / 月）。简言

电场。因此离子传输系统不受电场波

双离子源设计可在一次进样中进行多

之，QSight 400液质联用仪系统，是一款

动影响，能始终保持优异的性能，无

种电离方式快速切换，获得更多质谱

高产率和高回报率的质谱仪。

需频繁的仪器调谐和维护，显著提高

数据。拥有两个独立的离子源接口，

质谱仪的工作效率。

实现真正的多流路液质联用系统和分

更高效的去溶剂化
采用同轴加热离子源设计，可防止带电
离子束在质谱入口发生扩散，提高质谱
入口区域离子浓度，使质谱获得更大离
4

析方法的快速建立。

精益求精，最佳性能

快速、高效的碰撞池

超快速的正负扫描模式切换

采用专利的高性能四极杆质量分析

QSight 的碰撞室专为快速、高效的离

QSight系统的UniField Detector™检测

器，在不牺牲传输效率和灵敏度的情

子碰撞而设计。采用碰撞室入口电势

器，在进行正离子模式检测时，正离子

况下，为您提供高分辨率模式进行分

高和出口电势低，在碰撞室内产生梯

先打在高能打拿极上，释放出电子到脉

析获得更高的选择性和信噪比。

度电场，使离子的传输更快，大大缩

冲计数检测器，在负离子模式检测时，

短了仪器扫描周期，且无信号损失和

负离子可直接打到脉冲计数检测器。因

交叉污染，获得更高的灵敏度。

此检测器无需进行高电压切换，即可进
行正负离子切换模式检测。极性切换仅
需数微秒，正负模式同时检测，可显著

内外兼修，QSight 三重
四极杆液质联用仪是
您的最佳选择！

提高质谱仪工作效率。

HSID质谱接口技术

双离子源
两个独立的离子源提供真正的
多种离子化模式组合

适用于任意液相流速，为日常
分析提供更低的背景噪音和更
可靠的数据结果。经久耐用

层流离子传输
高效的无轴向电场离子传输技术

自清洁离子源
自清洁设计使仪器始终处于
的持高灵敏度状态，保证仪
器长期运行

质量分析器
高精度的四极杆质量分析器
获得高稳定性和高准确度的
质量分析数据

UniField Detector™
专利技术无需高压电场切换
即可正负离子模式采集

www.perkinelmer.com/QSight

碰撞室
快速高效的碰撞室设计，最短
的扫描周期，同时保证零交叉
污染

模块化设计
即插即用设计，维护更简单

立式设计，结构紧凑
节省空间，仪器尺寸仅为
50cm x 50cm x 125cm ，
无需昂贵的实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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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俱全，得心应手
QSight 400为QSight LC/MS/MS平台的新成员，满足您实验室的所有
应用需求。该系统秉承QSight质谱平台的优异性能，如专利的自清洁
设计、HSID质谱接口技术、双离子源设计、UniField Detector™以及
模块化硬件设计。与卓越性能的QSight LX50 UHPLC系统联用，在食
品、药品以及环境等领域，为您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

QSight 400 LC/MS/MS
QSight 400作为QSight 质谱平台的旗舰级产品，专为高灵敏度、高样
品通量和耐用性而设计，赋予其优异的定性定量分析能力，轻松满足
第三方检测实验室和食品企业等领域最严格的检测要求。

QSight 200 LC/MS/MS
QSight 200 是一款操作简单，稳定可靠的液质联用系统，适用于商业
检测实验室、食品、环境以及制造业等领域的高通量检测。

QSight 100 LC/MS/MS
QSight 100系统，为您提供质谱系统高灵敏度和高通量的分析，适用
于日常检测分析。

完善的配件耗材和应用服务体系
我们提供全线的色谱柱、前处理小柱、样品瓶以及其他必需的耗材和配件，确保您在仪器使用过程中获得准确、
可靠结果。此外，我们还拥有业内最好的服务和支持团队。
我们的服务不仅包括仪器服务和维修，还包括分析方法咨询服务，设备采购及报废，实验室智能解决方案，资质
验证，实验室整体搬迁等等。我们深刻的理解您的所有需求，我们的服务可以让您的科学家更专注于实验，让您
的业务更快速的增长。

如需了解关于QSight 三重四极杆 LC/MS/MS 400系列液质联用仪的更多信息，
请登陆 www.perkinelmer.com/Q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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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您提供
完整解决方案
超高效液相系统带来前所未有的卓越性能
我们为您提供业界最灵活的QSight三重四极杆质谱仪，与QSight LX50 超高效液相系统联用，满足您所需
要的灵敏度和特殊应用，如农药残留和营养成分分析等。其耐用的设计和自动清洗进样避免残留的优势是
食品和环境领域应用分析的最佳选择。
本系统具备了三个关键技术，从而帮助您优化工作流程，并显著提
高工作效率：
• 高精度自动进样器模块 采用最先进的流体技术设计，以及精准的

温度控制和均匀冷却的方式，从而使样品不会发生降解或沉淀，实
现优越的样品稳定性。采用先进流路设计的自动进样器在进样时具
有优异的重复性，避免了样品残留和交叉污染，确保您得到可靠的
分析结果并且延长了色谱柱寿命。
• 溶剂输送泵模块 具有自动化灌注设计的溶剂输送模块使用坚固的

线性驱动器，实现了超精密的液相梯度并耐受高达18000psi以上的
系统压力。每个泵头各自单独驱动和控制，可以得到更为精准的流
量控制并降低脉冲。该系统采用全新的自动化灌注设计使灌注在几
分钟内就自动完成-使您可以节省时间处理其它重要工作。
• 柱温箱模块

柱温箱模块为色谱柱和流动相提供精确和恒定的温

度，从而保证了保留时间的重复性。柱温箱模块也是提高选择性、
改善峰形和减少分析时间的重要模块。并且在高柱温下运行能显著
地降低色谱柱的背压，这样可以使用更高的流速在更窄柱径和更小
颗粒的色谱柱上运行。

质谱产品线新成员
QSight LC/MS/MS三重四极杆液质联用仪是质谱产品线中的新成员。整条质谱产品线涵盖了众多质谱产品，
如具有卓越性能的ICPMS以及便携式气质联用仪。

NEXION 2000 ICP-MS
NexION® 2000 ICP-MS轻松应对任何
复杂样品基质，任何干扰因素，
以及任何纳米颗粒尺寸。

www.perkinelmer.com/QSight

CLARUS SQ 8
气相色谱质谱仪

TORION T-9 便携式气相色谱
质谱仪

通过减低背景噪音，最大限度
提高信号，Clarus® SQ8 GC/MS
为您提供最佳的灵敏度和动态
范围，EI与CI离子源之间切换
简单快速，无需重新配置。

Torion® T-9用于现场快速检测，无
需样品运输，无需样品前处理，
无需样品包装。与传统的实验室
相比，检测速度提高7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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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服务

想您所想
完善的配件耗材和应用服务体系
无论您是进行常规的原材料分析确认或最苛刻的应用，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帮助您提
高效率，控制成本，优化分析。我们拥有原子光谱、材料表征和色谱质谱全部产品
线的耗材和配件，结合我们全面的解决方案，确保您在仪器的使用过程中及时的获
得准确，可重复的分析结果。

高效的前处理可以事半功倍
QuEChERS作为样品前处理的最佳选择，省去了繁琐的液液萃取过程，从而显著
提高工作效率和准确度。 PerkinElmer QuEChERS 萃取净化试剂盒使前处理变得
更简单和准确，而且每个试剂盒内都附有质量证书，以确保高质量的提取效果。

为您的科学事业助力
OneSource®实验室服务作为业内最好的服务，可以协助您管理维护实验室内众多
厂家的仪器。我们拥有数以千计的经过认证的现场工程师，他们熟悉您所使用的
全部仪器与技术。目前在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有超过400,000台多家厂
商的仪器在接受我们的专业的维护。
我们的服务不仅包括仪器服务和维修，还包括分析方法咨询服务，设备采购及报
废，实验室智能解决方案，资质验证，实验室整体搬迁等等。我们深刻的理解您
的所有需求，我们的服务可以让您的科学家更专注于实验，让您的业务更快速的
增长。

如需了解更多QSight LC/MS/MS三重四极杆液质联用仪的信息，请登陆
www.perkinelmer.com/Q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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