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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液萃取

样品位 ：Φ15 mm x 75 mm（R底）24个
自动采样                  ：Φ12 X 32　24个
试剂瓶 2个）Lm41（ mm 5.84 x mm 5.52Φ ：
  2个）Lm 05（ 5.86 x mm 83Φ
  ）Lm 5.58（ 5.18 x mm 54Φ       1个

移液枪头：1 mL（96个）

自动样品试管转移

移液精度
　24小时：重现性≦0.75 %、精度±2 %（0.1 mL纯水）
　使用移液枪头：重现性≦0.75 %、精度±1 %（1 mL纯水）

移液精度
　24小时：重现性≦0.5 %、精度±2.5 %（1 mL纯水）　

容量：约1.6 L

強度：由弱至强分为9个档位
液量：max 4 ｍL

转数：max 6300 rpm　参考：RCF=约2000 G（最高转数）
液量：max 7 ｍL

加热温度范围：室温～130 °C

加热温度范围：室温～90 °C

面板控制

最大实现5个处理程序的调用

长600 mm x 宽585 mm x 高592 mm、53 kg

AC100 V～240 V 50/60 Hz、500 VA（GHD）、600 VA（VHD）

LAN x 1

萃取方式  

主机

移液机器人

溶剂回收瓶

震荡 

离心

浓缩※

操作方式

程序

机体体积重量

主机规格

移液头盘

样品瓶搬运

移液头更换

上清液转移

乳化检测

GHD（顶吹氮气）

VHD（减压加热）

※ 主机分为GHD和VHD两款，需在购买前选定浓缩方式。

规格

● 减压表

VHD（减压浓缩使用）实现内部压力监测可控

● 防挥发样品瓶盖子

防止样品试剂中溶剂的挥发
※样品瓶需要单独订购

● 液体断流检测传感器

防止有机溶剂耗尽造成的样品处理失误
※ 仅针对部分种类有机溶剂使用

选配件

吸液枪头自动更换

16段乳化情况监测

电源

联机模式

移液泵（S）1mL

移液泵（L）10mL

萃取液高精度移取



全流程自动化萃取药物、毒物成份

ATLAS-LEXT 是基于液液萃取原理萃取药物、毒物成份的实验室集成化全自样品前处理系统。仅需放入样品，点击

按启动按钮，即可流程化高效率全自动萃取、富集目标物成分。符合GCMS及LCMS对样品纯度及洁净度的制备要求。

改善前处理流程对操作者的依赖

减少病毒、细菌对操作者的危害

有效防止批量样品处理流程中的交叉污染 

尿液中毒品、新精神活性物质的萃取

毒毒毒
化化化

禁禁禁
毒毒毒

血液中药物、毒物的筛查

24位样品盘设计，可按照样品制备标准方法设计萃取流程。

※使用中可脱离电脑独立工作。

ATLAS-LEXT
ANALYSIS TREATMENT LABORATORY AUTOMATIC SYSTEM

包含样品溶液移取、震荡、离心、浓缩及乳化监测模

块，体积小巧可放置于通风橱中独立使用。

※ W600 × D585 × H592 mm

高转数离心机可用于包括血液、组织匀浆液在内的各类生物样品萃取工艺。

全自动样品处理流程保障定量检测的高精准度、高重现性。

pH 调节 液液萃取流程 快速浓缩 定容装瓶

自动更换吸液头减少交叉污染

自动化移取样品及样品瓶

  高转数离心机 上清液自动转移

快速浓缩

GHD（上）/ VHD（下）

    混匀     

快速浓缩

移入进

样小瓶

溶剂定容浓缩液

转移

   震荡

加入萃

取溶剂

乳化检测

离心

添加pH

缓冲液

萃取液

转移

上清液自动转移自动更换吸液头减少交 污染 高转数离心机染

自动化移取样品及样品瓶

染

快速浓缩

※ 所需时间根据实际方法流程确定。

定量分析工作曲线

LCMS-8060ATLAS-LEXT

流程可控

集成化设计

高重现性样品制备

检测流程 (10分钟处理1份样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