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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信息
本部分包含有关 GSP 仪器软件的常规信息。

对上一版手册的更改
本手册中对上一版的更改用带有下划线的文字标示。

商标
版权所有 © 2008-2022，PerkinElmer, Inc. 公司。保留全部权利。
DELFIA 和 GSP 为注册商标。Panthera-Puncher、Wallac 和 PerkinElmer 是 PerkinElmer, Inc. 公司的商标。
所有其他商标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

预期用途
本 GSP® 仪器搭配 GSP 试剂盒用于辅助新生儿筛查。它是用于对微孔板中样本进行时间分辨和即时荧光分析的全自
动高通量批分析系统。其预期用途为按照相关检测的说明对分析物进行体外定量/定性测定。本 GSP 仪器供经过培训
的实验室工作人员使用。

符号表
下表包含标识特别重要信息并提醒用户存在危险的符号。这些符号可能出现在本手册中或者产品或包装上。
符号 说明

生物性危害警告符号

CE 符合性标志

制造商

生产日期

警示，查阅使用说明

警示，小心仪器中的移动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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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说明
向上

易碎物品，小心搬运

怕雨

测试实验室的认证标志

体外诊断医疗器械

必须回收电池

遵照国家指南处置设备。

软件：与错误无关的信息。
注释: 状态按钮将为蓝色，表示确有此信息。

软件：仪器出现问题。这会影响微孔板处理质量但仍会
继续进行。
注释: 状态按钮将为红色，表示确有此信息。

软件：仪器出现问题。这已经导致微孔板运行失败。如
果失败模块成功自动重启，其它微孔板可能仍继续运
行。
注释: 如果操作可以继续，状态按钮将为红色。如果操作
无法继续，状态按钮将为红色且“错误”字样会与此 X
图标一同出现。

用户手册简介
手册的第一部分讲述用户在准备使用仪器之前需要了解的信息。接下来是常规操作时必须遵照的步骤列表。此后是
关于仪器的各种操作的更详细说明。最后是用户必须执行的常规维护的说明。
注释: 本手册中按钮或触摸屏区域用粗体字表示，窗口用粗斜体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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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P 工作站
注释: GSP 工作站软件在单独的 PC 上运行。它不同于本用户手册中描述的仪器用户界面。如何操作 GSP 工作站在
GSP 工作站用户手册中进行描述。
将需要处理的样本的信息输入 GSP 工作站。该信息被发送到 GSP 仪器内，用于控制所载入的微孔板的处理过程。微
孔板处理结束后，结果被发送到 GSP 工作站，以供显示、评估和质量控制。

GSP 用户手册
常规信息

3



安全信息
本部分包含产品的安全信息。

约定
所有系统文档中均使用以下约定：
警告: 警告表示如不避免，可能导致操作人员或患者严重人身伤害或死亡的危险情况或操作。遵守所有规定的注意
事项。
警示: 警示表示如果不遵循正确的程序，可能导致仪器损坏或数据丢失或者导致操作人员或患者人身伤害的操作。
注释: 注意强调程序或说明中的重要信息，并提醒用户注意与人身伤害无关的关键点。
如果识别出特定的危险或警告，例如电气或燃烧危险，则相关符号将添加到警示和警告中。
本手册中按钮或触摸屏区域用粗体字表示，窗口用粗斜体字表示。

警告和注意事项
警告: 此生物危害符号（黄色背景、黑色符号及外框）标于废液瓶上，表示应将废液瓶及其内容物和管路视为潜在
感染源处理，废弃时作为潜在生物危害品处置。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例如戴手套。另请参见每个试剂盒说明书
中的“警告和注意事项”。

警告: 强烈建议处理患者样本或为 GSP 执行维护程序时戴乳胶手套。

警告: 次氯酸钠溶液具腐蚀性。使用前应从供应商处索取并阅读“材料与安全数据报告”（MSDS）。
警示: 系统符合 EMC 要求。但是仍然强烈建议在系统附近避免使用移动电话，因为仪器操作可能因此受到轻微干
扰。
注释: 旋转盘转动时，不要触碰。旋转盘旁边的按钮会闪烁。旋转盘停止旋转后，按钮会停止闪烁。然后用户就可以
安全地接触旋转盘了。
注释: 在清洁洗板机冲洗头之前关闭仪器。
注释: GSP 操作者必须经过培训且熟悉与本产品一同提供的相关用户使用说明的内容。
注释: 注意试剂旋转盘舱口打开的时间不要超过预定的使用时间，以免干扰检测过程。
注释: 消毒程序用时约 3 小时。安排消毒时应注意不影响用户所在实验室的常规工作。
注释: 完成仪器内部的操作后，总要将舱门关闭。如果舱门长时间处于打开状态，内部温度超出可接受范围，就会出
现警告信息。

关于严重事故的通知
欧盟或采用相同监管制度（欧盟 IVDR 2017/746/EU 法规）的国家/地区的患者/用户/第三方：如果在使用本设备期间
或因使用本设备发生严重事故，请向制造商和您所在国家/地区的主管机构报告。向本设备的制造商报告严重事故的
联系信息如下：
Wallac Oy

Mustionkatu 6, FI-20750 Turku, 芬兰

GSP 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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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erkinelmer.com

电话：+358 2 2678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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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语言文件
封底的 CD 光盘含有本手册的 PDF 格式译文。可以电子并/或打印形式阅览。另外，如果用户要求制造商提供免费印
刷版，请拨打下列免费电话。给出要索取的操作手册的完整识别号码。此号码位于 PDF 文件封页右上角。号码格式
为 2021-9xxx-xx。每个语言版本均有其各自的编号。
国家 免费电话号码
法国 0805 111 333

德国 0800 181 00 32

意大利 0800 90 66 42

西班牙 800 09 91 64

巴西* +55 11 3868 6200

* 非免费号码但可打回给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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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主要特点

主要特点

启动和关闭
从正常操作角度讲，GSP 不应启动或关闭。启动过程需要至少一个小时，且在关闭期间，由于无法继续维持温度，
全部试剂、缓冲液和微孔板必须卸载。因此，除非出于维护目的，GSP 不应关闭。 

启动期间，GSP 进行自检以保证全部模块运行无误。仪器的状态会显示给用户。

状态消息可以是： 

等待服务器 — 仪器服务器尚未启动或正在启动但用户界面尚未打开。 

仪器初始化 — 当所有模块连接完毕并初始化或出现错误时，初始化会停止。如果水或洗涤液不足，用户会被要求添
加。如果废液瓶中没有足够空间，用户会被要求清空废液瓶。 

初始化错误 — 仪器服务器初始化失败。窗口右上角的退出按钮会被激活。按此按钮关闭软件并返回到启动应用程
序。初始化期间出错后，仪器服务器会继续运行。
启动期间，所有模块均被检查，登录窗口出现。

登录/退出
只有具有验证密码的授权用户才能登录 GSP。 

登录窗口在启动仪器或在前一用户退出或因触摸屏闲置 15 分钟而超时后出现。如闲置一小时，屏幕会变暗，直到用
户触摸屏幕。 

窗口显示授权用户，最近登录的用户列在最前面。选择自己的名字，然后使用数字小键盘键入数字密码（密码代
码）。点击 OK。主页窗口将被激活。 

GSP 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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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入数字时如出错，按下 C（清除）按钮。全部数字将被清除，用户可输入正确密码。 

如果用户输入错误密码并按下 OK，数字字段会被清空并出现错误信息。输入正确的密码。
注释: 如果用户很多，且您近期未使用过 GSP，可以使用  滚动条找到自己的名字。会再次打开一个登录窗
口。 

选中自己的名字。会再次出现第一个登录窗口，用户的名字在窗口底部。之后该用户可以输入自己的个人密码。
如按刷新按钮，用户姓名列表将被来自 GSP 工作站的信息更新。名字在近期被加入到工作站用户数据库的用户可能
需要此项操作。 

如果想为本地用户创建一新密码，则按下更改密码按钮。GSP 工作站用户的密码必须在 GSP 工作站计算机上才能更
改。 

输入旧密码并按下数字小键盘上的 OK 进行确认，然后输入新密码并按下 OK。

密码长度为至少 4 个数字，用户必须再次输入以确认密码。按下 Del 按钮每次可删除一个数字。按接受将新密码输
入到系统。 

成功登录后，会出现主页窗口。
不使用 GSP 时，按下主页窗口中的退出按钮以防未授权使用。 

触摸屏和主页窗口
仪器主界面是通过运行 GSP 用户界面的触摸屏实现的。 

GSP 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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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页窗口可通往其它窗口。
注释: 必须用有效密码登录后才可进入主页窗口。
窗口顶部可以看到：
• 仪器名称，如“GSP” 
• “主页”表示此为主页窗口 
• 登录用户，如“GSP 操作者” 
• 退出按钮（详细说明见“登录/退出”部分） 

主页窗口的主要部分由若干触碰敏感区组成，用以表明以下仪器功能的状态： 

• 试剂储存模块中的试剂仓和吸头盒
• 液体模块中的洗涤液（浓缩洗液）瓶
• 液体模块中的冲洗液（水）瓶
• 液体模块中的废液瓶
• 进板栈架（装载）
• 退板栈架（卸载）
• 散装试剂模块中的散装试剂瓶（诱导剂）
按下其中一区域可打开一窗口更详细地显示状态。

如果仪器正在处理微孔板，状态按钮中会出现“运行中”字样；反之，则正常显示为“闲置”。 

其它可能性有：
• 正在启动 
• 错误 
• 正在装载微孔板 
• 正在卸载微孔板 

如果 GSP 刚刚启动，则状态按钮中将显示“启动中”。当状态变为“闲置”时，所有模块均可操作；控温和其它数
量均在指定允许范围内，仪器随时备用。
状态按钮为蓝色或红色时，如此时按下按钮，会出现一个错误窗口，如下例所示： 

以下各图标用于错误窗口中所给信息： 

与错误无关的信息。 

注释: 状态按钮将为蓝色，表示确有此信息。

GSP 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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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出现问题。这会影响微孔板处理质量但仍会继续进行。 

注释: 状态按钮将为红色，表示确有此信息。

仪器出现问题。这已经导致微孔板运行失败。如果失败模块成功自动重启，其它微孔
板可能仍继续运行。 

注释: 如果操作可以继续，状态按钮将为红色。如果操作无法继续，状态按钮将为红
色且“错误”字样会与此 X 图标一同出现。

错误窗口中显示的每条消息都包含一个移除按钮，可以移除该消息。颜色已更新，以显示错误列表的当前状态。窗
口显示最近的五条信息。如果有多于五条，用户可以删除一些，以便容纳其它信息。 

微孔板信息区域显示： 

• 尚有多少微孔板仍未处理
• 下一微孔板何时处理完毕
• 最后一块微孔板何时处理完毕

主页窗口的上方有若干按钮，可以执行维护程序并显示系统信息。 

按钮的颜色及主页窗口的各区域显示用户是否必须采取某种行动： 

正常 - 不要求用户行动。
蓝色 - 应采取一些行动，但如不行动，仪器仍可以运行。
红色 - 用户需先采取行动，仪器才能继续；除非在状态和时间表按钮及维护的情况下（此时此措施仅为建议性）。

传感器
除了通过触摸屏发出或接受指令外，仪器还可以探测到用户是否开/关舱门、装载试剂或其它消耗品或装载/卸载了接
合架。触摸屏向用户显示仪器的现时状态。 

传感器可探测仪器舱门的关闭情况。由于主页按钮为禁用状态，用户必须先将舱门关闭，主页窗口才会显示。如果
打开两个舱门，显示的窗口则与后打开的舱门有关。此门关闭后，则显示与另一舱门相关的窗口。全部舱门关闭
后，会显示主页窗口。 

注释: 完成仪器内部的操作后，总要将舱门关闭。如果舱门长时间处于打开状态，内部温度超出可接受范围，就会出
现警告信息。 

条形码
GSP 几乎不要求用户方作出说明，这是由于它需要的大部分信息都来自以下信息源： 

• GSP 工作站软件（装载于单独计算机中） 
• 其条形码读码器读取的条形码
• 传感器。
载入仪器的所有消耗品都标有条形码以供自动识别。这些条形码识别微孔板、试剂、散装试剂和移液吸头。 

GSP 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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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孔板条形码将微孔板和来自 GSP 工作站的信息连接起来。其它条形码使 GSP 软件能够确定是否具备处理样品所需
要的全部消耗品。 

注释: 通常来说，如果用户可以看到条形码，意味着读码器也可以看到它。 

在试剂盒包装中，用户可以找到包含试剂批次和校准品浓度信息的条形码。这些条形码应由附在运行 GSP 工作站的
计算机上的手持式读码器读取。 

工作列表
工作列表可直接从外接打孔器，如 Panthera-Puncher 9，进入仪器中的 GSP 数据库。GSP 软件在读取微孔板条形码
时，便可获取数据库中的工作列表信息。 

如果打孔器未连到 GSP，用户必须使用 GSP 工作站将工作列表输入到数据库中。

结果
GSP 将结果发送到 GSP 工作站。发送之前，结果储存在 GSP 中。GSP 还预测并发送何时微孔板处理完毕的信息。如
果该微孔板的进度表已调整，GSP 会对该预测进行更新。如果运行 GSP 工作站的 PC 出现连接问题，GSP 会每隔一分
钟持续尝试发送信息， 

GSP 会将结果保存至少 14 天。即使传输旧的结果文件失败，保存了 14 天以上的结果文件也会在新结果创建的同时
被清除。 

GSP 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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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常规操作

常规操作
常规操作的主要步骤有： 

1. 在接合架上装载微孔板并将接合架插入进板栈架中。将一空载接合架插入退板栈架中。关闭栈架门。 
2. 仪器在装载微孔板并读取孔板条形码时，请等待。之后仪器会据此信息从 GSP 工作站中获取工作列表。
注释: 出现下列问题时，触摸屏会警示用户：装载微孔板时、读取条形码时或条形码与工作列表不匹配时，或者
消耗品不足（试剂、移液吸头、浓缩洗液、散装试剂、或废液瓶或废弃吸头盒将满溢）。按照所给相关信息操
作。
装载结束后，会自动开始处理。仪器会为检测排好时间并开始运行检测。结果会被发送到 GSP 工作站。
处理和测量结果后，微孔板会自动卸载到退板栈架，前提为已定义卸载模式（湿或干）。

3. 将载有已处理微孔板的接合架从退板栈架上取下，并从进板栈架上取下空载接合架。 

此处各操作的详细信息见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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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具体操作

具体操作

微孔板、接合架及栈架
将微孔板载入接合架

小心放低微孔板，从接合架顶部进入接合架。一个接合架最多可载 26 块微孔板。 

载入时应小心，不要让微孔板在接合架上发生堆叠阻塞。确保所有微孔板放置方向正确，使条形码朝向操作者以便
当栈架将微孔板从接合架移送到微孔板存放处时，读码器能够读到条形码。
如果使用与试剂盒一起提供的备用条形码标签（如只运行部分微孔板或未包被微孔板），应将这些标签贴附于微孔
板 A 条那一侧。注意将标签贴正，并使其位于微孔板中央且不超出微孔板下方。 

注意，装载时勿使微孔板内容物（如，滤纸干血斑）滑出。

将接合架载入栈架
打开较上方（进板）栈架的门，将装有微孔板的接合架插入其内。接合架的底部应卡入栈架中的槽孔内。同样，将
一空载接合架插入较低位置的（退板）栈架中。 

注释: 确定每个接合架均放置正确。
装载一接合架之后，关闭栈架门。
进板栈架中接合架上的微孔板将被依次送到读码器前。读码顺利完成后，微孔板会被送到微孔板储存处，等待仪器
移送处理。 

全部微孔板被送至微孔板储存处后，用户便可以从进板栈架上取下已经空载的接合架。本信息可在装载微孔板窗口
找到。
当退板栈架（下方）中的接合架装满后，将出现卸载微孔板窗口，告知用户应取下接合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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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孔板载入过程中的错误情形
如果无法读取条形码，系统会告知用户输入微孔板条形码号并出现数字键盘以便用户进行此项操作。 

条形码输入完毕或更改任何其他微孔板错误后，按下重试按钮。 

如果微孔板储存处已满，剩余微孔板将不被输送到仪器中，系统会将这种情况通知用户。移出微孔板并存放好，直
到 GSP 中腾出位置。 

如果接合架插放不正确，即，架子没有推到合适位置，图上的接合架会圈有一个红色框，提示出现了问题。调整好
接合架的位置。架门关闭后，加载将持续进行。 

如果微孔板出现问题（见下述各种可能性），则会被返回到进板栈架，以便用户更正。用户会被告知抬起进板接合
架，使栈架能将微孔板退出。按此要求操作，然后取下微孔板并更正。将更正好的微孔板放回到栈架上，不带接合
架。微孔板进入仪器后，将接合架归位。 

下列情况下，会出现错误信息，微孔板会返回进板栈架以便用户更正：
• 如果用户使用的是板条微孔板，且微孔板的板条数为奇数或板条数过少。板条数必须是偶数且必须等同于或超过

GSP 工作站要求该微孔板应有的板条数 
• 如果板条太高（即，没被按入微孔板框内）或微孔板未在接合架内水平放置

• 如果微孔板条形码标签超出微孔板下方（致使微孔板载板架中的微孔板被向上推出）
• 如果微孔板装载方向发生错误（导致无法读取条形码）
发生错误后，仪器会等待直到用户装载更正的微孔板，之后装载按钮会变蓝，GSP 将等待 5 分钟以便用户返回接合
架，然后仪器会制定进度并处理已载入的微孔板。如用户不想等待，而要马上开始运行，则在微孔板界面处按下开
始按钮。
板条微孔板和固相微孔板均可使用，并可在接合架中混放。GSP 根据其处理的试剂盒，单独为每个微孔板确定类
型。 

空载板孔的位置在微孔板布局图上显示。尽管 GSP 向板孔内移液，但却可冲洗板孔，使其处于不可用状态。

微孔板窗口
载入微孔板后，用户可以按下主页窗口中微孔板状态区域来查看微孔板状态。 

微孔板窗口会打开。该窗口显示仪器内所有微孔板的状态。这些微孔板的左侧标有一个小圆圈。按这个小圆圈以选
择或不选某一微孔板。选中的微孔板的对应圆圈内显示为绿色。用户还可以按下带堆叠钩挑的按钮来选中全部微孔
板，或按下带堆叠空圈的按钮全部不选。这些按钮在该页面底部。各操作按钮（优先、开始、停止)）不相关时，为
禁用状态（灰色）。
金色圆球表示其对应微孔板上有校准品板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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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将计算每个微孔板的进度表。默认情况下，仪器按照微孔板的装载顺序为其安排进度。因此，第一个将被处理
的微孔板就是那个在接合架最底下的微孔板。如果用户想要仪器先处理某些微孔板，则要将其选中并按优先。然后
仪器会对进度作相应更新。
显然，微孔板颜色表示微孔板的状态：
• 浅蓝：检测结束时的干微孔板
• 深蓝：检测结束时的湿微孔板，即微孔板板孔内装满液体
• 红色：影响微孔板或其处理的问题
按主页返回到主页窗口。
注释: 成功排好进度等待处理或正在处理中的微孔板无法卸载，除非用户在微孔板页面将其停止。如要停止，应选中
想要停止的微孔板并按下停止。仪器尚未开始处理的微孔板会标有已取消状态。如有必要，可在以后重新使用这些
微孔板，可在同一仪器或不同仪器内使用。想要停止一个正在处理中的微孔板时，可能需要几分钟的时间才能停止
运行。系统会将该微孔板标为失败，用户不能再次运行该板。

微孔板装载中窗口
打开进板栈架门时，会显示微孔板装载中窗口。关闭栈架门后，会显示主页窗口。 

用户也可以按主页窗口的装载区域来显示微孔板装载中窗口。

左侧图片显示接合架（见下面注释）；右侧图片显示仪器中微孔板储存处内现有空槽的实际数目。
注释: 当用户在进板模块中插入一接合架时，接合架图会先显示一个满载的接合架，这是因为此时的 GSP 尚不知道接
合架中的实际微孔板数。栈架会随着每次一个微孔板的依次载入而变小。微孔板储存处的空槽数目也会每次递减一
个。当全部微孔板消失后，接合架就会正确地显示为空载。
例如，如果用户的接合架内有 5 个微孔板，接合架图开始会显示 26 个微孔板。此数目随着每个微孔板载入而减少
1，变为 21。随后当 GSP 设法载入微孔板但接合架已空时，数目就变为 0。
微孔板类型显示为下列微孔板颜色： 

• 干微孔板为浅蓝色
• 湿微孔板为深蓝色
• 已取消微孔板为红色
• 失败微孔板与湿微孔板一样，均为深蓝色
按主页返回到主页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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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孔板卸载中窗口

按下微孔板出舱区域，可在微孔板卸载中窗口看到退板栈架的状态。 

即将从仪器中退出的微孔板可能为下列三种状态之一：“湿”、“干”或“已取消”。微孔板状态由检测方案确
定。 

干 — 微孔板已经按照检测方案中“检测后微孔板应为干燥状态”的规定，成功处理。
湿 — 所指情况既可以是微孔板按照方案中“检测后的微孔板应为湿润”的规定成功处理，也可以指由于某种错误或
手动停止导致的微孔板处理过程结束。
注释: 指定为“湿”的微孔板在卸载时有时可能不呈湿润状态。
已取消 — 操作人员在检测运行开始前在微孔板进度表界面里停止了微孔板处理。
若要从仪器上卸载湿或干微孔板，应按相应按钮。会出现一个绿色的钩挑，按钮颜色变深，表示该微孔板类型已被
选中。仪器会定期检查已选类型的微孔板已准备好卸载，如发现，会将其卸载到退板栈架。按下已选中的微孔板类
型会取消选中。
已取消按钮只有在存在已取消微孔板的时候才可用，按下此按钮会立即导致已取消微孔板的退板操作，这期间干及
湿按钮为禁用状态。
软件不允许将已取消微孔板输出到与“干”或“湿”微孔板所在的同一个接合架上。如用户选择已取消，则应用一
空载接合架替换该退板接合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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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储存操作

按下试剂/吸头区域查看旋转盘的状态。 

试剂和吸头窗口

旋转盘可容 16 个卡盒。试剂和吸头窗口中每个类型的卡盒均有单独的列栏。同一类型的所有卡盒都出现在同一列栏
中。一个列栏的高度可容四个卡盒，但如有四个以上同一类型的卡盒，可扩宽容纳添加的卡盒。 

用于已排定检测的试剂、吸头或废物卡盒显示为锁定状态。在试剂存储区用户不可选中这样的卡盒。 

用颜色显示卡盒的储量。随着卡盒内容物（试剂或吸头）的变化，颜色区也相应地改变。红色表示卡盒出现问题，
用户必须纠正。红色外框表示卡盒缺失，必须装载。对试剂来讲，如果试剂仓（卡盒）内所剩液体不足以处理下一
块微孔板，系统会认定此试剂仓为空载；因此，虽然试剂仓内可能存有试剂，但仍显示为已耗尽，即，显示为无填
充水平或低填充水平的色层。吸头盒内无剩余吸头时，不会出现填充水平色层；而当废物盒内无剩余空间用于高容
量／低容量吸头对时，也不会出现填充水平色层。
用户在操作旋转盘之前必须选择需要多长时间。按短按钮可预订 10 分钟的时间。按长按钮可预订 20 分钟的时间。
可供选择的时间因其影响微孔板运行进度表而受到限制。 

注释: 最大程度地缩短旋转盘舱口打开的时间，以避免储存其内的试剂升温。
触摸屏会通知用户需要等待多长时间才能开始使用旋转盘。等待过程从几秒钟（仪器闲置的情况下）到几个小时
（仪器在使用中）不等。时间的长度取决于移液所花时间。 

一个沙漏计时图标会出现在主页窗口中的试剂/吸头区域并开始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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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储存模块的使用

打开试剂储存模块的舱门，按下舱口上的黑色按钮将舱口打开。抬高舱口露出旋转盘。这会转出一个空位。如果没
有空位，它会持续慢速旋转。 

舱门打开时会出现试剂和吸头窗口。想要接触某一卡盒时，按下该卡盒图。旋转盘会转动到用户需要的卡盒。 

注释: 旋转盘转动时，不要触碰。旋转盘旁边的按钮会闪烁。旋转盘停止旋转后，按钮会停止闪烁。然后用户就可以
安全地接触旋转盘了。
按需要装载或取下卡盒。推进发光按钮。旋转盘将转动，以便读取新卡盒的条形码或检查出卡盒已被取下。然后旋
转盘会转到一个空位，等待下一指令。
注释: 注意试剂旋转盘舱口打开的时间不要超过预定的使用时间，以免干扰检测过程。
旋转盘使用结束后，关闭舱口，并在最后的装载或卸载之后，按下旋转盘旁边的按钮。从关闭时发出的声音确定舱
口卡到位。关闭旋转盘舱门。主页窗口将再次出现。 

试剂舱口和舱门关闭后，仪器将检查试剂瓶的螺纹瓶盖已经拿掉，且已经盖上了防蒸发帽。这之后，GSP 便开始移
液。

试剂仓

用户将试剂载入试剂仓时，要确定缓冲液瓶和进样小瓶都已经取下瓶盖且每个瓶上都放了防蒸发帽。防蒸发帽不能
拧紧，以便仪器即将移液时可以将它们拿掉。缓冲液瓶不应有防蒸发帽。试剂小瓶的放置顺序不重要，因为它们将
由其各自的条形码来识别。 

注释: 装载时，试剂瓶和进样小瓶必须盛满。这意味着试剂是供四块微孔板使用的。不要装载只有半瓶液体的瓶子或
小瓶。
注释: 不使用防蒸发帽时，应将其储存在无灰尘环境，如密封塑料袋中。 

确保装载到试剂仓中的每个瓶子上的条形码都在便于读取的位置。
如条形码出现问题，即，找不到相应测试方案时，会出现错误信息告知。最可能的原因是瓶子组合错误，如，不同
试剂盒批次的瓶子被放在一起。这种情况下仪器会发“瓶子放混”的错误信息。也可能是因为找不到仪器中的测试
方案。如果无法正确读取条形码，检查并更正条形码位置。会出现窗口告诉用户哪些条形码已被读取，哪些缺失或
无法读取。用键盘输入代码或更换试剂瓶或进样小瓶。代码输入后按下 OK，然后按完成或推按旋转盘附近的按钮。
仪器将验证条形码的数字；如果顺利，条码和试剂会被连接起来。 

如果试剂仓与系统中所记录的试剂批次不符，该试剂仓便不会被接受。GSP 检查从 GSP 工作站下载的试剂盒各批
次，要求试剂仓中试剂批次的组合与其中一个批次匹配。如果不同批次的瓶子混到一起，或者如果试剂盒批次尚未
输入到 GSP 工作站中，就会发生错误。 

试剂仓中载入的试剂必须属于同一试剂盒批次，尽管试剂可以属于不同试剂批次。GSP 检查装载试剂是否正确。如
果不正确，系统会拒绝将试剂仓载入仪器中。
下列情况下会出现错误信息： 

• 与试剂批号匹配的试剂批次已经过期
• 试剂已经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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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剂仓以前已经被系统标记为无效
旋转盘中的试剂保持在 10 ºC。参见试剂盒说明书，可知试剂可以在旋转盘中储存多久。 

系统允许用户卸载全部使用过或部分使用过的试剂仓，也允许系统之后将其重新载入，但仍需注意若干事项：
• 常规使用时不推荐此操作。在其整个“机载有效期”内，所有试剂都应尽可能储存在仪器中。
• 即使试剂不储存在仪器内，也同样在消耗其机载有效时间。任何在仪器外过了有效期的试剂仓都不能再加载到仪
器中。

• 任何卸载试剂都应储存在与未开封试剂相似的储存条件下。
• 卸载试剂应储存在试剂仓内。属不同试剂仓的试剂不应混用，即使这些试剂仓原出处为同一试剂盒。
• 储存期间，不应往瓶中加入或从瓶中移除液体。仪器需要使用重新加载的试剂时，会检查确定试剂量与上次使用
时相同。

• 存放试剂瓶时，应使瓶盖在储存期间处于拧紧状态。瓶盖应为瓶子的原瓶盖，所以标准做法是在瓶子各自的原瓶
盖标上记号，以免混淆。错盖的瓶盖可能会影响结果的正确性。

虽然有些检测可能要求一个以上的试剂仓，但用于一块微孔板的各试剂必须来自同一个试剂仓。如果仪器运行检测
时发现试剂不够，相应的试剂仓上会出现一个红框。
注释: 缓冲液和试剂的移液分别进行。缓冲液先移液，但不一定全板移液。缓冲液和试剂可以每次按板孔组分液。它
取决于方案所作的定义。 

吸头盒

吸头盒分为三种类型。它们和试剂仓都使用同一旋转盘。一种吸头盒中装有高容量吸头，另一种装有低容量吸头。
将吸头装入吸头盒时，目视检查，确保吸头未损坏且干净。不要在同一吸头盒中混装不同规格的吸头。确保吸头规
格与吸头盒类型相配，且吸头盒在装入旋转盘之前为满载状态。 

第三种吸头盒用于两种规格的废吸头。该盒装入旋转盘之前必须为空载。用过的低容量吸头将堆叠到废吸头盒中的
用过的高容量吸头中。
GSP 不会自动探测吸头盒是否被重新填满或废弃吸头盒是否被清空，因此取下它们时，用户需要让仪器扫描旋转
盘，做法是按下屏幕上或旋转盘上的就绪按钮。之后系统会确认槽孔已空。重新将再次装满的吸头盒或空载废吸头
盒装载到原位。仪器将进行扫描并更新状态。

散装试剂窗口

按散装试剂窗口区域，便可看到散装试剂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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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窗口显示已经装载的瓶数以及瓶内的液体量。可以用维护软件将仪器配置成供两瓶或四瓶使用。经配置的每个位
置都必须有一个瓶子。如有瓶子缺失，用户不能关闭散装试剂窗口。
界面上还会显示试剂盒批号和试剂瓶的使用期限。根据到期顺序，试剂瓶的使用期限基于机载时间或到期前所剩余
时间。
按主页返回到主页窗口。
如果需要替换散装试剂，用户必须先打开散装试剂模块的舱门。将散装试剂瓶装到门内侧的支架中。
空瓶由其旁边的 LED 灯识别。取下一个瓶子时，识别瓶子位置的 LED 灯便开始闪烁，直到该位置放上一新瓶。其它
全部 LED 灯熄灭。 

装载散装试剂瓶之前，瓶上的条形码必须经安装在散装试剂门内侧的读码器读取。读码完毕后，用户有三分钟时间
装载瓶子。 

LED 灯会显示给用户放置瓶子的位置，空位边缘的 LED 灯会点亮，而所有其它 LED 灯为关闭状态，直到用户将瓶子
装载到空位。瓶子载入后，空瓶边上的 LED 灯开启，空位旁边的 LED 灯开始闪烁。
如果忘记读取条形码或读码时发生错误，将出现提示让用户手动输入条形码。会出现小键盘，以便用户操作。按 Del
按钮可去掉输入的最后一个数字。按 OK 结束数字输入，然后按完成进行确认。 

注释: 如果输入条形码时将门关闭，输入窗口会消失但不会关闭。如果打开门或按主页窗口上的散装试剂区域，窗口
会再次出现。用户可以继续输入条形码号
注释: 装载时，散装试剂瓶必须是满的。GSP 会检查瓶内是否有液体，但是不检查液体量。系统默认瓶子中的液体是
满的。如果不是满载，散装试剂可能会在运行期间意外终止。这会导致微孔板在未处理完毕之前就停止。 

GSP 监测瓶子自载入之后，经过了多长时间。当超过允许时间后，瓶子会被标记为无效，必须更换。
如果用户试图装载过期的瓶子，系统将不会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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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试剂类型的瓶子必须与同一类型的其它瓶子同属于一个试剂批次，否则会出现错误消息。若要改变试剂批次，
应取下旧批次的全部瓶子，然后加入新批次的一整套瓶子。 

注释: 改变试剂盒批次时，必须运行新校准。
如果误拿下一个瓶子，可以有 1 秒钟的时间重新放回，这样系统才会将其看成是同一个瓶子。
注释: 应始终将门关闭，只有在装载或卸载散装试剂瓶时才打开。
注释: 为避免连接散装试剂分液器的管路内发生结晶现象，应确保将管路放在装满液体的瓶子内。瓶子一空，就应立
即更换（当天内）。管路不应暴露于空气中一小时以上，否则将需要维护。 

液体处理
液体模块中的瓶子用于盛装冲洗液（水）(5)、浓缩洗液 (4)、废液 (1) 和用于制备洗涤液 (3)。这些瓶子的重量均受监
控以确定瓶中的液体量。屏幕上显示的是当前的状态。还有一个加压瓶（2），该瓶从混合瓶（3）中取洗涤液并注
入清洗器内。 

冲洗液（去离子水）用于冲洗洗板机、去血片机、散装试剂分液器和低容量吸头及其相关管路。还用于制备洗涤
液。 

用浓缩洗液和水配制洗涤液时，稀释率为 1:25。GSP 确定将要开始的洗涤操作所需要的洗涤液用量。需要前十分钟
左右开始制备洗涤液。 

水和洗涤液被移送到洗板机模块。废液体瓶中的废物（液体及滤纸血片）由泵清空。 

如果用户实验室有适用的加压去离子水源，可直接连到仪器的进水口，不需使用水泵或外接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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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使用泵，用户必须手动装载外接水瓶。可在任何需要的时候进行此操作。 

在连接废液瓶时，如果使用的系统不是废液瓶直接连到下水管路、用泵清空的那种（如，在法规禁止这种做法
时），用户可以用泵将废液倾空到一外接瓶中。这种情况下，系统会通知用户何时需要清空废液瓶。
注释: GSP 接通电源时，除非在运行消毒向导，否则用户不可取下内接废液瓶和水瓶。

主页窗口中有三个区域与液体瓶有关：
按下洗涤液（浓缩洗液）可看到洗涤液（浓缩洗液）瓶窗口。如果用户打开液体模块的舱门，此窗口也会打开。 

该窗口显示瓶中存有多少浓缩洗液。如果文字显示瓶中可容纳整一升包装的浓洗液，用户就可以把整个包装中的液
体倒入，而不必担心液体会溢出。按下主页返回到主页窗口（或关上液体模块的舱门）。 

按下水可见水瓶窗口。 

注释: 如果用户打开液体模块的舱门，此窗口不会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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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窗口显示瓶中存有多少水。要开始填充水瓶时，按下开始。如果与外接水瓶相连，水会从外接水瓶泵到水瓶中。
水瓶注满或外接瓶变空后，注水操作会自动停止。如用户按下停止，填注会停止。如果水瓶是与适用供水源相连
的，则开始和停止按钮是看不见的，因为注水操作是自动发生的。 

注释: 可以进行半自动注水（在维护程序中配置）。该操作类似自动注水模式，不同之处是使用外接水瓶。开启时，
选是。更换外接水瓶时，可以暂时停止注水过程。做法是，按下否。一旦设为否，仪器就不会从外接水瓶取水，也
不会出现水为缺失消耗品的信息。从外接水瓶加水完毕后，一定将设置改回是！ 

注释: 在半自动注水模式下，仪器无法确认外接瓶里有足够的水，所以，处理过程中会有供水不足的问题。无论选择
是还是否，仪器不会从外接水瓶中取水，也不提示缺失消耗品水。要确定该瓶中有足够的水。
按主页返回到主页窗口。
按下废液可见废液瓶窗口。 

注释: 如果用户打开液体模块的舱门，此窗口不会打开。
该窗口显示瓶中存有多少废液。按下开始按钮开始清空废液瓶。废液会由瓶中泵出。瓶子被泵空后，清空操作会自
动停止。如用户按下停止，填注会停止。如果水瓶是与适用排水系统相连的，则开始和停止按钮是看不见的，因为
清空操作是自动发生的。 

注释: 可以进行半自动废液清空。该操作类似自动模式，不同之处是使用外接废液瓶。更换外接废液瓶时，可以暂时
停止清空过程。 

注释: 在半自动模式下，仪器无法确认外接瓶内是否有足够空间。瓶子可能会在处理过程中发生溢出现象。要确定瓶
中有足够的空间。
按主页返回到主页窗口。

系统窗口

按下主页窗口上的系统按钮，可见系统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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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窗口显示摄氏度、华氏度、当前内部温度、当前试剂储存区温度和加热孵育器的温度。温度读取每隔 60 秒更新一
次，启动和正常运行期间均可看到。 

此窗口包括的信息还有仪器序列号、下次预防性维护何时到期以及是半年还是全年维护。
关闭按钮在 GSP 不处理检测或启动时为可用状态。按此按钮开始关闭操作。屏幕上会出现要求确定关闭的信息。关
闭过程持续几分钟，之后可以关闭仪器电源。正常来讲只有出于维护目的才会这样做。 

按主页返回到主页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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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常规维护

常规维护
常规维护包括若干试验和一个消毒程序。这些程序应该定期执行以确保 GSP 正常运行。如果某项维护未执行，必须
采取补正措施。
注释: 除本章描述的维护以外的任何维护都应该由 PerkinElmer 授权的经培训的专业人员操作。

按下主页窗口中的维护按钮，可见维护窗口。 

注释: 不要同时运行检测微孔板和测试微孔板。测试失败可能导致运行在结束前便终止，并可导致某些微孔板被标记
为“维护测试失败”。 

如果不想运行测试或者已经完成维护操作，可按主页返回主页窗口。
注释: 需要维护时，与测试相应的文字将以红色出现。在低容量、高容量及测量模块测试及消毒运行模式下，文字在
维护开始前 24 小时就已经变红，以提醒用户。超时后，结果仍会于当日内有效。从第二天开始，GSP 仍允许用户处
理微孔板，但结果会被标记。
注释: 如果测试失败，GSP 不允许处理任何新微孔板。用户会看到信息，通知用户失败的测试以及仪器在相关测试运
行成功之前不能处理任何新微孔板。 

洗板机测试
用户必须每 24 小时运行洗板机测试。使用已储存在仪器内的一块特殊微孔板。不需要单独的试剂或额外微孔板。按
下开始进行测试。测试需要约 50 分钟。 

洗板机测试成功完毕后，软件设定下一次测试的日期和时间。维护程序可将仪器配置成每天在全部排定检测结束后
自动运行一次洗板机测试。这种情况下，自动测试会显示在洗板机测试的状态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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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模块测试

此测试每隔 3 个月运行一次。必要时软件会发出通知。 

在用户装载了测量模块测试微孔板和装有测试所需试剂仓之后，测试会自动开始。试剂仓的内容物在测试用试剂盒
的说明书中做出描述。试剂的加入和管理与正常检验运行中其它试剂的处理类似，但有以下例外：
• 试剂和微孔板的组合不是按试剂批次管理的。GSP 只接受试剂仓，不检查适用试剂批次是否存在。
• 装载试剂盒时，试剂（缓冲液）瓶不需要装满（瓶内含有足够三个测试使用的试剂）
微孔板运行后，测试结果将在维护窗口中报告。如果测试失败，会出现错误报告，试验将被定为红色。
如果试剂瓶中的试剂还可用于一个测试，从仪器上将其取下并冷藏直到再次需要。 

低、高容量移液测试

这些测试的运行间隔为 3 个月。两个试验同时运行。软件会通知何时有必要进行下一次试验。用户装载试验微孔板
和试剂仓后，测试自动开始。 

每块测试微孔板都有一个指定该测试的条形码。试剂仓中包括两个测试用的试剂。试剂仓的内容物在测定试剂盒的
说明书中做出描述。试剂的加入和管理与正常检测运行中其它试剂的处理类似，但有以下例外：
• 试剂和微孔板的组合不是按试剂批次管理的。GSP 只接受试剂仓，不检查适用试剂批次是否存在。 
• 高、低容量移液测试共用同一试剂盒但所用试剂不同。高容量使用试剂仓中缓冲液瓶里的 1 nmol/L 铕标准溶
液；低容量使用来自试剂小瓶的标签（以及来自散装试剂瓶的 DELFIA 诱导剂）。

• 装载试剂盒时，试剂瓶（高容量测试）和试剂小瓶（低容量测试）不需要装满（因为瓶中含有足够三个测试使用
的试剂）

注释: 即使只执行一个测试，也必须同时装载试剂瓶和试剂小瓶。
微孔板运行后，各测试结果将在维护窗口中报告。如果测试失败，会出现错误报告，试验将被定为红色。
如果还有试剂可用于下一个测试，从仪器上将其取下并存放于冰箱中直到再次需要。 

仪器消毒向导
本向导指导用户执行消毒程序。包括使用 0.5% 的次氯酸盐溶液冲洗仪器中的管路并用水冲洗管路。该溶液是由商用
试剂等级的次氯酸钠稀释配制的。用户必须自行购买此溶液。最少应制备 8 升 0.5% 次氯酸盐溶液。 

注释: 消毒程序用时约 3 小时。安排消毒时应注意不影响用户所在实验室的常规工作。
警示: 次氯酸钠溶液具腐蚀性。使用前应从供应商处索取并阅读“材料与安全数据报告”（MSDS）。
仪器消毒的操作间隔为 1 个月。软件会通知何时有必要进行下一次消毒。消毒程序的开始按钮只有在 GSP 闲置时才
可用。GSP 处理微孔板时，按钮为禁用状态。
如果消毒过迟或者消毒失败，消毒状态将为红色。如果失败，必须再次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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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开始按钮开始运行消毒向导。

开始窗口

该窗口在用户开始运行向导时出现。按下一步继续，如要停止向导，则按取消。取消时，上次成功运行消毒的日期
将保持不变。 

注释: 如果用户在消毒程序仍在运行的情况下按下退出按钮，用户则为退出状态，登录窗口将出现。消毒向导将保持
在用户退出时的状态，但会继续执行当前操作。无论哪个用户登录，向导的当前状态都会显示在触摸屏上。 

第 1 步 — 废液清空窗口
如果仪器中剩余的浓缩液少于 300 克，系统将会提示用户添加浓缩洗液。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添加浓缩洗液并点击
下一步继续，或点击取消以取消操作。

按下一步清空废液瓶中的废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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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如果废液操作被配置为手动或半自动，向导在每次需要从内部废液瓶向外接废液瓶泵出废物时，会询问是否允
许此操作。

如果仪器的配置为自动泵出废液，向导则无需许可就开始操作。
泵出过程中，屏幕上会出现操作的进展情况。泵空后，该窗口会关闭，下一个窗口会自动打开。

第 1 步 — 准备消毒仪器
向导会检查内部水瓶内是否有至少 1 公斤的可用水。如果不够，GSP 会设法从适用供水处进行加注。 

注释: 如果 GSP 使用外接瓶且瓶内水不足，向导会指示用户加水。
GSP 会将水泵到内部水瓶中，然后开始冲洗仪器。
初次冲洗结束时，GSP 会将内部废液瓶清空到先前选定的目的地。
注释: 即使使用了外接瓶，向导也不请求允许此操作。许可是在最初的清洗步骤之前给出的。

第 2 步 — 清洗废液瓶
之后，向导会要求用户清洗内部废液瓶并将清洗过的瓶子放回到仪器中。注意：将废液瓶视为传染源处理！使用防
护手套。 

使用 GSP 配备的工具打开和关闭废液瓶盖。关闭时，确定瓶盖已旋紧，封口为密封。完成后，按下一步继续。

第 2 步 — 清空液体模块中的瓶子
向导会告知 GSP 正在将内部瓶子（即水瓶、各混合洗涤液瓶）清空到内部废液瓶。完成后，按下一步继续。 

第 2 步 — 制备次氯酸盐溶液

向导将要求用户制备 8 升次氯酸盐溶液，并将装有此溶液的瓶子与 GSP 手动接水口连接。按下一步继续。 

注释: 如果 GSP 的配置为手动或半自动泵出废液，向导会询问外接废液瓶中是否有足够空间存放废液。如没有，用户
必须倒空外接瓶并重新连接。完成后，按下一步继续。
向导会将 5 升次氯酸盐溶液从外接水瓶转到内部水瓶中。期间，会有窗口告知次氯酸盐溶液正在从外部瓶泵到内部
水瓶中。
当内部水瓶含有至少 5 升次氯酸盐溶液时，向导会进入下一步。
如果向导需要更多溶液，会请求用户再行制备。完成后，按下一步继续。
GSP 会用次氯酸盐溶液执行冲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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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 — 制备去离子水
一旦次氯酸盐溶液泵入仪器中，向导会要求在外接水瓶中制备 6 升去离子水，用于冲洗进水软管及水瓶中残留的次
氯酸盐溶液。对未与排水系统连接的仪器，应检查外接瓶内是否有足够空间。如需要，倒空瓶子并重新连接。完成
后，按下一步继续。

用次氯酸盐冲洗仪器
状态屏幕显示一条消息，通知用户正在使用次氯酸盐溶液进行冲洗。
注释: 如果使用次氯酸盐冲洗期间发生错误，过程会停止。之后，GSP 需要用水冲洗以清除次氯酸盐。如果出现这种
情况，向导将指导用户完成整个步骤。 

根据仪器的配置情况，系统可能会要求用户倒空外接废液瓶并确保将其重新连接。

第 3 步 — 冲洗进水软管
按下一步，向导将告知用户仪器正在用水冲洗进水软管。与此同时，向导会将内部水瓶、混合瓶和废液瓶清空到内
部废液瓶。然后将此瓶清空到外接瓶（如果用户使用的是该配置）。倒空并冲洗此外接废液瓶。
如果仪器未获得足够水量，向导会要求用户在内部水瓶中再制备 5 升水。

第 3 步 — 手动冲洗内部水瓶
为确保内部水瓶中没有次氯酸盐溶液残留，向导会要求用户将其从仪器上移除，清空并进行冲洗，然后将水瓶安装
到仪器上。完成后，按下一步继续。

第 3 步 — 冲掉仪器上的次氯酸盐
向导会告知用户在外接水瓶中制备 21 升去离子水，用于冲掉仪器内的次氯酸盐残留。如果重复使用同一个瓶子，应
先排空并冲洗。将瓶子连接到仪器，完成后，按下一步继续。
如果冲洗失败，会出现信息，通知用户一旦确定失败原因，应进行新一轮冲洗以冲掉系统中次氯酸盐残留物。
如果消毒失败，用户会被告知关闭向导。 

第 3 步 — 清空废液瓶
如冲洗过程未出现问题，向导将清空废液瓶。 

根据仪器的配置情况，系统可能会要求用户倒空外接废液瓶并确保将其重新连接。
注释: 如果当地规定允许，0.5% 次氯酸盐溶液可以排放到正常的排水管道中。

第 4 步 — 最后冲洗
注释: 对未与排水系统连接的仪器，应检查外接废液瓶内是否有足够空间。如需要，倒空瓶子并重新连接。完成后，
按下一步继续。
仪器将执行三次连续的冲洗循环。
如果外接水瓶内没有足够水量，向导会要求用户往外接水瓶中加水。完成后，按下一步继续。
水会被泵入内部水瓶中。
水量足够时，将执行仪器冲洗过程。在冲洗过程中，仪器需要从水瓶中泵水若干次。这就意味着仪器可能将水用
尽，因此会在冲洗操作的任何时候出现提示，要求用户填注水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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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次冲洗循环期间，内部水瓶将被清空。三次连续冲洗循环共产生的废液总量可装入 21 升外接废液瓶中。 

准备
一旦冲洗完成，GSP 就将开始操作准备。这包括准备低容量移液器、清空混合液和洗涤液瓶和制备洗板机洗涤液。 

结束消毒向导
当所有这些过程结束后，最后的窗口将显示向导运行是否成功。 

按下完成按钮关闭向导。维护窗口将再次出现。
关闭向导之后，系统将设定成功消毒的时间和日期。如果向导失败，则不会有完成消毒的日期。用户必须再次运行
向导。
仪器消毒之后，用户必须运行一次校准。

仪器清洁
以下各部件应每六个月用水冲洗一次： 

1. 吸头盒（用于高/低容量吸头）
2. 废弃吸头盒
3. 试剂仓
4. 防蒸发帽

清洁洗板机冲洗头
洗板机测试失败时，应该清洁洗板机冲洗头。
注释: 建议在清洁洗板机冲洗头之前关闭仪器。如果要在仪器通电的情况下，如此操作，则确保：
• 仪器状态为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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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上一次洗板机测试或上一次使用洗板机不超过 4 小时
• 洗板机冲洗头拆下之后，没有人使用仪器
• 清洁冲洗头并安装回仪器之前，距离上一次洗板机测试或上一次洗板机操作已 6 小时
洗板机在闲置 6 小时后应该冲洗。运行测试之后立即清洁，以确保洗板机没有在清洁时冲洗，即洗板机冲洗头被拆
下时进行冲洗。不遵守上述说明可能导致损坏洗板机模块。
清洁洗板机冲洗头：
1. 手动旋转洗板机电机以使冲洗头位于最大位置。
2. 将冲洗头拉出。小心不要移动载板架。
3. 清洁冲洗头。
取下橡胶封盖并清洁抽吸腔的所有内壁。
应该使用 GSP 维护组件 61007161 中提供的相应直径的通针来清洁抽吸针。如果安装仪器之后维护组件还没有到
位，可单独订购洗板机维护组件 11950325 或 11510039（此组件分别用于手动洗板机和去血片机洗板机）。
使用维护组件中提供的相应直径的通针来清洁分液针。
可以按照下面的描述取下分液腔的四个硅制封盖（每端各两个）（不应该取下侧面的第五个封盖）。小心不要损伤
四个孔的边缘，以确保良好的密封效果。
1. 仅使用一根小针或 GSP 维护组件中的工具从一端取下两个封盖。
2. 将干净的无绒手巾放在工作台上或流水槽中进行操作。
3. 把维护组件内提供的清洁刷推到抽吸腔内直到把剩余封盖推出，然后继续推直到刷子头通过抽吸头。
4. 检查刷子上是否有异物，如果有明显异物，在把刷子放回冲洗头之前用无绒毛巾擦掉异物或放在流水下冲洗。
5. 在另外一个腔内重复步骤 3 和 4
6. 使用维护组件中提供的合适通针再次清洁所有分液针，用刷子再疏通一遍。不要用该刷子进行任何其它操作，否
则可能会污染刷子，从而污染冲洗头。

整个部件应该使用去离子水冲洗。
应该把分液腔和抽吸腔内多余的水摇出来，让整个冲洗头干燥或用无绒纸擦拭干。小心不要把碎纸片遗留在针上。
重新安装橡胶顶盖确保放置正确（有方向性）。
安装新的硅制盖（维护组件中可以找到），确保：
a) 腔体检查孔干燥
b) 所有盖子均已盖上且位置正确，盖子顶部比冲洗头的外壁略低。
检查确保所有探针笔直且放置正确。
1. 将冲洗头安装回去，小心传感器。不能移动载板架。向里推入，黑色机体部分和冲洗头之间没有间隙。
2. 手动旋转洗板机电机返回至最低位置。
可以使用无需任何溶剂的超声波水浴来清洁冲洗头，以替代手动清洁。
冲洗头装回之后，即可运行洗板机测试。第一次可能失败，因为冲洗头还没有预冲，预冲可以在第一次洗板机测试
期间进行。再次执行洗板机测试以成功获取可接受的结果。

预防性维护
触摸屏会通知用户何时应执行预防性维护。注意下列要点： 

• 维护工程师需要执行间隔为 6 个月的半年和全年预防性维护。
• 仪器在维护日之前一个月会通知用户即将到期的维护。此信息在信息列表中显示。每周重复一次及在每次仪器启
动时出现

• 维护时间已过期时，仪器每天发出一次警告（每次仪器启动时）。此警告也标有旗标，包括在结果中。
• 下次维护到期时，主页上的系统按钮会为红色，一旦维护过期两周，仪器会将全部检测结果标注旗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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