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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信息
本手册提供 TriNEST 微孔板振荡孵育器的安装和使用说明。

对上一版手册的更改
本手册中所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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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kinElmer® 和 Wallac® 是 PerkinElmer, Inc. 的注册商标。
TriNEST™ 是 PerkinElmer, Inc. 的商标。
所有其他商标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

预期用途
TriNEST™ 微孔板振荡孵育器是一种 IVD 仪器，用于按照不同检测项目的具体要求孵育和振荡微孔板。它属于半自动
化仪器，供经过培训的实验室工作人员使用。
适用 IVD 检测项目的预期用途决定和描述了需要鉴别的功能、特定异常、疾病或风险因素、本产品的定量和定性属
性、标本类型以及测试人群。

联系信息
制造商
Wallac Oy,

Mustionkatu 6,

FI-20750 Turku,

芬兰
电话：358-2-2678111。
传真：358-2-2678 357。
电子邮件：info@perkinelmer.com

网址：www.perkinelmer.com

如需服务或帮助，请与当地的 PerkinElmer 代表联系。

符号表
符号 描述

CE 符合性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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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描述
制造商

生产日期

警示，查阅使用说明（标签）

警示，查阅使用说明（仪器）

生物风险

警示，表面高温。

查阅使用说明

体外诊断医疗器械

产品编号（订货号）

序列号

向上

易碎物品，小心搬运

TriNEST 微孔板振荡孵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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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描述
保持干燥

测试实验室的认证标志

 或 

WEEE，遵照当地指南处置设备

直流电

包装内容
• TriNEST 振荡孵育器 (1296-0050)
• 电源装置
• 电源线（115 V 和 250 V）
• 连接紧固件（配件号 2300073600）2 个
• 清洁工具
• TriNEST 仪器手册和 CD（含仪器手册翻译）
• 质量控制证书
包装中包含安装和操作 TriNEST 微孔板振荡孵育器所需的所有材料。有关可从 PerkinElmer 订购的可选材料和备件，
请参见可选特性和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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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信息
本部分包含 TriNEST 微孔板振荡孵育器的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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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相关符号将取代警告中的标准感叹号。

警告和注意事项
本部分包含使用 TriNEST 微孔板振荡孵育器时需要牢记的安全警告和注意事项。

一般安全要求
警告: 必须依照制造商的建议安装并使用本设备。安装和维护必须由经过专门培训的、经 PerkinElmer 公司授权的
技术人员操作。
警示: 误用电气设备可能导致电击伤或其他危险。
警示: 切勿将仪器放置在难以断开电源的位置。操作人员应始终可以畅通无阻地使用电源开关。电源开关和直流电
源连接器均位于仪器的后方面板上。

图 1：电源开关和直流电源入口
警告: 只能使用仪器附带的电源！
警告: 最多可叠放 3 台仪器。将仪器叠放时，必须使用仪器随附的连接紧固件（配件号 2300073600）。仪器叠放安
装只能由受过专门培训且经 PerkinElmer 公司授权的技术人员进行。
警示: 表面高温。根据选择的温度，孵育仓内部有可能会加热到 70°C。在触碰孵育仓内部之前，应先查看显示屏上
的温度。请注意，微孔板托架和微孔板本身的温度与它们所在的仓室的温度相同。
警示: 高温液体。仪器内液体的温度可高达 70°C。微孔板处理不当可能使得其中液体溢出或飞溅。若高温液体不慎
接触皮肤，则可能导致烫伤或烧伤。

TriNEST 微孔板振荡孵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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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和生物危害
警告: 生物性危害警告。微孔板可能含有生物危害性或化学污染材料。
警告: 微孔板未固定在微孔板托架中。在微孔板托架中移动微孔板时要特别小心，特别是其中含有生物危害性材料
时。
警示: 液体受热时会汽化。您有责任向液体供应商确认汽化液体可能产生的烟雾不具有危害性。
操作 TriNEST 微孔板振荡孵育器仪器时，应将所有样本和废弃物均视为存在潜在感染性，且必须始终穿戴合适的防护
装备，其中包括实验室工作服、防护手套和防护眼镜。
切勿徒手碰触实验室器具，以防直接接触到潜在有害物质以及防止硬件之间交叉污染。
若 TriNEST 微孔板振荡孵育器仪器被任何生物材料污染，应立即对其进行消毒和清洁处理。请参阅常规维护。

与操作和维护相关的风险
警示: 不要使用带有盖子、框架或顶部有套圈的微孔板。使用这些类型的微孔板可能会干扰微孔板检测机构。一台
仪器内可加载三块 SBS 标准尺寸的微孔板。
警告: 微孔板未固定在微孔板托架中。在微孔板托架中移动微孔板时要特别小心，特别是其中含有生物危害性材料
时。
警告: 如果微孔板托架机构磨损，振荡期间可能会有液体溅出。液体溅出可能导致样本交叉污染或仪器和微孔板托
架受到污染。切勿徒手碰触实验室器具，以防直接接触到潜在有害物质。
警告: 确保在加载微孔板时和孵育期间孵育温度正确。如果实际孵育温度与目标孵育温度有偏差，仪器不会报错。
警告: 如果仪器仓已经加热，而您插入一个微孔板却没有开始孵育循环，则只要温度保持足够高，微孔板就会一直
孵育。在这种情况下，仪器计时器不会计入这段时间。
警告: 只要保持温度足够高，微孔板就会一直孵育，除非将其从仪器中取出。
警示: 在仪器运行过程中，保持您的手部、头部和其他身体部位避开移动部件。
警告: 对仪器执行任何维护前，请断开电源。使用电源开关关闭仪器，并断开电源电缆与主电源的连接。
警示: 清洁前让孵育仓冷却。
警告: 清洁仪器时，切勿使用含氯漂白剂、含氯去污粉、氨盐、百洁丝或含金属成分的制剂。这些会对仪器表面造
成损害。

关于严重事故的通知
适用于欧盟和采用相同监管制度（IVDR；欧盟 2017/746/E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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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land

http://www.perkinelmer.com

电话: +358 2 2678 111

TriNEST 微孔板振荡孵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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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和储存
本部分包含 TriNEST 微孔板振荡孵育器的安装和储存信息。

拆开包装
小心拆开仪器包装并检查是否在运输期间已发生损坏。如果有任何部件缺损，请与 PerkinElmer 公司的代表取得联
系。
注释: 本手册中的图片仅用于说明目的，可能与实际产品不同。产品的实际外观可能因型号和交货国家/地区而异。

环境要求
该仪器需在清洁受控的实验室环境中使用。
为仪器选择安装位置时，应避开多尘、振动、强磁场、阳光直射、工地、过度潮湿或温度波动剧烈的场所。
实验室台面必须非常结实，表面平坦且防滑。
仪器周围要留有足够间隙（10 厘米），以便有足够气流循环。
工作期间的环境温度范围：15 - 35°C

工作期间的相对湿度：10 - 75%

安装
使用随机的电源线将仪器接通电源。此电源必须带保护接地。设备的电源接口位于仪器后面。
将仪器连接到不同的电源系统时，必须使用经认证的接地适配器。注意！仪器的电源适配器兼容电压在 100 V 至 240
V 之间。
警告: 最多可叠放 3 台仪器。将仪器叠放时，必须使用仪器随附的连接紧固件（配件号 2300073600）。仪器叠放安
装只能由受过专门培训且经 PerkinElmer 公司授权的技术人员进行。

图 2：两台 TriNEST 叠放，前视图

TriNEST 微孔板振荡孵育器
安装和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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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两台 TriNEST 叠放，后视图
连通电源前，应确定电源开关设在 "0" 位置。

TriNEST 微孔板振荡孵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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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说明
本部分介绍 TriNEST 微孔板振荡孵育器的功能。

外观描述

可以将仪器作为一个独立单元使用，每次可装载最多三块符合标准尺寸和高度的微孔板（详见规格和功能 , 见第 18
页）。三个孵育仓由同一个程序控制温度和转速，每个孵育仓不可单独控制。用户可将三台仪器叠放，达到九块微
孔板的总容量。每台仪器可单独控制。
微孔板可放入仪器随附的微孔板托架内。

TriNEST 微孔板振荡孵育器
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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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孵育仓内可以放置一个微孔板托架。微孔板托架放入后，可锁定并安全地固定住微孔板。它还具备防止液体溅
出的机构，该机构可将微孔板向孵育仓顶部抬高。在仪器内部时，微孔板将一直保持处于该位置。
将托架下推即可打开锁定装置。
警告: 请记住，微孔板未固定在微孔板托架中。在微孔板托架中移动微孔板时要特别小心，特别是其中包含高温液
体或生物危害性材料时。
警告: 发现机构存在磨损情况时立刻更换微孔板托架（参见可选特性和备件）。如果微孔板托架机构磨损，振荡期
间可能会有液体溅出。液体溅出可能导致样本交叉污染或仪器和微孔板托架受到污染。切勿徒手碰触实验室器
具，以防直接接触到潜在有害物质。
警示: 不要使用带有盖子、框架或顶部有套圈的微孔板。使用这些类型的微孔板可能会干扰微孔板检测机构。一台
仪器内可加载三块 SBS 标准尺寸的微孔板。
注释: 使用铝箔或类似物封盖微孔板时，应将多余的封盖材料小心裹叠至微孔板之下，以便微孔板托架机构可无阻运
行。
注释: 尽管三个孵育仓内的温度和转速均一样，但是仪器可以为三个微孔板分别计时。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操作说
明 , 见第 13 页。
注释: 微孔板托架靠磁性锁定。请保持锁表面清洁。
注释: 仪器带有磁铁。请确保磁铁不会对所用材料造成干扰。

控制面板
如图所示，仪器有一个带显示屏和若干控制键的控制面板。

TriNEST 微孔板振荡孵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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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显示屏显示以下符号（由上至下）：

程序编号（01 到 20）和程序名称（最多可
用 6 个字符）
目标孵育温度范围 20°C 到 70°C。

箭头上指表示，尚未达到目标温度，但正
在向目标温度攀升。箭头下指表示，已超
过目标温度并正在向目标温度冷却。
孵育时间 — 以小时和分钟计（最长 48 小
时）。
振荡速度 — 400 到 1200 转／分钟，增幅
为 100；或关闭（无振荡）
间隔振荡模式下的振荡时间 — 以分钟和秒
计（00:00 = 无振荡）
间隔振荡模式下的静止时间 — 以分钟和秒
计（00:00 = 无停顿）

注释: 仪器运行期间，正在运行的步骤旁边
会显示箭头。

显示屏底部会显示三个微孔板托架的状态：

TriNEST 微孔板振荡孵育器
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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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心矩形-代表微孔板托架插入到孵育仓
中，托架内容纳微孔板
实框矩形-代表微孔板托架已经插入到孵育
仓中，托架上未容纳微孔板
框矩形-代表微孔板托架未插入到孵育仓中
运行期间，计时器显示每块孔板所剩的孵
育时间。倒计时结束后，计时器会正向计
时“+” 号表明计时器在正向计时，即，
孵育结束起经过的时间。

全部微孔板取出后，计时器会消失，开始显示当前温度。
当前温度 — 未进行孵育时，在靠近显示屏
底部显示该温度。

箭头上指表明预热已开启，温度在上升。

孵育温度 — 显示屏底部显示该温度。在设
置中选择 Incub（孵育） 可启用在孵育循
环期间跟踪当前温度。孵育温度显示孵育
仓中的温度，精确到十分之一度，而另一
温度显示则按最接近的半度舍入。

控制键
控制键如下：

左箭头和右箭头按钮 — 在参数设置界面中实现前进和后退。

选择旋钮 — 用于参数设定过程中字母数字字符和符号的选择及孵育和振荡时间的设定。

预热按钮 — 预热按钮 — 用于提前预热仪器。
红色 LED 灯 — 该灯会在按下预热按钮时亮起。它会持续显示，并在达到目标温度时闪
烁。
如 LED 闪烁，表明已达到温度，但预热功能仍处于工作状态以维持该温度。按下 Start/
Pause（开始/暂停）按钮时，LED 灯会熄灭，这是因为正常加热功能会随之开启。
注释: 仪器暂停运行，仪器中至少还有一块微孔板时，红色 LED 灯也会亮起。这表明即使
运行暂停，加热仍在继续。当全部微孔板均从仪器中取出后，红色 LED 灯才会熄灭。

TriNEST 微孔板振荡孵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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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Pause（开始/暂停）按钮 — 该按钮闪烁时表明至少已装载了一块孔板。按下此按钮
开始孵育。按钮会停止闪烁，但保持开灯状态。如孵育过程中按下此按钮，它会开始闪
烁，计时器将停止，运行暂停。再次按下此钮可继续运行。孵育完成后，该按钮会处于禁
用状态，直到取出全部微孔板。
微孔板装载显示灯 — 位于显示屏左边，此处有三个绿色 LED 灯。当盛有微孔板的托架放
入孵育仓时，对应的 LED 灯会亮起。当微孔板孵育完成时，对应的绿色 LED指示灯会闪
烁，har提示用户应取出该微孔板。

TriNEST 微孔板振荡孵育器
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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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打开仪器后面的开关，接通电源。软件及硬件版本号快速显示后，出现“程序 01”。

程序选择
将显示“程序 01”的当前参数值。如要查看其余程序的
参数，转动选择旋钮，至到该程序对应的数字出现。

参数编辑
选择程序编号后，持续按右箭头三秒钟。
该程序名称的首个字符会高亮显示，进入
可编辑状态。

注释: 参数编辑期间，按下右（或左）箭头
接受选择，并移动光标至下一（或前一）
参数。

程序名称 — 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选择旋钮
直到所需字符出现。按右箭头。光标会移
至下一位置。

注释: 转动选择旋钮时出现的字符顺序如下：
• 大写字母（A-Z）
• 小写字母（a-z）
• 数字（0-9）
• 符号 (:!"#$%&()*+,-./_space) “Space”（空格） 是“A”之前的最后一个符号。

按下第六个位置后的右箭头时，光标会移
至孵育温度数值处。

可通过选择旋钮和箭头按钮设置下列参
数：

TriNEST 微孔板振荡孵育器
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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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育温度
孵育时间
振荡速度
间歇振荡模式下的振荡时间
间歇振荡模式下的静止时间

注释: 间歇振荡模式下时间以分和秒计，连续振荡模式下时间则以小时和分钟计。

间歇静止时间过后，按下右箭头。编辑模
式将关闭，参数值被保存。程序号将为高
亮状态。

现在用户可使用该程序来操作仪器了。
注释: 尽管仪器接受有效振荡时间少于三秒，但使用此类时间可能会导致错误。不应使用少于三秒的时间。

操作
1. 通过选择旋钮选择程序号。

2. 按预热按钮。按钮边的红色 LED 灯会亮起。等待达到所选温度且红色 LED 灯闪烁。

注释: 此为预热孵育仓的可选功能
3. 在显示屏上查看目标孵育温度是否正确且已达到。将支架盛载的孔板送入仪器。Start/Pause（开始/暂停）按钮
将闪烁。

注释: 在开始操作前，确保所有微孔板托架均已加载到仪器中。请注意，如果有任何微孔板托架未加载，仪器不
会启动。某个微孔板托架缺失或未正确加载将使仪器无法开始运行。

4. 按 Start/Pause（开始/暂停）按钮开始孵育。计时器开始倒计时至零。

警告: 如果仪器仓已经加热，而您插入一个微孔板却没有开始孵育循环，则只要温度保持足够高，微孔板就会一直
孵育。在这种情况下，仪器计时器不会计入这段时间。

5. 要确保温度保持正确，请跟踪显示屏底部显示的孵育温度。
警告: 确保在加载微孔板时和孵育期间孵育温度正确。如果实际孵育温度与目标孵育温度有偏差，仪器不会报错。

6. 如果这样配置，当计时器达到 0 时，绿色 LED 灯会闪烁，仪器开始发出鸣叫（见 设置 , 见第 15 页，“声音警
报”来控制声音）。计时器会开始计数，显示孵育完成后经过的时间。

TriNEST 微孔板振荡孵育器
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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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从孔板支架取下孔板。绿色 LED 灯停止闪烁，计时器会消失。取下全部孔板后，鸣叫声会停止。

警告: 只要保持温度足够高，微孔板就会一直孵育，除非将其从仪器中取出。

操作过程中添加孔板
如有空位，用户可以在孵育开始后添加孔板。

按 Start/Pause（开始/暂停）按钮。振荡停止，计时器暂停。

在其微孔板托架上添放微孔板，并放入空孵育仓。

按 Start/Pause（开始/暂停）按钮。孵育将继续进行。

注释: 任何随后载入的孔板（包括暂时取下并又重新载入的孔板），孵育计时器将重设，并从头开始计时。对未被取
下的孔板，计时器会从暂停处继续计时。
注释: 确保所有微孔板托架均已加载到仪器中。如果有任何微孔板托架未加载，仪器不会启动。某个微孔板托架缺失
或未正确加载将使所有三个仓无法开始运行。
孵育结束后应逐一取下微孔板。取下微孔板并将微孔板托架推回仪器后，按 Start/Pause（开始/暂停）按钮，以便
其他微孔板继续其孵育过程。绿色 LED 灯和鸣叫（可选）会在每块微孔板孵育结束时发出提示。
警告: 只要保持温度足够高，微孔板就会一直孵育，除非将其从仪器中取出。
注释: 如果用户使用间歇振荡模式，而且间隔时间相对于总孵育时间来说较长，孵育开始后加入的微孔板与其他孔板
相比就得不到同样的振荡比例及间歇，这是因为间隔计时器不为新载入的孔板进行重设。

设置
如要查看“设置”参数，接通电源时按住左箭头。

TriNEST 微孔板振荡孵育器
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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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 只提供英文。
音频警报 — 如要仪器在孵育结束后发出鸣叫，选择 ON。如不要
仪器鸣叫，则选 OFF。
显示温度 —有三个选项（见下方）

Incub（孵育） — 孵育仓中的温度（精确至 0.1°C）。这会
显示在操作窗口的底部。选择孵育温度才能启用在孵育循环
期间跟踪当前温度。

环境 — 用于维修目的。电子部件区的温度会显示在操作窗口
的底部。

OFF — 操作窗口底部无额外温度显示。不建议使用。

按 Start/Pause（开始/暂停）按钮保存这些数值并进入“程序选
择”模式。

注释: 编辑其他设置参数时，不能同时使用此功能，这是因为当仪器关闭后，对参数所做的变更会丢失。

TriNEST 微孔板振荡孵育器
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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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维护
警告: 执行任何维护前，请断开电源。使用电源开关关闭仪器，并断开电源电缆与主电源的连接。

定期清洁
保持仪器所有表面洁净无尘，因为灰尘可能对您的样品分析结果产生负面影响。使用湿无纺布（温和的肥皂水）。
适时频繁地清洁，以免仪器聚集灰尘。
警告: 清洁仪器时，切勿使用含氯漂白剂、含氯去污粉、氨盐、百洁丝或含金属成分的制剂。这些会对仪器的敏感
表面造成损害。

溅出情况下的清洁
如仪器表面发生具传染性制剂溅出，应遵照以下消毒程序：
警示: 清洁前让孵育仓冷却。
关闭电源开关并将电源线拔出。使用一次性手套。用一次性纸巾吸净溢出液体。用酒精溶液（例如，70-80% 的乙
醇）浸湿一次性纸巾，清洁仪器表面。将用过的一次性纸巾放入生物危害废物箱。
用随仪器提供的清洁工具清洁孵育仓内部。可在清洁工具上包裹一块湿布。可在无纺布上喷洒酒精溶液。
清洁孔板支架时，可将其从仪器上取下，用浸有温和肥皂液的湿布擦拭。如必要，用酒精溶液消毒。
其他任何维护均应由 PerkinElmer 授权人员操作。需要安排将仪器运送至维护时，请与您当地的 PerkinElmer 代表联
系。

TriNEST 微孔板振荡孵育器
常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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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和功能
本部分包含 TriNEST 微孔板振荡孵育器的规格和特性信息。

技术规范
TriNEST 微孔板振荡孵育器的技术规范如下。

电源要求
警告: 只能使用仪器附带的电源！
最大功耗：150 W

交流输入电源电压：100-240 V，2 A，50/60 Hz

从电源到仪器的直流输出：24 V, 6.25 A

容量
一台仪器内可载入三块微孔板。
三台仪器可垂直叠放，容纳共九块孔板。
可混用任何 SBS 标准尺寸的微孔板。
• 长度 127.76 mm ± 0.12（5.030 英寸 ± 0.005）
• 宽度 85.47 mm ± 0.12（3.365 英寸 ± 0.005）
• 高度 14.35 mm ± 0.25（0.565 英寸 ± 0.010）。
警示: 不要使用带有盖子、框架或顶部有套圈的微孔板。使用这些类型的微孔板可能会干扰微孔板检测机构。一台
仪器内可加载三块 SBS 标准尺寸的微孔板。

温度
可将孵育温度设置在 +20°C 至 +70°C 之间，增幅为 ±1°C。孵育仓内的最低温度可达高于环境温度 3°C，但不能低于
+20°C。温度从 24°C 达到 70°C 的目标温度最多需要 16 分钟。
如果默认孔板冷却时间对于检测来说过长，可以使用一个或多个冷却块辅助。如需更多关于冷却块的信息，请参阅
可选特性和备件 , 见第 20 页。
全部三个孵育仓的内部温度条件设定相同。
温度设置精确度：± 0.5°C。
孔板均匀性：优于 0.6°C。

振荡
三块微孔板可以轨道震动方式振荡。
振荡频率：0 或 400 ‑ 1200 转/分钟，步数为 100 转/分钟。
振幅：2 mm（0.08 英寸）。
振荡精密度：+/- 2%。
共有两种振荡模式：持续振荡或间歇振荡。
振荡时间：0 – 48 小时，增幅为 1 分钟。

TriNEST 微孔板振荡孵育器
规格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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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歇模式下的振荡时间：3 秒 – 60 分钟，增幅为 1 秒或 1 分钟。如果设置为 0，则振荡关闭。
注释: 虽然仪器接受短于 3 秒的振荡时间值，但这可能造成错误，因此不得使用。
注释: 间歇模式下的振荡静止时间：0 秒 – 60 分钟，增幅为 1 秒或 1 分钟。
全部三个孵育仓的振荡条件设定相同。

时间
孵育时间：最长 48 小时，步数 1 分钟。

参数集
仪器内最多可储存 20 个参数集（程序）。

测量
TriNEST 微孔板振荡孵育器的尺寸如下。

尺寸
深度：350 mm（13.8 英寸）
宽度：388 mm（15.3 英寸）
高度：225 mm（8.9 英寸）

重量
每台仪器：15.7 kg (34.6 lb)

三台仪器叠放：47.1 kg (103.8 lb)

环境条件
TriNEST 微孔板振荡孵育器的环境条件如下。

运行温度：
工作期间的环境温度范围：15 - 35°C

湿度
工作期间的相对湿度：10 - 75%

海拔
海拔：2,000 m

TriNEST 微孔板振荡孵育器
规格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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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等级：
预期环境的污染等级：2

运输与储存
为了防止损坏，储存和运输仪器及其部件时，最好使用原包装或者其它合适的包装箱。用胶带封上包装。
将仪器储存在干燥的地方。
警示: 运输过程中防止仪器受到撞击或震动。

运输条件
0°C 到 ＋ 60°C，相对湿度 10 到 80%。

储存条件
0°C 到 ＋ 60°C，相对湿度 10 到 80%。

安全标准
认证：
• IEC-CB, CE, NRTL

仪器符合以下要求：
• IEC 61010-1
• IEC 61010-2-101
• IEC 61010-2-010
• CAN/CSA-C22.2 61010-1
• UL 61010-1
• IEC 61326-1
• IEC 61326-2-6

可选特性和备件
以下可选特性可从 PerkinElmer 公司单独定购：
• 冷却块：冷却块用于在孵育/振荡结束时冷却微孔板。冷却块可以让孵育仓更快冷却。通常情况下，在中部的孵
育仓内放置一块冷板即可达到冷却效果，若希望急速冷却，可以在每一个孵育仓冷却请注意，冷却块本身的温度
会影响冷却速度。
警示: 仪器振荡期间，请勿使用冷却块。由于冷却块没有锁紧机构，振荡产生的运动可能损坏孵育仓的内涂层。

TriNEST 微孔板振荡孵育器
规格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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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部件订购号：1296-2090
• 微孔板托架：TriNEST 微孔板振荡孵育器配备三个微孔板托架，每个孵育仓一个。微孔板托架不仅可充当将微孔
板插入仪器中的托盘，还具备防止液体溅出的机制。该机制可将微孔板向孵育仓顶部抬高，在仪器内部时，微孔
板将一直保持处于该位置。该机制可能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加发生磨损和破损，从而导致液体溅出，尤其是当仪器
振荡时。
为避免溅出，请在您发现机制存在磨损情况时立刻更换微孔板支架。
零部件订购号（备件）：2300026300

• 电源：当仪器随付的 PSU 损坏或丢失时，可用此 TriNEST 微孔板振荡孵育器电源装置取代它。
零部件订购号（备件）：1296-2040

TriNEST 微孔板振荡孵育器
规格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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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处理
本部分包含与处理 TriNEST 微孔板振荡孵育器出现的错误有关的信息。

概述
由于 1296-0050 TriNEST 孵育振荡器的设计非常紧凑，对该设备进行维修的成本效益非常有限。因此，对于绝大多数
故障来说，我们的政策是更换，而不是维修。
仪器内置了振荡和加热系统质量检查功能，如果仪器显示以下任一错误消息，请重新启动该仪器，如果问题仍然存
在，请联系经授权的维修人员。

错误 1，温度传感器 n
找不到 n 号温度传感器。

错误 2，加热器 n
n 号加热器元件被拆下或出现短路。

错误 3，电机皮带
孵育仓未振荡，可能的原因有皮带未接好，速度传感器未接好或损坏，或者电机报错。

错误 4，电机转速
孵育仓的振荡转速不正确。这可能是由传送带或电机出错引起的。

TriNEST 微孔板振荡孵育器
错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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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kinElmer 产品的 WEEE 说明

或者 

带有划叉的轮式垃圾箱符号和一个长方形横条的标签表明该产品受 WEEE 废电子电机设备指令 (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Directive) 的约束，不能作为不分拣的城市垃圾处置。必须按照您所在地区的监管指南单独收集
标有此符号的任何产品。
本计划的宗旨是保护环境，改善环境质量，保护人类健康，以及审慎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必须对 WEEE 进行特殊
处理，以免污染物扩散到回收材料或废水中。这种重视是保护客户环境的最有效方式。
各地监管当局拥有不同的废物收集、再利用和回收计划要求。请与您当地的负责团体（如，实验室负责人）或授权
代表联系，以获得垃圾处理的适用法规方面的信息。请通过下列网站与 PerkinElmer 联系，了解与 PerkinElmer 产品
相关的具体信息。
网站：
www.perkinelmer.com/WEEE

欧洲： 请通过上述网站获取不同欧洲国家的特定的 WEEE 处置说明
美国客户服务：电话 1-800-762-4000

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客户服务：电话 (+1) 203-925-4602

您所使用的 PerkinElmer 系统中可能也含有其他制造商的产品。根据 WEEE 指令条款，其他生产商直接负责收集并处
理其废品。在处置其任何产品前，请直接与生产商联系。
请访问上方的 PerkinElmer 网站，获得生产商名称和网址。

TriNEST 微孔板振荡孵育器
PerkinElmer 产品的 WEEE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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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保声明
所附仪器带有 PerkinElmer 旗下公司 Wallac Oy（以下称“Wallac”）的有限担保（以下称“担保”）。本文仅是所
附仪器的担保摘要，不应当被认为是对担保条款的更改或补充。有关担保的完整解释，请查看相关条款与条件以及
租赁或购买协议。
一般情况下，从安装之日起十二 (12) 个月内，或从发货之日起十五 (15) 个月（以下称“仪器担保期限”）内，以较
早者为准，Wallac 保证此仪器在此期间没有材料和工艺缺陷。
在仪器担保期限内，Wallac 提供部件和人力来修理材料和工艺缺陷。
注释: 注意：此仪器的保修不包括所需的定期维护（以下称“定期维护”），如果需要任何定期维护，则定期维护的
成本和费用必须由买方或租赁方承担。未执行所需的定期维护将使担保失效。PerkinElmer 和授权代表可执行定期维
护。有关定期维护的其他信息，请联系您的 PerkinElmer 代表。
本产品有限质保的全部条款详见 https://www.perkinelmer.com/corporate/policies/terms-conditions-of-sale.html。

TriNEST 微孔板振荡孵育器
质保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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