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L RSI 和 PAL RTC 
样品前处理与进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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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一代的PAL System用于
样品前处理和进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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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 System是目前使用最广泛、最成
功的样品前处理与在线进样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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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相色谱、液相色谱；光谱及质谱领域已拥
有 50000多用户，他们的选择代表了我们产品
的卓越性能。扫描二维码您可以获取他们的成
功故事，也可以定期得到更新的应用资料。

PAL System是目前使用最广泛、最
成功的样品前处理与在线进样平台。

PAL System能够实现各种样品前处理功能，从简单的液体
进样到完整、复杂的样品前处理流程。PAL System几乎能
满足您实验室的所有样品前处理需求。

不同的选项及模块配置，使样品容量大大增加并且拓展了样
品前处理功能。以下列出的是PAL System能够实现的功能：

– GC和LC液体进样
– 气体进样
– 加入液体
– 静态顶空进样
– ITEX动态顶空进样
– SPME和SPME Arrow进样
– 加热孵化温度可达35-200°C
– 自动切换进样针套件 (仅适用于PAL RTC)
– 自动转移瓶子和其他目标物
– 涡旋混合

– 稀释
– 标准添加
– 液液萃取
– 衍生化
– 固相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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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前处理是得到准确可靠结果的关键。

对于色谱分析而言，61%的时间消耗在样品前处理上，而
30%的误差来源于样品前处理*。

* 数据引用自 “SAMPLE PREPARATION FUNDAMENTALS FOR CHROMATOGRAPHY”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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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 preparation is the key to success to achieve
precise and accurate results. 
For a typical chromatographical analysis 61 % of time is spent on sample prep,
30 % of errors are linked to sample prep*.

* data taken from the book “SAMPLE PREPARATION FUNDAMENTALS FOR CHROMATOGRAPHY” from Agilen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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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 RTC - 最高的生产力与最大的灵活性
具备自动切换针套件功能的PAL RTC是PAL-xt产品线的一次
颠覆性的革新。PAL RTC能够实现大部分样品前处理功能的
高效、安全的自动化过程。
自动切换进样针套件功能够可实现不同工作流程中不同样品
针的自动切换，可7天24小时不间断运行，大幅提高实验室的
工作效率。所有的操作过程均可追溯，达到最优化的流程控
制。

PAL RSI - 可靠的重负荷仪器
PAL RSI是分析实验室的最可靠的重负荷仪器。对于
一个需要长期持久工作的实验室而言，PAL RSI是一
套最具性价比的解决方案。

PAL RSI能够通过升级，实现RTC的全部功能，同时
实现全工作流程的自动化。

PAL Sample Control样品管理软件
高效管理PAL RTC&RSI

PAL Sample Control软件能够控制最新一代的PAL系列产
品。该软件同很多常用的色谱质谱数据系统（如Agilent 
Chemstation, Masshunter, Sciex Analyst, Thermo Scientific 
Xcalibur）均可兼容，并适用离线样品制备。仅需几步
操作，就能导入或生成一个样品序列并进行数据采集。
也能快速建立工作流程以减少繁琐的手动操作。PAL 
Sample Control软件能够实现样品重叠功能，大大增加了
样品通量，提高生产效率。

PAL Method Composer方法设计软件
如果PAL System已经与GCMS或LCMS系统整合，PAL 
Method Composer软件可以轻松创建样品前处理方法并
进行验证和运行。图形化的界面设计使用户能够通过拖
拽轻松创建方法。整个方法的有效性能够自动进行验
证。



创新的设计提高效率，节省时间...   

超大的样品瓶容量

第1步
穿过进样口

第2步
快速进样 

第3步 
样品针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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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切换进样针套件（仅适
用于PAL RTC）提高效率

独特的样品针停靠平台设计使得各种进样针套件能够自动进行切换。 

– 对于不同的用途，自动选择最佳的样品针。例如，一个
样品针用于添加标准品，另外两个样品针用于稀释样品
（或标准品）。

– RTC能够自动选择不同类型的萃取头进行采样，加快
SPME方法优化的过程。

– PAL RTC能够自动识别每个位置上所停靠的进样针套件的类型。

– 每个样品盘托架上可以放置162个2mL的样品瓶或者60个10mL（20mL）
的样品瓶，也可以容纳其他类型的样品瓶和微孔板。

– 控温样品柜最多可容纳9216个样品。

– 制冷样品柜可以进行定位。

进样对样品无歧视

快速进样可在100毫秒内
完成进样，减少GC进样
中的样品歧视，C40/C20 
> 0.98。

整个进样流程100毫秒



有效混合
涡旋混合器能够分别对已
稀释的溶液进行涡旋混合
或对样品进行萃取步骤。
适用的样品瓶类型为
2，10，20 mL。

触底感应功能确保样品针
能从几微升样品中取到1
微升样品进样。

专有的恒力技术可以使
PAL自动感应进样针在密
封导口的正确位置 。潜在
的进样残留得到了最大化
的避免。

位置检测能够很好的对整个过程进行安全控制。在整个样品前处理过程
中，缺少的样品瓶和正确的进样口位置都会检测到并记录下来。
控温样品柜同样需要对位置进行检测以确保抽屉是在正确的开/ 关位
置，并且能够有效控制温度。��

正确定位

流程安全控制

进样口

错误定位 检测到缺少的样品瓶

!

交叉污染最小化，
微小体积样品进样
的可重现性

混匀2mL混匀 20mL

样品针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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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错误的发生。

触底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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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提高了流程控制的安全性
自动化是实验室中提高效率和提高流程安全
性的方法。自动化取代重复或危险的手工操
作大大提高了实验室安全性。每天24小时不
停歇的样品运行大大提高了实验室通量，特
别对于需要很长时间的样品前处理。

PAL RTC使分析和诊断实验室的效率最大
化。自动切换进样针套件使样品前处理提升
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

每个样品前处理过程可能需要不同的进样针套
件，例如，稀释样品时，需要用到10 µL的样
品针移取小体积的样品，1 mL 的样品针移取
大体积的溶剂。自动切换进样针适配器能够实
现不同样品针之间的自动切换。

不同进样针套件之间的切换实现了设计各
种不同样品前处理流程的功能。

PAL RTC  LC/MS 自动进样器配置

PAL RTC提高实验室效率
自动切换进样针套件使生产效率上了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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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设计
– 自动选择最合适的样品针添加标准溶液或者
制备标准系列溶液

– 内标添加和LC/MS进样工具之间的即时切换

– 同一套PAL System可以实现不同的样品制
备方法，例如液液萃取和固相萃取

– 通过比较不同SPME萃取头的萃取效率，自
动选择最优萃取头，实现方法的自动优化。

– 无需人工介入，自动实现衍生反应，避免了
接触有毒有害化学品，很好的控制实验室安
全。

– 自动完成繁琐的样品制备过程，比如蛋白质
消解

详情可参考 p. 28 - 31. 

PAL RTC  GC & GC/MS自动进样器配置

自动切换进样针
套件停靠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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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与伦比的可靠性

实验室工作通常任务繁重而又时间紧迫，这
就需要有可靠的硬件和软件支撑我们的工
作。PAL RSI正是实验室工作最可靠的保
证。

PAL RSI正是为满足实验室工作的需要而设
计。它的可靠性建立在世界范围内已使用
的50,000套以上系统的基础之上。

PAL RSI  LC/MS自动进样器配置

PAL RSI是分析实验室可靠的重负荷仪器

PAL RSI定义了智能样品制备的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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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灵活的系统

RSI是灵活的进样系统，具有模块化的设
计。各种进样工具可在几分钟内实现切换。

GC的客户喜欢使用PAL System在于一台仪
器上液体进样、顶空进样和SPME进样三种
功能均能实现；对于LC的客户而言，他们
更喜欢PAL System的样品容量大、各种样品
针规格和各种液相阀均可选择。

PAL RSI 85 cm用于GC & G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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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瓶1中添
加样品1

将瓶1转移至
天平

称量样品1 将瓶1放回

取瓶1的样品 用机械臂2进样
Data

 acquisition

将瓶2转移至
天平

Weigh sample 2 Place vial 2
back

Get weighed
vial 2

Injection using
Head 2

Data
 acquisition

流程1 (机械臂1) 

流程2 (机械臂2)

向瓶2中添
加样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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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 sample 1
to vial 1

Transport vial 1
to balance Weigh sample 1 Place vial 1

back

Get weighed
vial 1

Injection using
Head 2  数据采集

Add sample 2
to vial 2

Transport vial 2
to balance 称量样品2 将瓶2放回

取瓶2的样品 用机械臂2进样  数据采集
Workflow 1 (Head 1)

Workflow 2 (Head 2)

PAL DHR双臂模式 
2倍的效率
– 两个机械臂可独立工作
– 两个机械臂可独立完成各自工作流程

顶空取样和标准添加
 同时给两个GC或LC系统进样

– 软件可以优化时间表，实现最高的效率
– 碰撞控制→ 流程安全和易于编程
– 120或160 cm宽的工作区域
– RTC/RSI 机械臂的结合
– 结合RTC自动切换进样针套件可实现更多功能的扩展

应用实例
– 自动称量样品，并对样品进行分析

– 高通量，分别给两套LC系统进样

– 样品前处理和GC进样

流程1 (机械臂1) 

流程2 (机械臂2)

吸取样品1 注入进样阀1 清洗进样针和阀 下一个样品

进样前准备 下一个样品

向样品1中
加入内标

样品1混匀 清洗样品针 下一个样品

吸取样品 注入进样阀1 清洗进样针和阀 下一个样品

吸取样品2 注入进样阀2 清洗进样针和阀

进样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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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完整的样品前处理流程，需要选择合适的进
样针套件和所需要的模块。PAL System能够满足
您所有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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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停靠站可随时更换进样针套件
(仅适用于PAL RTC)
独一无而的停靠站设计通过可靠的针套件的切换（不同
体积的样品针或不同类型的针套件）实现了先进的样品
前处理功能。如:液体样品处理（稀释）、衍生化步骤
或取代任何重复、繁琐、耗时的流程。大体积范围的针
选择与独特的灵活性结合可以轻松实现您实验室自定义
的样品前处理方法。

– 停靠站可以放置三个进样针套件
– 一个PAL RTC可以安装两个停靠站
– 进样针套件自动识别和位置控制实现过程控制
– 进样针套件能够实现方法自动优化

为每一个应用选择最合适的工具 
PAL System可以毫无瑕疵的完成这样的任务：10mL
水样通过SPE小柱对农药进行萃取富集，最后进样
1µL分析。这只是PAL System提高效率和提高实验
室流程安全的实例之一。

不同状态的样品需要不同的样品前处理流程，因此要
用到不同的进样针。以下内容将介绍各个样品前处理
流程的进样针套件和模块。



液体进样针套件
– 该进样针套件可用于样品针长度 57 mm 或85 mm

– 可选注射器体积:
1.2µL / 5µL / 10µL / 100µL适用D7 套
件； 250µL / 500µL / 1’000µL适用D8 
套件；5’000µL / 10’000µL适用D18 套
件。

顶空进样针套件
– 可选注射器体积:

1mL / 2.5mL / 5mL (需要选用相应的工具)
– 注射器温度40°C 到150°C
– 注射器可用惰性气体吹扫
– 可通过磁性吸附转移2mL, 10mL和20mL样品瓶

SPME Fiber进样针套件
– 新的SPME手柄更好的保护萃取头
– 兼容各种萃取头
– 手动更换萃取头非常方便
– 适用萃取头长度10 mm或者20 mm
– 可供选择的萃取头涂层材料:

PDMS, DVB, PA, Carbon WR, PDMS/
Carbon WR, PDMS/Carbon WR/DVB

85 mm 
针长度

57 mm 
针长度 

SPME Arrow进样针套件
– SPME Arrow直径为 1.1 和 1.5 mm
– 手动更换SPME Arrow非常方便
– 可供选择的SPME Arrows涂层材料:

PDMS, DVB, PA, Carbon WR, PDMS/
Carbon WR, PDMS/Carbon WR/DVB

PAL进样针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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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套件
– 添加大体积液体
– 如使用 “传输” 模式，也可精确添加小体积的液体

ITEX DHS进样针套件     
– 用Tenax TA trap（或其他材料）进行动态顶空萃取

– 主动风扇能减少降温时间

– 温度范围: 40 - 350°C

LCMS进样针套件
– 独特的设计减少交叉污染
– 能够实现特殊进样技术，如三明治进样
中间是样品，两端各取一段空气

– 流速控制确保溶剂流路中无气泡
– 位置检测实现进样零死体积

移液枪套件
– 自动选择200 µL或1000 µL枪头
– 单次或多次加液模式
– 适配器可使移液枪直接向LC阀中进样
– 同启盖模块结合使用可以向带盖的样品瓶中添加液体

19 



PAL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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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空孵化器
– 加热和振荡样品
– 6个位置适用于20mL样品瓶
– 温度范围40-200°C
– 振荡速度250-750rpm
– 可选的适配器适用于 2mL 或10mL样品瓶

条码扫描模块
PAL RSI 和PAL RTC的条码扫描模块可以读取2mL, 
10mL和20mL样品瓶上的条码 ，实现过程控制和可
追溯性。

– 读取一维条码

– 两个扫描器可以保证扫描到任意方向的条码

– 适用于2mL / 10mL / 20mL 样品瓶

稀释模块
– 精确添加大体积的液体
– 可选注射器规格100µL, 1mL, 5mL和10mL
– 选配的阀可以提供五个不同的液体通路

启盖模块
– 打开或拧紧2, 10, 20 mL拧盖样品瓶，无需任何硬件的改变

– 能够保证顶空瓶的重现性和气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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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制冷样品柜(2DW, 6DW and 12MT) 

温度范围 4°C 到40°C.可以存放2或6或12个样品盘。对于
较敏感的化合物，可以使用半透明的样品瓶 。

2DW容量:
– 2x MTP (Multi Titer Plate)
– or 2x DW (Deep Well Plate)
– or 2x VT15 (15 x 10mL)
– or 2x VT 54 (54 x 2mL)
– or 2x VT70 (70 x 1mL)
– 或者不同样品盘的组合

快速清洗模块
– 可用于清洗注射器规格19到 26
– 泵用于输送清洗溶剂
– 支持两路不同的清洗溶剂
– 自动调整流速可节省清洗溶剂的使用
– 可以安装在阀的位置下面以节省空间

加热磁力搅拌模块
– 在样品制备和SPME Arrow过程中加热搅拌样品
– 温度范围30° - 150°C
– 搅拌速度可达到1600 rpm
– 主要用于20mL样品瓶 (10 mL样品瓶需要适配器)

大体积清洗模块
– 用于大体积清洗
– 2 x 100mL 溶剂瓶
– 废液口用管子连接到废液瓶

6DW容量:
– 6x MTP (Multi Titer Plate)
– or 6x DW (Deep Well Plate)
– or 6x VT15 (15 x 10mL)
– or 6x VT 54 (54 x 2mL)
– or 6x VT70 (70 x 1mL)
– 或者不同样品盘的组合

12MT容量:
– 12x MTP (Multi Titer Plate, shallow well)

电子制冷样品柜6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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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剂模块
– 可以添加大体积的溶剂

– 3 x 100mL溶剂瓶

SPME Fiber老化模块
– 用于萃取样品前的Fiber老化
– 温度最高可到350°C
– 气体连接实现更高的效率
– 另外一个口用于另一个替代的Fiber

样品柜(6 DW and 12 MT) 
用于室温下放置样品盘。也可用于一些易降解的化合
物。一套加长X轴的PAL系统最多可安装四个样品
柜。. 

6 DW的容量:
– 6x MTP (Multi Titer Plate)
– or 6x DW (Deep Well Plate)
– or 6x VT15 (15 x 10mL)
– or 6x VT54 (54 x 2mL)
– or 6x VT70 (70 x 1mL)
– or combinations

12 MT的容量:
– 12x MTP (Multi Titer Plate, shallow well)

SPME Arrow老化模块
– 用于SPME Arrow和Fiber萃取样品前的老化，最高温度350°C

– 一个位置用于自动老化
– 一个位置用于手动进行预老化
– 气体的自动控制阀
– 预老化的手动控制阀

(Stack 6DW sh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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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驱动模块
独特的阀切换功能可用于进样、在线LC-LC/MS或
SPE-LC/MS柱切换, Multiplexing, 色谱柱选择或其他
更多方面。

– 阀驱动支持VICI/Valco和Rheodyne阀类型
– 进样口底部感应功能减少交叉污染
– 恒力检测技术减少进样过程中的死体积

– 比一般UHPLC/HPLC进样系统快50% 的循环时间优化了
系统性能和延长了色谱柱使用寿命 。

– 紧凑的设计节省了空间
– 灵活，可实现多阀应用
– 快速清洗模块也可以安装在阀驱动模块的下方

标准清洗模块
– 小体积进样清洗模块
– 4x 10mL 清洗溶剂瓶
– 1x 10mL 废液瓶
– 可选择的配件：废液口通过管子连接到废液瓶

叠加的两个进样阀和两个选择阀配置。不同
进样体积配置减少所需空间

关于PAL进样针套件和模块的更多信

息，可登录网站查看:  
www.palsystem.com

涡旋混合模块
– 用于稀释或萃取时的混匀
– 标准样品瓶: 2mL / 10mL / 20mL
– 1 个位置可由用户自定义
– 混匀速度可达2000rpm

样品盘支架
样品盘托架可在室温下储存样品。一套加长X轴
的PAL System最多可放置7个样品盘托架。

容量:
– 3x MTP (Multi Titer Plate)
– 或 3x DW (Deep Well Plate)
– 或3x VT15 (15 x 10/20mL
– 或 3x VT54 (54 x 2mL)
– 或 3x VT70 (70 x 1mL)
– 或任意组合
– 或60x 10/20mL (使用 R60 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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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易用

只需几步轻松创建或导入
一个样品序列。

再一步可实现样品前处理
和数据采集。

高效性

PAL Sample Control软件
能够实现重叠功能从而提
高效率。通常能够将运行
时间减少到1/3甚至更
少。

强大的方法编辑器

功能强大又特别便捷的
创建用户自定义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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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 Sample Control
简单易用
PAL Sample Control 软件具有直观的界面，适合
于日常工作。仅需几步就能生成一个序列，并运
行序列。PAL Sample Control 软件同大多数的色
谱质谱软件相似，只需要对一个样品序列进行管
理。设定不同级别的用户权限也可以很好的控制
整个过程安全性。

高效性
PAL Sample Control 可以实现样品前处理过程的
重叠功能。它能够自动优化样品前处理过程中的
不同步骤的时间，尽量减少整个过程所需要的时
间。这就大大增加了样品通量，提高了工作效
率。

强大的方法编辑器
PAL Sample Control不仅适用于日常操作，也是
一个强大的方法编辑器。经过测试的成熟的方法
（如顶空进样）可以用作模板，来建立更复杂的
工作流程。软件中已经内置了很多的方法模块，
这些模块可以任意组合来创建新的更复杂的工作
流程。该软件同样可以对PAL DHR进行控制。

每一套PAL System都标配一套PAL Sample Control软件。

– Analyst
– ChemStation LC/GC/MSD
– Chromcard
– ChromPerfect
– ChromQuest
– Clarity
– Empower 2

– EZChrom
– MassHunter for GC- MS, LC-MS
– MassLynx
– Master Lab
– MS Workstation
– QuanLab
– Xcalibur

能够支持的数据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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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步骤中的参数都有默认值，是经过验证可用的参
数。当然这些参数也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PAL Method Composer 能够配合以下数据系统使用:
– ChemStation / MassHunter
– GCMSsolution Software / LabSolutions
– Xcalibur

PAL Method Composer, 
几分钟创建新方法
PAL Method Composer能够将的建立新脚本被色谱数据系
统调用。通过简单的拖拽内置的样品处理步骤，重新组合，
可在几分钟内内创建新的工作流程。软件对每个步骤功能和
参数给出了说明。图片中可以看到仪器的配置情况，方便进
行优化。PAL Method Composer 使用户能够根据实验创建所
需要的方法。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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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应用实例都是通过PAL Sample Control

实现的。

所用到的进样工具和模块也都展示在图片

中。

血液样品的前处理包
括蛋白质沉降

自动样品处理
可靠，可追
溯，高效

吸取50 µL 血液样品

放入2 mL样品瓶中

加入250 µL水

加入750 µL沉降溶剂

 涡旋振荡90 sec 

3000 g离心300 sec

上清液进样5 µL 

开始运行LC-MS

清洗样品针

下一个样品

液液萃取 , 常用技术, 自动
化的效果非常好

吸取样品

 放入10 mL 样品瓶中

清洗样品针

加入2 mL 水

加入2 mL正己烷 

涡旋振荡60 sec

上清液进样5 µL

 清洗样品针 下一个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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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irate 50 µL whole blood from 

Dispense blood into 2 mL vial

Clean tool

Add 250 µL water

Add 750 µL precipitation solvent

Vortex 90 sec

Centrifuge vial @ 3000 g for 300 sec

Inject 5 µL of supernatant

Start LC-MS

Clean tool Next sample

通过酯交换反应生成
相应的脂肪酸甲酯是
常用的检测方法，但
该方法步骤非常繁
琐。该方法的自动化
大大提高效率，而且
减少了人员对有毒有
害化学品的暴露危
险。 

自动分析脂肪酸甲酯
(FAME)

µ Solid Phase Extraction (SPE), 
净化样品 

多种吸附剂组合能够很好
的净化待检测的样品

酯交换反应

加入内标

加入甲醇钠溶液

涡旋振荡

等待(衍生时间) 

加入庚烷

涡旋振荡

加入柠檬酸盐

涡旋振荡

进样

衍生结束

开始下一个样品的
酯交换反应

仪器运行

小柱活化

上样

淋洗小柱

 弃去淋洗液

洗脱目标物

进样 

下一个样品净化

开始 
仪器运行

更多应用文章可参考网站：

 http://www.palsystem.com/index.php?id=813

联系样品前处理专家:

并下载到相关的应用方法. 
http://www.palsystem.com/index.php?id=138

Aspirate sample 

Dispense into 10 mL vial

Clean tool

Add 2 mL water

Add 2 mL hexane

Vortex 60 sec

Inject 5 µL of supernatant

Clean tool Next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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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y integrated automated Bligh and Dyer extraction and dual-column
analysis for metabolomics analyses of tissues and cells.

Emmanuel Varesio, Sandra Jahn, Sandrine Cudré, Gérard Hopfgartner, Life Sciences Mass Spectrometry, Schoo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Geneva, University of Lausanne, Switzerland; Renzo Picenoni, Guenter Boehm, 
Director Applications and Customer Communications, CTC Analytics AG, Zwingen, Switze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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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As laboratories are striving to uncover more «unknowns» and increase our understanding of biological processes there is 
a drive for procedures to become more efficient and repeatable. This is also true for extraction procedures which when 
performed manually can be time intensive and cumbersome, taking the valuable time of scientists. The automated Bligh and 
Dyer extraction described here was found to not only be more time efficient, but also to improve repeatability and quality of 
extraction and separation when compared to the standard manual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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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 time monitoring for off-flavour compounds using a functionalized 
autosampler with SPME-GC-MS/MS.

Jaewon Choi, Sung-Yun Ahn, Yuns Kim, Ilhwan Choi, Water Analysis & Research Center, K-water
Wonkyoung Lee*, Moondon Choi* , Jongsu Park*, * Euro Science, Seoul, South Korea

Conclusions

– This real time monitoring system has been operating continously for several months. A temporary trend was observed
for geosmin during 2 months.

– This system uses standard instrumentation, and is harmonized with the accredited method for drinking water of Korea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MOE) including adding internal standard and salt.

Compound Geosmin 2-MIB

R2 0.998 0.995

Spiking conc. (ng/L) 1 2

LOD (ng/L) 0.16 0.17

LOQ (ng/L) 0.51 0.56

Precision (RSD %) 4.5 2.7

Recovery (%) 115 106

Aspirate 
10 mL water 
from supply

Add sample 
 to 20 mL vial 
with NaCl 3 g

Add 5 µL 
internal 
standard

Incubation: 
Vortex Mixer 

& Agitator
SPME 

extraction
GC-MS/MS 
analysis

Vortex 4 min,
1500 rpm
Incubate 3 min,
400 rpm

Extract 20 min,
400 rpm
Desorb 5 min,
1500 rpm

2

1 3

4
5

6 7

8

1  SPME Conditioning Station
2  10 µL Syringe Tool
3  10 mL Syringe Tool
4  Large Wash Module
5  Vial Tray Plate
6  Agitator Module
7  Vortex Mixer Module
8  Real Time Water T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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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 附件和耗材
小部件，大不同



所有用到的部件对于结果都非常重
要。即使一个小小的瓶盖也可能会
造成序列运行成败的关键。PAL附件
和消耗品中列出的所有部件都已经
经过验证：

– GC- 和 LC-样品针
– 顶空样品针
– 样品针针尖
– 移液枪枪头
– ITEX动态顶空吸附阱
– PAL SPME Fibers
– PAL SPME Arrows
– µSPE净化柱
– 样品瓶
– 样品瓶盖
– 其他备件

详细信息可参考 “附件和耗材” 手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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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

紧凑型 标准型 扩展型

工作空间 宽度: 420 mm
(16.8 inches) 

深度: 255 mm
(10.0 inches) 

高度: 420 mm
(16.8 inches)

宽度: 735 mm
(28.9 inches) 

深度: 255 mm
(10.0 inches) 

高度: 420 mm
(16.8 inches)

宽度: 1090 mm
(43.0 inches) 

深度: 255 mm
(10.0 inches) 

高度: 420 mm
(16.8 inches)

宽度: 1511 mm
(60.4 inches)

深度: 255 mm
(10.0 inches)

高度: 420 mm
(16.8 inches)

Footprint 
Instrument dimensions 
with standard legs

宽度: 600 mm
(24.0 inches)

深度: 795 mm
(31.8 inches)

高度: 770 mm
(30.8 inches)

宽度: 915 mm
(36.6 inches)

深度: 795 mm
(31.8 inches)

高度: 770 mm
(30.8 inches)

宽度: 1270 mm
(50.8 inches)

深度: 795 mm
(31.8 inches)

高度: 770 mm
(30.8 inches)

宽度: 1768 mm
(70.7 inches)

深度: 795 mm
(31.8 inches)

高度: 770 mm
(30.8 inches)

前方视图

样品容量 2 个样品盘托架：最
多420个 1 mL样品瓶

6 MT/DW 样品盘：
324个 2 mL样品瓶 90个 
10/20 mL样品瓶

4个样品盘托架：最多
840个 1 mL样品瓶

12MT/DW 样品盘：
648个 2 mL样品瓶 180
个 10/20 mL样品瓶

温度控制的样品容
量 (4-40°C)

1个配备6DW的电子
制冷柜:

420个 1 mL样品瓶
324个 2 mL样品瓶
 90 个10 mL样品瓶

6 MT/DW样品盘

3个配备6DW的电子
制冷柜:

1260 个 1 mL样品瓶
972个 2 mL样品瓶
 270 个10 mL样品瓶

6个配备6DW的电子
制冷柜:
2520 个 1 mL样品瓶
1944个 2 mL样品瓶
 540 个10 mL样品瓶

36 MT/DW样品盘13824
个样品(384 well MTPs)

最多可达到27648个样
品6个电子制冷柜 12MT 
和384 MTPs.

支持的进样技术

工具 范围/工具

液体进样工具 0.5 - 100 µL样品针, 57 和85 mm 针尖长度
 250 - 1000 µL样品针, 57 和85 mm针尖长度
 5 & 10 mL样品针

顶空萃取 1000 µL / 2500 µL / 5000 µL

固相微萃取 (SPME & SPME Arrow) SPME进样工具(商业化的萃取头), SPME Arrow进样工具

多次顶空萃取(MHE) MHE进样工具，适用于10 和20 mL 顶空瓶

ITEX动态顶空萃取 ITEX DHS工具 采用Tenax TA 吸附剂

移液枪 直接用移液枪头向LC进样阀中进样

上方俯视图

工作区域
工作区域

6个样品盘托架：最多
1260个 1 mL样品瓶

18MT/DW 样品盘：
972个 2 mL样品瓶 270
个 10/20 mL样品瓶

8个样品盘托架：最多
1680个 1 mL样品瓶

24MT/DW 样品盘：
1296个 2 mL样品瓶 360
个 10/20 mL样品瓶

18MT/DW样品盘

4个配备6DW的电子
制冷柜:

1680 个 1 mL样品瓶
1296个 2 mL样品瓶
 360 个10 mL样品瓶

24MT/DW样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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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振荡器模块 能够控温和振荡, 40-200°C, 250-750 rpm

条形码扫描模块 读取2, 10, 20 mL样品瓶上的1D条码

启盖模块 开启或拧紧2, 10 & 20 mL样品瓶的螺纹盖

稀释模块 快速准确添加最多5种不同的大体积液体样品

快速清洗模块 可用2种溶剂高效清洗样品针 

流通池 可安装6个流通池用于在线采样

大体积清洗模块 2 x 100 mL溶剂瓶和一个废液瓶用于清洗样品针

液体冷却 样品盘可用于冷却32个 10/20 mL样品瓶

多次顶空萃取模块 用于多次顶空萃取

电子制冷柜(2DW, 6DW, 12MT) 可控制温度范围4-40°C ，用于各种样品瓶

溶剂模块 3 x 100 mL溶剂瓶用于添加大体积的液体

SPME Fiber 老化模块 老化SPME fibers, 最高可达350°C

标准清洗模块 4 x 10 mL溶剂瓶, 1 x 10 mL废液瓶

阀驱动模块 用于进样和阀的切换

涡旋混匀模块 对2, 10, 20 mL样品瓶进行混匀

LC应用指标

类型 指标 备注

进样体积 0.1-10000 µL 取决于样品针

液体进样，重现性 Full loop < 0.1 % RSD
Partial loop < 0.15 % RSD

20 µL样品环
20 µL样品环中填充10uL样品

液体进样，线性 R > 0.9999 20, 40, 60, 80, 100 µL, 每个水平重复三次

很小样品体积的液体进样                                      从5µL样品中重复进样1 uL3次 瓶底感应功能，锥形瓶底， 150 µL样品瓶

交叉污染 < 30 ppm LC/MS进样工具，先进Cl-Hexidine 0.6 
mg/mL再测定空白

GC 应用指标

类型 指标 备注

进样体积 0.1-10000 µL 取决于样品针类型

GC液体进样，重现性 < 0.60 % RSD 正构烷烃C14, C15, C16, 1 µL, 分流模式

GC液体进样，线性 R > 0.9999 20, 40, 60, 80, 100 µL, 每个水平重复进样3次

GC顶空进样，重现性 < 1.00 % RSD 异辛烷, 10 µL放入20 mL顶空瓶, 进样500 µL

GC针尖歧视 C40/C20 > 0.98 Restek Florida Mix 1 µL, 100 ms 快速进样



关于PAL RTC and RSI的更多信息和最新应用，请浏览: 

www.palsystem.com

联系样品前处理的专家:

或者找到你最近的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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