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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仪器简介

一   公司简介

天津奥特赛恩斯仪器有限公司是加拿大MEDILAB公司于1992年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注册

的独资企业，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分析测试仪器及实验室设备的公司。公司目前研

发的产品有：PCX-500柱后衍生系统、PCX-100光化学衍生器、AT系列色谱柱温箱、UH系列超

声波细胞粉碎仪/均质仪、AS系列超声波清洗器、SPE系列固相萃取装置、MH-2800系列多用恒

温柱箱、DG系列流动相在线脱气机、AL系列溶剂过滤器、AP系列无油真空泵、MTN系列氮吹

仪、AM/AMM系列恒温磁力搅拌器、SWB-2000恒温水浴摇床、ATP-3200蠕动泵、ATBM-400B拍

击式样品均质仪等产品.

    MTN-5800/5800A氮吹浓缩装置(圆形水浴型)应用于液相、气相及质谱分析中的样品制备。它采

用国际认可技术，通过将氮气吹入加热样品的表面进行样品浓缩。该方法具有省时、操作方便、容

易控制等特点，可很快得到预期的结果。

    该技术采用固相萃取前处理技术代替传统的液萃取和层析技术，使样品得到迅速分离、净化。

用氮吹代替常用的旋转蒸发仪进行浓缩，使分析时间大为缩短。

    我公司生产的MTN-5800/5800A氮吹装置采用水（硅油）作为浴室，其传热性好且均匀,有利于

快速加热和快速温控。将氮气吹到样品表面，实现液体样品的无氧浓缩。吹管互相独立，不会引起

交叉污染。

     MTN-5800/5800A氮吹浓缩装置(圆形水浴型)是由恒温水浴、温控仪、气体分配、样品架和升

降系统、气体流量调节阀、转子流量计等组成。

图一  MTN-5800氮吹仪 图二  MTN-5800A电动氮吹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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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氮吹仪的特点

1．适用于试管锥形瓶、离心管等

2．用氮气或空气作为蒸发剂

3．PID控制恒温水及恒温样品,加热平缓

4．氮针固定盘及不锈钢样品盘可360度自由旋转

5．水位保护防止干烧

6．设置放水口便于容器内水的更换

7．样品盘可以自由旋转便于正面操作

8．手动调节整体吹针的高度,方便批量样品处理

9. 电动提升(限MTN-5800A)样品托盘至水槽之上,方便移出或者放入样品

10.整体提升样品托盘至水槽之上,便于移出或放入样品

11.每支吹气针可独立调节或关闭吹出的气体流量

12.使用一次性吹气针头,避免交叉污染

13.针阀气体流量计,控制并显示气体总消耗量

四   规格和指标

型号:                            MTN-5800（手动）

样品位数:                                     12/24

显示方式:                                双四位LED数字显示

样品盘升降方式:                手动升降

最高可升降尺寸:                               100mm

试管尺寸:                      φ10-29mm(24位)

烧杯(试管)尺寸:                φ -5  30 5mm ( 位)选配12

氮气消耗量(每分钟):                        ≤ /每针330mL

气体流量计(每分钟):                            -0 25L

加热方式:                                     恒温水浴

加热功率:                                     10 00W

控温范围:                          室温- . ℃/室温- ℃(放硅油)99 9 180

温度稳定度:                     ± . ℃0 2

排水:                           有

内槽尺寸:                        φ320×H170mm        

吹针盘至样品盘距离:                     110-210mm（可调）

外形尺寸:                        φ355×L402×H620mm        

MTN-5800A(电动)

自动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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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氮吹仪各部分示意图

吹管气体流量调节阀-调节每根吹管的气体流量

吹气针头-为避免交叉污染可随时更换

可旋转样品架,可放置试管(烧杯)12/24位选配

转子流量计调节气体的总消耗量

温控仪-设定显示仪器的使用温度

托盘固定架-提升托盘到水槽上

1.

2.

3.

4.

5.

6.

7.

8.

9.

图三  正面指示图

图四  背面指示图

电源插头 进气口 排水管

保险管座：氮吹仪电源保险管

电源线：220V电源插座

进气接头：连接氮气钢瓶或空压机

放水口：将水槽内的排出

1.

2.

3.

4.

5.

1

2

4 53

过压保护阀

过压保护阀：防止氮气压力过高损坏本机

12位外径:φ10-29mm,24位外径:φ30-55mm

5

托盘升降旋钮（限MTN-5800A）

8

电动升降操作示意图（ ）限MTN-5800A

电动氮吹装置MTN-5800A

水位指示灯

1 29

6

7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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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加热恒温部分操作说明

SV（SET TEMP.）的设定顺序：

(1).设定温度值（SV）的顺序：

例：现将设定温度值（SV）设定为80℃，设定顺序如下所示：

（1）变更闪烁数位           （2）数值变更

按“   ”键使十位数

后的小数点闪烁

按“△”键（或“▽”

键）将该位数字调到80,设

定完成

1.连好电源线，打开电源开关。

    绿色数码管将显示出厂时的“设定温度值”，“红色数码管”显示的实际温度值将向上变化，

经过一定时间后，实际温度显示值将与设定的值相同，表示实际温度已达到设定值，再经过10-20

分钟时间稳定,柱箱便可使用。

2.每次打开电源，温度设定值是保留上一次使用的设定值,如果要改变溶液的温度,可重新设定。

3.温度的重新设定:

(2).上面红色的实际温度显示将逐渐到达绿色显示的设定温度值。

(3).溶液整体经过一段时间将均匀达到所设定的温度。（随试管数量及试管内溶剂的多少而

不同，通常需20～40分钟）。

实际温度值显示

设定温度值显示

温度设定增减键

加温指示灯

设定键

移位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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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公司产品出厂前均已调整好，但由于生产商的标准温度计与用户的标准温度计之间可能存在

差别，如果用户觉得有必要将恒温器的控温温度调整到与自己的标准温度计的指示刻度相一致，则

可通过恒温器温控器面板上的“SET”键来调整，其具体步骤如下：

1.将标准温度计的指示值  与温控器恒温后的指示值相减而得出需修正的值如：

      标准温度计的指示值      温控器恒温后的指示值      所需修正的值

             54.5℃         -       55.0℃             =   -0.5℃

2.输入修正值需在加电的情况下按住“SET”键5秒后,其温控器的上排红色数码将显示“       ”

字样，下排绿色数码则显示出厂时所设定的值如“-0.2”。此时参考（SV）的设定顺序中的第

（1）、（2）、项内容将绿色数字显示值调整到“需修正的值”与“出厂时所设定值”之和的值。

如该例：-0.5+(-0.2)=-0.7℃

3.按住“SET”键超过5秒后温控器将按新的参数来控制恒温。

1．初次使用请先将水浴锅内加入适量的水,水位不得低于水位线,否则水位指示灯会一直闪烁,参考

   (第4页图三),放入试管(或烧杯)后,水位也不得超过印有数字的托盘面。

2．用双手抬高样品盘,将样品盘放置水槽上端,托盘放稳后,将白色固定夹稍向外搬,使固定夹底部凹

   槽卡在水槽外侧(见图一圆圈标记),固定好后将装有试剂的试管分别放进样品盘内。

3. 试管放好后用中指轻推不锈钢弹片(见图一圆圈标记),注意不要挤手,双手提起样品盘缓缓放入水

   槽内。 (见图二)

4．接通电源开关。

5．设定使用温度。

6．将吹气针管调到样品液面位置。(样品架可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

7．打开氮气源，调节压力阀，使输出压力为1.5公斤。

8. 分别调节每支吹气管的气体流量阀时,将旋钮调置需要的气量后,将下面紧固圈锁紧。

9. MTN-5800A电动氮吹仪的基本操作同上，另外旋转旋钮，快速自动升降托盘（参考图三的第5说明）

10．当停止使用时,请将温控器温度设定到室温,待水温下降后,关闭电源。

11.水槽里的水放出后,请将后面的硅胶管夹子取下,放入水盆中排出。

1．请特别注意控制吹氮的压力以避免将试剂吹出并流到本装置中去。

2．打开电源开关后无电,请检查电源插座和氮吹仪的保险管。

3．氮吹针应定期涂抹水性腊,便于上下移动。

4. 每个气针连接软管处应定期紧固，以免漏气。

5. 水槽定期清洁,以免有机溶液腐蚀不锈钢内胆。

(见加热恒温部分操作说明)

注：当需要更换样品盘时,请将整个架子拔起,将样品盘下面的三个顶丝用六方改锥拧开,把样

    品盘退下来更换即可。

七   温度修正

八   操作说明

九    使用注意事项及维修保养

s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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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用户：

客户回执

产品名称： 出厂号：
用户名称

详细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Email                购买日期

供应商

天津奥特赛恩斯仪器有限公司

首先对贵您购买我公司的产品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了能及时提供售后服务,请您尽快将填妥的回执单寄回我公司,并请妥善保存包装箱及

内部的填充物至少一个月。

本公司产品的无偿保修期限为一年(从收到产品的日期记）。但当发生下列情况

时即使是在保修期内也要酌情收取维修费用。

  1.因用户安装、使用不当或因运输、保管不当而造成的机器损坏。

  2.未经我公司或我公司指定的维修单位允许而拆卸或改装造成的机器损坏。

当我公司的产品因维修需寄回我公司时,寄来的运费由贵单位负担(我公司不接受到付),

维修后我公司将负担寄回到贵单位的费用。

在您寄出我公司产品时请一定妥善包装以免在运输途中造成损坏。

产品保修说明

欢迎您使用天津奥特赛恩斯仪器有限公司生产的产品。为了维护您的利益,请仔细阅读产品

保修说明:

1.本仪器自购买之日起,享有壹年的免费维修服务。下列情况除外: 

(1) 在未经本公司允许的情况下,对本公司产品擅自自行拆机。

(2) 非正常使用条件下所产生的故障,如人为操作不当。

(3) 不可抗拒灾害造成的仪器损坏。

2.凡是返修的本公司产品,邮寄至本公司的费用由客户承担,维修好后的回寄费用由本公司承

担(包括超出保修期的产品)。

3.对于维修产品的运输费用,我公司不接受"到付款"。特殊情况下,请客户与我公司联系,协商

解决。   
4.为了您的利益,请妥善保存发票及拍照回寄保修卡。



天津奥特赛恩斯仪器有限公司
TIANJIN AUTOMATIC SCIENCE INSTRUMENT CO.,LTD

地   址：天津市津南八里台泰达科技工业园区

         科达一路二号

邮   编: 300350

电   话: 022-88715820/21/22/23

传   真: 022-88715825

网   址: Http://www.autoscience-tj.com

Email:autoscience@autoscience-tj.com

2018年11月  第六版

天津奥特赛恩斯仪器有限公司产品不断改进，产

品参数如有改变，请您联系公司。天津奥特赛恩

斯仪器有限公司保留最终解释权。



天津奥特赛恩斯仪器有限公司
TIANJIN AUTOMATIC SCIENCE INSTRUMENT CO.,LTD

装    箱    单

产品型号 MTN-5800/5800A 氮吹浓缩装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主机                            一台

电源线                          一根

放水阀门                        一个

一次性枪头                      二包

胶管                            一根

说明书                          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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