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electCycler II   96孔梯度PCR仪介
绍

 时尚紧凑的外形设计

 直观的大屏液晶图形显示

 用户友好的软件操作界面

 独立的温度区间优化 

 快速的升降温速率：4℃/ 3℃

 循环记忆可自动重启

 PC View 软件监控模块温度

 3年超长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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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Cycler 梯度PCR仪

外部尺寸: 24 x 42 x 25 cm
重量: 9kg

样品容量: 96 x 0.2ml PCR管, 
                  排管或
PCR板

直观的控制面板
便于程序操作

热盖温度: 
60°C - 65°C
100°C - 115°C

大尺寸背光
LCD液晶显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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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Cycler 梯度PCR仪样品容量 96个0.2ml PCR管，12个8x0.2ml联管或1个96孔PCR板

程序温度范围 4°C - 99.9°C

温度控制 反应管控制或加热模块控制

控温精度/均一性 ±0.5°C/±0.5°C

加热/制冷方法 帕尔贴（Peltier）

最大加热/制冷速率 4°C/3°C 每分钟

6分区加热基座温度范围 30°C-99°C 

热盖可调温度范围 60°C - 65°C, 100°C - 115°C

程序储存数量 200个

用户程序文件夹数量 50个

通讯方式 USB或RS-232

外形尺寸(W x D x H) 24 x 42 x 25 cm

重量 9kg

电源要求 240V or 120V, 50/60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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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Cycler 梯度PCR仪

电源线接口

电源开关

产品标签

通风口

USB接口

RS-232接口

亮度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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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Cycler  帕尔贴技术

 6 帕尔贴模块控制加热块温度
 优异的温度精确性和均一性(+/-0.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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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54 ℃

#2 :
58℃

#3 : 
65 ℃

#4 :
66℃

#5 :
70 ℃

#6 :
48 ℃

SelectCycler II使用6个4x4 孔帕尔贴模块排列成96孔加热模块，可以为每一个区间选择独
立的温度以优化系统。再也不需要通过设置梯度区间的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然后由仪器来
进行分配。

SelectCycler II具有更高的研究灵活性，使梯度控温更加精确。

最新的多区间温度控制技术
优于传统梯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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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 PC Viewer软件 实时监控运行温度



SelectCycler 
可调节热盖系统

逆时针旋转盖锁旋钮打开热盖，
盖子弹开后可向后滑行。

关紧热盖并顺时针旋转盖锁旋钮
使热盖紧贴于样品管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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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Cycler 
可调节热盖系统

热盖滑行向后，可以整个翻起
便于进行样品操作及热盖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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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Cycler 
控制面板

5个功能按键
便于快速选择及切换

方向键及“Enter”键
便于进行快速导航

数字键盘可便利的
输入参数及文字信息

图形显示温度曲线

数字显示每个程序段
的温度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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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流程图

说明书对于程序设置及
操作的各方面细节都做
出了详细的阐述，请参
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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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编程: 主界面

你可以进行以下操作: 

•OPEN an existing folder 
  打开现有文件夹
•Make a NEW folder
  创建新文件夹
•EDIT the name of a folder
  编辑文件夹名称
•DELETE a folder
  删除文件夹
•Or go to SYSTEM settings
  系统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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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编程: 打开文件夹

你可以进行以下操作: 

•RUN an existing protocol 
  运行已存在的程序
•Create a NEW protocol
  创建新程序
•EDIT a protocol
  编辑程序
•DELETE a protocol
  删除程序
•Or EXIT to go back
  退出并返回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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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编程: 运行程序

你可以进行以下操作: 

•Decide on Tube Control or 
Block Control
  确定控制模式：反应管控制
或加热模块控制
•Enter the sample volume 
(for Tube Control)
  输入样品体积（管控制）
•START the run
  启动程序运行
•Or EXIT to go back
  退出并返回上级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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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编程: 创建新程序

你可以进行以下操作: 

使用方向键移动光标
到需要编辑的温度和
时间位置。

使用数字键盘
修改参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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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编程: 插入/删除 程序分节

你可以进行以下操作：

使用方向键移动光标，
程序分节中的时间或
温度将突出显示

按压F2 键或F3键 可以插
入或删除一个程序分节。

备注: 第一程序分节的温
度/时间突出显示时可以
插入或删除1个多温度程
序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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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编程

按压F4键可以进行高级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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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编程: 设定梯度

 

使用方向键选定需
要设定梯度的温度

按压F2键进行梯度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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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功能

 

F3: INCRE
这一功能允许增加一个递增或递
减的温度或时间到重复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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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功能

 

F5: SYSTEM
•Data logging
  数据记录
•Lid Temp. Adjustment
  热盖温度调节
•Beeper (on/off)
  蜂鸣器（开/关）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Service Mode 
  服务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