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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ati® 

新加坡艺思高科技有限公司   
Esco Micro Pte. Ltd.

德国专业团队设计制造

Versati®系列离心机
图示为M22（左）和M22R（右）型号

离心机
台式离心机的极致之选
性能优异、质量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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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

Esco公司的愿景是通过现代科技发明和节能技术的应用，使人类生活更加健康和安全。

•	 可控环境、实验室和制药设备解决方案的行业领导者。
•	 提供技术一流的最安全的生物安全柜。
•	 Esco已经在13个国家建立了办事处，如巴林、
    中国、印度、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
    新加坡、英国、美国、越南、南非和印度尼西亚， 
    并且在持续扩大。
•	 设在宾夕法尼亚的北美服务中心，为美国和加拿大
    提供销售、服务和物流。  

•	 Esco集团超过600名员工。

•	 在110多个国家有经销商。

•	 以国际标准对产品进行独立测试。

•	 巨大的研发投资，世界领先技术。

•	 技术发展先进产品，垂直整合制造空间。

•	 全球服务地域扩展越来越广泛，以使我们的所为永
    不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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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网络

全球分支机构

代理商

Esco产品和应用

实验室设备

样本处理产品 理化设备样本培养产品

制药设备

洁净制药产品

A2型二级生物安全柜

B2型二级生物安全柜

三级生物安全柜

实验动物研究安全柜

水平层流超净工作台

垂直层流超净工作台

PCR专用超净工作台

实验室通风橱

无管道通风橱

烟气洗涤器

外排风机

通风橱气流检测

粉末样品称量柜

强制对流实验室烘箱

强制对流实验室培养箱

通用型低温培养箱

气套式CO
2
培养箱

水套式CO
2
培养箱

低温型CO
2
培养箱

药物稳定性测试箱

无菌检测隔离器

洁净层流称量室

隔离式药品操作安全柜

细胞毒素生物安全柜

软帘式洁净棚

风淋室

工业洁净操作台

服装储藏柜

传递窗

转移舱

样本分析产品

样本监控软件

梯度型基因扩增仪

远程监控、数据记录

和程控软件

医疗设备

辅助生殖技术产品

ART工作站

抑氧型CO
2
培养箱

IVF专用多腔室培养箱

胚胎差时监视优育系统

抗震动实验台

验证设备

样本制备产品

-86℃立式超低温冰箱

-40℃立式实验室冷冻箱

+4℃立式实验室冷藏箱

样本低温储藏产品

台式冻干机

台式离心机

摇床

高压灭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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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机

Esco公司很荣幸地宣布我们产品线的新成员——Versati®	离心机，装备免维护无碳刷电机，
具备强劲的机械性能和智能的	Ecourage™	微控制系统，能提供极致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型
号覆盖了微型离心机和低速到高速的一般用途的离心机，带有多种多样的转子、适配器和其
他配件。Versati®	有丰富多样的功能，能适用大部分应用并与各种规格的试管、联管和反应
板相匹配。

作为微量离心机，M22和冷冻型M22R离心机有着突出的性能和多种功能。M22和M22R离

•			德国制造，无需定期更换轴承和添加润滑油。
•			无刷电机，低干扰。没有电火花对无线电设备造成干	扰。
•			低噪音，平稳运行。优秀的机械设计使摩擦和噪音显著减小。
•			延长使用寿命，节省维修成本。

•			铝合金材质。
•			转子自动识别功能无需手动设定。		
•			强劲的电机提供M22/M22R离心机高达21380g的相对离

心力和T1000/T1000R高达24321g的相对离心力。
•			M22/M22R多达7种转子，T1000/T1000R多达11种转

子，它们提供的大范围容量能满足所有实验室常规离心
需求。

一旦断电或出现故障，离心机盖可以通过紧急开锁开
关手动打开，以快速得到你的样品。

免维护无刷电机

多种转子可选

紧急开锁开关

Vers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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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达驱动锁，确保安全性和可靠性。

•			只有当转子停下，速度为0时，离心机盖才能
打开。	

•			电磁控制的盖子能自动平稳地运作，可进行单
手操作。

•			离心机腔室的侧面板和底板采用一次性冲压成型技
术，由一块钢板构成。

•			光滑无死角，易清洁，并能有效减少污染物附着。

•			大旋钮和大按键设计，方便操作。
•			大LCD屏，能清晰地显示运行状况，包括转子型

号、速度和时间等。
•			操作面板采用防水设计，可很好保护内部元件。
•			微控制器配有速度自动检测系统。

离心机盖安全锁

抗菌涂层

离心机腔室的一体化设计 

操作面板和智能的EcouragE™微控制器	

心机拥有高达	44	x	1.5	/	2.0mL	的最大体积并能与	12x5mL	的反应管及	4	x	8-PCR		联管相适应。配上血容积比转子，M22离心机可以应用
24根毛细管检测血容积比。紧凑的外观设计能为实验室节省更多的空间，低噪音设计使其适用于各种工作场合。而M22R的强劲的制冷性能
使机器在最大离心力21380	x	g的状态下连续运行仍能维持4℃的低温。

T1000	和其冷冻机型T1000R	在同级别的产品中以其功能多样性、平稳性和易操作性而著称。它们可以应用不同的转子满足您的需求：PCR
预处理上它们可以作为微量离心机使用，细胞分离应用上它们可以作为大容量高速离心机使用。T1000和T1000R共可搭配11种规格不一的转
子，适配	6	x	250mL	试管，	28	x	15	mL	圆底或尖底试管，	2	x	3	微孔板等各种型号的离心耗材。其离心力最高可达	24321	x	g。

•			镀锌钢板由白色经烘烤的环氧聚酯抗菌粉末涂层喷涂。

•			外表面喷涂Esco独有的  抗菌涂层，在24小时	
内消除柜体表面99.9%的滋生细菌。

•			确保更健康、更安全、更洁净的实验室环境。

台式离心机的极致之选，性能优异、质量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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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凑的设计

					>>精致紧凑的外形，提供更大的操作空间。

						>>占地面积小、流线型设计，使装样和卸样更简便，并且容易清洁。

•			高转速

					马达和转子的有力组合，使得M22/M22R	的转速高达15000rpm/21380	xg	，T1000/T1000R	的转速高达	16000rpm/24321。

•			大容量

					转子规格多样，M22/M22R的容量从最小的	4*8	PCR	联管	(4*8*0.2mL)	到最大的	44*1.5/2.0mL，T1000/T1000R的容量从最小的	
24*1.5mL/2mL	到最大的	6*250mL。

•			高度灵活

					多种多样的转子，极易更换转子的特性，能满足你所有微孔板、血样管和圆底离心管的应用。多种多样的适配器能与市面上所有的试管匹配。

多样的优良特性

卓越的制冷系统（适用M22R和T1000R）

基于德国制造技术，特别是马达和转子设计，Versati®	离心机拥有精良的机械性能，不仅速度快，而且稳定性
好，功能多样。

•			环境友好的制冷技术

					采用无氟制冷技术，对环境零危害。		

•			高速降温能力

					Versati®	离心机的压缩机功率强劲，降温能力一流。离心机温度从室温降至4°C，耗费时间不超过10分钟。

•			广阔的温度范围

					Versati®	离心机温度范围：-20°C	至	+40°C。

•			完美的性能

					T1000R离心机的水平转子在最高速运行时，温度仍可维持在-2	°C。

•			快速预冷功能

					如果样品对温度敏感，离心机的预冷功能就显得非常重要。	预冷离心机、转子盒适配器到需要的工作温度，是很必要的。Versati®	离心机在样品
准备阶段提供快速预冷功能，更好地保护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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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设计--ECouRagE™	控制器

可靠的安全性

Versati®	离心机采用背光LCD屏幕，简单直观的按钮设计和独特的调节旋钮，使数值调节更加快速和方便，极大
地节省操作时间。

开盖键 瞬时离心键

调节键

速度键 加减速键 时间温度 程序设置

•   Smartdrive™	转子自动识别

					转子可以被离心机自动识别，每个转子的转速只能在该转子允许的范围内设定，不能超过最大允许转速，这样能保护电机，使电机寿命更长。

•   大容量储存空间

					Versati®	离心机最大可储存99组程序，包含速度、相对离心力、运行时间、温度、加减速率和转子号。事先设定好的条件程序可以保存、调用，
节约了时间，提高了效率。

•   不同的操作模式

     三种运转模式----瞬时离心、持续离心和定时离心(范围从	10s	至	99h59min)	可供选择，用于不同的应用。

•   速度和相对离心力自由转换

					不论是设定转速或相对离心力，系统都能自动转换为另一个对应的值。	

•   可调节的加速控制系统

					Versati®	离心机提供10种不同种类的加速/减速选项。

•   提醒系统

					系统运行完后，会声音提示取出样品，提示系统共有10种不同的声音选择。	

•   温度种类自由转换

     Versati®	离心机能在摄氏温度和华氏温度间自由转换。

•   参数实时修改功能

					旋转速度、相对离心力、运行时间和温度等，操作过程中可实时修改，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 		genuine-Protec™	安全盖设计

     马达驱动的安全盖设计提供了真正的安全保护，能防止误操作。

•   V-balance™	重量平衡保护系统
     Versati®	离心机装备有重量平衡系统。一旦转子上的样品没有配平，离心机将停止升速，转子减速到停止。

•   过速和过温保护功能：

     >>装备速度检测系统，Versati®	离心机屏幕显示实际速度，当速度超过安全限时，警报响起，离心机停止运行。

 				>>离心腔室、转子或变频器的温度过高，警报响起，离心机停止运行。此功能延长机器的使用寿命。

•   气密性和高温消毒
					>>高质量、强劲的铝合金转子，能运行气密性离心。

					>>Versati®	离心机的转子、适配器和安全盖，都可以进行高温高压灭菌(20	min,	121	°C)	。

•   警报系统

					系统出现故障时，声光报警激活，错误信息会在LCD屏幕上显示。

•   安全标准

					Versati®	离心机符合如下安全标准：IEC	61010、EN61010-1、EN61010-2-2、ISo9001、ISo13458、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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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信息
M22/M22R 高速微量离心机，最大速度15,000	rpm

订购代码 机型 描述

6380001 M22-MB-8 微量离心机	M22	主机，	230V/50-60Hz

6380002 M22-MB-9 微量离心机	M22	主机，	120V/50-60Hz

6380003 M22R-MB-8 微量离心机	M22R	主机，	230V/50-60Hz

6380004 M22R-MB-9 微量离心机	M22R	主机，	120V/50-60Hz

定角转子；订购代码：6380005；机型：VST-roT-001

适配器订购代码 无 无 6380013 6380014

试管

适配器 无 无

•		24	X	1.5/2.0	mL	试管；角度：45°	
•		最大相对离心力:	21380	x	g;		最大转速:	15000	rpm
•		加速/秒：	21/152；	减速/秒：18/173	
•		最大半径：85	mm；	最大孔径ø：11	mm	
•		最大速度时的温度：6°C
•		0.5mL和0.2mL/0.4mL	PCR	管可以装在适配器里，用这个转子离心
•		转子、机器盖、适配器可以高温高压灭菌(121°C,	20	min)

适配器规格 1	x	2.0	mL 1	x	1.5	mL 1	x	0.5	mL 1	x	0.4/0.2	

转子试管容量 24 24 24 24

适配器孔径(ø	mm) 11 11 8 6

长度 40 40 45 45

定角转子；订购代码：6380006；机型：VST-roT-002

适配器订购代码 无 无 6380013 6380014

试管

适配器	 无 无

•		24	X	1.5/2.0	mL	试管；角度：45°	
•		高质量、极为坚固的铝制转子盖
•		气密性离心
•		最大相对离心力：21380	x	g;		最大转速：15000	rpm
•		加速/秒：21/151；	减速/秒：21/217	
•		最大半径：8.5	cm；	最大孔径ø：11	mm	
•		最大速度时的温度：4°C
•		0..5mL和0.2mL/0.4mL	PCR	管可以装在适配器里，用这个转子离心
•		转子、机器盖、适配器可以高温高压灭菌(121°C,	20	min)

适配器规格 1	x	2.0	mL 1	x	1.5	mL 1	x	0.5	mL 1	x	0.4/0.2	

转子试管容量 24 24 24 24

适配器孔径(ø	mm) 11 11 8 6

长度 40 40 45 45

致力于加速您的样品准备过程

离心机	M22/M22r 的转子和适配器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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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角转子；订购代码：6380007；机型：VST-roT-003

适配器代码 无 无 6380013 6380014

试管

适配器 无 无

•		30	x	1.5/2.0	mL	试管；角度：40°；
•		加速/秒：29/235；减速/秒：27/258；
•		最大相对离心力：19153	x	g；	最大转速13500	rpm；
•		最大半径：9.4	cm；最大孔径	ø：11	mm；
•		最大速度下的温度：7°C
•		0.5mL和1.5mL/2.0mL	PCR	管可装在适配器里，用此转头离心
•		转子、盖、适配器可以高温高压灭菌（121°C,	20	min）

适配器规格 1	x	2.0	ml 1	x	1.5	ml 1	x	0.5	ml 1	x	0.4/0.2	

转子试管容量 30 30 30 30

适配器孔径(ø	mm) 11 11 8 6

长度 40 40 45 45

定角转子；订购代码：6380008；机型：VST-roT-004

适配器订购代码 无 无 6380013 6380014

试管

适配器 无 无

•		44	x	1.5	/2.0	mL		试管；角度：40°；
•		加速/秒：18/136；减速/秒：17/133；
•		最大相对离心力：17722/14463	x	g；	最大转速：13500	rpm；	
•		最大半径：8.7/7.1cm；最大孔径	ø：11	mm；
•		最大速度时温度：7°C
•		0.5mL和1.5mL/2.0mL	PCR	管可装在适配器里，用此转子离心
•		转子、盖、适配器可高温高压灭菌（121°C,	20	min）

适配器规格 1	x	2.0	mL 1	x	1.5	mL 1	x	0.5	mL 1	x	0.4/0.2	

转子试管容量数 30 30 30 30

适配器孔径(ø	mm) 11 11 8 6

长度 40 40 45 45

定角转子；订购代码：6380010 ；机型：VST-roT-006

适配器订购代码 6380015 6380016 6380017

试管

适配器

•		12	x	5	mL；角度：45°；
•		加速/秒：24/148；减速/秒：17/320；
•		最大相对离心力：19974	x	g;		最大转速14500rpm;	
•		最大半径：8.5	cm；最大孔径：1.7	mm；
•		最大速度时温度：4°C
•		1.0mL、1.8mL	和	1.5mL/2.0mL	PCR	管可装在适配器里，用此转

子离心	
•		转子、盖、适配器可高温高压灭菌(121°C,	20	min)

适配器规格 1.5-2.0mL 1.0	ml	Cryo	tubes	 1.8	ml	Cryo	tubes

转子试管容量 12 12 12

适配器孔径(ø	mm) 11 12.6 12.6

长度 42 41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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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角转子；订购代码：6380011；机型：VST-roT-007

•		4	x	8-PCR	联管；角度：45°；
•		加速/秒：17/150；减速/秒：20/95；
•		最大相对离心力：15342	x	g；	最大转速：15000	rpm；
•		最大半径：6.1	cm；最大孔径ø：6	mm；
•		最大速度时温度：2.5°C		
•		仅适用于0.2mL	8-PCR	联管，无适配器
•		转子、盖可高温高压灭菌(121°C,	20	min)

Tube

血容积比转子；订购代码：6380012；机型：VST-roT-008

•		血容积比转子，适用于24	×	毛细管	
•		角度：90°；
•		加速/秒：15/120；减速/秒：15/120；	
•		最大相对离心力：14811	x	g；最大转速：12000rpm；
•		最大半径：9.3	cm；	
•		仅适用于	M22	离心机，不适用于	M22R
•		可应用于医疗应用：血容积比值测定

毛细管

T1000/T1000r 高速冷冻型离心机，最高速度16000	RPM

订购代码 机型 描述

6380019 T1000-MB-8 台式离心机	T1000	主机，230V/50-60Hz

6380020 T1000-MB-9 台式离心机	T1000	主机，120V/50-60Hz

6380021 T1000R-MB-8 台式离心机	T1000R	主机，230V/50-60Hz

6380022 T1000R-MB-9 台式离心机	T1000R	主机，120V/50-60Hz

水平转子；订购代码：6380022；机型：VST-roT-009

多功能高速离心机的完美之选

T1000/T1000r离心机的转子和适配器列表：

•		4	×	250	mL	挂篮和灵活的适配器的搭配提供极高的样品通量和极大的多样性

•		医学检验和生物技术实验室的最佳选择		

•		角度：0-90°；

•		最大相对离心力：3780	x	g；	最大转速：4500	rpm；

•		加速/秒：34/309；减速/秒：36/458；

•		最大半径：16.7	cm；最大速度时的温度：-2°C

•		转子、帽、挂篮/适配器可高温高压灭菌(121°C,	20	min)

螺纹紧盖  订购代码：638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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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转子；订购代码：6380023；机型：VST-roT-010

•		2	x	3	微孔板，最多可装6块微孔板到转子上
•		角度：0-90°		
•		最大相对离心力：2720	xg；	最大转速：4500	rpm；
•		加速/秒：43/452；减速/秒：38/616
•		最大半径：12	cm		
•		最大装样高度：63	mm；最大装样重量：310	g	
•		最大速度时温度：-3°C
•		转子、帽、挂篮/适配器可高温高压灭菌(121°C,	20	min)

适配器订购代码 6380050

适配器规格 48	x	1.5	mL	(2.0	mL)

转子试管容量 96

适配器订购代码 6380033 6380034 6380041 6380035 6380038 6380039 6380036 6380044 6380037

试管

适配器

适配器规格 1X250	
mL

1X100	
mL 1X50	mL 3X50	mL 3X50	mL 2X50	mL 5X25	mL 3X25	mL 9X15	mL

转子试管容量 4 4 4 12 12 8 20 12 36

适配器孔径(ø	mm) 62 41 34 29 29	 29Rim 24.5 24.5rim 17

长度	(最小值/最大值) 110/130 95/120 100/120 95/120 100/120 100/120 100/120 85/100 76/115

校准半径(cm) 0.8 0.6 0.6 0.4 0.3 0.4 0.6 1.2 0.4

适配器订购代码 6380043 6380045 6380037 6380046 6380047 6380048 6380047 6380048 6380049

试管

适配器 无 无

适配器容量 7X15	mL 8X10	mL 9X9	mL 14X5-7	
mL

10X1.6-7	
mL

8X4-10	
mL

10X2.6-5	
mL

8X4-10	
mL

9X1.5-
2mL

转子试管容量 28 32 36 56 40 32 40 32 36

适配器孔径(ø	mm) 17Rim 16 14 13 13 16 13 15 11

长度(最小值/最大值) 100/120 80/100 76/115 65/120 75/120 75/100 65/100 75/100 38

校准半径(cm) 0.6 0.4 0.4 0.8 0.8 0.4 0.8 0.4 1



Versati®12 离心机

定角转子；订购代码：6380027；机型：VST-roT-014

适配器订购代码 无 6380056 6380057 6380059

试管

适配器 N/a

•		30	×	15mL；角度：35°；
•		主要应用于医院用途：离心分离尿液、血液
•		加速/秒：25/149；减速/秒：20/985；
•		最大相对离心力：2830	x	g；	最大转速：4500	rpm；
•		最大半径：12.5	cm；最大孔径	ø：17	mm；
•		最大速度时温度：-12°C
•		转子、帽、挂篮/适配器可高温高压灭菌(121°C,	20	min)

适配器规格 1	x	15	mL-
玻璃 1	x	7	mL 1	x	5	mL	(RIa) 1	x	1.5	mL

转子试管容量 30 30 30 30

适配器孔径(ø	mm) 17.5 13.5 13.5 11.0

长度(最小值/最大值) 95/115 95/115 70/90 42

定角转子；订购代码：6380028；机型：VST-roT-015

适配器订购代码 6380052 6380053 6380054 6380055 6380058 without

试管

适配器 N/a

•		4	x	85	mL；angle:	30°；
•		可应用于离心中等容量的样品，例如细菌培养基
•		加速/秒：60/506；减速/秒：49/1745；
•		最大相对离心力：14807	x	g；	最大转速：12000	rpm；
•		最大半径：9.2	cm；最大孔径	ø：38	mm；
•		最大速度时温度：5°C
•		转子、帽、挂篮/适配器可高温高压灭菌(121°C,	20	min)

适配器容量 1	x	15	
mL

1	x	30	
mL 1	x	50	 1	x	50	

mL	尖底
1	x	15	

mL	尖底 1	x	85	

转子试管容量 4 4 4 4 4 4

适配器孔径(ø	mm) 17 25 29 29 17 38

长度(最小值/最大值) 103/110 90/103 105 118 120 113

定角转子；订购代码：6380029；机型：VST-roT-016

适配器订购代码 无

试管

适配器 无

•		6	x	250	mL；角度：28°；
•		在所有转子中容量最大
•		加速/秒：130/664；减速/秒：92/2906；
•		最大相对离心力：10017	x	g；	最大转速：8000	rpm；
•		最大半径：14	cm；最大孔径	ø：62	mm；
•		最大速度时温度：3°C
•		转子、帽、适配器可高温高压灭菌(121°C,	20	min)

适配器规格 1	x	50	
mL	尖

1	x	50	
mL

2	x	30	
mL

4	x	15	
mL尖底

5	x	10	
mL

8	x	1,5	
mL

1	x	250	
mL

转子试管容量 6 6 12 24 30 48 6

适配器孔径(ø	mm) 29 29 26 17 16 11 62

长度 118 103 92 120 80 40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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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角转子；订购代码：6380031 ；机型：VST-roT-018

•		20	x	10	mL；角度：30°；
•		加速/秒：54/512；减速/秒：47/1439；
•		最大相对离心力：15779	x	g；	最大转速：12000	rpm；
•		最大半径：9.8	cm；最大孔径	ø：16	mm；
•		最大速度时温度：0°C
•		转子、帽、适配器可高温高压灭菌(121°C,	20	min)	

适配器订购代码 规格 孔径ø	(mm) 长度 试管

无适配器 1	x	10	mL 16 80

定角转子；订购代码：6380030；机型：VST-roT-017

适配器订购代码 无 6380064 6380060 6380061 6380061

试管

适配器 无

•		6	x	50	mL；角度：26°；
•		加速/秒：48/446；减速/秒：49/1323；
•		最大相对离心力：15871	x	g；	最大转速：13000	rpm；
•		最大半径：8.4	；最大孔径	ø：29	mm；
•		最大速度时温度：0°C
•		转子、帽、适配器可高温高压灭菌(121°C,	20	min)

适配器规格 1	x	50	mL 1	x	30	mL 1	x	16	mL 1	x	15	mL 1	x	15	mL	尖底

转子试管容量 6 6 6 6 6

适配器孔径(ø	mm) 29 25 18 17 17.5

长度(最小值/最大值) 95/115 92/95 100/105 100/105 116/125

定角转子；订购代码：6380032；机型：VST-roT-019

适配器订购代码 无 6380063 6380063

试管

适配器 N/a

•		10	x	50	mL	Falcon；角度：38°；
•		加速/秒：115/753；减速/秒：72/2395；
•		最大相对离心力：13115	x	g；	最大转速：9500	rpm；	
•		最大半径：13	mm；最大孔径	ø：29	mm；
•		最大速度时温度：4	°C
•		转子、帽、适配器可高温高压灭菌(121°C,	20	min)

适配器规格 1	×	50	ml	conical 1	×	15	ml	conical 1	×	15	ml

转子试管容量 10 10 10

适配器孔径(ø	mm) 29 17 17

长度 118 121 97-116



Versati®14 离心机

定角转子；订购代码：6380024；机型：VST-ROT-011

适配器订购代码 无 无 6380013 6380014

试管

适配器 无 无

•  24 x 1.5/2.0 ml；角度：45°；
•  速度最高的转子；
•  加速/秒：25/251；减速/秒：26/610；(1.5mL) 
•  加速/秒：30/249；减速：27/635；(2.0mL) 
•  最大相对离心力：21382/24321 x g； 
•  最大转速： 15000/16000 rpm； 
•  最大半径：8.5 cm；最大孔径 ø：11 mm；
•  最大速度时温度：3°C
•  转子、帽、适配器可高温高压灭菌(121°C, 20 min)

适配器规格 1 x 2.0 mL 1 x 1.5 mL 1 x 0.5 mL 1 x 0.4/0.2 mL 
PCR

转子试管容量 24 24 24 24

适配器孔径(ø mm) 11 11 8 6

长度 40 40 45 45

定角转子；订购代码：6380025；机型：VST-roT-012

适配器订购代码 无 无 6380013 6380014

试管

适配器 N/a

•		24	x	1.5/2.0	mL；角度：45°；
•		转速最高的转子
•		加速/秒：25/251；减速/秒：26/610；(1.5mL)	
•		加速/秒：30/249；减速/秒：27/635；(2.0mL)	
•		最大相对离心力：21382/24321	x	g；
•		最大转速：15000/16000	rpm；
•		最大半径：8.5	cm；最大孔径	ø	：11	mm；
•		最大速度时温度：3°C
•		转子、帽、适配器可高温高压灭菌(121°C,	20	min)

适配器规格 1	x	2.0	mL 1	x	1.5	mL 1	x	0.5	mL 1	x	0.4/0.2	mL	
PCR

转子试管容量 24 24 24 24

适配器孔径(ø	mm) 11 11 8 6

长度 40 40 45 45

定角转子；订购代码：6380026；机型：VST-roT-013

适配器订购代码 6380052 6380053 6380054 6380055 6380058 无 6380051 6380059

试管

适配器 无

• 	6	x	85	mL；角度：38°；	
•		加速/秒：85/697；减速/秒：70/2313；
•		最大相对离心力：15556	x	g；	最大转速：11000	rpm；	
•		最大半径：11.5	cm；	最大孔径	ø：38	mm；
•		最大速度时温度：6°C
•		转子、帽、适配器可高温高压灭菌(121°C，2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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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配器规格 1	x	15	mL 1	x	30	mL 1	x	50	mL 1	x	50	mL	
尖底

1	x	15	mL	
尖底 1	x	85	mL 2	x	15	mL 1	x	16	mL

转子试管容量 6 6 6 6 6 6 12 6

适配器孔径	(ø	mm) 17 25 29 29 17 38 17 18

长度(最小值/最大值) 103/110 90/103 105 118 120 113 95/100 103/110

技术参数

型号 M22-MB-8 M22r-MB-8 T1000-MB-8 T1000r-MB-8

角转子最大力相对离心力(×	g) 21380 21382 24321

水平转子最大相对离心力(×	g) 无 4500

最大转速(rpm) 15000 15000 16000

最大容量 44	x	1.5	/	2.0	mL 6	x	250	mL

转子数 7 6 11

速度范围 200	-	15000	rpm 200	-	15000	rpm 200-16000	rpm

加减速选项 10/10

程序容量 99

温度控制范围 室温 -20°C至40°C 室温 -20°C至40°C

时间设定范围 59分50秒	/	以10秒为增量

尺寸:	(W	x	H	x	D	mm) 280×410×300 280×560×310 440×530×360 720×540×380

重量(kg) 17 35 52 77

电源参数（230V/50-60Hz） 270W	 500W	 530W 78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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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 Esco Bintan Indonesia
Cert. No: Q2N130383797001

 ESCO中国微信订阅号        ESCO中国手机站

Esco产品与应用

二级、三级生物安全柜
动物实验操作安全柜
药品操作安全柜、细胞毒素安全柜
超净工作台（垂直流、水平流、PCR专用）
通风橱、无管通风橱
-86℃立式超低温冰箱、+4℃实验室冷藏箱
-40℃实验室冷冻箱、低温培养箱
实验室烘箱、实验室培养箱
CO

2 
培养箱、药物稳定性测试箱

台式冻干机、台式离心机、摇床
高压灭菌器、梯度型PCR仪
IVF工作站、抗震动实验台、验证设备
多腔室培养箱、胚胎差时监视优育系统
隔离式药品操作安全柜、粉末样品称量柜
无菌检测隔离器、软帘式洁净棚

Esco公司成立于1978年，是一家专注于为生命科学、医学研究、制药工业等领域提供丰富的科学仪器设备的全球性生产厂商，满足客户安全防护、无
菌操作、细胞培养、样品处理等诸多方面的需求，努力为人类健康、科学进步和环境保护做出持续的贡献。Esco生产的生物安全柜、通风橱、CO

2
培

养箱、立式超低温冰箱、超净工作台、动物实验操作安全柜、细胞毒素安全柜、隔离式药品操作安全柜、PCR专用洁净柜和其它产品销往超过120个
国家和地区。随着产品线的不断丰富，Esco产品分别通过了不同语言、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独立认证检测，并获得了相应认证证书，是世界范围内获得
认证资质最多的生物安全柜制造商。Esco将努力致力于医疗临床、生命科学研究和工业实验室产品的技术革新和应用。

中国SFDA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CO2培养箱  超低温冰箱  生物安全柜  超净工作台  冻干机  离心机  高压灭菌器  药物稳定性测试箱

新 加 坡 艺 思 高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北京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69号峻峰华亭D座1009室,100029

  电话：010 - 5877 2096 
  传真：010 - 5877 3529
  电邮：escobj@escochina.com

 上海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花园路66弄1号嘉和国际大厦1212室，200083
  电话：021 - 6095 1955 
  传真：021 - 6095 1948
  电邮：escosh@escochina.com

 广州 地址：广州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利路21号远洋明珠大厦西塔908室, 510623
  电话：020 - 3837 3621 
  传真：020 - 3837 3623
  电邮：escogz@escochina.com
 

 成都 地址：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27号商鼎国际2栋1单元406室，610041
  电话：028 - 8553 6219
  电邮：escocd@escochina.com

全球办事处 ：北京·中国 | 成都·中国 | 吉隆坡·马来西亚 | 麦纳麦·巴林 | 广州·中国 | 河内·越南 | 马里亚塔·俄亥俄州·美国 | 
马六甲·马来西亚 | 曼谷 ·泰国  | 孟买·印度 | 费城·宾西法尼亚州·美国 | 索尔兹伯里·英国 | 上海·中国 | 首尔·韩国 | 德里·印度 | 
大阪·日本 |  米德兰·南非 | 雅加达·印度尼西亚 | 香港·中国 | 新加坡

Esco Micro Pte Ltd 
Cert. No: 651076

www.escochina.com  | 咨询热线：4006 - 8899 - 68

地区经销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