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气相色谱仪

TRACE GC Ultra

色   谱

●  创新性成果获得前所未有的优异性能

●  极其便利的系统自动化和实用性

●  功能强大的选项支持极其快速的高通量测量



“超越”传统气相色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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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Ultra”概念

Thermo Scientific TRACE GC Ultra满足现代实

验室对更高效率和灵敏度的需求。

“Ultra”平台结合了TRACE GC的可靠性和进

一步扩展的全系统适用性、性能以及自动化。

全新的UltraFast以及大体积不分流进样技术，

令仪器运行超越速度和灵敏度限制。

“Ultra”的系统实用性

以极可靠的方式轻松提供最合适的解决方案，令您获得

的不仅是一台气相色谱，而是最合适的气相色谱。

Thermo Scientific TRACE GC Ultra™配备全系列高科技进

样口，以最简洁明了的方式提供各种解决方案。另外，还可

为其配备特定附件，从而改变体系、增添价值并提高性能。

高度重现的，快速的柱温箱升降温能力（120 ℃/min）和精心

设计的气动阀结合，让仪器拥有无与伦比的稳定性。

进样口：在进样口技术领域拥有超过40年的创新经验，可确

保进样技术的准确性和精确性。

附件：各种尺寸的配件令TRACE GC ULTRA成为您自由发挥

的平台。

气动装置：独一无二的特性增加了灵活性，让您更轻松地应

对日常工作。

“Ultra”的质量保证

TRACE GC Ultra提供的

全套认证包能够帮助您符合

监管环境所规定的最严格的

先决条件，并确保软硬件的

日常性能。

“Ultra”的系统自动化

Trace GC Ultra允许您选择高或低通量：无

论何种技术，您都可以根据预算进行选择。

配备ChromQuest或Chrom-Card数据处理系

统，可直接控制仪器和数据采集，LAN接口连

接或者远程控制和故障诊断，超越实验室的阻

隔，为您提供更高的样品分析效率。

“Ultra”的灵敏度

大体积柱上进样和溶剂分流PTV进样可使进样量达到250 µL。现

在，您可以首次利用市场上最受欢迎的自动进样器，将灵敏度提高50

倍，无需额外成本，也无需重新学习曲线和方法的验证。

专利的大体积不分流进样突破了原有的进样技术。另有一系列高

灵敏度检测器供您选择，您可在数分钟内完成检测器更换，或者将其

配置为同时检测，帮助您最有效的利用分析。

“Ultra”的速度

您能否设想一下将您的分析时间

缩短至1-2分钟，并将您的分析周期缩

短35倍的能力？

现在，停止设想吧——它已经真

正实现了！全新的直接色谱柱加热技

术消除了速度限制。只需为您的标准

分流/不分流进样口和FID检测器配备

UltraFast柱模块，即可安心享受速度的

快感。



通过高精度数字化气体控制得出的研究结果

低压和高压（250和1000 KPa）气动装置为所有分析需求提供优化解决方案。前者尤其适合在使用标准毛细管柱时，进行精密而

准确的载气控制，而后者可确保超高速的GC应用中具有最佳仪器性能。

此外，标准载气节省功能可在分析过程中减少分流流量，消除载气的浪费。

另外，TRACE GC Ultra具有专利技术的自动柱评价（ACC）功能，以及可轻松掌握的检漏功能。

全面的解决方案可将您的先期投资降至最

低，并降低使用成本：

•  高精度和超稳定的柱温箱能够快速的升降温，

因而可用小口径毛细管柱进行常规的快速气

相色谱分离。

•  数字化气动装置的现有技术使得保留时间具有

最佳重现性。

•  一系列智能化附件进一步提高了

GC效率：

—— 用于石化“Turn-key”分析的柱温箱阀

—— 冷阱

—— 柱温低温元件

—— 热脱附和吹扫捕集接口工具箱

—— Merlin Microseal™无隔垫装置

—— 用于FID的甲烷催化转化装置

自动检漏

内置诊断工具是为您的GC系统进行日常

检查的理想工具，可确保减少仪器控制和进样

口维护所需时间。

独特的一键控制的仪器重现性

TRACE GC Ultra的ACC功能可提供强大的

“柱到柱”和“仪器到仪器”的保留时间重现

性。该独特功能允许您自动测量并保存真实的

色谱柱参数，令保留时间与色谱柱尺寸无关，

从而快速而简便的将GC方法转移到另一GC或

GC/MS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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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价值所在：便捷的检测器更换
样品浓度的快速响应

单次GC运行的多重响应

同时结合不同检测器的特性，会极大扩充单

针GC运行的数据量。不同检测器的并联和串联功

能，体现出不同选择性和灵敏度，让您能够从同一

针样品中得到两个甚至三个不同的色谱图（最多可

以同时操作三个检测器）。

为了满足您的实验室发展，TRACE GC 

Ultra结合了最高灵敏度和更广泛的功能，显著

提高了信息量/每针分析的比值。

可供选择的检测器

•  热导检测器（TCD）

•  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  电子捕获检测器（ECD）

•  氮磷检测器（NPD）

•  火焰光度检测器（FPD）

•  光离子化检测器（PID）

•  脉冲放电检测器（PDD）

•  全范围的Thermo Scientific MS检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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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光度检测器（FPD）

与传统FPD检测器相比较，其独特的燃烧室设

计将含磷化合物的信噪比提高了十倍。二级光电倍

增管能毫不费力地同时测定含磷和含硫（或者锡）

化合物。

电子捕获检测器（ECD）

采用微池设计后，检测限达到亿万分之一级，动态线

性范围达到4个数量级。时间和服务成本的巨大节省受益

于其独特的结构设计理念：收集电极的几何设计，使其不

用接触放射源就可以方便的取出清洗，任何技术人员都可

以实施操作。安全测试只需要每三年进行一次，进一步降

低了维护费用。

脉冲放电检测器（PDD）

PDD的特色是使用非放射源，它是传

统氦电离检测器合适的替代品，避免了遭

受放射性物质的辐射。PDD检测器是获得

ppb级灵敏度的理想的通用型检测器。其

电子部件经过优化，“零参数设置”（只

有开/关按钮）的设计令使用极其简便。

光离子化检测器（PID）

P I D 检测器的操作温度高达

400℃，该独特的性能将检测范围扩

展至高沸点化合物。其专利的灯-冷

却设计和高惰性样品路径，提高了灯

的使用寿命，从而降低了使用成本，

并可用于分析热不稳定的化合物。

通用的检测器基座

该基座适用于所有GC离子化检测器，令

实验室人员可利用日常工具轻松完成检测器切

换（无需专业人员的电话指导）。您可以在几

分钟内准备好运行样品，从而具备了多台GC

的分析能力，并可轻松完成紧急分析任务。



适合所有需求的全系列进样系统
昼夜运转，无需值守

1310系列液体进样系统

确定了性能/简易度=1的比例后，简易度就直接和最佳性能

成正比。Thermo Scientific的1310系列是利用气化进样口进行常

规分析最理想的解决方案。

该产品在工程设计上致力于达到最高强度和最佳使用简便

性，因此可完全满足QA/QC或者高通量分析的需求。

一 系 列 的 模

块，自动样品制备

进样系统，帮助您

节约分析成本，提

高分析效率。

Al 1310自动进样器配置有8位样品盘。它既有自动进样系统

的高精度，又有即插即用的使用简便性，对于那些即使样品量少

也要求高度可靠结果的实验室，它代表了最完美的答案。

专用的升级选项允许您将Al 1310升级为带有105位样品盘的

高通量AS 1310自动进样器，令您最初的投资物有所值。

“免工具”升级

选择您的投资目标，从中得到最大的回报。

随着实验室的业务增长，通过添加一个带有集成电子部件的

转盘，瞬间即可将8位样品盘升级至105位的样品容量系统。

Al/AS 1310均可安装于TRACE GC Ultra的右或左侧，只需切

换样品容器或样品盘的位置，自动位置识别会完成剩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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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lus™ RSH自动进样器

Thermo Scientif ic TriPlus™ RSH自动进样器以三维

（X-Y-Z）模型为基础构建，具有最大灵活性以及使用简便

性，这将归功于如下特点：

•  在自准直程序期间完成快速安装和启动

•  自动识别安装的附件

•  液体进样塔和顶空进样塔可直接固定安装

•  一台自动进样器可同时用于两台GC，并且通过两个独

立的方法控制

•  全自动操作整个SPME分析过程

顶空进样

因为气体进样不需要使用传输线，TriPlus™ HS将高精度和出

色的进样速度，与操作简便性相结合。气密性加热注射器能够确

保完整的样品转移，在转移过程中避免样品冷凝，同时带振摇混

合功能的6位加热箱显著加快了样品制备过程。

TriPlus™ HS不仅具有极大的样品容量，而且可以选择多种进

样体积且无需额外空间。

液体进样

TriPlus AS与Thermo Scientific GC进样口兼容性极佳，是

一种“高级”进样技术。它能为参数选择提供最大灵活性，

因此可以最高精度和最佳效率完成大体积进样、溶剂吹扫、

加内标等进样程序。

Repeatability of Headspace analysis of solvents in water (7 runs).

Oven 70℃ (incubation time 50 min, a gitation 3 0 sec on, 30 sec off)

Syringe 120℃, 1 mL headspace injected

ETOH MTBE THF DIOXANE

585805 8293631 2919184 538229

576243 8261296 2939842 527843

580386 8026631 2889706 530884

573839 8025647 2867534 525765

573065 8179238 2904440 525183

572173 8253048 2879742 524895

584948 8033903 2916050 536534

Average 578065 8153342 2902357 529905

SD 5680 121501 25047 5522

RSD% 0.98 1.49 0.86 1.04

(min)

n-C10 0.30
n-C11 0.33
n-C12 0.38
n-C13 0.32
n-C14 0.37
n-C15 0.31
n-C16 0.31
n-C17 0.32
n-C18 0.34
n-C20 0.33
n-C24 0.69
n-C28 0.33
n-C32 0.28
n-C36 0.45
n-C40 0.46
n-C44 0.27

AREA
R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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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进样口，您正确的选择
优异的色谱分析最好的起点

扩展性能的分流 — 不分流进样口

同类型中独特的进样口，采用优化的分流和不分流模式，可

分别进行样品的稀释和浓缩。

优化的热量曲线和独特的设计，实现了很宽的样品线性

范围，可允许高达50 µL的大体积进样，与此同时消除了进样

歧视。

双吹扫室有效防止了污染和隔垫流失效应。此外，大口径

柱和填充柱均可方便的连接至仪器，令操作更灵活并节省更多

成本。

无论基质干净与否，对于挥发性不强的样品来说，这个进样

口是理想的解决方案。

另外，这是唯一能够进行大体积不分流进样的系统。

真正的冷柱头进样口

TRACE GC Ultra配备了唯一真正的冷柱头进样口，它也成为

了衡量所有其它进样系统的参考标准。

样品通过进样口直接注射进入毛细管柱柱头，避免了对定量

结果有负作用的高温气化过程。

对进样口主体进行持久的空气冷却，防止样品在进样针内气

化，一个可编程的二级空气冷却系统临时

将针尖与柱温箱的进样区域隔离开来。这个设计消除了进样

歧视和热分解，甚至允许注入挥发性极强的溶剂，也可以防止样

品反吹以及谱带展宽效应。

另外，HOT（高柱箱温度）装置即使在非常高的初始柱温条

件下，也能完成冷柱头进样。

通过精确控制进样口的温度，可利用恒温或者较短的程序升

温方式分析高沸点化合物，显著缩短了总循环时间。

利用大体积柱上进样模式，单针进样可以很容易地注

入体积高达250 µL的样品。

这种方式可以简化样品制备过程，以更低分析成本获

得更高灵敏度。

填充柱和吹扫填充柱进样口

当使用填充（玻璃和金属）柱或者大口径毛细管柱

时，专用气化进样口可帮助TRACE GC Ultra提供合适的解

决方案。

BEST PTV™进样口（显著提高样品转移的PTV进样口）

BEST PTV进样口结合了惰性衬管与具有更短内径的长气化

室，能够在任何情况下确保样品的完整性。

此外，其低热质令该进样口可获得市场上最快的加热速率之

一（最高可达15 ℃/s），因此可确保将样品（包括高沸点物质）

全部转移至分析柱上。

它的程序升温具有5种不同的操作模式，涵盖了各种气化进样

技术。冷却系统的精巧设计，使其可通过一个内置风扇驱动周围

的空气实现快速降温。当所需程序升温的初始温度低于室温时，

可选用低温冷却装置（LN2和LCO2）。

利用大体积PTV进样口可自动注入高达250 µL的样品体积，以最

高精度进行基质复杂样品的痕量分析，且无需额外成本。

BEST PTV进样口为不能稀释的基质复杂样品以及中等沸点化

合物的分析提供了最佳解决方案：是冷柱头进样口的理想补充。

PTV进样口的反吹装置

反吹装置设计致力于扩展PTV进样口性能（甚至是大体积进

样模式下）。它可在进样口内立即执行反向吹扫。当执行“反

向吹扫”模式时，重组分物质或者“不想要的”化合物能够从

分流出口排出去，同时保持载气流通过分析柱。

PTV进样口反吹装置还有以下功能：

1、显著缩短分析时间

2、提高PTV大体积进样的性能

3、即使与MS联用也能轻松地进行进样口维护

4、防止色谱柱失效

5、改善色谱分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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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数据系统，适合于任何规模的实验室
符合您的工作方式的仪器控制、数据采集和处理系统

32位的Chrom-Card软件

该32位软件受益于分析实验室最常用的气相色谱知识。它成

本经济，是快速进行仪器控制、数据采集和处理的一种软件解决

方案。

基于TRACE GC Ultra和简单理念发展起来的Chrom-Card，是

GC实验室的正确选择。它简化了数据处理系统，在极短时间内帮

助用户显著提高分析效率。

ChromQuest软件

ChromQuest是一种旨在最大化分析效率的具有多重技术的色

谱软件平台。

很多实验室都在寻找先进的处理能力和更好的灵活性，

ChromQuest以此为目标，它可将任何分布式结构，从单一系统轻

松升级至整个公司的网络。

除标准工作站配置外，ChromQuest可在客户/服务器体系下

进行配置：任何授权客户端可监测和控制企业内部所配置的任何

仪器。

ChromQuest软件可以安装在主流的操作系统平台（ 例如微

软的Windows 2000和XP）下，这些软件包符合多数现代化实验

用于远程控制和大范围数据系

统连接的LAN接口，实现了TRACE 

GC Ultra强大的自动化功能。

室对数据安全、报告和网络的要求。Chrom-Card和ChromQuest

软件允许设置密码保护和选择界面，并满足新标准要求，如

GLP，21 CFR Part 11和内标认证程序。

完整的系统认证

您可以利用认证工具包签名，标记日期，并确保TRACE GC 

Ultra运行期间遵守相关标准。另外，管理机构会对一些组织的分

析仪器进行审核，该认证工具包为这些组织提供高度规范环境下

最合适的解决方案，进一步确保其严格遵守有关规定。

安装确认（IQ）：

保证仪器及时到货和正确安装

运行确认（OQ）：

确保仪器根据所选环境的操作规程

正常运行

性能确认（PQ）：

根据日常使用规程，检验仪器长期

运行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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