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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CHI 研发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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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
制药和化学

任何化合物或药物成分（例如标准药品、精细和专用化学品或化妆品和香水）在大规模投入生产和投放市场之前， 

均需经过复杂且耗时的研发过程和苛刻的应用检测。

新型治疗药物或化合物的发现涉及多个常见步骤。感兴趣

成分或化学品要么从天然来源中萃取，要么在实验室中合

成。对任何感兴趣目标进一步加工以获得高纯度的单一化

合物，此类化合物需经过全面检测，以确认其特征和功能

符合要求。

发现 开发

一旦鉴别出感兴趣的活性药物成分 (API) 或化学品，便可

以启动生产工艺的开发。在这一阶段，生产工艺在更大范

围进行优化，以确保得到可靠的生产工艺。药物配制是设

计和生产如何向患者提供药物的过程。并入最终配方之

前，药物成分必须预先配制为液体或固体形式以方便储

存。

检测 生产

化学品或药品必须通过苛刻的应用检测后才能进入生产工

艺。通常需对最终产品在特定储存、运输和使用条件下的

化学稳定性和物理完整性进行检测。临床试验可能需要耗

时数年才能完成，并且涉及到在动物体外和体内研究中进

行药物化合物的评估。如果证实药物安全有效，则该治疗

药物可以进入临床研究阶段。

来料检验和最终质量控制可确保任何化学品或药品的质量

符合要求。此外，化学品和药品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可

帮助分析散装物料、中间体、杂质和降解产物的特征、纯

度和含量。密切的工艺监测可确保安全操作，并确保产品

符合要求的规格。



4 5

制药和化学
探索过程

合成、萃取 浓缩 分离 干燥 分析

冷提取/索氏 蒸发 快速色谱法制备型 HPLC 冷冻干燥 熔点

旋转蒸发仪 旋转蒸发仪 平行浓缩仪 SyncorePlus Pure 仪器和耗材 冷冻干燥机 熔点仪

活性药物成分 (API) 和化合物的探

索一般始于合成或萃取步骤。回流

合成和索氏提取可以利用旋转蒸发

仪实现。

由于合成和萃取均需要大量溶剂，因此进入下游工艺之前需要进行浓缩。在

这一阶段，旋转蒸发技术被用于去除溶剂和浓缩感兴趣化合物。

应用平行蒸发技术可以加快多份样品的浓缩速度。许多样品同时蒸发， 

提高了样品生产量。

快速和制备型高压液相色谱法（制

备型 HPLC）通常用于纯化目标化合

物：快速色谱法用于预纯化步骤，

而制备型 HPLC 可使目标化合物的

纯度达到最大值。

经过分离工艺后，感兴趣分子已被

高度稀释，必须进行浓缩后才能进

入后续步骤。冷冻干燥技术可用于

从热敏感产品中去除溶剂，并且损

坏极小。

熔点分析技术可用于感兴趣化合物

的质量控制。新型化合物的熔点测

定可作为相应材料纯度的一项有用

指标。

 ·用于回流合成的回流冷凝器

 ·用于索氏提取的索氏配件

 ·一台仪器涵盖多种应用

 ·适合蒸发烧瓶尺寸为 50 – 5000 
mL 的单一样品蒸发

 ·完整的通联系统确保仪器长时间运

行：溶剂库、动态蒸馏、干燥模

式、气密性试验、泡沫传感器

· 用于冷冻干燥样品制备的杜瓦瓶配
件

 ·可以同时对 0.5 – 500 mL 范围内

的多个样品进行浓缩或干燥

 ·回流模块可实现最高分析物回收率

和最可靠的结果

 ·可更换样品架、容量多样化

 ·一台系统同时提供快速和制备型 
HPLC 功能（可选）

 ·集成式紫外和蒸发光散射检测 

器（可选）

 ·兼容广泛的快速中压柱、制备型 
HPLC 色谱柱和玻璃色谱柱

 ·配备漏液、压力和溶剂液位传感

器，在中压柱和收集架上融入RFID
技术，确保样品安全性

 ·有两个 BUCHI 平台可供选择：

 - L-200：高品质、传统的样品冷

冻干燥平台（-55°C，6 kg）
 - L-300：通过两个交替工作且自

动进行除霜的冷凝器在 -105°C 
下提供连续升华 
(Infinite-Technology)

 ·轻松控制和监测冷冻干燥工艺

 ·自动测定熔点和沸点

 ·符合药典方法要求（欧洲药典、美

国药典、日本药典）

 ·通过彩色显示器和视频录制功能进

行相变观察和回放

 ·可同时测量最多 3 份样品

应
用

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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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和化学
研发过程

合成、萃取 浓缩 分离 干燥 干燥 胶囊化

冷提取/索氏 蒸发 快速色谱法制备型 HPLC 冷冻干燥 喷雾干燥 振动造粒

旋转蒸发仪 旋转蒸发仪 Pure 系统和耗材 冷冻干燥机™ 小型喷雾干燥仪和纳米喷雾干燥仪 微胶囊造粒仪

利用工业级旋转蒸发技术扩大目标

化合物的合成或萃取工艺规模。在

这一阶段，使用大型蒸发烧瓶和索

氏提取室来处理大量样品。

利用工业级旋转蒸发技术扩大浓缩

或干燥工艺规模。强大的加热能力

和快速蒸馏速率可以迅速浓缩大量

样品。

随着分离工艺得到优化和扩大规

模，样品量随之增加。因此，需要

相应地调整用于快速色谱法和制备

型 HPLC 的进样和收集设备以及耗

材。

完成分离后，可能需要对感兴趣分

子进行浓缩，然后才能进行配制。

冷冻干燥技术通常用于去除溶剂而

不会损坏产品。

利用喷雾干燥技术对功能分子进行

预先配制，以方便其储存或将其掺

入配方。喷雾干燥是用于获取颗粒

状物质的最常用技术之一。

振动造粒（滴流）是一项用于在实

验室中生产少量携液聚合物颗粒的

技术。这种工艺可得到核壳颗粒或

基质颗粒。

 ·维持相同参数的同时扩大工艺规模
 ·蒸发烧瓶尺寸：从 50 mL 到 50 L
 ·冷萃取室尺寸：200 mL 和 

500 mL (R-300) 到 4 L 
(R-220 Pro)

 ·旋转蒸发仪整套系统完全由 BUCHI 
提供：旋转蒸发仪、泵界面和冷却

循环水机

 ·蒸发烧瓶尺寸：从 50 mL 到 50 L
 ·加热能力：从 1.3 kW 至最高 
6.6 kW 
 ·界面和参数保持不变

 ·蒸馏速率： 
 - 丙酮：从最高 7 L/h (R-300) 至
最高 27 L/h (R-220 Pro HP)
 - 乙醇：从最高 3 L/h (R-300) 至
最高 17 L/h (R-220 Pro HP)

 ·广泛的耗材系列：

 - 快速中压柱 4 至 5000 g
 - 制备型 HPLC 色谱柱 4.6 至 
70 mm ID
 - 玻璃色谱柱 9 至 3700 g

 ·多个进样选项：固体和液体 

（注射器、定量环或外部泵）

 ·收集容器尺寸从数毫升至数百升不

等（漏斗样品架）

 ·参数（温度和真空压力）稳定，工

艺可重现

 ·多个干燥室选项：可加热或不可加

热搁板以及歧管盖、压盖装置或歧

管树

 ·灵活的冷凝器容量：L-200 ≤ 

6 kg；L-300 无极限 (Infinite-
Technology™)

 ·生成干燥的均质或基质颗粒

 ·连续工艺，且工艺时间缩短

 ·温和的干燥条件

 ·宽粒径分布：0.2 – 60 μm
 ·有三种 BUCHI 解决方案可供选

择：小、中和大粒径颗粒的喷雾干

燥

 ·生成液态核壳微珠或胶囊 

（湿法）（后续可进行干燥）

 ·在冷却或聚合浴中进行颗粒硬化

 ·条件极其温和

 ·窄粒径分布：100 – 2000 μm
 ·有两种 BUCHI 解决方案可供选

择：干法和湿法振动造粒

应
用

特
色

配制进程

扩大规模 扩大规模 扩大规模



65

4
3

2
1

7 8

9
10

11
12

15

16 17 18 19

20

98

旋转蒸发仪型号 最大烧瓶尺寸 升降系统 真空泵 冷却器

R-300  1 或 5 L 电动或手动 否 否

旋转蒸发仪系统 RS-300 1 或 5 L 电动或手动 是（最终真空：5 mbar） 是（可选）

R-100  4 L 手动 否 否

旋转蒸发仪系统 RS-100 4 L 手动 是（最终真空：10 mbar） 是（可选）

系统配置和技术特点

附件

泡沫传感器
系统的自动短时曝气功能可以防止样

品起泡进入冷凝器中。

真空泵 V-600
实现高沸点溶剂的蒸馏。 

最终真空：1.5 mbar

锥形杯
锥形杯带大号螺旋盖开口，可轻松抽

取物质。

Dewar 配件
用于冷冻干燥中的样品制备。

监测器应用程序 
借助于 BUCHI Bluetooth Dongle， 

可在移动设备上监测所有 BUCHI  
仪器。

IQOQ 文档
安装/操作验证文档。 

冷凝器

A C V S CR E BY HP

斜式 冷阱 垂直 回流 冷阱回流 膨胀 双套管 高性能

• • • • • • • • • • • •

实验室蒸发
产品细节 

发泡产品低沸点 更高蒸馏速率

标准 回流反应高度降低•

• •

• •

•





 



探索和研发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phP68eNYYBbSBehIEuKH2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JkIOYhxQUPVHCFKn0Uvn8
https://buchi.showpad.biz/webapp2/results?query=time%20for%20science&scope=content&search-page=3&slug=5f48ed1f36517c32232e1d114d5e0ee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CQPHJS_YRU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RqnAHQYil1eXRjx0T7Q2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H40ds5T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cyff5G3kn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W8uAqBoD1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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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蒸发
产品细节

平行浓缩仪 SyncorePlus 型号 方法 样品数量 最高温度 旋转

Analyst  浓缩至最终体积 4、6、12 100°C 60 – 400 rpm

Polyvap  蒸发至干燥 4、6、12、24、48、96 100°C 60 – 400 rpm

系统配置和技术特点

附件

带刻度的容器 
利用平行浓缩仪 SyncorePlus Analyst 
可将最多 12 份样品浓缩至预定义的

残留容积，每份样品从 0.3 mL、1 mL 
到 3 mL 不等。

界面 I-300 Pro
通过界面 I-300 Pro 实现全自动化。

启动程序后即可离开。可以指定蒸发

方法和预定义特定的溶剂。

可更换样品架
广泛的样品架可用于平行浓缩仪 

 SyncorePlus Polyvap，可容纳任何工作

流程或处理量；提供 4、6、12、24、 
48 和 96 个样品位。

真空泵 V-300
必要系统组件，使您可受益于安静、

环保的操作，以及可蒸馏任何体积和

任何沸点的溶剂的能力。

用于 R-6、R-12 的回流模块
通过在蒸发过程中用冷凝蒸汽反冲粘

附在玻璃壁上的分析物，提高了回收

率。 

循环冷却机 F-305、F-308、F-314
便捷的中央温度设置功能、节能 ECO 
模式和自动启动/停止功能。

固相萃取盖
所有必要的操作步骤，包括洗脱液的

蒸发，都是在各个步骤之间实现的，

不需要任何样品处理。

快速溶剂萃取仪 E-914/E-916
加压溶剂萃取 (PSE)，通过最多平行

处理 6 份样品提高生产效率。得益于

装载样品简单且萃取物随时可用，简

化了样品制备工作流程。

IQOQ 文档
安装/操作验证文档。

自动化和工作流程

探索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TododclFR9jd8Ky8q5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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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级蒸发
产品细节 

系统配置和技术特点

旋转蒸发仪® 型号 样品量（每批） 热浴温度 乙醇蒸馏速率 EX 保护 

R-220 Pro  最高 12 L 高达 180°C 最高 18 L/h 否

R-250 Pro  最高 30 L 高达 180°C 最高 19 L/h 否

R-220 EX  最高 12 L 高达 150°C (T3) 最高 12 L/h 是

R-250 EX  最高 30 L 高达 150°C (T3) 最高 19 L/h 是

冷凝器

附件

真空泵
耐化学的 3 级隔膜泵。 
最终真空：1.5 mbar

R-220 Pro R-250 Pro

循环冷却机
冷却机还能作为 R-220 Pro 真空泵 
V-600 的手推车和主机操作。

手动蒸发瓶支架
用于轻松安装和拆除 20 L 和 50 L 烧
瓶，还可用于安全运输。

泡沫传感器
可检测上升的泡沫，并触发短时曝气

脉冲来消除泡沫。

监测器应用程序
借助于 BUCHI Bluetooth Dongle， 

可在移动设备上监测所有 BUCHI  
仪器。

IQOQ 文档
安装/操作验证文档。

D D2 DB2 DB RB R C

• • • • • • • • • • • • • • •

高度 175 cm 175 cm 150 cm 150 cm 143 cm 163 cm 158 cm

D2 D3 RB2 R2

• • • • • • • •

230 cm 230 cm 210 cm 226 cm

低沸点和/或发泡产品

高沸点

极低沸点

最低二次蒸发量

回流反应

高度降低

•

•

•

•

•

•



研发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vUEwvFphD99LDtG7Zskhf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t30GQkoK0itxUmCHEAo2n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oyLg3ed6XV4i32RyvGn9x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OvN6pREw3bjaBuYw0axqJ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L7ULiD1D0XPjQdIBVTllP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GStoJa48OMnEFiRByNe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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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制备型 HPLC 色谱法
产品细节 

系统配置和技术特点

中压纯化系
统 Pure 
C-805 

中压纯化系
统 Pure 
C-810 

中压纯化系
统 Pure 
C-815 

高压纯化系
统 Pure 
C-830 

高压纯化系
统 Pure 
C-835 

中高压纯化
系统 Pure 
C-850 

模式 快速 快速 快速
制备型 
HPLC 

制备型 
HPLC 

快速和制备

型 HPLC

流速（快速模式） 250 mL/min 250 mL/min 250 mL/min 250 mL/min

流速（制备型 HPLC 
模式） 100 mL/min 100 mL/min 100 mL/min

最大压力 （快速模
式） 50 bar 50 bar 50 bar 50 bar

最大压力（制备型 
HPLC 模式）

300 bar 300 bar 300 bar

UV 扫描功能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UV-Vis 波长范围
200 – 

400 nm

200 – 

800 nm

200 – 

800 nm

200 – 

800 nm

200 – 

800 nm

200 – 

800 nm

ELSD  否 否 是 否 是 是

附件

耗材

干燥空气供应系统
根据需要生成无颗粒的干燥空气，无

需操作员关注。在 Pure 系统中，空

气用于将样品传送到 ELSD 以及吹扫

中压柱和样品上样器。

中压色谱柱 
FlashPure
广泛的快速中压柱 

高压色谱柱 PrepPure
制备型 HPLC 应用上的

高性能 

玻璃色谱柱 
GlasPure
扩大纯化规模

上样泵
适用于手动进样到大尺寸快速中压柱上

的大量样品。流速高达 250 mL/min，
压力可达 50 bar。 管架

数个不同的样品架和玻璃管尺寸，从

而允许根据馏分尺寸执行最优收集操

作。所有样品架均由 Pure 系统通过 
RFID 标签自动识别。 

XL 耗材支架
允许将大尺寸中压柱 (750 – 5000 g) 
和制备型 HPLC 色谱柱 (50 – 70 mm 
ID) 连接到 Pure 系统。 

固体上样器
轻松、灵活地将样品（最多 40 g）填

充到空样品管中，并且直接连接 Pure 
系统。此设备可以处理最高 50 bar 
(725 psi) 的压力，因此提供最大灵

活度。

溶剂平台
Pure 系统顶部提供额外的溶剂平台，可

容纳四个溶剂瓶。这提高了可用空间利用

率，同时减少溢出风险。 

固定相 二氧化硅、C18、氨基、二醇、C18 WP、氧化铝

粒径 15 – 50 µm

颗粒形状 不规则、球形

中压柱尺寸 4 – 5000 g

固定相 二氧化硅、C18、C4、C18 AQ

粒径 5 – 15 µm

颗粒形状 球形

高压柱尺寸 4.6 – 70 mm ID，150 和 250 mm 长度

长度 100 – 900 mm

内径 15 – 100 mm

二氧化硅容量 9 – 3400 g

IQOQ 文档
安装/操作验证文档。













探索和研发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gMS8eQsvIbfGihBsTpR4t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VgrwZUpGqYmIceBXFOA7E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SKslp0xu21Gx8xaf7Ueb9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ZvcYiIPp9rNeaX1BhaFtx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snZkurOWkHqc2redG79fe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Yx8aK0yonfPoZno9xuUwV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vMw099RnZkRHeYaOD7HbH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n28iEkYBrDTVy9zOT8kBd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sAd578r0XapSZ3LLRRLLO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XY5Tq2Urhi0IdPQTveJ2L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YwuTrlN9vcgKFNbHPTSV7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EuOoHfNBVzOezVHqqaZ16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x2gfgNAkKTYR44sYfqNbU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5EEBBzQu5wj8dvZCIrRNO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RbvomK21dbKuibrBf0f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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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干燥
产品细节 

系统配置和技术特点

冷冻干燥机型号 冷凝器容量 最低冷凝器温度 冷凝能力 最低系统真空 干燥隔板温度

L-200  6 L
-55°C +/- 
3°C

6 kg/24 h 30 mTorr/0.04 mbar 最高 60°C +/- 1°C

L-300  不限 
-105°C 
+/- 3°C

12 kg/24 h 30 mTorr/0.04 mbar 最高 60°C +/- 1°C

附件

干燥室

玻璃器皿
各种各样的玻璃器皿，例如锥形杯，

满足各种实验室需求。

Edwards 涡旋泵
稳定、高质量的真空泵，用于有机溶

剂的冷冻干燥。

冷冻干燥机操作软件 Software
轻松控制和监测冷冻干燥工艺并生成

报告。 

传感器
多种产品温度和真空传感器选择， 

用于终点测定。

冷冻干燥机提供大量干燥室选项，可用于任何组合。

带 12、24 或 36 个阀门的歧管， 

用于烧瓶或烧杯干燥。

带加热隔板和压盖装置的丙烯酸干燥

室，用于药瓶干燥。

带加热隔板的丙烯酸干燥室，用于散

装样品和药瓶干燥。

带 12 个歧管顶和隔板的丙烯酸干燥

室，用于散装样品、药瓶和烧瓶干

燥。



探索和研发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unGqlTEvIDEqn8ZefBJZ6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gIIrfoo4AL4gwnJLXAVwA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iz5WQl461kbCYyXKuJMrQ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1QuBVpvM83W3ohHLVT3Pq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OxEEu05JWlCAAAJ0FX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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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雾干燥 
产品细节

系统配置和技术特点

纳米喷雾干燥仪高性能款 B-90 HP  小型喷雾干燥仪 B-290 

粒径 200 nm – 5 um
2 – 25 um（带超声喷嘴套组 Ultrasonic 
package 为 60 um）

颗粒性质 干燥 干燥

粒径分布 窄 宽

最大样品处理量 200 mL/h 1 L/h

最小样品量 200 mg/2 mL 5 g/10 mL

产率 高达 90% 高达 70%

样品黏度 最高 5 cps 最高 300 cps

样品成分
水性和有机溶液、混悬液或乳剂 

非酸性或碱性

水性、有机、酸性和碱性溶液、 

混悬液或乳剂 

非酸性或碱性有机混合物

应用

干燥

微粒化、凝聚

基质胶囊化

无定形固体分散体

惰性气体循环装置 B-295 SE
用于在密闭模式和氮气环境下与 
BUCHI 喷雾干燥机配合使用。此外还

可用于使有机溶剂冷凝和再循环氮

气。

惰性气体循环装置 B-295 SE
用于在密闭模式和氮气环境下与 
BUCHI 喷雾干燥机配合使用。此外还

可用于使有机溶剂冷凝和再循环氮

气。

除湿机 B-296 
通过调节惰性气体有效地获得恒定参

数，从而允许将有机溶剂和水混合物

与惰性气体循环装置 B-295 配合使

用。

二流体喷嘴
二流体喷嘴配备高效喷嘴清洁机制和

红宝石，保证可再现性并提供极大

灵活性。

除湿机 B-296 Nano 
通过调节惰性气体有效地获得恒定参

数，从而可将有机溶剂和水混合物与

惰性气体循环装置 B-295 配合使用。

抽气机 Aspirator
如果无压缩空气可用，带入口过滤器

的 BUCHI 抽气机 Aspirator 单元可用

于实现所需的干燥空气流速。在《闭

环》模式下，使用纳米喷雾干燥仪高

级款时，需要抽气机 Aspirator 形成气

流。

雾化器套件
大、中、小型雾化器可实现小颗粒和高产

量之间的最佳平衡（高达 200 mL/h）。

超声喷嘴套组 Ultrasonic package
帮助小型喷雾干燥仪 B-290 制作粒径

范围为 10 – 60 µm 的颗粒。

高性能旋风分离器
特别优化用于以高收率收集来自小型

喷雾干燥仪 B-290 的小颗粒。

出口过滤器
收集旋风分离器中的残留颗粒，并保

护用户、环境和仪器。可提供聚酯深

度过滤器和 PTFE 滤膜。推荐用于所

有的小型喷雾干燥仪 B-290。

纳米喷雾干燥仪高性能款 B-90 HP 配件  

小型喷雾干燥仪 B-290 配件 



 

研发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Pnrjha6MlRD2s4x7jm4SQ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iPs5IVfwk1WkxYQqAnPP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OCBHabWKQ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zw_m4CiKB4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5ijs5hZlOlT5my8Kxuoq9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4R0OAqF9kkllyyABkqewh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bdtP4q4Edr0SXvruGK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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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微胶囊造粒仪 B-390/395 Pro 

粒径 150 – 2000 um

颗粒性质 潮湿（凝胶珠/胶囊）

粒径分布 一致

最大样品处理量 600 mL/h

最小样品量 5 mL

产率 高达 100%

样品黏度 最高 300 cps

样品成分

水性

有机溶液、混悬液或乳剂 

蜡/熔化物 

应用

凝聚

基质胶囊化

液态核壳胶囊化

干燥空气供应系统
供应干燥洁净空气以配合微胶囊造粒

仪上的压力瓶使用。

同心喷嘴
用于核壳胶囊制作。包括一个脉动室

和一组 7 个外部喷嘴，具有 0.2、0.3、 

0.4、0.5、0.6、0.7 和 0.9 mm 的高

精度开口。

藻酸盐粉末 
藻酸盐经过检验可用于微胶囊化程

序，可提供实验室工作的可重现性。

振动造粒
产品细节 

系统配置和技术特点

研发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9GPlrhqR2ReTGI2uz4lLC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nJydoyxBxpdryZqfelL9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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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点仪
产品细节 

系统配置和技术特点

熔点仪型号 符合药典方法要求 自动检测 装样器

M-560  是 否 否

M-565  是 是 否

M-565 + 熔点样品装样器 M-569  是 是 是

附件

耗材

验证试剂盒
三个经 BUCHI 认证的熔点仪 M-560 
和 M-565 验证标准。

熔点仪毛细管
精密玻璃毛细管提供高度可重现的熔

点测定。

校准试剂盒
四个经 BUCHI 认证的熔点仪 M-560 
和 M-565 校准标准。

熔点仪监测软件 Monitor Software 和
许可证
软件 CD、教程和单一 PC 许可证。

用于 Windows 7, Windows 8.1 或 

Windows 10 环境安装。

装样器
用于快速、高效地装载样品到熔点毛

细管中的仪器。

沸点管 A 沸点毛细管 B
精密毛细管 B 在沸点管 A 中生成完美

的气泡，有助于可重现地进行沸点测

定。

打印机和键盘
用于记录校准结果和熔点及沸点测

定，以及方便、直接地输入参数。

IQOQ 文档
安装/操作验证文档。

探索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yP5OWZ9H0dqgZ2WmNFHYa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NtvCnUTBKzozrtX5Idr8q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bP3tdqN01JP5y0EVeIxsB
https://buchi.showpad.com/share/f3pyPvqRk2hsBc1p6En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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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旋转蒸发仪 R-220 Pro
进行大型蒸馏过程的最经济方式，
最多可达 20 升烧瓶容积

工业级旋转蒸发仪 R-250 Pro
具有优秀的蒸馏速率、直观的操
作、卓越的产品耐用性和最高的
用户安全性，最多可达 50 升烧瓶
容积。

防爆工业级旋转蒸发仪 R-220 
EX/250 EX
R-220 EX 和 R-250 EX 均符合最新
的防爆法规和具有最高的安全水平

实验室蒸发

平行蒸发

工业蒸发

旋转蒸发仪 R-300
R-300 满足便捷性和多功能性方面
的最高要求。模块化设计允许将其
扩展成一个全集成系统

旋转蒸发仪 R-100
此入门级旋转蒸发仪可满足基本
蒸发需求

界面 I-300 Pro
便于使用的界面可通过触摸屏集中
控制、记录和图表显示

界面 I-300
所有过程参数的中央控制装置

真空泵 V-300/V-600
功能强大且安静的真空源

循环冷却机 F-3XX
高效的冷却方法，最适合与旋转蒸
发仪 R-300 结合使用

球管玻璃炉 B-585
用于少量样品的蒸馏、升华、冷冻
干燥或普通干燥

玻璃干燥炉 B-585
在真空下温和干燥少量和中量样品
的经济高效方法

平行蒸发仪 Multivapor P-6/P-12
单机式
此平行蒸发仪可无缝集成您的定
制样品管并可平行蒸发多达 12 个
样品

平行浓缩仪 SyncorePlus
我们的平行浓缩仪 SyncorePlus 平
行蒸发仪器可提供两种配置：平行
浓缩仪 SyncorePlus Analyst《分
析前》和平行浓缩仪 SyncorePlus 
Polyvap《处理量》。

冷冻干燥机 L-200
通过 Infi nite-ControlTM 技术带来高
效的冷冻干燥 (-55°C, 6 kg)，包括
简单的方法创建、数据记录、实时
图表记录以及在需要时随时随地进
行中断。

冷冻干燥机 L-300
Infi nite-TechnologyTM 使用两个
交替工作且自动进行除霜清洁的
冷凝器在 -105°C 下提供连续升
华。Infi nite-ControlTM 还可进行完整
的过程控制。

冷冻干燥

喷雾干燥和胶囊化

小型喷雾干燥仪 B-290
世界领先的喷雾干燥研发解决方
案。在实验室规模下可重复进行粉
末生产。

纳米喷雾干燥仪高性能款 B-90 HP
三项专利技术使小颗粒的生产成为
可能，并由于样品量小，产量高，
可以降低研发成本。

微胶囊造粒仪专业款 B-395 Pro
受控的细胞、微生物和活性物质包
埋，适用于需要无菌条件的实验室
规模研发工作。

微胶囊造粒仪 B-390 
B-390 的操作简单灵活，可为众多
活性物质和材料生产微珠和胶囊。

熔点仪专业款 M-565
配备摄像机和回放功能，可自动可
靠地确定熔点和沸点。

熔点仪 M-560
通过直观的校准和验证程序人工测
定熔点和沸点，从而确保了高度精
确的测量。

中压纯化系统 Pure C-810/C-815
功能强大的快速型纯化系统，可
选配 ELS 检测，可实现最大的灵
活性、纯度和回收率。标配远程
控制。

高压纯化系统 Pure C-830/C-835
高性能制备型 HPLC 系统，可选配 
ELS 检测。单一界面即可编辑所有
参数，收集架可自动识别。

中高压纯化系统 Pure C-850
结合快速型和制备型 HPLC 功能的
强大系统。一台设备集成快速型和
制备型系统所有优势。

快速中压色谱柱FlashPure
门类齐全的快速型中压色谱柱实现
最优的性能和上样量。

纯化

熔点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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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关注步琦中国官方微信

或搜索“步琦实验室设备”

扫一扫

关注步琦官方旗舰店

或搜索“瑞士步琦”

BUCHI联系信息 ：

china@buchi.com  |  www.buchi.com 

我们在全球拥有 100 多家销售合作伙伴

查看您当地的销售代表，请访问：www.buchi.com

Quality in your hands

上海办事处

上海市徐汇区桂林路 402 号 

76 幢诚达创意园 307 室

中国 上海  200233 

电话：+86 21 6280 3366

传真：+86 21 5230 8821

香港办事处

香港中环云咸街 1-3 号

南华大厦 14 楼  

中国 香港

电话：+852 2389 2772

传真：+852 2389 2774

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 号南317 室

中国 北京  100081

电话：+86 10 8225 5567

传真：+86 10 8225 5587

广州办事处

广州市科学城科学大道 286 号

七喜大厦 310 室  

中国 广州 510663

电话：+86 20-3885 4045

传真：+86 20-3884 8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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