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型喷雾干燥仪 S-300
下一代喷雾干燥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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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多年来，BUCHI 一直在为实验室喷雾干燥和包埋开发市场领先的解决方案。几十年来，我们一

直致力于了解并满足您对实验室颗粒形成技术的个性需求。我们为包括尖端产品、创新系统在内

的各个行业提供量身定制和可信赖的解决方案以及高度专业的应用支持。

喷雾干燥和微胶囊化 
适合各种应用的无与伦比的灵活性 

应用 活性药物成分、药物输送、
疫苗、可吸入药物、掩味

纳米技术、陶瓷、紫外线吸
收剂、颜料和涂料

燃料电池、电池、蓄电池 添加剂、控释、营养保 
健品、功能性食品、香料、 
维生素、蛋白质、益生菌、
浓缩果汁、奶粉的包埋

细胞、细菌和蛋白质包埋、
细胞移植、生物转化

化妆品、香水

方法 干燥、无定形固体分散体、
液体包埋、固体包埋

干燥、微粉化、凝聚和造粒 干燥、微粉化、凝聚和造粒 干燥、液体包埋、固体 
包埋、微粉化

干燥、液体包埋、固体 
包埋、微粉化、细胞包埋

干燥、液体包埋、固体 
包埋、微粉化

使用的仪器 小型喷雾干燥仪 S-300

纳米喷雾干燥仪 B-90 HP

微胶囊造粒仪 B-390/B-395

冷冻干燥机 L-200/L-300

小型喷雾干燥仪 S-300

纳米喷雾干燥仪 B-90 HP

冷冻干燥机 L-200/L-300

小型喷雾干燥仪 S-300

纳米喷雾干燥仪 B-90 HP

冷冻干燥机 L-200/L-300

小型喷雾干燥仪 S-300

微胶囊造粒仪 B-390/B-395

冷冻干燥机 L-200/L-300

小型喷雾干燥仪 S-300

纳米喷雾干燥仪 B-90 HP

微胶囊造粒仪 B-390/B-395

冷冻干燥机 L-200/L-300

小型喷雾干燥仪 S-300

微胶囊造粒仪 B-390/B-395

冷冻干燥机 L-200/L-300

制药 化学品/材料 电池 食品 生物技术 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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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喷雾干燥一直是一种适用于所有主要行业、稳定且广泛使用的制造 

工艺。

喷雾干燥是通过将核心物质溶解、乳化或分散至溶剂或载体材料溶液，然后将材料雾化并喷射到

干燥室中，干燥室中的热气流有助于蒸发溶剂，形成干燥的固体颗粒。之后这些固体颗粒会进一

步从气流中分离出来，并借助旋风分离器的离心力进行收集。

什么是喷雾干燥？
来自全球喷雾干燥市场领导者的洞察

一种仪器，无限可能 
轻松制作适合您需求的颗粒

喷雾干燥仍是获得粒状物质的最常见技术之一，因为这种技术步骤单一、工艺条件温和、可扩展

性强。一般来说，喷雾干燥应用可分为如下所示的干燥、结构变化、包埋和无定形固体分散等不

同领域。

 +  液滴形成：S-300 的二流体喷嘴

 加热：将进风加热至所需温度（最高 250∙°C） 

 干燥室：干燥气和样品液滴之间的传导热交换。 

 可能收集到颗粒的两处

 颗粒收集：旋风分离器技术 

 出口过滤器：收集最细的颗粒，以保护用户和环境。 

 干燥气：由抽气机 Aspirator 输送

进料

干燥气（冷）

干燥气（暖）

产品

泵（定义进料速率）

抽气机 Aspirator
加热器  液体产品  液滴  固体颗粒  聚合物  药品  溶剂  药物溶液和

溶剂 C 中的聚合物  液滴  API 和聚合

物的分子混合物

 固体产品  溶剂  溶解在溶剂中的 

固体产物溶液  液滴  固体颗粒

 固体产品  溶解在溶剂中的粘合剂  

 固体颗粒在粘合剂溶液中的悬浮  液滴 

 固体颗粒凝聚物

 液体产品  载体和成膜剂溶液  

 乳浊液  液滴  固体颗粒

 固体产品  载体和成膜剂溶液  分散 

 液滴  固体颗粒

干燥

微粉化

液体的包埋

无定形固体分散

凝聚和造粒

固体包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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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喷雾干燥仪 S-300
从专业知识到杰作

极致自动化和灵活性

喷雾干燥方便高效 

小型喷雾干燥仪 S-300 可让

您从尽可能高的自动化水平中 

受益，提高工艺效率，并为配

方研究腾出更多时间。

 · 有机溶剂的安全处理

 · 自动模式可节省大量时间

 · 更高的过程调节和再现性

 · 远程控制带来的极致灵活性

 · 方法编程带来的用户友好 

操作

凭借小型喷雾干燥仪 S-300，BUCHI 巩固了其 40 多年来在喷雾干燥领域的全球市场领导者的地

位。最新的喷雾干燥解决方案结合了出色的产品设计和独特的仪器功能，可带来卓越的用户体验。 

改进的喷雾干燥性能

最大限度提高再现性和产品 

产率 

小型喷雾干燥仪 S-300 能让您

获得高度可再现的结果， 

加快配方优化，并简化扩大规

模应用。

 · 只需按一下按钮即可获得全

面报告

 · 改进的样品保护

 · 通过系统设计提高再现性

 · 完全兼容以前的喷雾干燥仪

与众不同的巧妙功能

最佳性能和简单的系统操作 

BUCHI 专注于完善每一处细

节，以便您轻松操作小型喷雾

干燥仪 S-300，并提高喷雾干

燥性能。

 · 新型旋风分离器安装方便，

便于维护

 · 涂层旋风分离器可提高产率

 · 喷嘴处的红宝石可提高稳 

定性

 · 配有第二个样品泵，具有更

高的灵活性

 · 应用数据库中的海量专业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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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致自动化和灵活性
喷雾干燥方便高效 

自动模式可节省大量时间

您可通过自动模式对小型喷雾干燥仪 S-300 进行编程，自动运行您的 

方法。仪器会升温，调节出口温度，喷雾溶剂，喷雾样品，再次喷雾 

溶剂，并在处理完样品后关闭。自动模式可提高流程的时间效率，尤其

是重复性任务。

更高的过程调节和再现性 

SI 值提供小型喷雾干燥仪 S-300 中的所有参数，例如喷雾气流、干燥

气流和泵速，并由系统自动调节。这些功能可最大限度提高您喷雾干燥

过程的再现性。

远程控制带来的极致灵活性

随时随地控制或监控小型喷雾干燥仪 S-300。您可通过任何移动设备或计

算机上的应用程序，完全访问系统的整个用户界面。您可借助远程控制

选项，进行灵活的时间管理，并对过程更改作出快速反应。 

方法编程带来的用户友好操作 

通过将运行的程序保存为方法，以便以后重复这些方法，可节省时间和

减少麻烦。您还可对样品序列进行编程，然后在小型喷雾干燥仪 S-300 
上依次运行，过程方便快捷。 

有机溶剂的安全处理

小型喷雾干燥仪 S-300 可以搭配惰性气体循环装置 S-395，安全处理含

有机溶剂的样品。氮气干燥气体可循环使用，而溶剂则会作为冷凝液收

集起来。为了保护您的安全，会持续监控系统中的含氧量和气流。

小型喷雾干燥仪 S-300 可让您从尽可能高的自动化水平中受益，提高工艺效率，并为配方研究腾

出更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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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的喷雾干燥性能
最大限度提高再现性和产品产率 

改进的样品保护

为向您提供有关热量对样品影响的更多信息，小型喷雾干燥仪 S-300 允
许您监测出口温度和最终产品温度。此信息可帮助您更好地保护样品， 

尤其是在喷雾干燥热敏样品时。

通过系统设计提高再现性

优质材料制成的设备加上喷雾干燥仪器方面长达十年的专业知识，实现

了高数据再现性。小型喷雾干燥仪 S-300 由最精确、稳定的玻璃制成，

包含用不锈钢制成并由红宝石进行了强化的最耐用的喷嘴。

只需按一下按钮即可获得全面报告

您在小型喷雾干燥仪 S-300 上执行的所有运行，都会记录并保存在设 

备上。只需按一下按钮，即可轻松生成包含过程数据的 PDF 报告或者 

.csv 格式文件。 

小型喷雾干燥仪 S-300 能让您获得高度可再现的结果，加快配方优化，并简化扩大规模应用。 

完全兼容以前的喷雾干燥仪

小型喷雾干燥设仪 S-300 可帮您重现使用旧型号的 BUCHI 实验室喷雾

干燥设备获得的结果。您可快速、无缝地转移到新设备上，期间不会丢

失任何有价值的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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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相同的巧妙功能
最佳性能和简单的系统操作 

涂层旋风分离器可提高产率

带有导电涂层的旋风分离器可以让您的样品不那么容易粘附在容器壁上，

从而减少实验室喷雾干燥过程中的样品损失。 

喷嘴处的红宝石可提高稳定性

小型喷雾干燥仪 S-300 拥有同类产品中最稳定的喷嘴。喷嘴由不锈钢 

制成，关键位置用红宝石加固，因此可以实现更具可再现性的喷雾干燥

性能。

新型旋风分离器安装方便，便于维护

旋风分离器通常是小型喷雾干燥仪最难清洁的部件。您可将小型喷雾干

燥仪 S-300 上的旋风分离器拆开，快速有效地清洁，同时将交叉污染的

风险降至最低。 

BUCHI 专注于完善每一处细节，以便您轻松操作小型喷雾干燥仪 S-300，并提高喷雾干燥性能。

配有第二个样品泵，具有更高的灵活性

小型喷雾干燥设仪 S-300 上增加了第二个蠕动泵，可将两个样品分别送

入三流体喷嘴，或将冷却介质或加热介质送入喷嘴。

应用数据库中的海量专业知识

凭借 40 多年的实验室规模喷雾干燥经验，BUCHI 积累了丰富的应用 

知识。在科学图书馆翻阅数以千计的关于 BUCHI 喷雾干燥仪的出版物，

找到您需要的出版物，或者浏览我们的在线喷雾干燥应用数 

据库，查找符合您需求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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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小型喷雾干燥仪 S-300

小型喷雾干燥仪 
S-300

小型喷雾干燥仪
S-300 Advanced

耐腐蚀款小型喷雾 
干燥仪 S-300

有机溶剂样品 - 是 是

酸性和碱性样品 - - 是

自动模式 - 是（可选） 是（可选）

方法模式 - 是 是

包括出口过滤器 是 是 是

最大样品处理量 1 L/h

粒径范围 1 – 60 μm

产率 最高 70%

样品粘度 最高 300 cps

尺寸 
（宽 x 深 x 高）

620 mm x 640 
mm x 1052 mm

620 mm x 640 
mm x 1052 mm

620 mm x 640 
mm x 1052 mm

重量（含玻璃组件） 62.5 kg 62.5 kg 62.5 kg

连接电压
220 – 240 ± 10% 

VAC
220 – 240 ± 10% 

VAC
220 – 240 ± 10% 

VAC

功耗 最高 2300 W 最高 2300 W 最高 2300 W

频率 50 / 60 Hz 50 / 60 Hz 50 / 60 Hz

四周的最小间隙 100 mm 100 mm 100 mm

喷雾干燥气体 氮气、压缩空气 氮气、压缩空气 氮气、压缩空气

最高温度 220/250°C 220/250°C 220/250°C

喷雾干燥气体最大 
流速

35 m3/h 35 m3/h 35 m3/h

喷雾气体范围 80 – 1800 L/min 80 – 1800 L/min 80 – 1800 L/min

喷雾气体最大压力 7 bar 7 bar 7 bar

样品进料 0.1 – 30 mL/min 0.1 – 30 mL/min 0.1 – 30 mL/min

喷嘴

喷雾瓶

出口 

温度传感器

蠕动泵 2

直观的 

用户界面

蠕动泵 1

出口过滤器

旋风分离器

产品温度 

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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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

惰性气体循环装置 S-395
将惰性气体循环装置 S-395 用作小型喷雾干燥仪 S-300 的理想配件， 

即可安全地对有机溶剂进行喷雾干燥。其创新设计使有机溶剂的喷雾干

燥更环保、更经济和更安全。

除湿机 S-396
除湿机 S-396 的设计旨在提供干燥空气或持续处理水和有机溶剂的混 

合物。它可提高喷雾干燥性能，同时提供稳定的喷雾干燥条件。

超声喷嘴套组 Ultrasonic package
超声喷嘴套组 Ultrasonic package 可帮助小型喷雾干燥仪 S-300 制作粒

径范围为 10 – 60 µm 的颗粒。兼容所有型号的小型喷雾干燥仪。

三流体喷嘴

用于小型喷雾干燥仪 S-300，独立将两种液体（例如不混溶的系统或反应

物）送到喷嘴。

高性能旋风分离器

高性能旋风分离器经过专门优化，能够以高收率收集来自小型喷雾干燥

仪的小颗粒。 

第二个蠕动泵

可将两个样品分别送入三流体喷嘴，或将冷却介质或加热介质送入 

喷嘴。

入口过滤器

过滤进入小型喷雾干燥仪 S-300 的空气，从而尽量减少污染。

琥珀玻璃套装

使用光敏材料时，琥珀玻璃套装可减少紫外线对样品的影响。

额外的玻璃器皿套装

额外的一组玻璃器皿可以提高系统的生产率，并减少玻璃破损时的停 

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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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产品组合
概览

小型喷雾干燥仪 S-300 纳米喷雾干燥仪 B-90 微胶囊造粒仪  
B-390/B-395 Pro

冷冻干燥机 L-200/L-300

说明 小型喷雾干燥仪 S-300 是根据工业过程中使用的喷雾干燥
仪设计的。

纳米喷雾干燥仪 B-90 是专
为研究目的而设计，能够以
最高产率处理非常小的样品

微胶囊造粒仪 B-390/B-395 
是一种用于包埋研发所需的活
性成分和物料的多功能系统。

BUCHI冷冻干燥机是实验室规
模冷冻干燥的灵活解决方案。

方法

经典喷雾干燥 • •

包埋喷雾干燥 • •

湿胶囊 •

湿微珠 •

干燥胶囊 •

干燥微珠 •

冻干配方产品 •

特征

最大样品处理量 1 L/h 150 mL/h 0.5 – 200 mL/min 6 – 12 L/24 h

最小样本 5 g 200 mg 1 g 没有限制

粒径范围 1 – 60 µm  200 nm – 5 µm 80 – 2000 µm 不会形成颗粒

粒径分布 中等 窄 一致 不会形成颗粒

产率 高达 70% 高达 90% 大约 100% 大约 100%

样品粘度 300 cps 10 cps 1000 cps 无限制

样品的物理状态 液态 液态 液态 液态或固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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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与培训
BUCHI 服务包

BUCHI 开始 — 从一开始就达到最高效率

从专业安装到无忧协议，可实现全部成本的可预测性以及最高的系统效率。 

www.buchi.com/start

《安装》

 · 产品安装及检测

 · 认证的技术人员提供实践培训

 · 评估新产品的周边环境

 · 将您的新产品最佳集成到现有基础架构中

《IQ/OQ》

 · 产品或系统安装

 · 安装和操作确认

BUCHI 精确 — 可获得最高可信度的认证精确度

您的所有 BUCHI 产品均获得综合资质。我们以只有制造商才能达到的水平执行鉴定服务。 

www.buchi.com/exact

《OQ》

 · 我们的一次性 OQ 服务将为您提供所有必要的文档和证书。

 · 服务团队会在证书到期前提醒您进行后续 OQ 的选项。

《OQ 周期》

购买 OQ 套餐将为您提供额外的文档折扣，并通过自动访问安排为您提供优先服务。

BUCHI 照护 — 无与伦比的可靠性

与偶尔运行的设备相比，维护频繁使用的设备需要不同的部件和检查频率。我们的方法会考虑这

些因素，为您提供最佳且具有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www.buchi.com/care

BUCHI ACADEMY — 增加您的专业技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专业技能由我们位于弗拉维尔、北京和孟买的技术中心的应用化学家以及我们市场组织的当地专

家提供。我们的科学支持提供售前可行性研究、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售后现场支持、定期基础

到高级课程以及按需定制培训。www.buchi.com/academy

http://www.buchi.com/start
http://www.buchi.com/exact
https://www.buchi.com/products/services/maintenance-repair
https://www.buchi.com/en/products/services/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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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和化学
研发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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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熔点仪

旋转蒸发仪® 旋转蒸发仪® 平行浓缩仪 SyncorePlus
纯仪器 

与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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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利用旋转蒸发仪实现回流

合成和索氏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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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溶剂和浓缩感兴趣的

化合物。

采用平行蒸发技术可加快多份样品的浓缩速度。同时蒸发多个样品，

提高了样品处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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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色谱法用作预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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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热敏感产品中移除溶剂，并且损

失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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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可作为相应物料纯度的一项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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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体积 50 – 5000 mL  
的蒸发烧瓶蒸发单一样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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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更换的样品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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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中压柱和收集架上配备漏液、

压力、溶剂液位传感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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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进行清洗的冷凝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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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多可同时测量 3 份样品

应
用

特
色



向客户传达的核心信息
BUCHI 创造附加价值

“Quality in your hands”是能够塑造我们理念及行动的指导原则。它要求我们提供能够精确满足需求的优秀服务。这意味

着我们必须与客户保持密切联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保持联系，并继续努力工作以更好地了解您和您的业务。

高效
我们拥有技术专长和数十年的经验，能够

提供有力的支持并在与您合作的同时不断

改进我们的服务。

安全
通过与您密切合作，我们竭尽全力使我们的

产品，系统，解决方案，应用和服务尽可能

安全地为人和环境服务。

可靠
我们保证设备的质量和功能，并将在您无法

满意的情况下继续快速有效地为您提供帮

助。

全球化
作为一家拥有自己的子公司和合格分销商

的国际家族企业，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

能为您提供服务。

成本效益高
我们致力于为您创造高水平的经济效益和

最大的附加值。

可持续性
我们支持环保工艺，并生产使用寿命长的

产品。 我们利用先进技术实现最小的环境

足迹。

操作简单
我们通过精心设计的解决方案以及易于操

作的仪器和系统为您提供支持。

我们提供具有高质量产品、系统、解决方案、应用和服

务，以此助力您的事业让您全心投入您的过程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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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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