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itan MPS
微波消解系统

它不仅是一款

微波设备
它还能提供

各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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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AN MPS 消解系统概述

提高分析水平的第一步

也许您是环保、食品或农业方面的科学家，致力于确定食品的营养

成分或确保食品的安全可靠。也许您是一位药物研究人员，致力于

影响药效和新陈代谢的杂质的分析。又或许您是一位工程师，致力

于研发环保技术和未来的替代能源。除上述行业外，还有更多领域

的科学家都依赖于原子光谱技术，获取能够帮助他们做出明智决策

所需的结果和数据。

而通常情况下，所有这些技术都依赖于微波消解系统，因为该系统

每次都能提供未被污染的完整样品。制备不佳，必然导致最终结果

不佳。就是这么简单。

借助 Titan MPS™ 微波消解系统，我们能够提供简单、安全、经济高

效的微波分析 - 从而在实验室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实现快速的投资回

报。PerkinElmer作为坚实的后盾，还可为您提供与原子光谱技术有

关的所有设备及耗材的一站式服务。我们拥有强大的支持团队，每

位团队成员都深信能够帮助您的实验室实现目标的科学技术。

Titan MPS 微波消解系统。没错，它是一款微波设备。

但是，我们认为它绝不仅限于此。

准备好
领略我们的
与众不同

其中包括：

消解罐

转盘和气管

直接温度控制 (DTC)

直接压力控制 (DPC)

启动耗材可运转约 500 次

电源线 (US)

电源  230 V, 50 – 60 Hz

压力等级  100 巴（8 位）

 40 巴（16 位）

温度控制  光学/样品温度

压力控制  IR/直接采样

零件编号  N3130100（16 位）

 N3130110（8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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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制备
本该如此
从顶部操作

在您制备第一份样品之前，您就会发现其中的区别：Titan MPS 
是一款可从顶部装载的微波消解系统，该系统使用联锁设备进

行保护，因而在操作过程中可确保安全。该系统易于装卸样

品，不仅能够提升工作效率，并且能够节省您在实验室所花费

的时间和金钱。

炉盖下方是专为对耐用性要求极高的日常实验室使用而构建的

系统，配有耐腐蚀性强、PFA 涂层的圆柱形柱箱内腔，能够确

保微波的均匀分布。其气体收集系统能够捕获并去除消解过程

中排出的任何气体。内室在柱箱操作过程中也能够持续排气，

因而可使外壳免受气体或酸性蒸汽的侵蚀。

在灵活性方面，该系统支持使用可更换的转盘，这使您可快速

轻松地从一种容器更换为另一种容器，从而扩大您的工作压力

范围。

适用于各种样品

容器是使用坚实的 TFM™ 含氟聚合物制成，既结实又耐用，能

够经受住非常恶劣的反应环境，可分别装入转盘，无需沉重的

转子 — 易于装入和取出。

由于我们采用了独特的直接压力控制™ (DPC) 和直接温度控制™ 
(DTC)光学反应监控系统，能够分别测量每个样品容器，进一步

增强了消解性能。容器每次通过传感器时都会进行测量，因此

能够持续调整功率等级。容器和柱箱之间没有复杂的连接线路 
— 无需插入热电偶或探头。因此，您可以得到简单、可靠的监

控，且不会造成污染。

此外，容器均编有序列号，并享有一年质保，能够显著的节省

您在耗材方面的支出。就耗材而言，我们在科学仪器、服务、

信息、耗材方面，都是领先的供应商，客户遍及各行各业 — 
因此我们能够为您的实验室提供一流的服务，从制备样品到分

析，再到对测试结果进行沟通，您完全可以安心无忧。

操作简单直观，使每个使用者都能成为专家

操控您的 Titan MPS 微波消解系统非常简单。一体化的彩色触

屏控制器由PowerPC™ CPU 和开源的 Linux 操作系统驱动，能够

为反应控制、数据分析和消解数据的存储以及用户使用的方法

提供简单易用的工具。该软件预装了大量的采样方法，涵盖各

式各样的消解条件 — 且系统还能够承载您所创建的、另您信

赖的任何其它方法。

Titan MPS 系统可直接联网，因此您使用实验室网络中的任何 PC 
均可以通过简单、直观的图形用户界面来访问并监控该系统— 
无需安装任何特殊软件。

普通的微波设备留给您许多待于解决的问题

当您实验室的微波消解系统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时，您会先拨

打电话，联系您微波设备制造商的服务代表和支持代表。但如

果很难确定问题的症结，您可能需要与其它系统组件的制造商

联系，安排上门服务日期 — 但这种方法无法确保问题能够快速

解决。

而通过 PerkinElmer，您的整个实验室就会成为我们的重点服务对

象。这样，您就能专心从事重要的工作 — 您的科学研究 — 而
与启动、运行和提高生产力有关的所有工作都能够得到我们的

全程协助。

我们对您的实验室非常了解 — 从制备样品到产生最终结
果均是如此

PerkinElmer 公司是 AA、ICP-OES 和 ICP-MS仪器和数据系统的领先

提供商（和支持商），而这些仪器和系统都是您实验室的核心

组件。因此，当您致电希望我们为您的 Titan MPS 微波消解系统

提供服务时，我们将安排精通原子光谱全套解决方案的专家为

您服务。

实际上，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安排了1600 多名经过培训和认证的

专业服务人员和支持人员，专门帮助您最大限度地提升实验室

中所有仪器和系统的工作效率及投资回报率 — 这些仪器和系统

中就包括您的 Titan MPS 微波消解系统。

不仅如此，OneSource® 实验室服务由业界最全面的专业实验室

支持产品组合构成，其中包括几乎面向所有技术和制造商的完

备的养护计划。通过允许您将您的所有服务合同合并到一个供

应商，并提供及时的专家技术咨询和支持，我们确保您的仪器

和实验室始终在最佳状态下运行。这样还能避免在采取零敲碎

打的方式时可能发生的互相推诿责任的情况。

此外，我们有能力为您的实验室提供必不可少的所有耗材和附

件，有一点非常清楚，那就是您总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站式购

物来购买自己的所需。

Titan MPS 微波消解系统。它是一款微波设备并随附所有必需的

附件。



一站式购物，满足所有需求

借助 PerkinElmer，您所有的仪器、耗材和支持件都可以由一家供应商提供，让您享受到实际的便利。例如：

• 我们的 OneSource 团队在全球 120 个国家/地区共管理着超过 400000 台不同厂商生产的仪器

• 无论您身在何处，Titan MPS 系统都能得到我们充分的支持

• 您的 PerkinElmer 支持代表将基于原子光谱和微波消解技术以及专业技巧，满足点到点的实验室需求

• 启动和运行您的实验室所需的所有耗材均可从 PerkinElmer 获得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Titan MPS microwave sample preparation system, visit www.perkinelmer.com/titanmps

TITAN MPS 系统：是什么让我们出类拔萃？

有些人认为，所有的微波消解系统都一样。但我们的系统确有

不同，而这些许的差异造就了我们的与众不同：

通过联锁炉盖进行顶部装载，能够轻松装卸容器。

耐压性强、PFA 涂层的圆柱形不锈钢柱箱内室和光学温度和压

力反应监控系统可确保得到重复性最好的结果。

容器可反复使用，享有一年质保，因而能够显著减少耗材的使

用量。

一体化的气体收集系统能够有效保持柱箱内室的通风性，从而

使其免受气体或酸性蒸汽的侵蚀。

彩色触屏控制器能够简化编程、数据存储和反应控制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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