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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 细胞光毒性照射仪主机 外观专利：ZL 2020 3 0094722.4

图2 - 控制电源盒 外观专利：ZL 2020 3 0095262.7

图3 - 主控制面板

一、产品介绍
 普瑞材料细胞光毒性照射仪是一款为生物细胞光毒性实验量身定制的产品。本产品使用优质LED作

为光源，相比于传统的卤素灯光源，具有光源波长单一稳定，光功率密度高，使用寿命长，操作简单，
实验效率高等优点。本产品LED款适用于与96孔细胞培养板尺寸相同的任意细胞培养板，激光款适用于
96孔细胞培养板。

 本产品已申请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ZL 2019 2 1023644.7。未经本公司许可，任何人不得进行
拆解、仿制等行为，违者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追究法律责任。

1.1 产品外观及结构
细胞光毒性照射仪主体部件包括细胞光毒性照射仪及控制电源盒。

 产品铭牌贴于细胞光毒性照射仪主机底部及控制电源盒后方，写有产品所需电压、电流、SN码等信
息，涉及到售后及保修服务，请勿揭下或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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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 DC接线

图5 - AC接线

二、快速开始
2.1 连接电路

电路连接设备包括：

220V标准型交流电源线（以下简称电源线）
DC(直流)公对公连接线（以下简称DC连接线）

部分套餐还包括：

DC(直流)公对母延长线（部分产品赠送，以下简称延长线）

警告：点亮细胞光毒性照射仪前请盖上细胞光毒性照射仪主机的盖子，当心强光伤眼！部分紫外及红
外波段人眼无法观测到强光，但是实际上有很强的辐射能量，任何情况下请勿直视光源！使用时推荐佩
戴护目镜或墨镜，以降低对眼睛的伤害！

 首先将DC连接线的一端连接到控制电源盒后方的DC输出口，另一端连接到细胞光毒性照射仪主机
的DC电源口

然后将电源线一端连接到控制电源盒的AC电源口，另一端连接在插座上。

 打开控制电源盒前面板的绿色总开关 ，此时主控制面板亮起。待主控制面板显示电压电流数据
后，按动主控制面板右下角的黄色开/关按钮 。此时如果接线无误，则细胞光毒性照射仪主机亮起。
待主机亮起后，请按动开/关按钮 ，关闭细胞光毒性照射仪，然后关闭电源盒的绿色总开关 （部
分红外/紫外波段或激光型细胞光毒性照射仪人眼无法观察到其点亮，需要观察控制面板的实际电功率值
读数。如果打开开关后实际电功率值读数不为0，则电路连接成功。在没有水冷的情况下，细胞光毒性照
射仪主机不能长时间启动，所以在确认电路连接成功后请关闭电源，避免细胞光毒性照射仪长时间工作
在无水冷的工况下。水冷连接将在下一章讲述）。

三、水冷连接
3.1 水冷设备连接

 LED灯珠在使用时会放出大量的热量，如果不接水冷长时间点亮，会导致灯珠温度升高甚至损坏。
所以在开机前必须先连接水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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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 水泵及水管

本产品不具有防水功能，在使用水冷时请注意不要把水流进控制盒及主机内部

水冷设备包括：

两根6mm透明PVC管（用于连接细胞光毒性照射仪，以下简称PVC管）
两根10mm半透明硅胶管（用于连接水泵、水冷机或水龙头，以下简称硅胶管）
两个6mm快接接头转10mm宝塔接头（用于连接6mm透明PVC管和10mm半透明硅胶管，以下简
称转接头。其中黄铜色的即为宝塔头）
四个金属管箍（用于锁紧硅胶管，以下简称管箍）

部分套餐还包含：

潜水泵（部分套餐赠送，以下简称水泵）

PR-CW3000系列大型循环水冷机（需单独购买，以下简称大水冷机）

PR-MCW2000系列桌面型循环水冷机（需单独购买，以下简称桌面水冷机）

PR-MCW500系列微型循环水冷机（需单独购买，以下简称微型水冷机）

请检查您收到的货物是否有遗漏。

 收到的设备中，硅胶管应当已经与转接头连接在一起，并使用管箍锁紧。如果没有，请将硅胶管插
入转接头的宝塔头，然后将管箍套在硅胶管与宝塔头连接的位置，并用螺丝刀锁紧。

 有潜水泵的套餐里潜水泵应当已经与硅胶管连接在一起。如果没有，请将硅胶管插入潜水泵的出水
口（潜水泵只有一个水管接口，即为出水口）

 将两根PVC管的一端用力插入细胞光毒性照射仪的水冷快接接口。该快接接口具有自锁功能，当水
管插入后，接口自动密封且水管不可直接拔出。如果需要拆下水管，需要按压快接接头的黑色圆环，然
后方可抽出PVC管（如果强行拔出PVC管，可能会导致PVC管彻底被锁死在快接接头内，导致接头损
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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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 PVC管链接及拆卸方式

将两根PVC管的另一端插入转接头的快接接头内。

 如果您的套餐内包含水泵，水泵应该已经与硅胶管连接在一起。您只需要将水泵放入盛水的容器
中，保证让水淹没水泵。并将另一根没有接水泵的硅胶管也放入水中。

 检查水路连接，避免接头处有插座等不防水的物品。检查完毕后，将水泵的插头插入插座，给水泵
通电。观察各接头位置是否漏水。如果三分钟后各位置不漏水，则水冷连接完成。

 如果有接头漏水，关闭水泵，将接头和水管拆开，然后再重新连接上。再次通水观察。如果多次拆
卸安装后仍然漏水，请联系售后服务人员解决。

 PR-CW3000系列大型循环水冷机、PR-MCW2000系列桌面型循环水冷机及PR-MCW500系列微型水
冷机的连接和使用请参照对应的使用说明书。

四、光功率密度/光能量调节
4.1 单位及换算
  本手册及附带的测量报告的光功率密度单位均为mW/cm2（毫瓦每平方厘米），光能量单位为
J（焦）。其换算方式为：

1W/cm2=1000mW/cm2;

E光=LPD*t（其中E光为细胞板接收到的光能量，单位J/cm2，LPD为光功率密度，单位W/cm2，t为照射

时间，单位s(秒)）；

1J/cm2 = 1W/cm2*1s = 1000mW/cm2*1s。

4.2 查找所需电流
 本产品附带的测量报告/测量卡片（测量报告位于自封袋内，测量卡片通常粘接在控制电源盒顶部）

中附有电流-光功率密度表及电流-光功率密度拟合曲线图。在表/图中找到实验所需的光功率密度对应的
电流。

以420nm细胞光毒性照射仪为例，卡片上的表格如下：

表1 - 420nm细胞光毒性照射仪光功率密度-电流关系表

假如需要50mW/cm2的光功率密度，在表格中可以看到其对应的电流约为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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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 主控制面板

图10 - 定时器面板

简写 中文名称 简写 中文名称

0.1S 0.1秒 M 分钟

S 秒 0.1H 0.1小时

0.1M 0.1分钟 H 小时

表2 - 定时器单位

 按动主控制面板上的电流调节按钮 ,此时电流设置值的最后一位底色改变，表示现在可以调节电
流的千分位。

 主控制面板右方的银色大号圆形旋钮是一个多用旋钮，既可以旋转，也可以按动。旋动调节按钮
（旋钮）来调节电流千分位的大小。按动调节按钮（旋钮）来向左调节目前可调节的电流值位数（如，
从千分位向左改为百分位、十分位，以实现快速调节）

 将电流值调节至1.600A，然后按动开关按钮，打开光反应器，此时细胞板收到的照射功率为

50mW/cm2。

电压调节与电流调节类似，按动电压调节按钮 来启动电压调节，旋动调节按钮（旋钮）来调节
值大小，按动调节按钮（旋钮）来调节位数。

 注意：除非得到本公司允许，否则请勿调节电压值。LED发光二极管使用直流驱动，其工作电压范
围很小，出厂时通常已调节好工作电压，随意调节电压值可能导致光反应器不工作甚至击穿烧毁。

4.3 定时
 定时器可以按照设定的时间开启/关闭细胞光毒性照射仪，并在开启/关闭两种状态下循环。定时器

左侧为关闭光反应器的时间及其设置，右侧为开启光反应器的时间及其设置，两者设置方式相同。如，
下图的定时器状态表示开启3秒，关闭5秒，然后再开启3秒，关闭5秒，无限循环。

 定时器调节分为数值调节和单位调节。数值调节最大值为99，单位调节从毫秒到小时，单位简写对
应的中文名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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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下定时器前面的透明盖子，即可对定时器进行调节。调节完成后，按动面板左侧的定时器写入按
钮 ，将设置的数值应用到定时器。

拨动写入按钮左侧的定时器开关 ，打开定时器。

五、保修及售后
5.1 保修

 本产品依照国家规定提供保修服务。主机自购买之日起保修一年。保修期外可以提供有偿维修，具
体请参考采购合同或咨询销售人员。

以下情形不在保修范围内：

产品SN码损失或涂改的故障机
经鉴定不属于本公司出品的故障机
未经我司许可，擅自进行拆卸、维修导致的故障机
因人为原因，或在非规定的环境下使用，造成的故障或损坏的故障机，例如过于潮湿或干燥、高
温，电压或电流不稳定，零 地电压过大等
因意外原因或使用不当造成的损坏，包括机器进液、破裂、碰撞、不正常插拔、虫害等； 自然消
耗，包括外壳、接插部件的自然消耗、磨损及老化； 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坏，如火灾、水灾、地震
等自然灾害

5.2 售后
您可以直接联系您的销售方获取售后服务，或者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本公司获取售后服务：

公司官网：www.purimat.com
公司邮箱：info@purimat.com
公司电话：18198852106

售后工程师微信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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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info@purimat.com 网址：www.purimat.com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东社区 71 区佳兆业兴东科创园 A 栋 6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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