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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仪器的主要用途和适用范围
SW-2时间分辨荧光检测仪是一种可对于一次性检测卡中的免疫层析带进行定量检测与分析
的精密仪器，以LED为激发光源，通过测量试纸板检测线（T线）与质控线（C线）的信号大
小来判断样品中被检物的浓度。本仪器实现了免疫层技术高灵敏度、定量和快速检测，是集
数据扫描和数据分析于一体的系统。
适用范围：与适宜的试纸配套使用供医疗机构用于免疫学项目的测定，为定量和半定量的荧
光测定。
1.2 产品主要结构组成
产品主要组成：主机、适配器和电源线。主机主要由检测模块；光学模块；机械传动系统；
控制电路；软件输入输出系统组成。
1.3 注意事项
a. 首次使用本系统时，请务必先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
b. 本文件中所包含的信息若有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c. 在操作、维护和修理本仪器的所有阶段，都必须遵守本说明书规定，否则便可能影响仪
器的预期使用范围。
d. 操作人员不得擅自打开仪器。更换元件或进行机内调节必须由持证的专业维护人员完成。
不要在连接上电源线的情况下更换元件。

2. 安装
2.1 开箱
a. 小心地打开 SW-2 时间分辨荧光检测仪的包装箱，检查运输途中是否可能发生损坏。如
果发现任何部件缺损，请与本公司当地代理商联系，获得本厂原件替换。请不要任意使用其
他代用品。
b. 请务必妥善保存原有包装，以备将来运输。
c. 在打开包装后，除一台 SW-2 时间分辨荧光检测仪主机外用户需要检查是否收到以下部
件（配件清单）
：




一根 USB 数据线
保修单
合格证





一个 24V 电源适配器
电源线
使用技术说明书



书写笔

2.2 正常工作条件
a)
b)
c)
d)
e)

应置于平稳的工作台上，不得有阳光和灯光直射；不得有强烈电磁场干扰；
温度 10-30℃；
室内相对湿度不超过 85%。
大气压要求：86Kpa – 106Kpa
电源：i）适配器电源：输入：AC 220V 1.4A 50Hz ； 输出： ... +24V

2.5A

2.3 安装
本仪器工作方式： 主机+适配器(外接电源)
2.3.1 将电源适配器的一端插入仪器后部的电源插口(如图 2 的 2 处)，另一端接上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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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如需连接计算机时，将数据线的一端接在仪器的接口上（如图 2 的 3 处）另一端接在
计算机的 USB 上。
2.3.3 注意关机拔下电源适配器时，必须抓住插头本身，而不是电源线。

图 1 SW-2 时间分辨荧光检测仪外观图

1．电源开关

2．电源插口
3. USB 插口
图 2 SW-2 时间分辨荧光检测仪后部示意图

2.4 维修运输
根据包装箱中的说明用原包装装好机器，说明出现的问题，并告知是否使用过有害物质。

3. 功能
3.1 简介
3.1.1 SW-2 时间分辨荧光检测仪是对特定项目的检测卡进行检测的读卡仪。仪器的数据结
果可由液晶屏幕显示,可通过打印机打印或通过接口上传数据库。
3.1.2 每个检测卡均内置一个与该检测项目特异的免疫层析带，标本由于毛细作用沿着膜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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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标本中的待测成分与目标抗体结合并形成抗体抗原复合物， 这个复合物和标记抗体随
后在检测区和质控区被固定，当反应完成后, 分析仪然后通过计算检测区与质控区的胶乳颗
粒浓度比值，并与相应的标准线相比较，最终将该比值转换成待测成分的浓度。
3.1.3 当光源辐射出的光束由透镜聚焦后照射到样品上，样品中的物质的反射信号，透过透
镜聚焦后照射于检测器上，将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后，经信号放大电路放大送至微处理器进
行处理，然后再以数字显示的方式提供给用户。
3.1.4 仪器检测时需要同检测卡联合使用，是为特殊的卡板定制的，凡不符合的卡板均不能
使用。若有特殊规格须根据客户使用要求而提供的定制服务。
3.1.5 该设备的光学系统包括以下部分：
a)
b)
c)
d)

光源：光源是长寿命特制的发光二极管。为延长灯的使用寿命，仪器只在测量时使用该
灯，每个样品测量之间应有 2 秒钟的间隔时间。
滤光片：高透过率滤光片
聚光镜：光束通过聚光镜聚焦到样品。
探测器：光束穿过样品，经漫反射后由聚光镜到达探测器，通过探测器测量光的强度。

4 操作
4.1 主菜单
正确连接电源后，将 SW-2 时间分辨荧光检测仪后侧的电源开关打开，仪器将显示初始化界
面，仪器自检完成后将显示主菜单，此时仪器可以开始正常工作。关机时，将电源开关关闭
xxxx-xx-xx xx:xx:xx
即可。
时间设置区域


用户根据需要进行的项目，
选择对应的功能键。



在主菜单右上角点击，将会
跳出时间设置数字键盘，可
以对仪器时间进行设置。

4.2 测量
点击“测量”按键后将进入测量界面，测量分为“常规模式”和“扫描模式”，可在“系统
设置”中进行设置。
4.2.1 常规模式：
项目选择：
项目信息区域



测量前需选择项目，点击“请
先点击此处选择项目”仪器
将会显示仪器内置项目信息
列表（无项目信息时需在试
剂管理处进行设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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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x

xxxx

xx

x

项目选择列表界面
项目信息区域将会显示读取
到的包括：项目名称，批号、
有效期和批量的信息。

测量

xxxx
xxxx

xxxx

xxx
xx

xx
x

x





测量数据列表

点击“样本号”对样本号进
行设置。
点击“信息录入”可选择性
的对本次测量的基本信息进
行设置。
点击“即时测量”或“定时
测量”进行样品测量。
（定时
测量的定时时间取决于项目
的信息）测量结果将显示在
测量数据列表中。可打印

信息录入界面：



信息录入界面中可以分别对
左侧界面中需要填写的信息
选择性的进行选择或录入。

4.2.2 扫描模式：
扫描结果界面


扫描模式下扫描图谱界面如
左侧，扫描完成后将显示图
谱和 C 值与 T 值大小。



分别点击“C 值”或者“T
值”右侧空白窗口，点击处
上方将会跳出 C 和 T 波峰范
围设置窗口，可以对 C 和 T
波峰位置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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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设置界面（手动扫描）





扫描模式下扫描设置（手动
扫描）界面如左侧。



可对“扫描起点”
“扫描长度”
“T 线数量”进行设置。
“扫
描起点”出厂时经调试，用
户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微
调。
“扫描长度”一般情况为
500-750。“T 线数量”标准
样品为 1,本机可根据实际
用户样品最大选择 4。

扫描模式可选“手动扫描”或者“自动扫描”。手动扫描如左图，可根据实际样本设置
“本底值”大小，范围为 0-4095 和“灵敏度”大小，范围为 1-13。

扫描设置界面（自动扫描）


扫描模式下扫描设置（自动
扫描）界面如左侧。



可对“扫描起点”
“扫描长度”
“T 线数量”进行设置。



扫描模式手动扫描如左图，
可根据实际样本设置“灵敏
度 1”-“灵敏度 4”大小，
范围为 1-13。



查询条件界面，根据要求输
入需要查询的报告的条件，
点击空白框，在填出的键盘
中输入条件。条件输入完成
后点击“查询”按键。查询
条件日期为必填项。
点击子菜单中的“清除记录”
将会清除除最后 7 天外的所
有历史记录。

4.3 历史记录
在主菜单界面点击“历史记录”进入该界面。
查询条件界面：
子菜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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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界面界面：

xxxx



xxxx

xx

x

x




根据查询条件所列出每个符
合项的结果。点击任一条结
果会跳出该结果的详细资
料：信息录入界面所有输入
的信息。
本机链接 PC 时。点击“上传
数据库”可将结果上传至
PC。（需配套软件）
结果可打印

4.4 试剂管理
项目导入（由配套试剂提供）


xxx

xx

xx

xxxxxxx



项目导入界面左侧显示的为
仪器内已经导入的项目列
表。
当插入项目 U 盘时，界面右
侧将会显示出 U 盘中所包含
的项目。选取后，点击导入
将项目导入仪器。

项目停用


xxxx

xxx

xx

x



项目停用界面显示的为仪器
内所有已经导入的项目列
表。
选取后，点击停用将项目将
被删除。

4.5 系统设置
在主菜单界面点击“系统设置”该界面。




打印机设置：
“虚拟”或者“热
敏”
。虚拟打印需链接 PC（另
需配套软件）
，打印时电脑链
接的打印机打印报告；热敏
打印是本仪器自带打印机打
印。打印方式：
“自动”或者
“手动”
，选择自动模式后每
次测量完成后仪器会自动打
印。
显示方式：
“常规”或者“扫描”。常规模式下测量结果可保存打印正常使用；扫描模式
一般作为调试手段，测量的结果均不可保存打印。

8

江苏省苏微微生物研究有限公司

5

SW-2 时间分辨荧光检测仪使用手册

日常维护：

5.1 保养
5.1.1 为保证仪器持续的稳定性和准确性，应避免干扰光学系统的任何部件。光路的拆
卸会直接影响测量结果，拆卸光路部分造成的损坏不在保修之列。
5.1.2 保持光学系统的清洁，以确保正常功能和结果的准确，应避免任何液体流入仪器内部，
并防尘、防止其它外源性物质，不要用手指摸透镜表面、滤光镜、光电检测器。
5.2 仪器常规清洁：
5.2.1 关掉仪器，并拔掉电源插头。
5.2.2 使用一次性手套，用一次性擦布沾水或温和去污剂，清洁仪器外部和样品池插槽。
5.3 消毒方法
在使用危险性的传染性物质后，用以下方法消毒仪器：
1 关掉仪器，并拉掉电源插头。
2 使用一次性手套，用一次性擦布沾 70%乙醇，清洁仪器外部和样品条插槽。
5.4 废液处理
对废液和样品残流液体等，若有含有受公害条列或排放标准限制的物质，请向该生产商和销
售商咨询后，按照设施的排放标准进行处理。

6 故障排除：
下表列出了常见错误信息、相应的原因及建议的解决办法。若需得到更多帮助或了解更多的
信息，可打电话与本公司技术支持联系，或与当地的供应商联系。
错误

原因

开机后电源不通

没有供电电源

建议采取的方法
1、检查电源线是否接好。
2、请与本公司联系
1、检查是否有污染物在光路中

重复性很差

光斑不在光路中心
2、请与本公司联系

警告：未经允许，不准对本仪器做任何改变，所有零配件都须用原厂提供，否则后
果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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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技术特性：
7.1 通用指标(技术规范)：
灯源：高亮度 LED
检测极限：1ug/ml
线性误差：γ≥0.995
精密度：cv＜5.0%
稳定性：≤5.0%
重量：1.5Kg
尺寸：300mm x 230mm x 120mm
电源：适配器电源：输入：AC 220V 1.4A
使用温度范围：10℃~30℃
湿度：最大相对湿度为 85%
运输温度范围：-40℃~ +55℃
储存温度范围：5℃~ +35℃
探测器：进口专用检测器
显示窗 : 5.0 英寸 TFT 触摸屏
接 口 : USB
数据输出： USB,打印机
电源：电源要求 : DC 24V 2.5A 适配器

50Hz ；输出:... +24V

2.5A

7.2 安全性指标：
绝缘电阻产品在正常工作条件下，绝缘电阻不低于 20MΩ。介电强度产品在正常工作条件下
经受 1500V(交流有效值)的电压试验 1Min 不出现飞弧或击穿。泄露电流产品的泄露电流不
应大于 5mA（峰值）
安全性指标在下列环境条件及操作条件下也可符合：
大气压要求：86Kpa - 106Kpa
被测产品设备类型：实验室
环境条件：标准
温度低于 31℃时最大相对湿度为 80%；温度为 40℃时相对湿度线性降到 50%
设施类别（过压类型）：Ⅱ(用外接电源时)
污染等级：2 级污染
设备类别：手持式(主机)/直插(适配器)
运行方式：连续运行
与网电源的连接：直插
防护等级：无
7.3 电磁兼容性指标
本设备符合 GB/T18268 规定的发射和抗扰度要求。
本设备按 GB 4824 中的 A 类设备的设计和检测。在家庭环境中，本设备可能会引起无线电干
扰，需要采取预防措施。
建议在设备使用之前评估电磁环境。
禁止在强辐射源旁使用本设备，否则可能会干扰设备的正常使用。
江苏省苏微微生物研究有限公司
电话：0510-85514690/85522291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钱荣路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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