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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分子量

分子构象

分子尺寸

溶液粘度

详细技术规格请访问 www.malvern.com.cn



Viscotek推出HT-GPC高温GPC/SEC系统

Viscotek高温多检测器GPC/SE系统可满足下列应用需求：

从四个检测器中选择合适的配置：

传统校正 RI示差检测器，利用色谱柱校正曲线

先进系统提供独特功能

Viscotek
HT-GPC

www.malvern.com/viscotekViscotek HT-GPC

绝对分子量，高分子分布和结构信息

先进高温GPC/SEC系统

绝对分子量及其分布，无须外推，修正或者

色谱柱校正

特征粘度[IV]，分子尺寸，支化程度和结构

信息

Mw, Mn, Mz, Mp

共聚物组成

创新三检测器技术最高温度160度

自动样品制备包括在线样品过滤

普适校正

光 散 射

三检测器

RI和粘度检测器检测真实分子量和支化信息

RI和光散射检测器检测绝对分子量无须色谱柱校正

RI，粘度和光散射检测器检测绝对分子量和支化信息

自动样品制备–Vortex自动样品制备/自动样品进样系统最高可在170度下进行样品溶解和进样，无须用户

手动操作，系统更安全，检测更准确，更高效

自动样品过滤–简化制样步骤，只过滤将要流经色谱的样品，避免危险操作

自动反冲样品过滤膜–为下一次进样做好准备

检测–不同检测器的灵活配置；从使用单检测器(RI)的传统校正得到相对分子量，到使用小角光散射检测器

(7度角)的多检测器检测得到绝对分子量满足客户需求

软件–操作智能，功能强大–OmniSEC软件能够控制全部高温GPC操作功能，仅仅点击两下鼠标就可以将

原始信号转化为所需结果，同时提供高端计算功能如进行高分子支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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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高分子支化

 

 

 

 

图1显示了两个聚乙烯样品的Mark-Houwink曲线。样品1是一个线性参

比高分子。样品2的曲线显示了它是具有支化的高分子。在低分子量范

围，样品2曲线和样品1曲线平行表明了其线性结构，但是随着分子量

的增加，样品2曲线斜率下降，表明支化程度增高。

Figure 1 y-axis - intrinsic viscosity, x-axis - absolute molecular weight. Blue 
line – linear reference sample, red line- polyolefin test sample Figure 2, green line – branches per molecule, blue line - normalised branching 

frequency

自动样品过滤–

Injection Sample Id Mw IV Rh Recovery %

1 Carbon PE 141,759 0.95 11.27 89.28

2 Carbon PE 141,757 0.94 11.38 88.83

3 Carbon PE 140,812 0.93 11.22 88.79

4 Carbon PE 140,959 0.91 11.15 89.35

5 Carbon PE 140,947 0.94 11.27 89.16

6 Carbon PE 140,429 0.94 11.17 89.17

7 Carbon PE 141,650 0.94 11.27 8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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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高温GPC/SEC系统

 

高分子

聚烯烃

聚烯烃共聚物

聚噻吩

PEEK
聚甲醛树酯

Nylon和PET

聚酰亚胺

聚缩醛

修饰淀粉

溶 剂

TCB
ODCB

氯酚

m-Cresol
DMSO
DMAC

DMF
NMP

分子量，分子量分布，特性粘度和长链支化的存在，将会影响聚烯烃的物理性能，例如熔体粘度

和机械强度。Viscotek三检测器高温GPC系统可以轻松检测以上参数，不需要任何色谱柱校正。

图2曲线是通过Zimm-Stockmayer理论计算的每个分子的支化数量，结果

显示低分子量范围每个分子平均大概有5个支链，而高分子量范围每个分

子平均有8个支链。曲线还显示了计算所得的支化频率为每10，000个乙

烯单元含有6个支链。

混合了碳黑的聚乙烯样品

聚乙烯树脂中填充了大约10%的碳黑，这些碳黑也同时被溶解到TCB(1，2，4 – 三氯苯)中。将这

样的溶液连续检测7次。在每次进样之后进入色谱柱之前，样品都会被在线过滤膜自动过滤，在此

过程中，不溶的碳黑被过滤掉。在每一次测试进程中，在线过滤膜都通过一个反冲过程被自动清

洁，为下一次测试做好准备。整个系统，包括色谱柱，检测器，检测器之间的连接管路以及在线

过滤膜都处于一个恒定的温度下，在这个应用中，我们将温度设定为150 ºC

表中显示了对于这个应用多次

测试结果的卓越的重复性，稳

定的回收率显示了在线过滤过

程的可靠工作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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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高温GPC/SEC系统

高温GPC模块化设计

高温RI示差检测器

色谱泵

Vortex自动进样器模块

Viscotek高温GPC模块为色谱柱，进样器和所有检测器提供完整的高温控制，进

行准确的高分子表征

最多可安装7根色谱柱

高温RI检测器，高温条件下检测dn/dc或者传统校正

高温粘度检测器，检测特性粘度，分子构象，支化和Mark-Houwink曲线

高温光散射提供小角和直角检测

为高温GPC优化设计的双柱塞横流泵

提供极低脉冲和稳定的流速，提高检测性能

可程序化启动/关闭设置增加色谱柱寿命

和所有高温GPC溶剂兼容

自动样品制备/自动样品进样单元，最高温度达到170ºC

不需要用户手动操作，更加安全，准确

最多控制30个样品自动进样

每次进样后自动清洗进样管路，避免交叉污染

准确检测高分子的浓度信息对于分子量检测和结构检测非常重要

高温RI检测器设计用于平稳的RI基线，用于准确的浓度和dn/dc检测

光源波长和光散射检测器波长一致，检测绝对分子量更加准确

流动参比池降低平衡时间，达到更高的稳定性

独特的样品池设计可以将RI检测器和粘度检测器等等其它检测器串

联连接在体系中，达到最高信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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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GPC

色谱柱和标准样品

售后支持

高温粘度检测器

高温光散射检测器(直角+小角检测器)

先进高温GPC/SEC系统

高温四毛细管粘度计检测器提供特征粘度的测试，并且可以得到分子尺寸，分子

支化的信息。

超过25年的使用和对于高分子支化计算的经验

在HT-GPC中使用的最新版本是对于高灵敏度，无可比拟的基线稳定性和最广

泛的应用灵活性的证明。

唯一的数字传感器(DIT)技术的粘度检测器。这种独特的技术比传统的磁阻传感

器对于粘度变化做出更加快速，更加敏感的响应。

无可比拟的化学兼容性–可以使用任意GPC溶剂

独特的专利7º小角检测器(LALS)甚至可以直接检测分子量非常大的高分子的分

子量，无需数据拟和，外推或者校正。

90度角检测器(RALS)对于小分子样品的检测，给出最高的灵敏度和信噪比

智能化的OmniSEC工作站软件选取最适合的光散射信号用于分析。即使对于非

常复杂的大分子和小分子的混合物样品，都可以得到最高的信躁比和分子量测

试的准确性

光散射检测器流动样品池容积为18微升，确保最低的扩散效应和最高的灵敏度

从一系列色谱柱中选取适合您的样品分子量范围的色谱柱进行分离，达到最佳

的分离效率

应对于多检测器检测，传统校正和通用校正选取不同的标准样品

马尔文售后支持的品质是马尔文在当今实验室需求和过程市场持续获得成功的关

键原因之一。通过选择马尔文，用户不仅仅选择了杰出的技术而且得到了以世界

为网络的，受到良好培训，高度专业化的售后支持。这些支持保证了马尔文提供

的仪器始终具有最好的工作状态和最先进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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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niSEC (GPC/SEC软件)

通过自动检测峰与基线的设定，仅需点击两次鼠标即可得到准确且稳健的结果

OmniSEC拥有如下功能增强数

据的重复性和可信度:

Viscotek
HT-GPC 先进高温GPC/SEC系统

OmniSEC是一种便于操作的GPC/SEC工作站软件，用于仪

器控制，数据采集，数据分析和报告生成。作为HT-GPC的核

心，OmniSEC为得到最多的信息，最有效的控制仪器提供完

整的解决方案。简单的载入您的样品，工作站软件将控制所

有的的测试序列，真正实现自动操作。高温GPC系统

OmniSEC 支持：

多检测器器体系

(一/二/三个检测器)

绝对分子量

分子构象/支化度

特征粘度

通用校正分析

传统校正分析

Mark-Houwink曲线

www.malvern.com/viscotekViscotek HT-GPC6

从原始数据到得到结果，仅需点击两次鼠标

手动或者全自动基线设定

自动检测dn/dc，样品浓度，回收率

提供非对称扩散修正

完全自动过程控制/LIMO模式

根据Zimm Stockmayer理论计算支化信息

内置报告设计器

原始数据，结果和计算能够完全输出

集成帮助系统，指导用户操作



OmniSEC (GPC/SEC软件)

您需要 我们提供

Viscotek HT-GPC 功能

Viscotek
HT-GPC 先进高温GPC/SEC系统

OmniSEC是一种便于操作的GPC/SEC工作站软件，用于仪

器控制，数据采集，数据分析和报告生成。作为HT-GPC的核

心，OmniSEC为得到最多的信息，最有效的控制仪器提供完

整的解决方案。简单的载入您的样品，工作站软件将控制所

有的的测试序列，真正实现自动操作。高温GPC系统

高温GPC系统

系统自动化

绝对分子量

特性粘度

分子构象

易于使用，
功能强大软件

支  持

完整的高温系统，特别为聚烯烃检测设计，同

时满足其他高分子在高温下的检测需求

完全的自动化设计，内置在线样品过滤膜确保

检测的准确性，节省时间，提供更高的安全标

准

小角度光散射检测器，不需要假设，校正和外

推，检测绝对分子量，得到可靠结果。

灵敏度极高，使用DIT技术的微分桥式粘度计。

容忍高盐浓度和强腐蚀性溶液，在各种应用条

件下测得特性粘度

三检测系统给出进一步的关于结构，构象，缔

合，支化度和共聚物及其组成和分子大小

Rh(< 1nm)的信息。

从原始数据到结果，仅需点击两下鼠标，但却

具有强大功能可以处理支化程度，共聚物组成

等复杂问题。报告编辑器，定制各种报告。进

行所有GPC/SEC计算类型，和21CFR part 11
兼容。

马尔文世界范围支持体系，提供各种应用报告，

应邀报告培训和时时help desk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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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参数
恒温箱/检测器模块

温度控制

检测器设置

色谱柱容量

界面

输入

光散射检测器

测试原理

光源

样品池

数据速率

折光指数检测器

测试原理

光源

样品池

清洗

数据速率

粘度计检测器

测试原理

传感器

测试容积

清洗

数据速率

样品/溶剂模块Vortex
样品容量

温度范围

搅拌速度

样品过滤

样品制备

脱气机

通道/容积

性能

泵

流速范围

脉冲

压力读取

软启动/停止

OmniSEC工作站

数据采集

计算模式

结果输出

最低PC配置

所有检测器和色谱柱，30–160ºC
所有检测器串联

最多7根30cmGPC/SEC色谱柱

6通道数字界面传输到OmniSEC工作站

2通道模拟信号输入

RALS，90度角光散射；LALS小角光散射，7度角；高效光学系统部件

控温二极管激光器，10mW，660nm
超低容积18μL
100Hz采集，DSP5Hz至OmniSEC工作站

折射

LED，660nm
45º石英样品池，12μL，双样品池结构(检测池+流动参比池)
连续冲洗

100Hz采集，DSP5Hz至OmniSEC工作站

惰性，4毛细管微分Wheatstone桥式结构

DIT技术带有过压保护功能

18μL
三种模式，手动，自动，编程清洗

100Hz采集，DSP5Hz至OmniSEC工作站

30个样品，40ml，(20ml选项)
30–170ºC
可调，0–300rmp
自动在线样品过滤

自动样品制备装置SASP(选项)

两通道，每个通道8ml
0.5ml/min流速下<0.5ppm氧气

0.01- 9.99 ml/min
小于1%(使用粘度计检测)
MPa或者PSI
可以单位ml/min/min程控

马尔文仪器有限公司

上海市田州路99号新安大楼101室 邮编：200233
电话：021-61133777     传真：021-61133778

在上海，北京，成都和广州设有销售和技术服务中心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malvern.com.cn

马尔文仪器有限公司是英国思百吉集团成员

销售支持热线：

E-mail: info@malvern.com.cn

400 630 6902
800 820 6902

马尔文仪器公司产品不断发展，规格可能会有所更改。

详细技术规格请访问 www.malver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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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通道，5Hz，无限制采集时间

传统，通用，光散射，三检测器模式，共聚物，蛋白质，FIPA模式

Mn，Mw，Mz，Mp， Mw/Mn，IV[η]，Rh，Rg，支化数量，支化密度，Mark-
Houwink因子   和k，dn/dc，dA/dc，第二维利系数A2，质量含量，浓度

Windows XP，100 G硬盘，2G内存，1.8GHz处理器，显卡1024x768

紫外检测器

波长

光源

样品池容积

数据速率

190–740nm
氘灯；卤钨灯(选项)
10μL
单波长模拟信号采集(可程控)；A-D 5Hz至OmniSEC工作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