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开机前准备工作 

A- 检查废液桶是否倒尽，蒸馏水桶是否加满。（注意：加水时两根进水管不能超过仪器的高度）. 

B- 从冰箱取出试剂盘，打开瓶盖，检查试剂是否够，不够添加试剂，打开仪器机盖，将试剂盘放到机器

相对应的位置,拧紧螺钉，检查试剂瓶是否放到底，放平。（注意：试剂瓶放不到底，放不平会撞断针）。 

C- 打开仪器电源开关（注意：蓝色的，黄色的是试剂制冷开关，两者独立开关），仪器初始化，结束后，

打开电脑，打开生化仪软件，输入 用户名称 和 密码，点 确认，进入生化仪软件，点倒数第三个图

标配置参数，显示仪器升温情况。 

 

########待仪器温度升到 37 度，稳定 10 分钟后，关闭倒数第三个图标配置参数######## 

 

2： 如何做水空白 

    1：在试剂盘上相应的试剂位放上蒸馏水（不少于 40ML）。 

2：点软件上倒数第二个图标“水空白”，出现一个界面，按提示操作，全程要 20 分钟，结束后界面自

动关闭。 

 

3： 如何定标 

A：点第六个图标 定标和质控，在界面左上方 检测模式 中 点 定标. 在 测试项目列表 中点中一个

要定标的项目，点〈— ，要定标的一个项目被选进左边的 定标项目 一栏中，重复！ 

如选错项目，在左边的 定标项目 一栏中点中该项目，点   即删除。全部选好后。(注意：查询

和修改和设置定标参数按下面的“2”操作），定标参数设好后，然后将定标液放在指定位置，点开

始检测，点 是, 仪器开始定标。定标结束后关闭当前界面。 

B：如何修改定标参数：点第六个图标 定标和质控，点界面右下方的 显示定标参数，在左边 项目列

表中点要修改的项目，点 编辑，在 定标模式 中选定标类型，点上方蓝色框，框中数据到了下方，

修改定标液浓度和杯号，（杯号指定标液在样品盘上放的位置）。点 修改，点 确认。重复！全部结

束后，关闭当前界面。 

 

4：如何做质控 

A：做质控前，要按质控说明书设置质控批号和质控参数 

点第六个图标 定标和质控，点 显示质控参数 ，点 增添。在右下方输入质控批号，点 确认。 

点 是。再 点 是。在左边的 可选项目一栏中点中项目，点 。项目被选到右边的选定项目一栏中， 

重复！全部选好后在右边的选定项目一栏中点中一个项目，在右下方输入质控均值和标准差，重复！ 

全部结束后，关闭所有当前界面。 

B：如何做质控 

点第六个图标 定标和质控，在界面左上方 检测模式 中 点 质控. 在界面的右边点增添，在 质控

位号处输入位号，（注意：位号指的是质控液在样品盘上放的位置），在 质控批号 处选批号。 

   在 测试项目列表 中点中一个质控的项目，点 ，要做质控的一个项目被选进右边的 

质控测试项目 一栏中，重复！ 

如选错项目，在右边的质控测试项目一栏中点中该项目，点〈—  即删除。全部选好后。点 确认。

将质控液放在指定位置，点开始检测，点 是, 仪器开始做质控。测试结束后，关闭当前界面。 

查询质控结果，点 数据处理。点 结果查询。点 质控结果查询。查看质控结果。如有项目失控，

把项目名称和质控结果记下来。然后去修改因子。 

C：如何修改定标因子 

如何修改因子：点第九个图标定标参数，在左边 项目列表中点要修改的项目，点 编辑，点上方蓝



 

色框，框中数据到了下方，将 旧因子 改成 新因子，点 修改，点 确认.    

（注意： 新因子 = （质控靶值÷质控测定值） X 旧因子 

 

5：   检测步骤  

A- 点第一个图标样本输入，点 增添，当天的标本编号和样品位号会默认从 1 开始，然后根据病人所做项

目进行项目的输入，方法如下： 

---1；单个项目输入：在 可选测试项目 中点中项目，点右边的 , 项目即显示在 选定测试项目 中。 

---2；组合项目输入：在 选择组合项目 中点中组合项目，点右边的 三角键 , 项目即显示在 选定测

试项目中。 

---3:如何删除项目： 在选定测试项目中点中项目，点左边的 〈—, 项目即删除。 

选完后点 确认，即完一个标本的项目输入。下一个标本重复上面的步骤，依次类推。全部输完后，检

查一遍，如有编错的标本，先在 未测标本 中点标本号，再点 编辑 进行增加或删除项目，修改后点

确认。检查无问题后，将样品杯按顺序放入样品盘上的相应位置，关闭当前界面。 

B- 点第二个图标样本测试，点 开始检测，点 是 ,仪器开始加样检测。（注意：检测过程中，软件会显示

每一步在做什么，没有显示 测试结束 前，不能点 暂停/用户终止/关闭当前界面，否则仪器停止工作）。 

C- 在仪器检测过程中，可以点第三个图标打印测试报告，此时可以输入相关病人信息，输完一个点击下

一个即可，自动保存。全部输完后，关闭当前界面 

D- 在仪器检测过程中如何增加标本和急诊：可以点第一个图标样本输入，增加标本，方法同 A 步骤。 

（注意：增加标本前要先将样品杯放到样品盘上的相应位置上。） 

（注意：如是急诊标本，在输入好项目点 确认前，先点右边的 急诊，再点确认） 

增加结束后，关闭当前界面。 

E- 在仪器检测过程中如何重测标本：要重的标本结果出来后，点 样本检测，点 重测样本输入。在 登录

列表中点要重测的标本号，点 编辑。点 需要重检。在 可选测试项目中点要重检的项目，点右边的 。

项目即显示在 选定测试项目中。点 确认，结束后，关闭当前界面。 

F- 待 样本测试 界面显示 测试结束 后，即仪器完成检测工作，关闭当前界面。 

 

6：    打印结果 

A- 点第三个图标打印测试报告，依次检查病人结果 

B- ---1；修改项目结果: 点中此项目结果处，然后去掉原有结果，输入新的结果，点一下灰色地方即可。 

---2；添加项目结果: 在右边 输入项目点要添加的项目，在右边的框中输入结果（数字结果）或选中

结果（文字结果），点 添加手工输入项目 即可。 

---3；删除项目: 点中要删除项目，点右下角的 Delete//删除 , 出现一个小对话框，点 是, 即删除。 

C- 在右上方打印框中，点 按顺序打印，点打印模式，点 输出 ，打印机即打印报告单。打完后，关闭当

前界面。 

注明：打印模式— 全部 指打印全部标本        打印模式— 当前 指只打选中的这个标本 

          打印模式— 范围 指在右边的框中输入 “ 3—11 ”，即打印 3 至 11 号标本。 

 

7：     关机准备：    

 

关闭生化仪软件，关闭电脑，取出试剂盘，盖上试剂瓶盖，放入冰箱，扔掉血清杯。关上仪器机盖。

过 20 分钟再关闭生化仪电源开关。 

 

 

 



 

8：     注意事项： 

A- 仪器运行中，突然停电，如何处理？ 

关闭仪器电源，手工把 试剂/样品/搅拌臂 动到清洗口，等来电后，再打开仪器电源，仪器初始化结

束后，打开电脑， 打开生化仪软件，点 特殊测试，点 清洗和本底，点 清洗，仪器自动清洗比色杯。

大约 10 分钟清洗结束。结束后关闭当前界面。然后再去重测标本。 

B- 如果加样针堵了，如何通针？ 

关闭仪器电源，用细针从加样针针尖向上通，通好后打开仪器电源，仪器初始化，加样臂先抬起，左

右摆动，然后下降，此时把加样臂手工强行抬起，观察加样针针尖出水如呈一条直线，即针通好。 

C- 任何情况下，打开仪器电源前，试剂/样品/搅拌臂 都要在清洗口的位置。如不在要手工把臂动到清洗

口位置才能开机。 

D- 如开了试剂制冷开关，测试结束关闭仪器电源后，取出后试剂盘，要擦干仪器上试剂仓的冷凝水。 

E- 在生化仪关机的情况下，可打开生化仪软件，输入和打印手工项目，（注意：但只能使用第一，第三

个图标。其它图标不能使用。） 

F- 试剂参数如何设置？  

点第四个图标测试项目参数设置，密码为：8 个 0，点 确认。 

如增加新项目，点 增加，设好后点 保存 

如要修改项目参数，在项目列表一栏中点中这个项目，点 修改，改好后，点 保存。 

参数设置要求如下： 

A=样本量，一试剂量，二试剂量，按试剂说明书所给的值同比例放大或缩小， 

单试剂：一试剂为 300 UL（充许范围为 250—350），二试剂为 0 UL，样本量按说明书所给的值同

比例放大或缩小. 

双试剂：一试剂和二试剂相加为 300 UL（充许范围为 250—350），样本量按说明书所给的值同比

例放大或缩小. 

B=主波长，分析方法，小数位数，计量单位，正常值范围，按试剂说明书所给的值设定。 

C=辅波长均为 0，最小吸光度均为 0，最大吸光度均为 3，修正均为 A 是 1，b 是 0。 

    D=读数点如何设置 

1 终点法： 双试剂：主读数-------始点=35   终点=36   ////  辅读数-------始点=14   终点=14 

2 速率法： 双试剂：主读数-------始点=25   终点=35   ////   辅读数-------始点=0   终点=0 

3 两点法： 双试剂：主读数-------始点=25  终点=30   ////   辅读数-------始点=0   终点=0 

     注明：项目参数设好，要点第七个图标试剂信息， 去设置或修改试剂位置。 

G- 血样要求 

1 用样品杯：静脉血，充分离心（无凝块和纤维），取 600UL 加到样品杯中，不要有气泡。 

2 用真空采血管：采血管容积为 5mL 或 3mL，离心后的要求同上。 

3 血清离好后如有溶血或乳糜现象，会对一些项目结果有影响，发报告时，应在备注一栏中注明。 

H- 质控和定标液要求 

1 质控和定标液应和所使用的试剂配套，不能用和试剂不配套的质控和定标液。 

2 质控为干粉，请按说明书严格的溶解和分装冷藏。 

I- 水的要求 

仪器所使用的水为蒸馏水或去离子水，其它水不能使用，装水的容器应保正干净并定期清洗。 

 J-  为保证仪器检测结果准确，务必每 6 个月更换一次灯泡和比色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