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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sueMaster™高通量组织研磨仪(1.5/2ml×48)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E6618 TissueMaster™高通量组织研磨仪(1.5/2ml×48) 1台 

产品简介： 
 碧云天 的TissueMaster™高通量组织研磨 仪(1.5/2ml×48) (TissueMaster™ High-Throughput Tissue Homogenizer, with 

1.5/2ml×48 Adaptor)，也称多样品组织研磨机、多样品组织匀浆机、快速组织研磨机、快速样品匀浆系统、TissueLyser、

Sample Disruptor等，是一种通过研磨珠的高频震动和机械破碎作用对组织样品进行快速高效研磨和混匀的实验室常用仪

器。本产品避免了传统的费力、耗时、低效的研磨、匀浆、超声波等处理方法，可以快速、高效、稳定地匀浆各种类型样

品，如肝脏、脾脏、脑组织、心脏、肺、胃、骨髓、大肠、肌肉、骨骼等各种动物组织样品，肿瘤样品，根、茎、叶、

花、果实、种子等各种植物组织样品，细菌、酵母菌等微生物样品，以及食品、药品等，常用于Western、生化检测及

DNA/RNA等样品的提取和检测。本高通量组织研磨仪为碧云天BeyoEquip™高品质仪器系列产品之一。 

 TissueMaster™高通量组织研磨仪(1.5/2ml×48)对样品的高效研磨主要通过垂直上下一体震动模式，使离心管内研磨珠与样

品高速碰撞和摩擦，在几秒至几分钟内轻松实现样品的研磨、粉碎、混合及细胞破壁，快速实现样品匀质化，样品的研磨

效果较于传统研磨方式更均匀、充分。本组织研磨仪非常适合用于大批量样品的研磨和匀浆，最多一次性可处理48个样

品，对于质量要求较高的蛋白质、DNA、总RNA、小RNA等样品，以及一些难以裂解的组织样品或具有热敏性、粘性、弹

性的样品都具有很好的研磨和匀浆效果，重复性好。本产品可以有效地研磨生物样品以确保获得高质量的蛋白质、DNA和

RNA，因此常用于Western、蛋白质组学(proteomics)、基因分型(genotyping)和基因表达(gene expression)等相关实验。 

 本组织研磨仪坚固耐用、使用安心。带有自动中心定位的紧固装置，工作时安全锁全程保护，可放心使用。 

 本组织研磨仪操作简单、使用便捷。采用7英寸大液晶触摸屏控制，所有参数及运行状态均显示于仪器正面的液晶触摸屏

中，具有良好的人机互动界面和智能程序控制器，仅需轻触屏幕即可对相应研磨参数如频率、运行时间、中断时间、运行

次数等进行设置；可保存10个研磨程序，方便研磨不同样品时调用。 

 本组织研磨仪研磨高效、样品通量大。本组织研磨仪标配1.5/2ml×48和1.5/2ml×24两个金属适配器，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1-

48个1.5ml或2ml离心管样品的研磨，提高了工作效率；研磨速度快，工作时间短，样品温度上升小，对样品性质基本无影

响。 

 本组织研磨仪重复性好，样本无污染、无损失。同种样品在相同研磨条件下，可获得相同的研磨效果，样品批间、批内差

异小；不同于使用研磨杵的研磨仪，本组织研磨仪研磨过程中样品属于完全封闭状态，避免了可能产生的污染，也不会导

致样品损失。 

 本组织研磨仪功能齐全。可对样品进行匀质化处理，相当于可以作为匀浆器使用，匀浆速度可自由调节。适用于湿磨、干

磨、冷冻和液氮研磨在内的多种研磨方式。冷冻或液氮研磨时，可将装有样品的金属适配器浸入液氮或置于低温冰箱中预

冷。研磨过程中样品具有良好的密封性，能有效防止空气中的水分冷凝在罐内样品表面而影响后续实验操作。本组织研磨

仪可以设置中断模式，适用于热敏性样品的研磨粉碎。如果进行液氮研磨，请务必使用耐受液氮的冻存管，否则易产生安

全事故。 

 本组织研磨仪使用过程安静舒适。整机采用隔音处理和防震技术，运行平稳，振动小，研磨过程噪音小(<65db)，对用户非

常友好。 
 
 

 
 

 
 

 

 
 

 
 

 
 

 

 

 

图1. TissueMaster™高通量组织研磨仪(1.5/2ml×48)外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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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碧云天的TissueMaster™高通量组织研磨仪(1.5/2ml×48)的主要参数参见下表。 

指标 参数 

产品编号 E6618 

产品名称 TissueMaster™高通量组织研磨仪(1.5/2ml×48) 

电源 AC (220±22)V，<2.5A 

额定功率 375W 

频率 0-70Hz 

适配器规格 1.5/2ml×48; 1.5/2ml×24 

适配器材质 金属：合金钢  

适配器震动行程 ~32mm(垂直) 

研磨珠材料 304不锈钢 

研磨珠直径 3mm、5mm 

研磨时间范围 0s-99min 

噪音等级 <65db 

适用范围 动植物组织等样品的研磨和匀浆 

屏幕尺寸 7英寸(15.5×9cm) 

屏幕分辨率 800×480 

外形尺寸(mm) ~280×400×530 

仪器重量(净重) ~31kg 

仪器重量(含包装) ~40kg 

 碧云天的TissueMaster™高通量组织研磨仪(1.5/2ml×48)各主要部件的介绍见图2： 

 
 

 
 

 
 

 
 

 
 

 
 

 
 

 
 

 
 

图2. TissueMaster™高通量组织研磨仪(1.5/2ml×48)各主要部件介绍。A. 主轴。主轴是整个仪器的核心，提供高频震动的动

力。主轴上有一个类正方形的卡位，用于固定金属适配器。B. 金属适配器，底部有一个类正方形的卡口，用于固定在主轴

上。C. 金属适配器卡在主轴上。D. 适配器金属盖，用于含样品的离心管在金属适配器中的固定。E. 紧固螺母，用于固定

整个金属适配器。F. 安全锁，上图为上盖未盖好且安全锁未扣紧状态，下图为扣紧状态。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E6618-1 TissueMaster™高通量组织研磨仪(1.5/2ml×48) 1台 

E6618-2 金属适配器(1.5/2ml×48) 1个 

E6618-3 金属适配器(1.5/2ml×24) 1个 

E6618-4 金属研磨珠(3mm) 1800个/瓶 

E6618-5 金属研磨珠(5mm) 500个/瓶 

E6618-6 研磨仪专用离心管(2ml) 500个/包 

E6618-7 紧固螺母(备用) 2个 

— 说明书 1份 

保存条件： 

常温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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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开箱后请用附送的扳手把底部四个运输固定螺栓卸下后才能开机运行。 

 金属适配器底部的类正方形卡扣，安装时须和主轴的类正方形卡位完全卡好。可轻轻旋转金属适配器，若不能旋转则确定

已卡好。 

 紧固螺母一定要拧紧，否则在高速震荡时会松动而导致紧固螺母损坏。本仪器提供了2个备用的紧固螺母。 

 如果样品对于金属敏感，建议购买并使用陶瓷研磨珠(F6632、F6635)。 

 可根据样品的性质调整研磨参数或降低样品量，例如：动物组织样品中肝脏、脾脏、脑组织、骨髓、大肠等较易研磨，皮

肤、耳组织、血管等韧性大的组织可适当加大研磨频率或延长研磨时间，骨骼肌的研磨效果取决于其新鲜程度，对于新鲜

的组织可加大研磨频率或延长研磨时间；植物组织样品中叶、花、果实、根等较易研磨，茎、种子等需加大研磨频率或延

长研磨时间，并需控制样品量。 

 样品放置完毕后，启动程序前，应检查安全锁是否紧扣。 

 研磨仪使用时频率不宜过大，否则对仪器会有损伤。 

 研磨仪机芯内应避免与水或其它液体接触，也应避免将研磨仪浸泡在水或其它液体内，以免造成研磨仪内电路短路。 

 本研磨仪不耐强酸、强碱及大多数有机溶剂，带盐份的液体对研磨仪中的金属具有一定的腐蚀性。若不小心使研磨仪接触

了以上化学物质，请立即用清水擦拭干净。 

 本研磨仪从设计到生产均满足相关的安全标准，严格按照使用说明的操作将是安全的。本研磨仪严禁以任何方式、方法进

行修改或改进，对本研磨仪的修改或改进会造成质保失效、安全标准的破坏和潜在的安全隐患。人为故意、未经许可对本

研磨仪进行修改或改进、或未按照产品说明书进行操作，所造成的损害和损失，责任自负。 

 本产品仅限于专业人员的科学研究用，不得用于临床诊断或治疗，不得用于食品或药品，不得存放于普通住宅内。 

 为了您的安全和健康，请穿实验服并戴一次性手套操作。 

使用说明： 
1. 仪器的准备: 

a. 开箱：开箱后缓慢倾倒仪器，用附送的扳手把底部四个运输固定螺栓卸下。该运输固定螺栓主要用于固定内部电机、

轴承，避免运输过程中电机和轴承的过度移动。注：附送的扳手和四个运输固定螺栓请保留，后续如果仪器需要长距

离运输，可以再把四个运输固定螺栓旋紧。 

 

 

 

 

 

 

 

 

 

 

 

 

图3. TissueMaster™高通量组织研磨仪(1.5/2ml×48)的四个运输固定螺栓示意图。 

b. 检查电源电压：本机由220V±10%交流电压(频率为50Hz)供电，电源插座和开关位于仪器后面板下方。 

注：为避免雷击和使用安全，请使用接地插座。更换保险丝时请把电源插头先拔下。 

c. 仪器工作环境：本仪器需放置在室内通风良好的工作场所，可正常工作的温度范围为10~40ºC。为了仪器能正常工作，

请注意防腐、防潮、防晒、防粉尘。 

2. 操作版面介绍： 

a. 开机后出现“研磨运行系统”的主界面。注：开机后“运行状态”中是上一次使用后的参数。 

 

 

 

 

 

 

 

 

 

 

 

 

图4. TissueMaster™高通量组织研磨仪(1.5/2ml×48)的“研磨运行系统”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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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选择”键可进入“参数设置”界面，可设置“组名”、“运行时间”、“中断时间”、“运行次数”和“频率”，通过数

字键直接输入数值。例如，设置“组名”为1，“运行时间”为30秒，每次运行后“中断时间”为10秒，“运行次数”为

2次，运行“频率”为60。一共可设置10组研磨程序，后续根据样品的类型或使用者的使用习惯，选择相应的研磨程

序。注：组名长度限定为4个字符之内。 

 

 

 

 

 

 

 

 

 

 

 

 

图5. TissueMaster™高通量组织研磨仪(1.5/2ml×48)的“参数设置”界面。 

c. 设定好研磨参数后，按右侧的空白键选择本次运行的程序，选择后该程序的空白键标黄，如上图组名“1”的程序，按

“关闭”键返回到主界面。 

d. 在主界面上按“应用”键则将步骤c中选择的程序应用于本次研磨，按绿色的按键启动研磨程序，右侧“运行状态”中

将显示各个参数的状态。 

 

 

 

 

 

 

 

 

 

 

 

 

 

 

图6. TissueMaster™高通量组织研磨仪(1.5/2ml×48)“研磨运行系统”在“选择”、“应用”后的界面。 

e. 按最右侧的暂停键可暂停程序运行，再按一次可恢复运行。按红色的按键可停止程序运行。 

3. 研磨前准备： 

a. 将组织块剪成直径约为1-3mm的小块。 

b. 将待用的金属研磨珠在无水乙醇中浸泡15分钟，取出后，晾干备用，也可以高压灭菌处理。 

c. 对于温度比较敏感的样品，在保证研磨效果的前提下，应尽量减少研磨珠数量和研磨时间，或将样品连同适配器预先

置于-20ºC或-80ºC冰箱中预冷或液氮中速冻。 

4. 常规研磨步骤： 

a. 将仪器接入电源，按位于仪器背面的开关启动仪器。 

b. 根据样品数量选择24孔或48孔金属适配器。 

c. 在1.5ml或2ml离心管中加入适量待研磨的样品(如动物组织一般不大于20mg)，然后加入适量3mm或5mm的金属研磨珠

(可参考附录)，离心管中可根据实验需求加入适量的裂解液或PBS等液体。离心管的管盖一定要盖紧。 

注：使用5mm研磨珠时，由于1.5ml离心管尖底会卡住5mm研磨珠，所以请使用2ml的研磨仪专用离心管(F6645)或其它

厚质2ml离心管，某些2ml离心管比较薄，在研磨过程中可能会破裂。如果样品对于金属敏感，建议选购并使用陶瓷研

磨珠(F6632、F6635)。 

d. 选用对应的金属适配器，将离心管放入适配器凹槽中。 

注1：如果需要低温的研磨环境(如酶活、蛋白检测实验等)，可将装有离心管的金属适配器一起放入-20ºC或-80ºC冰箱预

冷30分钟以上或浸入液氮1-2分钟，取出后移至主机快速固定即可开始研磨。如果研磨效果不理想，可再冷冻一次，重

复上述实验步骤即可。对于反复冻融会导致样品损坏的情况，可以把金属适配器适当预冷，然后再放入装有样品的离

心管进行研磨和匀浆处理。 

注2：离心管放入金属适配器时需注意对称放置，保持负载平衡。 



碧云天/Beyotime    400-1683301/800-8283301      E6618 TissueMaster™高通量组织研磨仪(1.5/2ml×48)      5/ 6 

e. 将适配器安装至主轴的卡位上，扣紧适配器金属盖，并用紧固螺母拧紧。注：紧固螺母一定要拧紧，否则在高速震荡

时会松动而导致紧固螺母滑丝。本仪器提供了2个备用的紧固螺母。 

f. 关闭仪器上盖，扣紧安全锁。 

g. 设置参数并运行。注：本组织研磨仪可保存10个研磨程序，用户可随时选用之前设置好的程序，请参考步骤2。 

h. 获得充分研磨后的样品，根据所使用的裂解液的使用要求，适当离心后吸取上清，用于后续实验。注：金属研磨珠可

重复使用5-10次，使用后用水反复洗涤，高压灭菌后备用。虽然本金属研磨珠材质是304不锈钢，但由于在裂解液中高

速研磨，重复使用一定次数后也可能会生锈，此时不建议继续重复使用。为确保研磨和匀浆效果，并避免可能的样品

间的交叉污染，更推荐一次性使用研磨珠。 

日常维护： 
本研磨仪基本上不需要维护。如果需要进行擦拭清洁，用微湿的布或纸巾对研磨仪外部进行擦拭。 

质量保证： 
本产品主机为用户提供为期一年的质量保证(从产品出库时间开始计算)。凡由产品的原料及制作工艺造成的产品缺陷，在

产品的质量保证期内碧云天均负责免费维修或更换。如有下列情况发生，则产品不在质量保证范围之内： 

1) 因使用错误或自行拆机维修造成的故障或损坏。 

2) 无法提供有效产品购买发票复印件。 

3) 购买后因运输、摔落、保管不当或寄回时因包装不当等原因造成的故障或损坏。 

4) 由非碧云天指定维修人员的维修改造引起的损坏。 

5) 由于其它非正常原因或不可抗因素造成的故障或损坏。 

常见问题： 
1. 研磨仪设置启动之后不工作。 

检查参数中的研磨运行时间是否显示为0，如是，请设置正确的研磨时间。 

2. 启动后，组织研磨仪内有很大碰撞声。 

请检查底部运输固定螺母是否卸下，适配器金属盖是否与适配器贴合并扣紧，紧固螺母是否拧紧，或联系售后人员。 

3. 通电后显示屏显示的程序出现“正在通讯”的字样。 

可能是显示屏背面的数据线有松动，请联系售后人员。 

4. 使用过程中，适配器和压盖有不稳的抖动现象。 

说明固定适配器的紧固螺母可能磨损，联系售后人员更换新紧固螺母。 

5. 电源开关灯亮，显示屏不显示。 

说明设备显示屏接头有松动，请联系售后人员维修。 

6. 使用过程中，或长时间未使用后，在确认电源正确连接、启动操作正确的情况下，设备无反应。 

说明设备已在短路情况下，并且启动了自我保护功能，需联系售后人员更换保险丝。 

7. 仪器内固定适配器的主轴出现明显松动或是断裂，或是仪器内部配件出现故障。 

请联系售后返厂检修。 

注：以上为常见故障分析和排除方法，对于其它故障，请与碧云天客户服务部门联系，切勿自行拆卸修理。 

附录： 
使用本组织研磨仪研磨不同组织的条件参考下表。 

实验目的 组织 研磨珠规格与数量 频率 时间 

蛋白质提取 

(提取时可加入适
当裂解液) 

心、肾、肌肉 5mm研磨珠1-2粒加3mm研磨珠3粒 60Hz 60-90s 

胃、肠、肺 5mm研磨珠1粒加3mm研磨珠2粒 60Hz 100-120s 

肝、脑、脾 3mm研磨珠1-2粒 60Hz 40-50s 

皮肤、脂肪 5mm研磨珠2粒加3mm研磨珠1粒 60Hz 110-120s 

血管 3mm研磨珠1-2粒 60Hz 90s 

植物组织 5mm研磨珠1粒或3mm研磨珠2-3粒 60Hz 70-120s 

DNA/RNA提取 

(RNA提取时可加
入Trizol) 

心、肾、肌肉 5mm研磨珠1粒加3mm研磨珠2粒 65Hz 60s 

胃、肠、肺 5mm研磨珠1粒加3mm研磨珠2粒 65Hz 90-120s 

肝、脑、脾 3mm研磨珠1-2粒 60Hz 45-60s 

皮肤、脂肪 5mm研磨珠2粒加3mm研磨珠1粒 65Hz 80-90s 

血管 
3mm研磨珠1-2粒 

(如果加入适量石英砂，研磨效果更佳) 
60Hz 60s 

植物组织 5mm研磨珠1粒或3mm研磨珠2-3粒 60Hz 40-90s 

液氮研磨 
皮肤、骨头、毛发；

植物根、茎 
5mm研磨珠2粒 60-65Hz 15-3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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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产品：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E6600 TissueMaster™手持式组织研磨仪 1套 

E6606-20pcs TissueMaster™一次性塑料研磨杵 20支/袋 

E6606-100pcs TissueMaster™一次性塑料研磨杵 
 

 

100支/袋 

E6618 TissueMaster™高通量组织研磨仪(1.5/2ml×48) 1台 

F6621 金属研磨珠(3mm) 500个/包 

FF6623 金属研磨珠(5mm) 500个/包 

F6632 陶瓷研磨珠(3mm) 500个/包 

F6635 陶瓷研磨珠(5mm) 500个/包 

F6645 研磨仪专用离心管(2ml) 500个/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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