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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Bath™干式恒温金属浴(1.5/2ml×40)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E6662 BeyoBath™干式恒温金属浴(1.5/2ml×40) 1套 

产品简介： 
 碧云天的BeyoBath™干式恒温金属浴(1.5/2ml×40)，即BeyoBath™ Heating Dry Bath (1.5/2ml×40)，也称数字式金属浴、加热

型干式金属浴、干式加热器，干式恒温器、加热型干式恒温器、恒温金属浴、干浴孵育器、Digital Block Heater、Block Heater、

Heat Block、Heating Dry Bath、Dry Block Incubator等，标配“1.5/2ml×40”加热模块，是一款高效、实用、以替代传统水浴

锅的可以在室温至120 ºC调节温度并且可定时的用于1.5ml或2ml离心管的小型精确加热设备，广泛应用于蛋白质的变性处

理、各种样品的保温和孵育、酶切、等温扩增、血清凝固等实验。本干式恒温金属浴为碧云天BeyoEquip™高品质仪器系列

产品之一。 

 本干式恒温金属浴小巧、便携。本干式恒温金属浴简洁美观，体积小，重量轻，不占据实验室空间，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样

品加热操作，便于携带、移动和收纳。 

 本干式恒温金属浴的参数可灵活调节。本干式恒温金属浴有两块小型LED显示屏，左侧为温度LED显示屏，显示金属浴实

际温度或设定的温度；右侧为时间LED显示屏，显示设定的定时时间或倒计时时间。温度控制范围可以从实际室温温度至

最高120ºC，定时功能时间设置范围可由0至99小时59分钟。参数的灵活调节可满足不同实验的加热、孵育需求。 

 本干式恒温金属浴操作简单、使用方便。本干式恒温金属浴操作简单，支持计时和连续控制功能。按下温度选择按钮“加

热(Heat)”或定时选择按钮“定时(Timer)”，LED屏幕的显示区域字符闪动，旋转“参数设置旋钮”至目标温度或时间，再

按下“加热”或“定时”，即可确定输入值，新手操作毫无压力。如设定为“0”，则为连续工作模式。工作时，金属浴基本

无噪音。 

 本干式恒温金属浴升温快速，控温精准。本干式恒温金属浴升温速度快、加热均匀；采用金属加热模块，导热性好、温度

均匀性高，可使样品免受污染；精准控温，温度精度为±0.5ºC，稳定性高，保证了实验加热的精确性。 

 本干式恒温金属浴支持过热保护，使用安全。本金属浴支持过热保护，最高耐受温度为140ºC，当温度超过最高耐受温度，

仪器自动停止，确保仪器的安全使用。 

 本干式恒温金属浴支持多种加热模块。本干式恒温金属浴标配的“1.5/2ml×40”加热模块(Block)为圆底(Round bottom)，适

用于1.5ml锥底或2ml圆底的离心管。同时可选配其它规格的加热模块，如加热模块A (1.5ml×40) (F6668A)、加热模块B 

(0.5ml×40) (F6668B)、加热模块C (50ml×8) (F6668C)、加热模块D (PCR管/96孔PCR板) (F6668D)用于不同规格的离心管、PCR

管、96孔PCR板等的加热，以满足不同实验的需求。本“1.5/2ml×40”加热模块为铝材质，耐用不生锈，更换简便，便于清

洁和消毒。 

 碧云天的BeyoBath™干式恒温金属浴(1.5/2ml×40)的主要参数参见下表： 

Parameters Specifications 

加热温度范围(Temperature range) Ambient to 120ºC 

最大加热速率(Max. heating rate) 5ºC/min 

升温时间(Heating up time) ≤15min (From 30ºC to 100ºC) 

温度精度(Temperature control accuracy at 37ºC) ≤±0.5ºC 

温度均匀性(Temperature uniformity at 37ºC) ≤±0.5ºC 

最高耐受温度(Overheating protection) 140ºC 

定时功能(Timer function) Yes 

时间设置范围(Timer range) 0-99h59min 

控制方式(Control mode) continuous/timer 

显示屏(Screen) LED 

电压/功率/频率(Voltage/Power/Hz) 200-240V; 170W; 50/60Hz 

主机尺寸(Dimensions of Dry Bath) 175×290×85mm (L×W×H) 

标配加热模块规格(Standard block model) 1.5/2ml×40 

标配加热模块材料(Material of standard block)  aluminum 

标配加热模块尺寸(Dimensions of standard block) 151×95×50mm (L×W×H) 

标配加热模块孔径(Well diameter of standard block) 11mm 

标配加热模块孔深(Well depth of standard block) 34.7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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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配加热模块孔底形状(Well bottom shape of standard block) Round bottom 

最佳工作环境温度(Optimal ambient temperature) 5-40ºC 

工作环境相对湿度(Relative humidity tolerance) ≤80% 

重量(Weight) ~1.6kg/3.35kg (不含或含标配加热模块) 

外壳防护等级(Enclosure protection class) IP 21 

包装清单：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E6662-1 BeyoBath™干式恒温金属浴主机 1台 

E6662-2 标配加热模块(1.5/2ml×40) 1个 

E6662-3 透明盖 1个 

E6662-4 电源线 1条 

E6662-5 加热模块小提手 1个 

— 说明书 1份 

保存条件： 
常温保存。 

注意事项： 
 加热模块在金属浴运行中或运行后的温度比较高，切勿直接接触加热模块，以免烫伤。如果要更换加热模块，须确认加热

模块已冷却至室温。 

 蛋白变性等超过90ºC加热操作时，尽量使用质量好的离心管并用耐热重物压在离心管上以防止离心管受热爆裂或盖子爆开。 

 使用本产品时，请把仪器置于宽敞通风处使用，并确保实验台面平稳、干净、干燥、防滑及防火。请勿在室外、有易燃易

爆等危险品或潮湿的环境中运行本仪器。 

 本金属浴设置温度必须低于样品燃点50ºC，以避免加热时引起明火。 

 使用本金属浴请注意避免加热沸点低的易燃样品、过量灌装样品，或使用不安全的容器。 

 加热致病样品时，必须使用密闭的容器。 

 每次开启仪器之前，请确认仪器及其配件无损坏。配件务必牢固连接在仪器上，避免脱离。在装卸配件之前请先断电。 

 请确保电源线远离加热模块，不要遮蔽仪器。 

 请确保使用电源电压跟铭牌要求的一致，本产品只能通过拔掉电源插头才能完全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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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yoBath™干式恒温金属浴(1.5/2ml×40)结构。 

a. LED显示屏、操作按钮及电源：仪器后面为电源插座，仪器右侧面的黑色按钮为电源开关，仪器控制面板上有2个LED

显示屏分别用于温度和定时显示；2个操作按钮分别为温度选择按钮“加热(Heat)”和定时选择按钮“定时(Timer)”；1个

“参数设置旋钮”。 

 

 

 

 

 

 

 

 

 

 

 

 

 

图1. BeyoBath™干式恒温金属浴(E6662)操作面板示意图。 

b. 加热模块组件(加热模块和加热模块小提手)：本金属浴标配的加热模块适配1.5ml或2ml的离心管，共40孔；加热模块小

提手用于模块的更换。 

c. 透明盖：配有透明盖，方便观察样品，隔热保温，降低能量耗损，节能减排。 

2. 操作方法。 

a. 仪器检查：开启仪器之前，确认仪器及其配件无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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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开机：打开右侧黑色电源开关，进行开机检查。 

c. 温度参数设定： 

(a) 按下温度选择按钮“加热(Heat)”，左侧温度LED显示屏的显示区域字符闪动。 

(b) 旋转“参数设置旋钮”至目标温度，再按下“加热(Heat)”，确认输入值；或直接按下“参数设置旋钮”启动加热程

序(此时左侧“Heat”灯亮)。 

注1：加热功能开启时，温度LED显示屏显示温度实际值。 

注2：如果在加热程序启动后设置温度，即使没有确认即此时温度字符在闪动，也会启动这个数值的加热程序。 

注3：如果在加热程序启动后，先关闭加热功能，再设置温度，定时时间恢复成此次定时设置时间。 

d. 时间参数设定： 

(a) 按下定时选择按钮“定时(Timer)”，右侧时间LED显示屏的显示区域字符闪动。 

(b) 旋转参数设定旋钮至目标时间，再按下“定时(Timer)”，确认输入值；或直接按下“参数设置旋钮”启动加热(此时左

侧“Heat”和“Timer”灯亮)。如果需要连续加热，设置时间为“0”，此时左侧的“Timer”灯不亮。 

注1：定时功能开启时，时间LED显示屏显示定时时间的倒计时。 

注2：按下“参数设置旋钮”时即倒计时，而非到达设定温度才倒计时。 

注3：定时时间结束后，金属浴自动停止加热，定时时间恢复成此次定时设置的时间。 

注4：如果在加热程序启动后再设置定时，只要没有确认即此时时间字符在闪动，就不会启动定时程序。 

e. 运行：按下“参数设置旋钮”，开启或关闭加热功能。加热过程中，也可以进行温度和时间的调整。 

注：如果需要连续按“参数设置旋钮”，请间隔至少1秒。 

 

 

 

 

 

 

 

 

 

 

 

 

 

 

 

 

 

图2. BeyoBath™干式恒温金属浴(E6662)运行示意图。 

f. 样品加热处理：当温度LED显示屏显示的温度到达设定温度，即可把含有样品的离心管置于加热模块中加热处理。 

注：取放离心管时手指切勿触碰加热模块，以免烫伤。 
3. 模块更换。 

待加热模块冷却后，将加热模块小提手拧入加热模块中间的螺孔，向上提起即可取出加热模块。再将加热模块小提手拧入

待放入加热模块中间的螺孔，放入金属浴，拧出加热模块小提手即可。碧云天还提供1.5ml (F6668A)、0.5ml (F6668B)、50ml 

(F6668C)和PCR管(F6668D)加热模块。 

日常维护： 
本金属浴基本上不需要维护。如果需要进行擦拭清洁，请在不通电的情况下用微湿的布或纸巾对金属浴外部进行擦拭。 

质量保证： 
本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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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不正确的操作引起的损坏或自行拆机维修造成的故障或损坏。 

2) 由非碧云天指定维修人员的维修改造引起的损坏。 

3) 由于其它非正常原因或不可抗因素造成的故障或损坏。 

相关产品：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包装 

E6662 BeyoBath™干式恒温金属浴(1.5/2ml×40) 1套 

F6668A 加热模块A (1.5ml×40)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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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6668B 加热模块B (0.5ml×40) 1个 

F6668C 加热模块C (50ml×8) 1个 

F6668D 加热模块D (PCR管/96孔PCR板)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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