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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分光光度计简介 

 

 

 
注 将该仪器置于远离通风口和排气风扇的位置以最小化蒸

发。 

 
The Thermo Scientific™ NanoDrop™ OneC 是紧凑型的独

立式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专用于多种分析物的微体积分

析。利用获得专利的样品滞留系统，可对高浓度样品进行检

测，无需事先进行稀释。 

NanoDrop One 自 带 预 装 软 件 和 一 台 触 摸 显 示 屏 。

NanoDrop One PC 控制软件可安装在本地计算机上，用于

控制仪器和查看数据。可将该仪器通过 USB 线缆连接至选

配的打印机，或通过以太网连接或无线网络连接至远程打印

机。 

 
注 操作 NanoDrop One 仪器之前，请阅读安全和操作防范

措施并在使用仪器时遵循其建议。 

 
 

NanoDrop One
C
 分光光度计 

检测臂 

基座 

比色皿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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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NanoDrop OneC 分光光度计配备获得专利的微体积样品滞

留系统。NanoDrop OneC 还配备一个比色皿架，以便使用

标准紫外可见光比色皿对稀释样品进行分析。 

触摸屏  

 

 

 NanoDrop OneC 配备内置的 7 英寸高清触摸屏，其中预装

了简便易用的仪器控制软件。可根据个人喜好将触摸屏滑向

左侧或右侧，也可前后倾斜以获得最佳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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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色皿架 
 

 

 

 
NanoDrop OneC 型号配备一个比色皿架，可用于检测稀释

样品、进行比色分析、细胞培养以及动力学研究。比色皿系

统提供了以下附加功能： 

 扩展检测下限 

 专用于温度敏感型样品和分析的 37 °C 加热器选项 

 可确保样品的均匀性以便进行动力学研究的微搅拌选项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比色皿检测样品。 

  

USB A 端口 
 

 仪器的前部有一个 USB A 端口，仪器的后面板上还有两个 

USB A 端口。 

  

比色皿架 

仪器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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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 
 

 本节列出了与 NanoDrop OneC 配合使用的配件。 

  

DYMO™ LabelWriter™ 450 型标记打印机 

 
该打印机可打印两份尺寸为 5/16 英寸 x 4 英寸的自粘标签，

以便将样品数据直接存放到实验记录簿中或张贴到公告板

上。利用其中的软件，可打印每个样品的检测数据，或者对

同时记录并检测的一组样品进行数据打印。 

该打印机通过 USB 线缆（已附带）与仪器（前部或后部）

相连。 

  

PR-1 基座修复试剂盒 

 

该复合剂是一种经专门配制的调整化合物，

可涂抹到样品平台上以恢复其疏水状态（要

获得足够大的表面张力以准确检测样品，平

台必须具备疏水状态。）该复合剂盒中含有

调整化合物和涂抹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阅修复基座。 

  

PV-1 性能验证溶液 

 用于检查仪器性能的液相光度检测标准。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阅性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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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检测限 

 

 

 

检测位置 光程 (mm) 

检测上限 

（10 mm 当量吸光度） 

基座 1.0 12.5 

0.2 62.5 

0.1 150 

0.05 300 

0.03 550 

比色皿 10 1.5 

5 3 

2 7.5 

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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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仪器设置 

注册您的仪器 
 对您的仪器进行注册，之后即可通过电子邮件接收 

NanoDrop One 仪器软件和配件相关更新。要进行注册，需

具备互联网连接。 

要注册您的仪器 

1.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在连接到互联网的任何计算机上，使用网站浏览器

导航至我们的网站。 

在网站中，找到 NanoDrop One“注册”位置并根据说明对

仪器进行注册。 

  

更新软件 

 
从我们的网站快速轻松下载并安装最新版的 NanoDrop One 

软件和软件发行说明。按步骤更新或升级您的本地仪器上的

软件和/或安装或更新个人计算机 (PC) 上的 NanoDrop One 

软件。要下载软件，需具备互联网连接。 

在计算机上安装或更新 NanoDrop One 软件 

1. 将包含安装程序软件的 U 盘插入计算机上可用的 USB 

端口，或打开从互联网下载的安装文件夹。 

2. 启动 Start.exe，然后点击安装。软件安装程序就会运

行。 

在仪器上安装或更新 NanoDrop One 软件 

1. 将带有新软件的 .zip 文件从计算机复制到 USB 存储设

备上。不要试图对该文件夹进行解压缩。 

2. 将一个 USB 设备插入 NanoDrop One 仪器上的 USB 

端口。 

3. 在仪器“主页”屏幕上，点击设置 > 系统 > 更新软件并

选择最新版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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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用户帐户控制（可选） 

 使用“安全管理”应用程序管理用户帐户控制。可以为实验

室中使用的需要符合 21 CFR 第 11 部分的仪器购买用于 

NanoDrop One 的 Thermo Scientific 安全管理软件。启动

“安全管理”应用程序时，需要输入您的 Windows 登录信

息。 

  

用户帐户控制 

 启动“安全管理”应用程序，从左侧的目录中选择 

NanoDrop One，显示访问控制和系统策略。 

 

访问控制  

 访问控制用于授予或拒绝单个用户或组对仪器应用中受保护

功能的访问权。在访问列表中添加和删除用户和组，并使用

每个实体的下拉菜单设置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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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策略  

 系统策略用于设置定义客户端应用程序行为的选项。请参阅

“安全管理策略”。 

  

安全管理策略 

 
系统策略允许您为用户和组分配数据和方法的创建、删除和

编辑权限。 

启动“安全管理”应用程序，选择 NanoDrop One-> 系统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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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添加、删除或编辑策略组，并启用或禁用该组用户删

除数据的权限。选择 NanoDrop One-> 访问控制。 

 

 完成后，选择保存。更改将在下次启动 NanoDrop One 时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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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 

若要获得美国/加拿大技术支持，请联系：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3411 Silverside Road 

Tatnall Building, Suite 100 

Wilmington, DE 19810 U.S.A. 

电话：302 479 7707 

免费电话：1 877 724 7690（仅限美国和加拿大） 

传真：302 792 7155 

电子邮件：nanodrop@thermofisher.com 

网址：www.thermoscientific.com/nanodrop 

  

若要获得国际支持，请联系： 

 
请联系当地经销商。有关联系信息，请访问： 

http://www.nanodrop.com/Order.aspx 

 

如果您的系统出现问题，请参阅故障排除信息。如果问题仍

存在，请联系我们。如果您是在美国和加拿大以外的地区，

请联系当地经销商。 

 

如果您的仪器需要维护或维修，请联系我们或当地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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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应用检测范围 

适用于全部应用的检测限 

 

 

 
注 下表提供的检测限为近似值并仅适用于微体积检测；这些

检测限基于仪器的 0–550 A 吸光度范围（10 mm 当量）。

对于使用 10 mm 光程比色皿的检测，吸光度范围为 0-1.5 

A。 

  

适用于所有标准品应用的检测限 

样品类型 检测下限 检测上限 典型重复性a 

单链 DNA 2.0 ng/µL 

（基座） 

27,500 ng/µL

（基座） 
样品浓度处于 2.0 和 100 ng/μL 之间的样

品为 ±2.0 ng/μL； 

0.20 ng/µL 

（比色皿） 

75 ng/µL 

（比色皿） 
> 100 ng/μL 的样品为 ±2% 

双链 DNA 1.3 ng/µL 

（基座） 

18,150 ng/µL

（基座） 
样品浓度处于 2.0 和 100 ng/μL 之间的样

品为 ±2.0 ng/μL； 

0.13 ng/µL 

（比色皿） 

49.5 ng/µL 

（比色皿） 
> 100 ng/μL 的样品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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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类型 检测下限 检测上限 典型重复性a 

RNA 1.6 ng/µL（基座） 22,000 ng/µL

（基座） 
样品浓度处于 2.0 和 100 ng/μL 之间的样

品为 ±2.0 ng/μL； 

0.16 ng/µL 

（比色皿） 

60 ng/µL 

（比色皿） 
> 100 ng/μL 的样品为 ±2% 

DNA 基因芯片

（单链 DNA） 

1.3 ng/µL（基座） 495 ng/µL 

（基座） 
样品浓度处于 2.0 和 100 ng/μL 之间的样

品为 ±2.0 ng/μL； 

0.13 ng/µL 

（比色皿） 

49.5 ng/µL 

（比色皿） 
> 100 ng/μL 的样品为 ±2% 

通过蛋白质 A280 

法的纯化 BSA 

0.06 mg/mL 

（基座） 

825 mg/mL 

（基座） 
±0.10 mg/mL（0.10-10 mg/mL 样品）； 

>10 mg/mL 的样品为 ±2% 

0.006 mg/mL 

（比色皿） 

  

通过蛋白质 A280 

法的 IgG 

0.03 mg/mL 

（基座） 

402 mg/mL 

（基座） 

 

0.003 mg/mL 

（比色皿） 

  

通过蛋白芯片的

纯化 BSA 

0.06 mg/mL 

（基座） 

19 mg/mL 

（基座） 
0.10–10 mg/mL 的样品为 ±0.10 mg/mL 

0.006 mg/mL 

（比色皿） 

  

蛋白质 BCA 法 0.2 mg/mL 

（20:1 试剂/样品

体积） 

8.0 mg/mL 

（基座） 
整个范围的 2% 

 0.20 mg/mL 

（比色皿） 
整个范围的 0.01 mg/mL 

 0.01 mg/mL（1:1 

试剂/样品体积） 

  

蛋白质 Lowry 法 0.2 mg/mL 

（基座） 

4.0 mg/mL 

（基座） 
整个范围的 2% 

蛋白质 Bradford 

法 

100 µg/mL（50:1 

试剂/样品体积） 

8000 µg/mL 100–500 µg/mL 的样品为 ±25 µg/mL 

500-8000 µg/mL 的样品为 ±5% 

 15 µg/mL（1:1 试

剂/样品体积） 

100 µg/µL 15-50 µg/mL 的样品为 ±4 µg/mL 

50-125 µg/mL 的样品为 ±5% 

蛋白质 Pierce 

660 法 

50 µg/mL（15:1 

试剂/样品体积） 

2000 µg/mL 50-125 µg/mL 的样品为 ±3 µg/mL 

> 125 µg/mL 的样品为 ±2% 

 25 µg/mL（7.5:1 

试剂/样品体积） 

1000 µg/mL 25-125 µg/mL 的样品为 ±3 µg/mL 

> 125 µg/mL 的样品为 ±2% 
a
 基于五次重复 (SD=ng/µL; 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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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为了最小化高浓度样品导致的仪器误差，可进行稀释确保

在以下吸光度范围内进行检测： 

 对于微体积检测，260 nm 处（核酸）或 280 nm 处

（蛋白质）的最大吸光度应小于 62.5 A。 

 对于使用 10 mm 光程比色皿的检测，260 nm（或对于

蛋白质的 280 nm）处的最大吸光度应小于 1.5 A，约为 

75 ng/μL 双链 DNA。 

  

适用于预定义染料的检测限 

样品类型 检测下限 检测上限a 典型重复性b 

Cy3、Cy3.5、
Alexa Fluor 

555、Alexa Fluor 

660 

0.2 pmol/µL 

（基座） 

100 pmol/µL 

（基座） 
样品浓度处于 0.20 和 4.0 pmol/μL 之间

的样品为 ±0.20 pmol/μL； 

> 4.0 pmol/μL 的样品为 ±2% 

Cy5、Cy5.5、
Alexa Fluor 647 

0.12 pmol/µL 

（基座） 

60 pmol/µL 

（基座） 
样品浓度处于 0.12 和 2.4 pmol/μL 之间

的样品为 ±0.12 pmol/μL； 

> 2.4 pmol/μL 的样品为 ±2% 

Alexa Fluor 

488、Alexa Fluor 

594 

0.4 pmol/µL 

（基座） 

215 pmol/µL 

（基座） 
样品浓度处于 0.40 和 8.0 pmol/μL 之间

的样品为 ±0.40 pmol/μL； 

> 8.0 pmol/μL 的样品为 ±2% 

Alexa Fluor 546 0.3 pmol/µL 

（基座） 

145 pmol/µL 

（基座） 
样品浓度处于 0.30 和 6.0 pmol/μL 之间

的样品为 ±0.30 pmol/μL； 

> 6.0 pmol/μL 的样品为 ±2% 

a
 近似值 

b
 基于五次重复 (SD=ng/µL; 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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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核酸应用 

检测双链 DNA、单链 DNA 或 RNA 

 
检测 260 nm 处吸收的纯化双链 

DNA、单链 DNA 或 RNA 样品的

浓度。 

检测双链  DNA、单链  DNA 或 

RNA 

报告结果 

设置 

检测限 

计算 

 

检测双链 DNA、单链 DNA 或 RNA 

 使用双链 DNA、单链 DNA 和 RNA 应用定量分析纯化的双

链 (ds) 或单链 (ss) DNA 或 RNA 样品。这些应用报告核酸

浓度和两个吸光度比（A260/A280 和 A260/A230）。也可使

用单点基线矫正。 

若要检测双链 DNA、单链 DNA 或 RNA 样品 

 
注意 

 不要在仪器附近使用喷射器或喷雾瓶，因为液体会流入

仪器并可能导致永久性损坏。 

 不要在基座上使用氢氟酸 (HF)。氟离子会永久损坏石英

光纤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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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之前... 

开始使用 NanoDrop One 仪器进行基座检测之前，抬起仪器

检测臂然后清洁上下基座。至少需使用新的实验室无尘纸擦

拭基座。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清洁基座。 

 
若要检测核酸 

1. 在“主页”屏幕上，选择核酸选项卡并点击双链 DNA、

单链 DNA 或 RNA，根据要检测的样品而定。 

2. 如果需要，指定一个基线矫正。 

3. 将 1-2 μL 空白检测溶液移取到下基座，然后降下检测

臂，或将空白检测比色皿插入比色皿架。 

提示：如果使用比色皿，确保将比色皿光路对准仪器光

路。 

4. 点击空白检测并等待检测完成。 

提示：如果自动空白检测设为“开启”，空白检测将会

在您降下检测臂时自动开始。（此选项不适用于比色皿

检测。） 

5.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实验室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或取

下空白检测比色皿。 

6. 将 1-2 μL 样品溶液移取到基座上，然后降下检测臂，或

将样品比色皿插入比色皿架。 

7. 开始样品检测： 

– 基座：如果自动检测设为“开启”，降下检测臂；

如果“自动检测”设为“关闭”，降下检测臂并点

击检测。 

– 比色皿：点击检测。 

样品检测完成后，将显示光谱和报告值（请参阅下一个

章节）。 

8. 完成检测样品后，点击结束实验。 

9.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或取下样品

比色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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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的核酸光谱图 

 

 

 含/不含二种常见污染物的核酸光谱比较 

  

核酸检测的最佳实践 

 
 在检测之前，将核酸样品隔离和纯化以去除杂质。根据

样品而定，杂质可以包括 DNA、RNA、游离核苷酸、

蛋白质、一些缓冲液成分和染料。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阅样品制备。 

 
注 如果样品中存在抽提试剂（即使是残留量），如盐酸胍、

苯酚和 EDTA，其会增加处于 230 nm 和 280 nm 之间的吸

光度并影响检测结果。 

  

1
0
m

m
 吸

光
度

 
波长 nm 

1
0
m

m
 吸

光
度

 

波长 nm 

A = 标准 

B = 盐酸胍 

C = 苯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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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样品吸光度处于仪器的吸光度检测限内。 

 使用用于再悬浮目标分析物的相同缓冲溶液进行空白检

测。空白检测溶液的 pH 值和离子强度应类似于分析物

溶液。 

 运行空白检测周期评估缓冲溶液增加的吸光度。如果处

于或接近分析波长（通常为 260 nm）的缓冲液展现强

大的吸收度，您可能需要选择一个不同的缓冲液或应

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选择和进行空白检测。 

 对于微体积检测： 

– 确保基座表面已正确清洁和调节。 

– 如果可能，在进行检测之前，应将高浓度或大分子

样品，如基因组或 λ 噬菌体 DNA 加热至 63 °C 

(145 °F)，然后轻轻（但彻底）混匀。混合和转移

样品时，避免引入气泡。 

– 按照微体积检测的最佳实践。 

– 使用 1-2 μL 样品体积。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建议

样品体积。 

 对于比色皿检测（仅限 NanoDrop OneC 仪器），请使

用相容比色皿，然后按照比色皿检测的最佳实践。 

  

 相关主题 

 检测微体积样品 

 使用比色皿检测样品 

 微体积检测的最佳实践 

 比色皿检测的最佳实践 

 制备样品和空白溶液 

 基本仪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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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报告结果 

双链 DNA 检测屏幕 

 对于每个检测的样品，双链 DNA、单链 DNA 和 RNA 应用

显示紫外吸光度光谱和结果摘要。以下是 PC 控制软件检测

屏幕的示例： 

 

  

PC 控制软件的检测屏幕 

  

 
注 微体积吸光度检测和使用非标准比色皿进行的检测，归一

化为 10.0 mm 光程当量。 

  

应用 

采样方法 

下一个检测样品名

称；点击可编辑 运行空白检

测 

检测样品 

结束实验 

选项菜单；点击可

打开 

紫外光谱 
右键点击图形区域

可查看显示选项。 

表格选项菜单；点击

可选择要报告的列 

样品名称；点击

可编辑 
核酸浓度 

纯度比 

点击行可选择样品和

更新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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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本地控制检测屏幕的示例： 

 

  

NanoDrop One 本地控制软件的检测屏幕 

选项菜单； 

点击可打开 

样品名称； 

点击可编辑 
核酸浓度 

点击可选择单位 

纯度比 

点击行可选择样品

和更新光谱；点击

多行可重叠显示多

达五个光谱。按住

样品行可查看检测

详情。 

紫外光谱 

上下拖曳选项卡可

显示较多/较少样品

数据 捏拉缩放可调整轴；

双点击可重置 

向左滑动屏幕可查看

具有更多检测结果的

表 

点击可结束实验并

导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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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链 DNA、单链 DNA 和 RNA 报告值 

 每次检测后出现的初始屏幕（请参阅前面的图像）显示报告

值的摘要。若要查看所有的报告值，可按住样品行。此处为

示例： 

 

 

 
 样品详情（使用的应用和采样方法，如基座或比色皿） 

 样品名称 

 创建于（进行样品检测的日期） 

 核酸浓度 

 A260/A280 

 A260/A230 

 A260 

 A280 

 系数 

 基线矫正 

应用 采样方法 样品名称； 

点击可编辑 

检测日期/时间 

核酸浓度 

A260/A280 

A260/A230 

纯度比 

系数 基线矫正 

（如应用，在此显示） 

A260 吸光度 

A280 吸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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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检测设置 

 若要显示双链  DNA、单链  DNA 或  RNA 设置，从双链 

DNA、单链 DNA 或 RNA 检测屏幕，点击  > 核酸设

置。 

设置 可用选项 描述 

基线矫正 打开或关闭 可选用户自定义基线矫正值。软件会从样品光谱中

所有波长处的吸光度值减去指定基线矫正波长处的

吸光度值，矫正光散射粒子导致的任何偏移。因

此，在指定基线矫正波长处的样品光谱吸光度为

零。 

 输入基线矫正波长（单

位为 nm）或使用默认

值 (340 nm) 

 

  

核酸检测计算 

核酸应用使用 Beer-Lambert 等式

的修改式（如右侧所示）计算吸光

度和浓度，其中消光系数和光程相

结合，被称为“系数”。 

消光系数与系数的对比 

使用 Beer-Lambert 等式中的术语，系数 (f) 被定义为： 

系数 (f) = 1/(ε*b) 

其中： 

ε = 波长相关的摩尔消光系数，单位为 ng-cm/μL 

b = 样品光程，单位为 cm 

作为结果，分析物浓度 (c) 的计算为： 

c = A * [1/(ε*b)] 

或者 

c = A * f 

其中： 

c = 分析物浓度，单位为 ng/μL 

A = 吸光度，以吸光度单位 (A) 表示 

f = 系数，单位为 ng-cm/μL（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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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双链  DNA、单链  DNA 和 

RNA 应用，通常被接受的核酸系

数会配合 Beer 定律使用以计算样

品浓度。对于“用户自定义系数”

应用，将会使用用户指定的系数。 

使用的系数 

 双链 DNA（系数 = 50 ng-cm/μL） 

 单链 DNA（系数 = 33 ng-cm/μL） 

 RNA（系数 = 40 ng-cm/μL） 

 用户自定义系数（用户输入处于 15 ng-cm/μL 和 150 

ng-cm/μL 之间的系数） 

检测值 

注：对于微体积吸光度检测和使用非标准（10 mm 除外）比

色皿进行的检测，光谱将归一化为 10 mm 光程当量。 

A260 吸光度 

 核酸吸光度值使用标准化光谱图在 260 nm 处测得。如

果未选择“基线矫正”，这是报告的 A260 值。 

 如果选择了基线矫正，矫正波长的吸光度值将减去 260 

nm 处吸光度。将报告 260 nm 处已矫正吸光度并可用

于计算核酸浓度。 

A230 和 A280 吸光度 

 230 nm 和 280 nm 处标准化和基线矫正（如选择）的

吸光度值用于计算 A260/A230 和 A260/A280 比率。 

样品光程 

 对于微体积检测，软件将根据分析波长处的样品吸光

度，选择最佳光程（介于 1.0 mm 和 0.03 mm 之间）。 

 对于比色皿检测，光程由软件中的比色皿光程设置决定

（请参阅常规设置）。 

 显示的光谱和吸光度值归一化为 10 mm 光程当量。 

计算的核酸浓度基于 260 nm 处的

吸光度值、使用的系数和样品光

程。也可应用单点基线矫正（或分

析矫正）。 

报告的浓度以质量为单位。互联网

上提供了计算器，用于根据样品序

列，将浓度单位从质量转换为摩

尔。 

260 nm、280 nm 和有时候 230 

nm 处的吸光度值，用于计算所检

测核酸样品的纯度比。纯度比对样

品中存在的污染物敏感，如通常在

样品纯化过程中使用的残余溶剂和

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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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值 

 核酸浓度。以选中的单位（即  ng/μL 、 μg/uL 或 

μg/mL）报告。使用矫正的核酸吸光度值，基于修改的 

Beer 定律等式计算。 

 A260/A280 纯度比。260 nm 处已矫正吸光度比可用于 

280 nm 处已矫正吸光度。约 1.8 的 A260/A280 纯度比

通常被接受为“纯”DNA（RNA 为约 2.0）。酸性溶液

的报告值可能少 0.2-0.3；碱性溶液则相反。 

 A260/A230 纯度比。260 nm 处已矫正吸光度比可用于 

230 nm 处已矫正吸光度。处于  1.8 和  2.2 之间的 

A260/A230 纯度比通常被接受为“纯”DNA 和 RNA。 

注：虽然纯度比是样品质量的重要指标，但质量的最佳指标

是目标下游应用的功能（例如，实时 PCR）。 

 系数。配合 Beer 定律用于计算样品浓度。 

 污染物 - 如果 Acclaro 软件识别到污染物，则该污染物

将显示在此列中。 

 A260 吸光度。 

 A280 吸光度。 

 基线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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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基因芯片 

对已被标记为使用最多两个

荧光染料的纯化核酸浓度进

行检测，以便在下游基因芯

片应用中使用。 

检测基因芯片样品 

报告结果 

设置 

检测限 

计算 

 

检测基因芯片样品 

 使用基因芯片应用对已被标注为使用最多两个荧光染料的核

酸进行定量分析。该应用报告核酸浓度、A260/A280 比和浓

度、以及检测的染料吸光度值，允许检测低至 0.2 皮摩尔/微

升的染料浓度。 

若要检测基因芯片样品 

 
注意 

 不要在仪器附近使用喷射器或喷雾瓶，因为液体会流入

仪器并可能导致永久性损坏。 

 不要在基座上使用氢氟酸 (HF)。氟离子会永久损坏石英

光纤电缆。 

 
开始之前... 

 开始使用 NanoDrop One 仪器进行基座检测之前，抬起仪器

检测臂然后清洁上下基座。至少需使用新的实验室无尘纸擦

拭基座。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清洁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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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检测基因芯片样品 

1. 在“主页”屏幕上，选择核酸选项卡并点击基因芯片。 

2. 指定样品类型和系数和使用的染料类型。 

提示：从预定义列表选择一个染料或使用染料/色谱图编

辑器添加用户自定义染料。 

3. 将 1-2 μL 空白检测溶液移取到下基座，然后降下检测

臂，或将空白检测比色皿插入比色皿架。 

提示：如果使用比色皿，确保将比色皿光路对准仪器光

路。 

4. 点击空白检测并等待检测完成。 

提示：如果自动空白检测设为“开启”，空白检测将会

在您降下检测臂时自动开始。（此选项不适用于比色皿

检测。） 

5.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实验室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或取

下空白检测比色皿。 

6. 将 1-2 μL 样品溶液移取到基座上，然后降下检测臂，或

将样品比色皿插入比色皿架。 

7. 开始样品检测： 

– 基座：如果自动检测设为“开启”，降下检测臂；

如果“自动检测”设为“关闭”，降下检测臂并点

击检测。 

– 比色皿：点击检测。 

样品检测完成后，将显示光谱和报告值（请参阅下一个

章节）。 

8. 完成检测样品后，点击结束实验。 

9.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或取下样品

比色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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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核酸检测的最佳实践 

 检测微体积样品 

 使用比色皿检测样品 

 微体积检测的最佳实践 

 比色皿检测的最佳实践 

 制备样品和空白溶液 

 基本仪器操作 

A260 吸光度谱峰用于

计算核酸浓度 

染料吸光度谱峰用于计算染料浓度 

典型的基因芯片光谱图 

1
m

m
 吸

光
度

 

波长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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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芯片报告结果 

基因芯片检测屏幕 

 对于每个检测的样品，此应用显示吸光度光谱和结果摘要。

此处为示例： 

 

  

 
注 

 在 750 nm 处执行基线矫正（从样品光谱中所有波长处

的吸光度值减去 750 nm 处的吸光度值）。 

 微体积吸光度检测和使用非标准比色皿进行的检测，归

一化为 10.0 mm 光程当量。 

  

选项菜单； 

点击可打开 
样品名称； 

点击可编辑 核酸浓度 

点击可选择单位 

染料浓度 

点击行可选择样品和

更新光谱；点击多行

可重叠显示多达五个

光谱。按住样品行可

查看检测详情。 

紫外-可见光光谱 

捏拉缩放可调整轴；双点

击可重置 

向左滑动屏幕可查看具有更

多检测结果的表 

点击可结束实验并导出

数据 

上下拖曳选项卡可显

示较多/较少样品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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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芯片报告值 

 
每次检测后出现的初始屏幕（请参阅前面的图像）显示报告

值的摘要。若要查看所有的报告值，可按住样品行。此处为

示例： 

 样品详情（使用的应用和基座或比色皿） 

 样品名称 

 创建于（进行样品检测的日期） 

 核酸浓度 

 A260 

 A260/A280 

 染料 1/染料 2 浓度 

 样品类型 

 分析矫正 

 系数 

基因芯片检测设置 

基因芯片设置 

 在“主页”屏幕上的“核酸”选项卡选择“基因芯片”应用

后，将会显示“基因芯片设置”屏幕。要在“基因芯片”检

测屏幕中显示基因芯片设置，点击  > 基因芯片设置。 

设置 可用选项 描述 

样品类型和系数 双链 DNA（使用不可编

辑的系数 50 ng-cm/μL） 

双链 DNA 的广泛接受值 

 单链 DNA（使用不可编

辑的系数 33 ng-cm/μL） 

单链 DNA 的广泛接受值 

 RNA（使用不可编辑的系

数 40 ng-cm/μL） 

RNA 的广泛接受值 

 寡核苷酸 DNA 使用不可

编辑的计算系数，单位为 

ng-cm/μL 

从用户定义 DNA 碱基序列计算系数。当选择时，

可用的 DNA 碱基单位（即 G、A、T、C）将显示

为按键。通过点击适当的按键定义序列。系数是根

据每个碱基单位的广泛接受值自动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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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可用选项 描述 

 寡核苷酸 RNA 使用不可

编辑的计算系数，单位为 

ng-cm/μL 

从用户定义 RNA 碱基序列计算系数。当选择时，

可用的 RNA 碱基单位（即 G、A、T、C）将显示

为按键。通过点击适当的按键定义序列。系数是根

据每个碱基单位的广泛接受值自动计算的。 

 用户自定义（使用用户指

定的系数，单位为 ng-

cm/μL） 

输入介于 15 ng-cm/μL 和 150 ng-cm/μL 之间的系

数 

染料 1/染料 2 类型a Cy3、5、3.5 或 5.5、

Alexa Fluor 488、546、

555、594、647 或 660 

选择用于标记样品材料的预定义染料，或已经使用

染料编辑器添加的染料。 

染料 1/染料 2 单位 皮摩尔/微升 (pmol/uL)、

微摩尔 (uM) 或毫摩尔 

(mM) 

选择用于报告染料浓度的单位 

分析矫正b 打开或关闭 

输入分析矫正波长（单位

为 nm）或使用默认值 

(340 nm) 

从分析波长处的吸光度值减去指定分析矫正波长处

的吸光度值，矫正光散射粒子所导致样品吸光度检

测的任何偏移。矫正的值将用于计算样品浓度。 

提示：如果样品经修改在 340 nm 处吸收光，选择

不同的矫正波长或关闭分析矫正。 

a
 若要添加用户自定义染料或编辑可用的染料列表，请使用染料/色谱图编辑器。 

b
 分析矫正仅影响核酸浓度的计算。 

  

染料/色谱图编辑器 

 
使用染料/色谱图编辑器可将用户自定义染料添加到基因芯片

设置或蛋白芯片设置中的可用染料列表上。您还可以指定该

列表中可用的染料。 

若要访问染料/色谱图编辑器： 

 在“主页”屏幕上，点击  > 染料编辑器 

 在“基因芯片”或“蛋白芯片”检测屏幕上，点击 

 >  设置 > 染料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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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料编辑器 

 

  

 
染料/色谱图编辑器提供了以下操作： 

添加或移除染料 

要添加或移除基因芯片设置或蛋白芯片设置中染料 1 或染料 

2 下拉列表中的染料： 

– 选择或取消选择对应的复选框 

 

添加用户自定义染料 

– 点击  显示“新染料”框 

– 为新染料输入唯一的名称（点击字段可显示键盘，

点击完成键可关闭键盘） 

锁定的染料 

（预定义；不能编辑或删除） 

点击可添加用户

自定义染料 

点击可编辑选

择的用户自定

义染料 

点击可删除

选择的用户

自定义染料 

用户自定义染料（用户定义；不

能编辑或删除） 

选择染料（将显示在基因芯片设置或蛋白芯片

设置中的染料 1 和染料 2 列表中） 点击可关闭染料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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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选择默认单位可显示染料浓度 

– 输入染料的消光系数（或摩尔吸光常数），单位为 

L/mole-cm（通常由染料制造商提供） 

– 指定波长，单位为  nm （介于  450 nm 和  700 

nm），用于检测染料的吸光度 

– 指定 260 nm 和 280 nm 处染料的矫正值 

– 点击添加染料 

 
注 若要确定染料矫正值（如果染料制造商未提供）： 

– 使用仪器检测纯染料并注意在 260 nm、280 nm 和

染料分析波长处的吸光度（请参阅上文） 

– 计算 A260/Adye wavelength 的比率并输入该值进行 260 

nm 矫正 

– 计算 A280/Adye wavelength 的比率并输入该值进行 280 

nm 矫正 

 
如果在检测之前选择用户自定义染料，将报告该染料的吸光

度和浓度值，并对检测的样品吸光度值和所得到的样品浓度

和纯度比应用矫正。 

 
编辑用户自定义染料 

 
提示 在软件中预定义的染料不能被编辑。 

 
– 点击可选择用户自定义染料 

– 点击  

– 编辑任何条目或设置 

– 点击保存染料 

 
删除用户自定义染料 

 
提示 在软件中预定义的染料不能被删除。 

 
– 点击可选择用户自定义染料 

– 点击  

 
注意 删除用户自定义染料将永久性删除该软件中的染料和所

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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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芯片检测计算 

与其他核酸应用一样，基因芯片应

用使用 Beer-Lambert 等式的修改

式计算样品浓度，其中消光系数和

光程相结合，被称为“系数”。基

因芯片应用提供六个选项（如右侧

所示），可为每个检测的样品选择

一个合适的系数，配合 Beer 定律

用于计算样品浓度。 

如果该系数已知，请选择“用户自

定义系数”选项，然后输入系数，

单位为ng-cm/μL。否则，选择最匹

配样品溶液的选项。 

提示：理想情况下，系数或消光系

数应该凭经验通过使用相同缓冲液

的已知浓度研究核酸来确定。 

系数的可用选项 

 双链 DNA（系数 = 50 ng-cm/μL） 

 单链 DNA（系数 = 33 ng-cm/μL） 

 RNA（系数 = 40 ng-cm/μL） 

 寡核苷酸 DNA（从用户输入的 DNA 核苷酸序列进行计

算） 

 寡核苷酸 RNA（从用户输入的 RNA 核苷酸序列进行计

算） 

 用户自定义系数（用户输入处于 15 ng-cm/μL 和 150 

ng-cm/μL 之间的系数） 

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样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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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的核酸浓度基于 260 nm 处的

吸光度值、使用的系数和样品光

程。也可应用单点基线矫正（或分

析矫正）。 

报告的浓度以质量为单位。互联网

上提供了计算器，用于根据样品序

列，将浓度单位从质量转换为摩

尔。 

260 nm、280 nm 和有时候 230 

nm 处的吸光度值，用于计算所检

测核酸样品的纯度比。纯度比对样

品中存在的污染物敏感，如通常在

样品纯化过程中使用的残余溶剂和

试剂。 

检测值 

A260 吸光度 

注：750 nm 处的吸光度值将从光谱中所有波长处的吸光度

值减去。因此，所显示光谱中 750 nm 处的吸光度值为零。

此外，对于微体积吸光度检测和使用非标准（10 mm 除外）

比色皿进行的检测，光谱将归一化为 10 mm 光程当量。 

 用于全部基因芯片样品类型的核酸吸光度值在 260 nm 

处使用 750 已矫正和标准化光谱图进行检测。 

 如果选择了分析矫正，矫正波长的吸光度值将减去 260 

nm 处吸光度。 

 如果选择一个或多个染料，在 260 nm 处的染料矫正值

也将减去在 260 nm 处的吸光度。 

 将报告在 260 nm 处的最终已矫正吸光度并可用于计算

样品浓度。 

A280 吸光度 

 在 280 nm处的 750 已矫正和标准化吸光度值（减去 

A280 染料矫正）可用于计算 A260/A280 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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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料浓度通过染料分析波长处的吸

光度值、染料的消光系数和样品光

程进行计算。也可使用染料斜率线

矫正。 

染料吸光度 

 染料吸光度值在特定波长处检测。有关使用的分析波长

信息，请参阅染料/色谱图编辑器。 

 如果选择了染料斜率矫正，400 nm 和 750 nm 之间将

绘制一条线性基线，对于每个染料，将从每个染料分析

波长处的吸光度值减去斜率基线的吸光度值。将报告基

线矫正染料吸光值并用于计算染料浓度。 

染料矫正 

 预定义染料具有 A260 和 A280 的已知矫正值。有关使

用的矫正值信息，请参阅染料/色谱图编辑器。 

 A260 染料矫正将从用于计算核酸浓度的 A260 吸光度

值和用于计算 A260/A280 纯度比的 A260 吸光度值减

去。 

样品光程 

 对于微体积检测，软件将根据分析波长处的样品吸光

度，选择最佳光程（介于 1.0 mm 和 0.03 mm 之间）。 

 对于比色皿检测，光程由软件中的比色皿光程设置决定

（请参阅常规设置）。 

 显示的光谱和吸光度值归一化为 10 mm 光程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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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值 

 核酸浓度。以选中的单位（即  ng/μL 、 μg/uL 或 

μg/mL）报告。使用矫正的核酸吸光度值，基于修改的 

Beer 定律等式计算。 

 A260/A280 纯度比。260 nm 处已矫正吸光度比可用于 

280 nm 处已矫正吸光度。约 1.8 的 A260/A280 纯度比

通常被接受为“纯”DNA（RNA 为约 2.0）。酸性溶液

的报告值可能少 0.2-0.3；碱性溶液则相反。 

 染料 1/ 染料 2 浓度。以 pmol/μL 为单位报告。使用

（斜率）基线矫正染料吸光度值，基于 Beer 定律计

算。 

注：虽然纯度比是样品质量的重要指标，但 DNA 或 RNA 质

量的最佳指标是目标下游应用的功能（例如，基因芯片）。 

  

 
相关主题 

•  核酸检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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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用户自定义系数检测 

 
使用用户自定义系数计算检

测纯化核酸的浓度。 

使用用户自定义系数检测 

报告结果 

设置 

检测限 

计算 

 

使用用户自定义系数检测核酸 

 使用用户自定义系数应用以用户定义的消光系数或系数定量

分析在 260 nm 处吸收的纯化的 DNA 或 RNA 样品。该应用

报 告 核 酸 浓 度 和 两 个 吸 光 度 比 （ A260/A280 和 

A260/A230）。也可使用单点基线矫正。 

使用用户自定义系数检测核酸样品 

 
注意 

 不要在仪器附近使用喷射器或喷雾瓶，因为液体会流入

仪器并可能导致永久性损坏。 

 不要在基座上使用氢氟酸 (HF)。氟离子会永久损坏石英

光纤电缆。 

 
开始之前... 

开始使用 NanoDrop One 仪器进行基座检测之前，抬起仪器

检测臂然后清洁上下基座。至少需使用新的实验室无尘纸擦

拭基座。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清洁基座。 

 

使用用户自定义系数检测 

1. 在“主页”屏幕上，选择核酸选项卡并点击用户自定义

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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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入用于计算的系数，如果需要，可指定一个基线矫

正。 

3. 将 1-2 μL 空白检测溶液移取到下基座，然后降下检测

臂，或将空白检测比色皿插入比色皿架。 

提示：如果使用比色皿，确保将比色皿光路对准仪器光

路。 

4. 点击空白检测并等待检测完成。 

提示：如果自动空白检测设为“开启”，空白检测将会

在您降下检测臂时自动开始。（此选项不适用于比色皿

检测。） 

5.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实验室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或取

下空白检测比色皿。 

6. 将 1-2 μL 样品溶液移取到基座上，然后降下检测臂，或

将样品比色皿插入比色皿架。 

7. 开始样品检测： 

– 基座：如果自动检测设为“开启”，降下检测臂；

如果“自动检测”设为“关闭”，降下检测臂并点

击检测。 

– 比色皿：点击检测。 

样品检测完成后，将显示光谱和报告值（请参阅下一个

章节）。 

8. 完成检测样品后，点击结束实验。 

9.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或取下样品

比色皿。 

 

 

 典型的核酸光谱图 

1
0
m

m
 吸

光
度

 

波长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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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检测微体积样品 

 使用比色皿检测样品 

 微体积检测的最佳实践 

 比色皿检测的最佳实践 

 制备样品和空白溶液 

 基本仪器操作 

用户自定义系数报告结果 

 对于每个检测的样品，此应用显示吸光度光谱和结果摘要。

此处为示例： 

 
注 除了用户自定义系数在左下角（请参见下图）显示报告之

外，用户自定义系数检测屏幕与用于其他核酸应用的检测屏

幕非常近似。 

  

 

 
用户自定义系数用于计算核酸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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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基本仪器操作 

 核酸报告结果 

 核酸计算 

  

使用用户自定义系数检测核酸的设置 

 

要显示用户自定义系数设置，从本地控制点击  >  用户

自定义系数设置。 

使用 PC 控制软件时，从“用户自定义系数”检测屏幕选择

设置图标 ，以查看用户自定义系数设置。 

设置 可用选项 描述 

用户自定义系数 输入介于 15 ng-cm/μL 和 

150 ng-cm/μL 之间的整

数值 

在修改的 Beer 定律等式中用于计算核酸浓度的常

数。基于消光系数和光程： 

f = 1/(ε260 * b)) 

其中： 

f= 系数 

ε = 260 nm 处的摩尔消光系数，单位为 ng-cm/μL 

b = 样品光程，单位为 cm（使用 NanoDrop One 

仪器检测核酸时为 1 cm） 

基线矫正 打开或关闭 

输入基线矫正波长（单位

为 nm）或使用默认值 

(340 nm) 

可选用户自定义基线矫正值。软件会从样品光谱中

所有波长处的吸光度值减去指定基线矫正波长处的

吸光度值，矫正光散射粒子导致的任何偏移。因

此，在指定基线矫正波长处的样品光谱吸光度为

零。 

注：基线矫正可从 PC 控制软件的检测屏幕选择，

并且在“用户自定义系数设置”中不显示。 
 

 
相关主题 

 仪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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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用户自定义系数检测核酸的检测限 

 此处提供用于核酸的较低检测限和重复性规范。检测上限取

决于仪器的吸光度上限和用户定义的消光系数。 

计算核酸样品的检测上限 

 
使用以下等式计算检测上限，单位为 ng/μL： 

（吸光度上限仪器 * 消光系数样品） 

例如，使用消光系数 55 的样品检测，等式如下所示： 

(550 AU * 55 ng-cm/µL) = 30,250 ng/µL 

 
注 对于使用 10 mm 光程比色皿的检测，吸光度上限为 1.5 

AU，约为双链 DNA 的 75 ng/μL。 

  

 
相关主题 

 适用于全部应用的检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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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页特意留白。 



4 核酸应用 

检测寡核苷酸 DNA 或寡核苷酸 RNA 

Thermo Scientific NanoDrop One 用户手册 51 
 

检测寡核苷酸 DNA 或寡核苷酸 RNA 
 检测 260 nm 处吸收的纯化

单链 DNA 或 RNA 寡核苷酸

的浓度。 

检测寡核苷酸 DNA 或寡核苷

酸 RNA 

报告结果 

设置 

检测限 

计算 

 

检测寡核苷酸 DNA 或寡核苷酸 RNA 

 使用寡核苷酸 DNA 和寡核苷酸 RNA 应用定量分析 260 nm 

处吸收的寡核苷酸。摩尔消光系数会根据用户定义的样品碱

基序列自动计算。这些应用报告核酸浓度和两个吸光度比

（A260/A280 和 A260/A230）。也可使用单点基线矫正。 

 
注 如果寡核苷酸已被修改，例如使用荧光染料，请与寡核苷

酸制造商确认该修改是否会增加 260 nm 处的吸光度。如果

是，我们建议使用基因芯片应用以量化核酸浓度。基因芯片

应用包括一个矫正，可消除由于寡核苷酸定量结果的染料造

成的任何增加的吸光度。 

  

若要检测寡核苷酸 DNA 或寡核苷酸 RNA 样品 

 
注意 

 不要在仪器附近使用喷射器或喷雾瓶，因为液体会流入

仪器并可能导致永久性损坏。 

 不要在基座上使用氢氟酸 (HF)。氟离子会永久损坏石英

光纤电缆。 

 
开始之前... 

开始使用 NanoDrop One 仪器进行基座检测之前，抬起仪器

检测臂然后清洁上下基座。至少需使用新的实验室无尘纸擦

拭基座。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清洁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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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检测寡核苷酸样品 

1. 在“主页”屏幕上，选择核酸选项卡并根据需要点击寡

核苷酸 DNA 或寡核苷酸 RNA。 

2. 如果需要，指定寡核苷酸碱基序列和基线矫正。 

3. 将 1-2 μL 空白检测溶液移取到下基座，然后降下检测

臂，或将空白检测比色皿插入比色皿架。 

提示：如果使用比色皿，确保将比色皿光路对准仪器光

路。 

4. 点击空白检测并等待检测完成。 

提示：如果自动空白检测设为“开启”，空白检测将会

在您降下检测臂时自动开始。（此选项不适用于比色皿

检测。） 

5.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实验室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或取

下空白检测比色皿。 

6. 将 1-2 μL 样品溶液移取到基座上，然后降下检测臂，或

将样品比色皿插入比色皿架。 

7. 开始样品检测： 

– 基座：如果自动检测设为“开启”，降下检测臂；

如果“自动检测”设为“关闭”，降下检测臂并点

击检测。 

– 比色皿：点击检测。 

样品检测完成后，将显示光谱和报告值（请参阅下一个

章节）。 

8. 完成检测样品后，点击结束实验。 

9.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或取下样品

比色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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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核酸检测的最佳实践 

 检测微体积样品 

 使用比色皿检测样品 

 微体积检测的最佳实践 

 比色皿检测的最佳实践 

 制备样品和空白溶液 

 基本仪器操作 

寡核苷酸 DNA 光谱图示例 

1
0

m
m

 吸
光
度

 



4 核酸应用 

检测寡核苷酸 DNA 或寡核苷酸 RNA 

54 NanoDrop One 用户手册 Thermo Scientific  

寡核苷酸报告结果 

寡核苷酸 DNA 检测屏幕（本地控制） 

 对于每个检测的样品，寡核苷酸 DNA 和寡核苷酸 DNA 应用

显示紫外吸光度光谱和结果摘要。此处为示例： 

 

  

 1
 检测寡核苷酸：TTT TTT TTT TTT TTT TTT TTT TTT 

 
注 微体积吸光度检测和使用非标准比色皿进行的检测，归一

化为 10.0 mm 光程当量。 

  

选项菜单； 

点击可打开 

样品名称； 

点击可编辑 核酸浓度 

点击可选择单位 

纯度比 

紫外光谱1
 

点击行可选择

样品和更新光

谱；点击多行

可重叠显示多

达五个光谱。

按住样品行可

查看检测详

情。 

捏拉缩放可调整轴；双点击

可重置 

向左滑动屏幕可查看具有更

多检测结果的表 

点击可结束实验并导

出数据 

上下拖曳选项卡可显

示较多/较少样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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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核苷酸 DNA 和寡核苷酸 RNA 报告值 

 
每次检测后出现的初始屏幕（请参阅前面的图像）显示报告

值的摘要。若要查看所有的报告值，可按住样品行。此处为

示例： 

 样品详情（使用的应用和采样方法，如基座或比色皿） 

 样品名称 

 创建于（进行样品检测的日期） 

 核酸浓度 

 A260/A280 

 A260/A230 

 A260 

 A280 

 系数 

 寡核苷酸序列 

 基线矫正 

 磁力搅拌器状态 

 
注  五个核苷酸组成的  DNA 和  RNA 展现变动很大的 

A260/A280 比率。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寡核苷酸纯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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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核苷酸 DNA 和 RNA 检测屏幕（PC 控制） 

 对于每个检测的样品，寡核苷酸 DNA 和寡核苷酸 DNA 应用

显示紫外吸光度光谱报告值。此处为示例： 

 

 
相关主题 

 基本仪器操作 

 寡核苷酸计算 

  

用于寡核苷酸 DNA 和寡核苷酸 RNA 检测的设置 

 
在“主页”屏幕上的“核酸”选项卡选择“寡核苷酸 DNA”

或“寡核苷酸 RNA”应用后，将会显示“寡核苷酸设置”屏

幕。 

在本地仪器控制中，在“寡核苷酸”检测屏幕上，点击 

 >  寡 核 苷 酸  DNA 设 置 （ 或 

 寡核苷酸 RNA 设置）。 

点击选择比色皿或基座检测 样品名称； 

点击可编辑 

寡核苷酸 

RNA/RNA 

设置 

运行空

白检测 

检测样品 

点击可结束实验并导

出数据 

选项菜单； 

点击可打开 

紫外光谱 点击并拖曳可调整

轴；双击可重置 

点击可选择单位 

点击行可选择样品

和更新光谱；点击

多行可重叠光谱。 

核酸浓度 

纯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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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PC 控制软件中，从“寡核苷酸 DNA 或 RNA”检测屏幕

选择设置图标 ，以查看寡核苷酸 DNA 设置或寡核苷酸 

RNA 设置。 

设置 可用选项 描述 

寡核苷酸碱基序列 适用于 DNA：使用 G、

A、T 和 C 键指定 DNA 

碱基序列 

 

适用于 RNA：使用 G、

A、U 和 C 键指定 RNA 

碱基序列 

指定您的 DNA 或 RNA 碱基序列。点击对应的键： 

 
在 PC 控制软件中，您还可以使用键盘输入碱基序

列，或从另一个应用中复制粘贴一个序列。 

  每次将一个碱基添加至序列时，软件将计算如下： 

 系数。在修改的 Beer 定律等式中用于计算寡核

苷酸浓度的常数。基于消光系数和光程： 

f = 1/(ε260 * b) 

其中： 

f= 系数 

ε = 260 nm 处的摩尔消光系数，单位为 ng-

cm/μL 

b = 样品光程，单位为 cm（使用 NanoDrop 

One 仪器检测核酸时为 0.1 cm） 
 

 

 

删除最新的碱

基（本地仪器

控制中所示） 

添加鸟嘌呤 

添加腺嘌呤 

添加胸腺嘧啶 (DNA) 

或尿嘧啶 (RNA) 

添加胞嘧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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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可用选项 描述 

   用户定义碱基序列计算的寡核苷酸分子量。 

 输入的碱基数量。 

 摩尔消光系数 (260 nm)。260 nm 处的寡核苷

酸从输入的碱基序列计算摩尔消光系数（单位

为 ng-cm/μL）。 

 %GC。输入的碱基总数中鸟嘌呤和胞嘧啶残留

的百分比。 

基线矫正 打开或关闭 

输入基线矫正波长（单位

为 nm）或使用默认值 

(340 nm) 

软件会从样品光谱中所有波长处的吸光度值减去指

定基线矫正波长处的吸光度值，矫正光散射粒子导

致的任何偏移。因此，在指定基线矫正波长处的样

品光谱吸光度为零。 

提示：如果样品经修改在 340 nm 处吸收光，选择

不同的矫正波长或关闭基线矫正。 
 

 
相关主题 

 仪器设置 

用于寡核苷酸 DNA 和寡核苷酸 RNA 检测的检测限 

 此处提供用于寡核苷酸样品类型（单链 DNA 和 RNA）的较

低检测限和重复性规范。检测上限取决于仪器的吸光度上限

吸光度上限和用于用户定义碱基序列的消光系数。 

计算核酸样品的检测上限 

 
使用以下等式计算检测上限，单位为 ng/μL： 

（吸光度上限仪器 * 消光系数样品） 

例如，使用消光系数 55 的样品检测，等式如下所示： 

(550 AU * 55 ng-cm/µL) = 30,250 ng/µL 

 
注 对于使用 10 mm 光程比色皿的检测，吸光度上限为 1.5 

AU，约为双链 DNA 的 75 ng/μ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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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寡核苷酸 DNA 和寡核苷酸 RNA 检测的计算 

与其他核酸应用一样，寡核苷酸应

用使用 Beer-Lambert 等式关联基

于样品消光系数和光程的吸光度和

浓度。由于寡核苷酸是短的，单链

分子（或重复序列的较长分子），

其光谱和消光系数 (ε) 与碱基组成

和序列密切相关。 

（用于单链 DNA 和 RNA 的公认消

光系数和系数提供自然合理的估

计，基本上是随机序列，但并不适

合短、合成的寡核苷酸序列。）为

了确保最准确的结果，我们使用 

ε260 的精确值计算寡核苷酸浓度。 

NanoDrop 软件允许您在检测之前

指定寡核苷酸的碱基序列。对于任

何输入的碱基序列，该软件使用右

侧的等式计算消光系数。 

提示：消光系数是每个寡核苷酸的

特定波长，并会受到缓冲液类型、

离子强度和 pH 值的影响。 

用于寡核苷酸的消光系数 

该软件采用最近邻检测方法和以下公式计算特定寡核苷酸碱

基序列的摩尔消光系数： 

 

其中： 

ε = 摩尔消光系数，单位为 L/mole-cm 

ε1 = ε最近邻 

ε2 = ε单个碱基 

ε3 = ε修饰，如荧光染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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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的核酸浓度基于 260 nm 处的

吸光度值、使用的系数和样品光

程。也可应用单点基线矫正（或分

析矫正）。 

报告的浓度以质量为单位。互联网

上提供了计算器，用于根据样品序

列，将浓度单位从质量转换为摩

尔。 

260 nm、280 nm 和有时候 230 

nm 处的吸光度值，用于计算所检

测核酸样品的纯度比。纯度比对样

品中存在的污染物敏感，如通常在

样品纯化过程中使用的残余溶剂和

试剂。 

检测值 

A260 吸光度 

注：对于微体积吸光度检测和使用非标准（10 mm 除外）比

色皿进行的检测，光谱将归一化为 10 mm 光程当量。 

 核酸吸光度值使用标准化光谱图在 260 nm 处测得。如

果未选择“基线矫正”，这是报告的 A260 值。 

 如果选择了基线矫正，矫正波长的吸光度值将减去 260 

nm 处样品吸光度。将报告 260 nm 处已矫正吸光度并

可用于计算核酸浓度。 

A230 和 A280 吸光度 

 230 nm、260 nm 和 280 nm 处标准化吸光度值用于计

算 A260/A230 和 A260/A280 比率。 

样品光程 

 对于微体积检测，软件将根据分析波长处的样品吸光

度，选择最佳光程（介于 1.0 mm 和 0.03 mm 之间）。 

 对于比色皿检测，光程由软件中的比色皿光程设置决定

（请参阅常规设置）。 

 显示的光谱和吸光度值归一化为 10 mm 光程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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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核苷酸组成的 DNA 和 RNA 展

现变动很大的 A260/A280 比率。

适用于每个独立检测核苷酸的估计 

A260/A280 比率如下： 

鸟嘌呤：1.15 

腺嘌呤：4.50 

胞嘧啶：1.51 

尿嘧啶：4.00 

胸腺嘧啶：1.47 

对于特定的核酸序列，A260/A280 

比率约等于四个核苷酸的 

A260/A280 比率加权平均。 

注：由于与胸腺嘧啶相比，尿嘧啶

具有较高比率，RNA 通常会有更

高的 260/280 比率。 

报告值 

 核酸浓度。以选中的单位（即  ng/μL 、 μg/uL 或 

μg/mL）报告。使用矫正的核酸吸光度值，基于修改的 

Beer 定律等式计算。 

 A260/A280 纯度比。260 nm 处已矫正吸光度比可用于 

280 nm 处已矫正吸光度。 

 A260/A230 纯度比。260 nm 处已矫正吸光度比可用于 

230 nm 处已矫正吸光度。 

注：传统的纯度比（A260/A280 和 A260/A230），作为在核

酸样品的各种污染物的指标，因为其光谱形状高度依赖于其

碱基组成，所以不适用于寡核苷酸。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侧边栏。 

  

 
相关主题 

 核酸检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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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蛋白质应用 

检测蛋白质 A280 
 

检测 280 nm 处吸收的纯化

蛋白质样品的浓度。 

检测 A280 蛋白质 

报告结果 

设置 

检测限 

计算  

检测 A280 处的蛋白质浓度 

 使用蛋白质 A280 应用定量分析包含氨基酸（如色氨酸或酪

氨酸，或半胱氨酸-半胱氨酸的二硫键）的纯化蛋白质样品，

它在 280 nm 处显示吸光度。此应用报告 280 nm 处检测的

蛋白质浓度和一个吸光度比 (A260/A280)。也可使用单点基

线矫正。此应用不需要标准曲线。 

 
注 如果样品中主要含有肽键和很少或没有氨基酸，请使用蛋

白质 A205 应用而不是蛋白质 A280。 

  

若要检测蛋白质 A280 样品 

 
注意 

 不要在仪器附近使用喷射器或喷雾瓶，因为液体会流入

仪器并可能导致永久性损坏。 

 不要在基座上使用氢氟酸 (HF)。氟离子会永久损坏石英

光纤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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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之前... 

开始使用 NanoDrop One 仪器进行基座检测之前，抬起仪器

检测臂然后清洁上下基座。至少需使用新的实验室无尘纸擦

拭基座。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清洁基座。 

若要检测蛋白质 A280 样品 

1. 在“主页”屏幕上，选择蛋白质选项卡并点击蛋白质 

A280。 

2. 如果需要，可指定样品类型和基线矫正。 

3. 将 1-2 μL 空白检测溶液移取到下基座，然后降下检测

臂，或将空白检测比色皿插入比色皿架。 

提示：如果使用比色皿，确保将比色皿光路对准仪器光

路。 

4. 点击空白检测并等待检测完成。 

提示：如果自动空白检测设为“开启”，空白检测将会

在您降下检测臂时自动开始。（此选项不适用于比色皿

检测。） 

5.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实验室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或取

下空白检测比色皿。 

6. 将 2 μL 样品溶液移取到基座上，然后降下检测臂，或

将样品比色皿插入比色皿架。 

7. 开始样品检测： 

– 基座：如果自动检测设为“开启”，降下检测臂；

如果“自动检测”设为“关闭”，降下检测臂并点

击检测。 

– 比色皿：点击检测 

样品检测完成后，将显示光谱和报告值（请参阅下一个

章节）。 

8. 完成检测样品后，点击结束实验。 

9.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或取下样品

比色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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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浓度 BSA 样品 

 

低浓度 BSA 样品 

蛋白质检测的最佳实践 

 
 在检测之前，将蛋白质样品隔离和纯化以去除杂质。根

据样品而定，杂质可以包括 DNA、RNA 和一些缓冲液

成分。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样品制备。 

 
注 如果样品中存在抽提试剂（即使是残留量）会增加处于 

200 nm 和 280 nm 之间的吸光度，将会影响检测结果。 

 
 确保样品吸光度处于仪器的吸光度检测限内。 

1
0

m
m

 吸
光
度

 

波长 (nm) 

1
0

m
m

 吸
光
度

 

波长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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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空白检测： 

– 对于蛋白质  A280、蛋白质  A205 和蛋白芯片应

用，使用用于再悬浮目标分析物的相同缓冲溶液进

行空白检测。空白检测溶液的 pH 值和离子强度应

类似于分析物溶液。 

– 对于蛋白质 BCA 法、蛋白质 Bradford 法和蛋白质 

Lowry 法应用，使用去离子水 (DI H2O) 进行空白检

测。 

– 对于蛋白质 Pierce 660 法应用，使用用于制作标准

曲线的参考品溶液进行空白检测（参考品溶液不应

含有标准蛋白质原液）。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

用标准曲线。 

 运行空白检测周期评估缓冲溶液增加的吸光度。如果处

于或接近分析波长（通常为 280 nm 或 205 nm）的缓

冲液展现强大的吸收度，您可能需要选择一个不同的缓

冲液或应用，如比色法分析（例如，BCA 或  Pierce 

660）。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选择和进行空白检测。 

 
注 缓冲液如 Triton X、RIPA 和 NDSB 会显著增加吸光度，

并且与直接的 A280 或 A205 检测不兼容。 

 
 对于微体积检测： 

– 确保基座表面已正确清洁和调节。（蛋白质倾向于

粘附在基座表面。） 

– 在进行检测之前，轻轻（但彻底）混匀样品。混合

和转移样品时，避免引入气泡。 

– 按照微体积检测的最佳实践。 

– 使用 2 μL 样品体积。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建议

样品体积。 

 对于比色皿检测（仅限 NanoDrop OneC 仪器），请使

用相容比色皿，然后按照比色皿检测的最佳实践。 

 相关主题 

 蛋白质检测的最佳实践 

 检测微体积样品 

 使用比色皿检测样品 

 制备样品和空白溶液 

 基本仪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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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 A280 报告结果 

蛋白质 A280 检测屏幕（本地控制） 

 对于每个检测的样品，此应用显示吸光度光谱和结果摘要。

此处为本地控制屏幕示例： 

 

 
注 微体积吸光度检测和使用非标准比色皿进行的检测，归一

化为 10.0 mm 光程当量。 

  

选项菜单； 

点击可打开 

样品名称； 

点击可编辑 蛋白质浓度 

点击可选择单位 

在 280 nm 处的

吸光度 

纯度比 

紫外光谱 

点击行可选择样品

和更新光谱；点击

多行可重叠显示多

达五个光谱。按住

样品行可查看检测

详情。 

捏拉缩放可调整轴；双点

击可重置 

向左滑动屏幕可查看具有

更多检测结果的表 

点击可结束实验并

导出数据 

上下拖曳选项卡可

显示较多/较少样品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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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 A280 报告值 

 每次检测后出现的初始屏幕（请参阅前面的图像）显示报告

值的摘要。若要查看所有的报告值，可按住样品行。此处为

示例： 

 

 

 
相关主题 

 基本仪器操作 

 蛋白质 A280 计算 

用于蛋白质 A280 检测的设置 

 
在本地仪器控制中，若要在“蛋白质 A280”检测屏幕中显

示蛋白质 A280 设置，点击  > 蛋白质 A280 设置。 

在 PC 控制软件中，从“蛋白质 A280”检测屏幕选择设置

图标 ，以查看蛋白质 A280 设置。  

 

应用 采样方法 样品名称； 

点击可编辑 

检测日期/时间 

蛋白质浓度 

在 280 nm 处的

吸光度 

纯度比 

样品类型 

基线矫正波长 基线矫正吸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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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 A280 设置 

 蛋白质 A280 应用提供各种用于纯化蛋白质分析的样品类型

选项。 

 

每个样品类型采用唯一消光系数计算蛋白质。如果样品的消

光系数已知，可选择 ε + MW（摩尔）或 ε1%（质量）选项

并输入数值。否则，计算消光系数或选择最匹配样品溶液的

选项。如果您只需要粗略估计蛋白质浓度并且样品消光系数

未知，则选择 1 Abs=1 mg/mL 样品类型选项。 

 
提示 理想情况下，消光系数应该凭经验通过使用相同缓冲液

的已知浓度研究蛋白质来确定。 

  

设置 可用选项 
质量消光系数 

(L/gm-cm) 
描述 

样品类型a 1 Abs = 1 mg/mL 常规参考品 建议当消光系数未知且蛋白质浓度的粗略

估计可接受用于没有其他干扰物质的溶液

时使用。假设 0.1% (1 mg/mL) 蛋白质溶

液在 280 nm 处产生 1.0A（其中光程为 

10 mm），即 ε1% = 10。 

 BSA 6.7 对于 1%（即 10 mg/mL）BSA（牛血清

蛋白）溶液，使用 280 nm 处的质量消光

系数 (ε) 6.7 L/gm-cm 计算 BSA 蛋白质浓

度。假设 MW 为 66,400 道尔顿 (Da)，

280 nm 处用于 BSA 的摩尔消光系数大约

为 43,824 M-1c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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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可用选项 
质量消光系数 

(L/gm-cm) 
描述 

 IgG 13.7 适用于大多数哺乳动物的抗体（即，免疫

球蛋白或  IgG）。对于  1%（即  10 

mg/mL）IgG 溶液，使用 280 nm 处的质

量消光系数 (ε) 13.7 L/gm-cm 计算蛋白质

浓度。假设 MW 为 150,000 Da，280 nm 

处用于  IgG 的摩尔消光系数大约为 

210,000 M-1cm-1。 

 溶菌酶 26.4 对于 1%（即 10 mg/mL）溶菌酶溶液，

使用 280 nm 处的质量消光系数 (ε) 26.4 

L/gm-cm 计算溶菌酶蛋白质浓度。假设蛋

白溶菌酶范围的摩尔消光系数介于 

36,000 M-1cm-1 和 39,000 M-1cm-1之间。 

 其他蛋白质 (ε + 

MW) 

用户输入摩尔消光系

数和分子量 

假设蛋白质具有已知摩尔消光系数 (ε) 和

分子量 (MW)，其中： 

(εmolar)*10=(εpercent)*(MWprotein) 

输入单位为千道尔顿 (kDa) 的 MW 和摩

尔消光系数 (ε)（单位为 M-1cm-1）除以 

1000（即 ε/1000）。例如，对于摩尔消

光系数为 210,000 M-1cm-1 的蛋白质，输

入 210。 

 其他蛋白质 (ε1%) 用户输入质量消光系

数 

假设蛋白质具有已知的质量消光系数 

(ε)。输入用于 10 mg/mL (ε1%) 蛋白质溶

液的质量消光系数，单位为 L/gm-cm。 
a
 若要添加或编辑用户自定义蛋白质，使用蛋白质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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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可用选项 
质量消光系数 

(L/gm-cm) 
描述 

基线矫正 打开或关闭 

输入基线矫正波长

（单位为 nm）或使

用默认值 (340 nm) 

不适用 软件会从样品光谱中所有波长处的吸光度

值减去指定基线矫正波长处的吸光度值，

矫正光散射粒子导致的任何偏移。因此，

在指定基线矫正波长处的样品光谱吸光度

为零。 

提示：如果样品经修改在 340 nm 处吸收

光，选择不同的矫正波长或关闭基线矫

正。 
 

  

蛋白质编辑器 

 
使用蛋白质编辑器可将用户自定义蛋白质添加到蛋白质 

A280 设置和蛋白芯片设置中的可用蛋白质样品类型列表

上。 

若要访问蛋白质编辑器： 

 在 PC 控制软件的“主页”屏幕上，点击  设

置 > 蛋白质编辑器。 

PC 控制软件蛋白质编辑器 

 

点击可添加用户自

定义蛋白质 

点击可编辑选择的

用户自定义蛋白质 

点击可删除选择的

用户自定义蛋白质 

用户自定义蛋白质（将出现在“蛋白质 A280 设置”和

“蛋白芯片设置”中的“样品类型”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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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地控制“主页”屏幕上，点击  > 蛋白质编辑

器。此外，还可在“蛋白质 A280”或“蛋白芯片”检

测屏幕上，点击  >  设置 > 蛋白质编辑器。 

本地控制蛋白质编辑器 

 

 
蛋白质编辑器提供了以下操作： 

添加用户自定义蛋白质 

1. 在蛋白质编辑器中，点击  或  以显示新

蛋白质类型框。 

2. 为新蛋白质输入唯一的名称（在本地控制中，点击字段

可显示键盘，点击完成键可关闭键盘）。 

3. 为新蛋白质输入描述。 

4. 指定输入用于用户自定义蛋白质的摩尔消光系数或质量

消光系数。 

– 如果选择质量消光系数，输入用于  10 mg/mL 

(ε1%) 蛋白质溶液的质量消光系数，单位为 L/gm-

cm。 

 

 

 

 

点击可编辑选择的用户

自定义蛋白质 

点击可删除选择的用户

自定义蛋白质 

点击可关闭蛋白质编辑器 

点击可添加用户自定义蛋白质 

用户自定义蛋白质（将出现在“蛋白质 A280 

设置”和“蛋白芯片设置”中的“样品类型”

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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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选择摩尔消光， 

– 输入摩尔消光系数 (ε)（单位为 M-1cm-1）除以 

1000（即 ε/1000）。例如，对于摩尔消光系数

为 210,000 M-1cm-1 的蛋白质，输入 210。 

– 输入单位为千道尔顿 (kDa) 的分子量 (MW) 

5. 在本地控制中，点击确定关闭新蛋白质类型框。在 PC 

控制软件中，点击保存。 

6. 如有提示，请输入密码以签署更改。 

 

 

 新的用户自定义蛋白质将出现在“蛋白质 A280 设置”和

“蛋白芯片设置”中的类型列表中。 

点击字段可显示键盘；若要关

闭，点击“完成”键。 

输入密码以

签署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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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用户自定义蛋白质 

1. 在蛋白质编辑器中，点击以选择用户自定义蛋白质 

2. 点击  显示编辑蛋白质类型框 

3. 编辑任何条目或设置 

4. 点击确定 

删除用户自定义蛋白质 

1. 在蛋白质编辑器中，点击以选择用户自定义蛋白质进行

删除 

2. 点击  

 
注 删除用户自定义蛋白质将永久性删除该软件中的蛋白质和

所有相关信息。 

  

用于蛋白质 A280 检测的检测限 

 
此处提供用于纯化 BSA 蛋白质的检测限和重复性规范。

BSA 较低检测限和重复性值可应用至任何蛋白质样品类型。

检测上限取决于仪器的吸光度上限和样品的消光系数。 

若要计算其他（非 BSA）蛋白质样品类型的检测上限 

 
使用以下等式计算蛋白质的检测上限，单位为 mg/mL： 

（吸光度上限仪器/质量消光系数样品） * 10 

例如，对于 1% (10 mg/mL) 的溶液，若样品在 280 nm 处的

质量消光系数为 6.7，等式如下所示： 

(550 / 6.7) * 10 = 824.6（或 ~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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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蛋白质 A280 检测的计算 

蛋白质  A280 应用使用  Beer-

Lambert 等式关联吸光度和浓度。

用于浓度的求解 Beer 定律产生的

等式位于右边。 

Beer-Lambert 等式（求解浓度） 

c = A / (ε* b) 

其中： 

A = 紫外吸光度，以吸光度单位表示 (AU) 

ε = 波长相关的摩尔吸光系数（或消光系数），单位为 

L/mole-cm 

b = 光程，单位为 cm 

c = 分析物浓度，单位为摩尔/升或摩尔单位 (M) 

注：将检测的样品溶液吸光度值除以其摩尔消光系数，得到

样品的摩尔浓度。有关摩尔对比质量浓度值的详细信息，请

参阅发布的消光系数。 

肽或蛋白质的消光系数与其色氨酸 

(W)、酪氨酸 (Y) 和半胱氨酸 (C) 

的氨基酸组成相关。 

提示：消光系数是每个蛋白质的特

定波长，并会受到缓冲液类型、离

子强度和 pH 值的影响。 

用于蛋白质的消光系数 

在 280 nm 处，消光系数是 280 nm 处三氨基酸组分的摩尔

消光系数近似加权总和，如这个等式所描述： 

ε = (nW * 5500) + (nY * 1490) + (nC * 125) 

其中： 

ε = 摩尔消光系数 

n = 每个氨基酸残留物数量 

5500、1490 和 125 = 在 280 nm 处氨基酸摩尔吸光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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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应用提供六个选项（如右侧所

示），可为每个检测的样品选择一

个合适的消光系数，配合 Beer 定

律用于计算样品浓度。 

如果样品的消光系数已知，可选择 

ε + MW（摩尔）或 ε1%（质量）

选项并输入数值。否则，计算消光

系数或选择最匹配样品溶液的选

项。 

提示：理想情况下，消光系数应该

凭经验通过使用相同缓冲液的已知

浓度研究蛋白质来确定。 

适用于消光系数的可用选项 

 1 Abs = 1 mg/mL，样品类型和/或消光系数未知（产生

粗略估计的的蛋白质浓度） 

 BSA（牛血清蛋白，6.7 L/gm-cm） 

 IgG（任何哺乳动物抗体，13.7 L/gm-cm） 

 溶菌酶（蛋白溶菌酶，26.4 L/gm-cm） 

 其他蛋白质(ε + MW)，用户指定的摩尔消光系数 

 其他蛋白质(ε1%)，用户指定的质量消光系数 

  

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样品类型。 

大多数来源报告的蛋白质消光系数

在或接近 280 nm 处在磷酸盐或其

他生理缓冲液中测得。这些值为蛋

白质浓度常规评估提供了足够的精

度。 

发布的消光系数 

用于蛋白质的发布消光系数可能会被报告为： 

 波长相关的摩尔吸光（或消光）系数(ε)，单位为  

M-1cm-1 

 百分比溶液消光系数 (ε1%)，单位为 (g/100 mL)-1cm-1

（即，在 1 cm 比色皿中检测 1% 或 1 g/100mL 溶液） 

 用于 0.1%（即 1 mg/mL）溶液的蛋白质吸光度值 

提示：仔细评估已发布的值，确保使用正确的度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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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边的等式显示摩尔消光系数之间

的关系 (εmolar) 和消光系数百分比 

(ε1%)。 

在 εmolar 和 ε1% 之间进行转换 

(εmolar) * 10 = (ε1%) * (MWprotein) 

示例：要确定用于蛋白质的具有摩尔消光系数  43,824M-1 

cm-1 和分子量 (MW) 为 66,400 道尔顿 (Da) 的百分比溶液消

光系数 (ε1%)，重新排列并求解上述等式，如下所示： 

ε1% = (εmolar * 10) / (MWprotein) 

ε1% = (43,824 * 10) / 66,400 Da) 

ε1% = 6.6 g/100 mL 

若要确定单位为 mg/mL 的样品浓

度 (c)，使用右边的等式和转换系

数 10。 

提示：NanoDrop One 软件包括在

报告蛋白质浓度的转换系数。 

在 g/100 mL 和 mg/mL 之间进行转换 

Cprotein in mg/mL = (A /ε1%) * 10 

示例：如果相对于参考品在 280 nm 处检测的蛋白质样品吸

光度为 5.8 A，蛋白质浓度可以计算为： 

Cprotein = (A / ε1%) * 10 

Cprotein = (5.8/6.6 g/100 mL) * 10 

Cprotein = 8.79 m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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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的蛋白质浓度基于 280 nm 处

的吸光度值、选择（或输入）的消

光系数和样品光程。可应用单点基

线矫正（或分析矫正）。 

报告的浓度以质量为单位。互联网

上提供了计算器，用于根据样品序

列，将浓度单位从质量转换为摩

尔。 

 

260 nm 和  280 nm 处的吸光度

值，用于计算所检测蛋白质样品的

纯度比。 

纯度比对样品中存在的污染物敏

感，如通常在样品纯化过程中使用

的残余溶剂和试剂。 

检测值 

A280 吸光度 

注：对于微体积吸光度检测和使用非标准（10 mm 除外）比

色皿进行的检测，光谱将归一化为 10 mm 光程当量。 

 蛋白质吸光度值使用标准化光谱图在 280 nm 处测得。

如果没有选择基线矫正，这是报告的 A280 值和用于计

算蛋白质浓度的值。 

 如果选择了基线矫正，将报告 280 nm 处的标准化和基

线已矫正吸光度值并用于计算蛋白质浓度。 

 
样品光程 

 对于微体积检测，软件将根据分析波长处的样品吸光

度，选择最佳光程（介于 1.0 mm 和 0.03 mm 之间）。 

 对于比色皿检测，光程由软件中的比色皿光程设置决定

（请参阅常规设置）。 

 显示的光谱和吸光度值归一化为 10 mm 光程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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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值 

 蛋白质浓度。以选中的单位（mg/mL 或 µg/mL）报告。

使用矫正的蛋白质吸光度值，基于 Beer-Lambert 等式

计算。 

 A260/A280 纯度比。260 nm 处已矫正吸光度比可用于 

280 nm 处已矫正吸光度。约 0.57 的 A260/A280 纯度

比通常被接受为“纯”蛋白质。 

注：虽然纯度比是样品质量的重要指标，但蛋白质质量的最

佳指标是目标下游应用的功能（例如，实时 P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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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蛋白质 A205 

 
检测 205 nm 处吸收的纯化

蛋白质群体的浓度。 

检测 A205 蛋白质 

报告结果 

设置 

检测限 

计算 
 

检测 A205 处的蛋白质浓度 

 使用蛋白质 A205 应用定量分析纯化肽和包含肽键的其他蛋

白质，其在 205 nm 处显示吸光度。此应用报告蛋白质浓度

和两个吸光度值（A205 和 A280）。也可使用单点基线矫

正。此应用不需要标准曲线。 

 
注 如果样品中主要含有氨基酸（如色氨酸和酪氨酸）或半胱

氨酸-半胱氨酸的二硫键，请使用蛋白质 A280 应用而不是蛋

白质 A205。 

  

若要检测蛋白质 A205 样品 

 
注意 

 不要在仪器附近使用喷射器或喷雾瓶，因为液体会流入

仪器并可能导致永久性损坏。 

 不要在基座上使用氢氟酸 (HF)。氟离子会永久损坏石英

光纤电缆。 

  

 
开始之前... 

开始使用 NanoDrop One 仪器进行基座检测之前，抬起仪器

检测臂然后清洁上下基座。至少需使用新的实验室无尘纸擦

拭基座。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清洁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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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检测蛋白质 A205 样品 

1. 在“主页”屏幕上，选择蛋白质选项卡，然后点击蛋白

质 A205。 

2. 如果需要，可指定样品类型和基线矫正。 

3. 将 1-2 μL 空白检测溶液移取到下基座，然后降下检测

臂，或将空白检测比色皿插入比色皿架。 

提示：如果使用比色皿，确保将比色皿光路对准仪器光

路。 

4. 点击空白检测并等待检测完成。 

提示：如果自动空白检测设为“开启”，空白检测将会

在您降下检测臂时自动开始。（此选项不适用于比色皿

检测。） 

5.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实验室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或取

下空白检测比色皿。 

6. 将 2 μL 样品溶液移取到基座上，然后降下检测臂，或

将样品比色皿插入比色皿架。 

7. 开始样品检测： 

– 基座：如果自动检测设为“开启”，降下检测臂；

如果“自动检测”设为“关闭”，降下检测臂并点

击检测。 

– 比色皿：点击检测 

样品检测完成后，将显示光谱和报告值（请参阅下一个

章节）。 

8. 完成检测样品后，点击结束实验。 

9.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或取下样品

比色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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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 A205 报告结果 

蛋白质 A205 检测屏幕（本地控制） 

 对于每个检测的样品，此应用显示吸光度光谱和结果摘要。

此处为示例： 

 

  

 
注 微体积吸光度检测和使用非标准比色皿进行的检测，归一

化为 10.0 mm 光程当量。 

  

蛋白质 A205 报告值 

 每次检测后出现的初始屏幕（请参阅前面的图像）显示报告

值的摘要。若要查看所有的报告值，可按住样品行。此处为

示例： 

选项菜单； 

点击可打开 

样品名称； 

点击可编辑 蛋白质浓度 

点击可选择单位 

在 205 nm 处的

吸光度 

在 280 nm 处的

吸光度 

点击行可选择样品和

更新光谱；点击多行

可重叠显示多达五个

光谱。按住样品行可

查看检测详情。 

紫外光谱 

捏拉缩放可调整轴；双

点击可重置 

向左滑动屏幕可查看具

有更多检测结果的表 

点击可结束实验并

导出数据 

上下拖曳选项卡可显示

较多/较少样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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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采样方法 

样品名称； 

点击可编辑 

检测日期/时间 

蛋白质浓度 

在 205 nm 处的

吸光度 

在 280 nm 处的

吸光度 

样品类型 

基线矫正波长 基线矫正吸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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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 A205 检测屏幕（PC 控制） 

 对于每个检测的样品，此应用显示吸光度光谱和报告结果。

此处为示例： 

 

 
相关主题 

 基本仪器操作 

 蛋白质 A205 计算 

点击选择比色皿或基座检测 样品名称； 

点击可编辑 
蛋白质 

A205 设置 

运行空白

检测 

检测样品 

点击可结束实验并

导出数据 

选项菜单；点

击可打开 

紫外光谱 

点击并拖曳可

调整轴；双击

可重置 

点击可选择单位 

蛋白质浓度 
吸光度值 

点击行可选择样品

和更新光谱；点击

多行可重叠显示多

达五个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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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蛋白质 A205 检测的设置 

 
在本地仪器控制中，若要在“蛋白质 A205”检测屏幕中显

示蛋白质 A205 设置，点击  > 蛋白质 A205 设置。 

在 PC 控制软件中，从“蛋白质 A205”检测屏幕选择设置

图标 ，以查看蛋白质 A205 设置。 

蛋白质 A205 设置 

 蛋白质 A205 应用提供各种用于蛋白质分析的方法选项。 

 

  

设置 可用选项 
质量消光系数 

(L/gm-cm) 
描述 

样品类型 31 31 假设 205 nm 处 ε0.1% (1 mg/mL) = 31 

 范围 27 + 120 * 
(A280/A205) 

假设 205 nm 处 ε0.1% (1 mg/mL) = 27 + 

120 * (A280/A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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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可用选项 
质量消光系数 

(L/gm-cm) 
描述 

 其他蛋白质 (ε1%) 用户输入质量消光系

数 

假设蛋白质具有已知的质量消光系数 

(ε)。输入用于 1 mg/mL (ε0.1%) 蛋白质溶

液的质量消光系数，单位为 L/gm-cm。 

基线矫正 打开或关闭 

输入基线矫正波长

（单位为 nm）或使

用默认值 (340 nm) 

不适用 软件会从样品光谱中所有波长处的吸光度

值减去指定基线矫正波长处的吸光度值，

矫正光散射粒子导致的任何偏移。因此，

在指定基线矫正波长处的样品光谱吸光度

为零。 

提示：如果样品经修改在 340 nm 处吸收

光，选择不同的矫正波长或关闭基线矫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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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蛋白质 A205 检测的计算 

与其他蛋白质应用一样，蛋白质 

A205 使用 Beer-Lambert 等式关联

基于样品消光系数和光程的吸光度

和浓度。 

此应用提供三个选项（如右侧所

示），可为每个检测的样品选择一

个合适的消光系数，配合 Beer 定

律用于计算样品浓度。 

如果样品的消光系数已知，可选择 

ε1%（质量）选项并输入数值。否

则，计算消光系数或选择最匹配样

品溶液的选项。 

提示：理想情况下，消光系数应该

凭经验通过使用相同缓冲液的已知

浓度研究蛋白质来确定。 

计算的蛋白质浓度基于 205 nm 处

的吸光度值、选择（或输入）的消

光系数和样品光程。也可使用单点

基线矫正。 

报告的浓度以质量为单位。互联网

上提供了计算器，用于根据样品序

列，将浓度单位从质量转换为摩

尔。 

适用于消光系数的可用选项 

 31，假设 205 nm 处 ε0.1% (1 mg/mL) = 31 

 范围，假设 205 nm 处 ε0.1% (1 mg/mL) = 27 + 120 * 

(A280/A205) 

 其他蛋白质，输入用于 1 mg/mL (ε0.1%) 蛋白质溶液的

质量消光系数，单位为 L/gm-cm。 

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样品类型。 

 

 

 

检测值 

A205 吸光度 

注：对于微体积吸光度检测和使用非标准（10 mm 除外）比

色皿进行的检测，光谱将归一化为 10 mm 光程当量。 

 蛋白质吸光度值使用标准化光谱图在 205 nm 处测得。

如果没有选择基线矫正，这是报告的 A205 值和用于计

算蛋白质浓度的值。 

 如果选择了基线矫正，将报告 205 nm 处的标准化和基

线已矫正吸光度值并用于计算蛋白质浓度。 

A280 吸光度 

 也会报告 280 nm 处的标准化和基线矫正（如选择）吸

光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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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光程 

 对于微体积检测，软件将根据分析波长处的样品吸光

度，选择最佳光程（介于 1.0 mm 和 0.03 mm 之间）。 

 对于比色皿检测，光程由软件中的比色皿光程设置决定

（请参阅常规设置）。 

 显示的光谱和吸光度值归一化为 10 mm 光程当量。 

报告值 

 蛋白质浓度。以选中的单位（mg/mL 或 µg/mL）报告。

使用矫正的蛋白质吸光度值，基于 Beer-Lambert 等式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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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蛋白芯片 

 
对已被标记为使用最多两个

荧光染料的纯化蛋白质浓度

进行检测。 

检测标记蛋白质 

报告结果 

设置 

检测限 

计算 

 

  

检测标记蛋白样品 

 
使用蛋白芯片应用定量分析用于蛋白偶联物阵列的蛋白质和

荧光染料，以及金属蛋白如血红蛋白，使用波长比。此应用

报告 280 nm 处检测的蛋白质浓度、A260/A280 吸光度比和

浓度、以及检测的染料吸光度值，允许检测低至 0.2 皮摩尔/

微升的染料浓度。此信息对于评估用于下游应用的蛋白质/染

料结合（标记程度）特别有用。 

若要检测标记蛋白样品 

 
注意 

 不要在仪器附近使用喷射器或喷雾瓶，因为液体会流入

仪器并可能导致永久性损坏。 

 不要在基座上使用氢氟酸 (HF)。氟离子会永久损坏石英

光纤电缆。 

 
开始之前... 

开始使用 NanoDrop One 仪器进行基座检测之前，抬起仪器

检测臂然后清洁上下基座。至少需使用新的实验室无尘纸擦

拭基座。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清洁基座。 

若要检测标记蛋白样品 

1. 在“主页”屏幕上，选择蛋白质选项卡并点击蛋白芯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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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定样品类型和使用的染料类型。 

提示：从预定义列表选择一个染料或使用染料/色谱图编

辑器添加用户自定义染料。 

3. 将 1-2 μL 空白检测溶液移取到下基座，然后降下检测

臂，或将空白检测比色皿插入比色皿架。 

提示：如果使用比色皿，确保将比色皿光路对准仪器光

路。 

4. 点击空白检测并等待检测完成。 

提示：如果自动空白检测设为“开启”，空白检测将会

在您降下检测臂时自动开始。（此选项不适用于比色皿

检测。） 

5.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实验室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或取

下空白检测比色皿。 

6. 将 2 μL 样品溶液移取到基座上，然后降下检测臂，或

将样品比色皿插入比色皿架。 

7. 开始样品检测： 

– 基座：如果自动检测设为“开启”，降下检测臂；

如果“自动检测”设为“关闭”，降下检测臂并点

击检测。 

– 比色皿：点击检测 

样品检测完成后，将显示光谱和报告值（请参阅下一个

章节）。 

8. 完成检测样品后，点击结束实验。 

9.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或取下样品

比色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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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蛋白质检测的最佳实践 

 检测微体积样品 

 使用比色皿检测样品 

 制备样品和空白溶液 

 基本仪器操作 

  

蛋白芯片报告结果 

蛋白芯片检测屏幕 

 对于每个检测的样品，此应用显示吸光度光谱和结果摘要。

此处为示例： 

肽骨架 A280 吸光度谱峰用于计

算蛋白质浓度 

染料吸光度谱峰用于计算染料浓度 

使用蛋白芯片检测的典型样品谱图 

1
0
m

m
 吸

光
度

 

波长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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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在 750 nm 处执行基线矫正（从样品光谱中所有波长处

的吸光度值减去 750 nm 处的吸光度值）。 

 微体积吸光度检测和使用非标准比色皿进行的检测，归

一化为 10.0 mm 光程当量。 

  

选项菜单； 

点击可打开 

样品名称； 

点击可编辑 蛋白质浓度 

点击可选择单位 

染料浓度 

点击行可选择样品

和更新光谱；点击

多行可重叠显示多

达五个光谱。按住

样品行可查看检测

详情。 

紫外-可见光光谱 

上下拖曳选项卡可

显示较多/较少样品

数据 

捏拉缩放可调整轴；

双点击可重置 

向左滑动屏幕可查看具有

更多检测结果的表 

点击可结束实验并导

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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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芯片报告值 

 
每次检测后出现的初始屏幕（请参阅前面的图像）显示报告

值的摘要。若要查看所有的报告值，可按住样品行。此处为

示例： 

适用于蛋白芯片应用的报告值 

 样品详情（使用的应用和采样方法，如基座或比色皿） 

 样品名称 

 创建日期 

 蛋白质 

 A280 

 样品类型 

 染料 1/染料 2 

 染料斜率矫正 

 分析矫正 

 

相关主题 

 基本仪器操作 

 蛋白芯片计算 

用于蛋白芯片检测的设置 

 要在“蛋白芯片”检测屏幕中显示蛋白芯片设置，点击 

 > 蛋白芯片设置。  

 



5 蛋白质应用 

检测蛋白芯片 

94 NanoDrop One 用户手册 Thermo Scientific  

  

设置 可用选项 
质量消光系数 

(L/gm-cm) 
描述 

样品类型a 1 Abs = 1 mg/mL 常规参考品 有关每个可用设置的详细说明，请点击此

处。 

每个样品类型采用唯一消光系数计算蛋白

质。如果样品的消光系数已知，可选择 ε 

+ MW（摩尔）或 ε1%（质量）选项并输

入数值。否则，计算消光系数或选择最匹

配样品溶液的选项。如果您只需要粗略估

计蛋白质浓度并且样品消光系数未知，则

选择 1 Abs=1 mg/mL 样品类型选项。 

提示：理想情况下，消光系数应该凭经验

通过使用相同缓冲液的已知浓度研究蛋白

质来确定。 

 BSA 6.7 

 IgG 13.7 

 溶菌酶 26.4 

 其他蛋白质 

(ε + MW) 

用户输入摩尔消光系

数/分子量 

 其他蛋白质 (ε1%) 用户输入质量消光系

数 

分析矫正b 打开或关闭 

输入分析矫正波长

（单位为 nm）或使

用默认值 (340 nm) 

不适用 从分析波长处的吸光度值减去指定分析矫

正波长处的吸光度值，矫正光散射粒子所

导致样品吸光度检测的任何偏移。矫正的

值将用于计算样品浓度。 

提示：如果样品经修改在 340 nm 处吸收

光，选择不同的矫正波长或关闭分析矫

正。 

染料 1/染料 

2 类型c 

Cy3、5、3.5 或 

5.5、Alexa Fluor 

488、546、555、

594、647 或 660 

有关每个染料的具体

值，请参阅染料/色

谱图编辑器。 

选择用于标记样品材料的预定义染料，或

已经使用染料/色谱图编辑器添加的染

料。 

染料 1/染料 

2 单位 

皮摩尔/微升 

(pmol/uL)、微摩尔 

(uM) 或毫摩尔 

(mM) 

不适用 选择用于报告染料浓度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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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可用选项 
质量消光系数 

(L/gm-cm) 
描述 

染料斜率矫

正d 

打开或关闭  从染料分析波长处的吸光度值减去 400 

nm 至 750 nm 处斜率基线的吸光度值，

矫正光散射粒子所导致染料吸光度检测的

任何偏移。 

a
 若要添加或编辑用户自定义蛋白质，使用蛋白质编辑器。 

b
 分析矫正仅影响蛋白质浓度的计算。 

c
 若要添加用户自定义染料或编辑可用的染料列表，请使用染料/色谱图编辑器。 

d
 染料斜率矫正仅影响染料浓度的计算。 

  

 
相关主题 

 仪器设置 

 蛋白质编辑器 

 染料/色谱图编辑器 

用于蛋白芯片检测的检测限 

 此处提供预先在软件中定义的用于纯化 BSA 蛋白和染料的

检测限和重复性规范。BSA 较低检测限和重复性值可应用至

任何蛋白质样品类型。检测上限取决于仪器的吸光度上限和

样品的消光系数。 

若要计算其他（非 BSA）蛋白质样品类型的检测上限 

 
使用以下等式计算蛋白质的检测上限，单位为 mg/mL： 

（吸光度上限仪器/质量消光系数样品） * 10 

例如，对于 1% (10 mg/mL) 的溶液，若样品在 280 nm 处的

质量消光系数为 6.7，等式如下所示： 

(550 / 6.7) * 10 = 824.6（或 ~825） 

相关主题 

 适用于全部应用的检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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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蛋白芯片检测的计算 

与其他蛋白质应用一样，蛋白芯片

使用 Beer-Lambert 等式关联基于

样品消光系数和光程的吸光度和浓

度。 

此应用提供六个选项（如右侧所

示），可为每个检测的样品选择一

个合适的消光系数，配合 Beer 定

律用于计算样品浓度。 

如果样品的消光系数已知，可选择 

ε + MW（摩尔）或 ε1%（质量）

选项并输入数值。否则，计算消光

系数或选择最匹配样品溶液的选

项。 

提示：理想情况下，消光系数应该

凭经验通过使用相同缓冲液的已知

浓度研究蛋白质来确定。 

适用于消光系数的可用选项 

 1 Abs = 1 mg/mL，样品类型和/或消光系数未知（产生

粗略估计的的蛋白质浓度） 

 BSA（牛血清蛋白，6.7 L/gm-cm） 

 IgG（任何哺乳动物抗体，13.7 L/gm-cm） 

 溶菌酶（蛋白溶菌酶，26.4 L/gm-cm） 

 其他蛋白质 (ε + MW)，用户指定的摩尔消光系数 

 其他蛋白质 (ε1%)，用户指定的质量消光系数 

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样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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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的蛋白质浓度基于 280 nm 处

的吸光度值、选择（或输入）的消

光系数和样品光程。可应用单点基

线矫正（或分析矫正）。 

报告的浓度以质量为单位。互联网

上提供了计算器，用于根据样品序

列，将浓度单位从质量转换为摩

尔。 

检测值 

A280 吸光度 

注：750 nm 处的吸光度值将从光谱中所有波长处的吸光度

值减去。因此，所显示光谱中 750 nm 处的吸光度值为零。

此外，对于微体积吸光度检测和使用非标准（10 mm 除外）

比色皿进行的检测，光谱将归一化为 10 mm 光程当量。 

 蛋白质吸光度值使用 750 nm 已矫正和标准化光谱图在 

280 nm 处测得。如果没有选择分析矫正和染料矫正，

这是报告的 A280 值和用于计算蛋白质浓度的值。 

 如果选择了分析矫正，将报告 280 nm 处的 750 已矫

正、标准化和分析已矫正吸光度值并用于计算蛋白质浓

度。 

 如果使用了染料，将报告 280 nm 处的 750 已矫正、标

准化、分析已矫正和染料已矫正吸光度值并用于计算蛋

白质浓度。 

染料浓度通过染料分析波长处的吸

光度值、染料的消光系数和样品光

程进行计算。也可使用染料斜率线

矫正。 

染料吸光度 

 染料吸光度值在特定波长处检测。有关使用的分析波长

信息，请参阅染料/色谱图编辑器。 

 如果选择了染料斜率矫正，400 nm 和 750 nm 之间将

绘制一条线性基线，对于每个染料，将从每个染料分析

波长处的吸光度值减去斜率基线的吸光度值。将报告基

线矫正染料吸光值并用于计算染料浓度。 

染料矫正 

 预定义染料具有 A260 和 A280 的已知矫正值。有关使

用的矫正值信息，请参阅染料/色谱图编辑器。 

 A280 染料矫正将从用于计算蛋白质浓度的 A280 吸光

度值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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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光程 

 对于微体积检测，软件将根据分析波长处的样品吸光

度，选择最佳光程（介于 1.0 mm 和 0.03 mm 之间）。 

 对于比色皿检测，光程由软件中的比色皿光程设置决定

（请参阅常规设置）。 

 显示的光谱和吸光度值归一化为 10 mm 光程当量。 

报告值 

 蛋白质浓度。以选中的单位（mg/mL 或 µg/mL）报告。

使用矫正的蛋白质吸光度值，基于 Beer-Lambert 等式

计算。 

 染料 1/ 染料 2 浓度。以 pmol/μL 为单位报告。使用

（斜率）基线矫正染料吸光度值，基于 Beer 定律计

算。 

  

 
相关主题 

 Beer-Lambert 等式 

 蛋白质 A280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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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蛋白质 BCA 法 

 
使用二辛可宁酸比色法检测

试剂来检测未纯化蛋白质样

品的总蛋白浓度。 

检测总蛋白 

报告结果 

设置 

检测限 
 

  

检测总蛋白浓度 

 蛋白质 BCA 法分析采用二辛可宁酸作为比色法检测试剂来

确定未纯化蛋白质样品的总蛋白浓度。此应用对于检测成分

在 200 nm 和 280 nm 之间显著增加吸光度的稀释蛋白溶液

或蛋白质非常有用，这就排除了在 280 nm 或 205 nm 处直

接进行蛋白检测的情况。此应用检测 562 nm 处的吸光度并

使用标准曲线来计算蛋白质浓度。可使用单点基线矫正。 

蛋白质 BCA 法分析理论 

 蛋白质 BCA 法分析采用二辛可宁酸 (BCA) 作为用于 Cu+1 

的检测试剂，其在 Cu+2 于碱性环境中被某些蛋白质还原时

形成。紫色的反应产物是由两个 BCA 分子与一个亚铜离子 

(Cu+1) 螯合作用形成的。蛋白质中产生的 Cu-BCA 螯合物在 

562 nm 处检测，并使用 750 nm 处的吸光度值进行基线矫

正。我们或本地经销商均有提供预先配制的  BCA 试剂和 

CuSO4 试剂盒。 

蛋白质检测试剂盒和方案 

 有关 NanoDrop One 仪器的最新试剂盒和方案的信息，请参

阅 NanoDrop 网站。遵循检测试剂盒制造商对所有标准品和

样品（未知）提供的建议。确保每个样品在整个检测过程中

符合相同的定时和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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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制造商也可以提供用于产生标准曲线的蛋白标准品。

由于 NanoDrop One 基座可以比基于比色皿的传统分光光度

计检测更高的蛋白浓度，因此，您可能需要自备浓度高于制

造商所提供浓度的蛋白标准品。例如，可能需要额外的标准

品来确保标准曲线覆盖未知样品的动态检测范围和预期范

围。 

使用标准曲线 

 比色法蛋白分析需要使用标准曲线。 

 每个实验需要使用新的标准曲线。 

 用相同的方法制备标准品和未知样品。请参阅试剂盒制

造商的指导原则和建议。 

– 全部参考品和标准品溶液应该是用于再悬浮样品以

及在样品中加入相同体积试剂的相同缓冲液。 

– 首个标准品作为参考品检测。参考品溶液不应含有

目标分析物。（参考品检测与空白检测不同。此应

用需要两者。） 

– 标准品的浓度范围必须覆盖未知样品的动态检测范

围和预期范围。推算的样品分析物浓度不能超过最

高标准的浓度。 

 使用应用设置屏幕输入用于标准品的浓度值，并指定如

何检测标准品和样品（重复次数等）。 

– 根据曲线类型设置，可使用两个或更多标准品生成

标准曲线。 

– 该软件需要一个参考品检测并允许多达 7 个标准

品。 

– 标准品的浓度值可以以任何顺序输入，但标准品必

须以其输入的顺序检测，然而，最佳实践决定从标

准分析物原液的最低浓度到最高浓度对标准品进行

检测。 

 对于所有的比色法分析（蛋白质 Pierce 660 法除外），

使用 DI H2O（去离子水）让仪器进行空白检测。对于蛋

白质 Pierce 660 法，使用参考品溶液进行空白检测（如

下所示）。 

 在开始分析样品之前，检测参考品和全部的标准品。

（在检测首个样品后，不允许对标准曲线作出任何更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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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标准品时，会显示检测屏幕，类似于样品的检测屏幕。 

 

 

菜单； 

点击可打开 
标准品浓度和吸光度值 参考品浓度和吸光度值 

向左滑动一个屏幕

可查看标准曲线 

按住任意行可

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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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左滑动一个屏幕可在创建标准曲线时查看。此处为示例： 

 

 

 
R2 值表示标准曲线拟合标准品数据点的程度（1.0 表示完美

拟合；所有点恰好处于曲线上）。 

曲线类型设置 R
2
 值（1.0 等于完美拟合） 

白色圆圈表示标准品数据点 向左滑动一个屏幕可查

看标准品数据表 

标准曲线 

按住任意行

可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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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左滑动一个屏幕可查看标准品数据表。此处为示例： 

 

 

 
按住任何先前屏幕上的行来查看单个标准品的详情。此处为

示例： 

 

 

按住任意行

可查看详情 

点击以删除

此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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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完成选定曲线类型的最小标准品检测数之后，将会显示类

似于以下的消息： 

 

加载更多标准品：返回设置屏幕，您可在其中添加或编辑任

何标准品的浓度值，然后检测标准品。 

运行样品：转至采样检测屏幕后，就不能再对标准品进行编

辑。 

 在检测首个样品之前，可以随时添加、编辑或删除标准

品。 

添加标准品： 

– 从标准品检测屏幕，点击  > [应用名称]设置 

– 点击下一个空的“浓度”字段，并输入新标准品的

浓度值 

– 点击完成 

编辑标准品： 

– 从标准品检测屏幕，点击  > [应用名称]设置 

– 点击“浓度”字段，然后编辑浓度值 

– 点击完成 

删除标准品： 

– 从标准品检测屏幕、标准曲线屏幕或标准品数据

表，按住该行可显示“标准品详情”框 

– 点击  

检测屏幕上的表中不再显示标准品，且在设置屏幕上不再显

示其浓度值。 

 
注 您可以使用此方法删除参考品检测，但是，之后必须立即

检测新的参考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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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完成选定曲线类型的最小标准品检测数之后，消息

“无效曲线”会更改为“有效曲线”。（这甚至会在已

定义附加标准品但尚未检测时出现。）如果在检测完所

有输入标准品后“无效曲线”消息仍然存在，请尝试： 

– 选择一个不同的曲线类型 

– 使用矫正标准材料重新检测标准品 

有效曲线指示器：这只是一个指示器，需要为选定的曲

线类型建立的最小点数。它没有验证曲线的完整性。例

如，可能需要额外的标准品来覆盖预期的检测浓度范

围。 

  

若要检测蛋白质 BCA 法的标准品和样品 

 
注意 

 不要在仪器附近使用喷射器或喷雾瓶，因为液体会流入

仪器并可能导致永久性损坏。 

 不要在基座上使用氢氟酸 (HF)。氟离子会永久损坏石英

光纤电缆。 

 
开始之前... 

开始使用 NanoDrop One 仪器进行基座检测之前，抬起仪器

检测臂然后清洁上下基座。至少需使用新的实验室无尘纸擦

拭基座。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清洁基座。 

若要检测蛋白质 BCA 法的标准品和样品 

1. 在“主页”屏幕上，选择蛋白质选项卡并点击蛋白质 

BCA 法。 

2. 指定曲线类型和重复每个标准品的次数并输入每个标准

品的浓度。 

提示：对于这个分析，我们建议将曲线类型设置为“线

性”。 

3. 进行空白检测： 

– 将 2 μL DI H2O 移取至下基座，然后降下检测臂，

或将 DI H2O 空白比色皿插入比色皿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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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如果使用比色皿，确保将比色皿光路对准仪

器光路。 

– 点击空白检测并等待检测完成 

–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实验室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

或取下比色皿 

4. 检测参考标准品： 

– 将 2 μL 参考溶液移取到基座上，或插入参考品比

色皿（参考品溶液不应含有标准蛋白质原液，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标准曲线） 

– 降下检测臂开始检测（或如果“自动检测”设为

“关闭”，则点击检测） 

–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或取下

比色皿 

– 如果“重复”设置大于 1，重复检测 

5. 检测剩余标准品： 

– 将 2 μL 标准品 1 移取到基座上，或插入标准品 1 

比色皿 

– 降下检测臂开始检测（或如果“自动检测”设为

“关闭”，则点击检测） 

–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或取下

比色皿 

– 如果“重复”设置大于 1，重复检测 

– 对每个额外标准品重复上述子步骤（检测完指定数

量的标准品和重复样品后，将显示消息询问是否要

加载更多标准品或开始检测样品） 

– 如果已完成检测标准品，点击完成（向左滑动屏幕

可查看标准曲线） 

6. 检测样品： 

– 将 2 μL 样品 1 移取到基座上，或插入样品 1 比色

皿 

– 降下检测臂开始检测（或如果“自动检测”设为

“关闭”，则点击检测） 

–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或取下

比色皿 

– 如果“重复”设置大于 1，重复检测 

7. 完成检测样品后，点击结束实验。 

8.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或取下样品

比色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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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 BCA 法报告结果 

蛋白质 BCA 法检测屏幕（在“历史记录”中显示） 

 对于每个检测的样品和标准品，此应用显示吸光度光谱和结

果摘要。在检测屏幕上向左滑动也可显示标准曲线（或显示

在历史记录中，如下图所示。 

 

选项菜单； 

点击可打开 
蛋白质浓度 在 562 nm 

处的吸光度 

可见光谱 

上下拖曳选项卡可

显示较多/较少样品

数据 

捏拉缩放可调整轴；双点击可重置 向左滑动屏幕可查看标准曲线 

点击行可选择

样品和更新光

谱；点击多行

可重叠显示多

达五个光谱。

按住样品行可

查看检测详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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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在 750 nm 处执行基线矫正（从样品光谱中所有波长处

的吸光度值减去 750 nm 处的吸光度值）。 

 微体积吸光度检测和使用非标准比色皿进行的检测，归

一化为 10.0 mm 光程当量。 

  

蛋白质 BCA 法标准曲线屏幕 

 
标准曲线屏幕以图形显示所选样品的检测标准品、计算的标

准曲线，以及检测的吸光度和计算的浓度之间的关系。一条

水平线将 Y 轴上的样品吸光度值连接至标准曲线。一条垂直

线将该点连接至 X 轴上的样品浓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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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值表示标准曲线拟合标准品数据点的程度（1.0 表示完美

拟合；也就是说，所有点恰好处于曲线上）。 

 

选项菜单； 

点击可打开 曲线类型 
R

2
 值 

（1.0 等于完美拟合） 

所选样品的蛋白质浓度 

在 562 nm 处

的吸光度 

标准曲线 

所选样品 

点击行可选择

样品和更新图

形；点击多行

可重叠显示多

达五个样品的

吸光度/浓度

线。按住样品

行可显示检测

详情。 

红色方形表示样

品数据点 

白色圆圈表示标

准品数据点 
上下拖曳选项卡可显

示较多/较少样品数据 

捏拉缩放可调整轴；双点击可重置 页面控制；向左或向右滑动屏幕可查

看下一个或上一个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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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 BCA 法报告值 

 
每次检测后出现的初始屏幕和标准品屏幕（请参阅前面的图

像）显示报告值的摘要。若要查看所有的报告值，可按住样

品行。此处为示例： 

 

 

 
相关主题 

 基本仪器操作 

 蛋白质 A280 计算 

用于蛋白质 BCA 法检测的设置 

 
要在“蛋白质 BCA 法”检测屏幕中显示蛋白质 BCA 法设

置，点击  > 蛋白质 BCA 法设置。 

 
注 在检测标准品时，您可以更改应用检测屏幕顶部的列表

框，编辑“曲线类型”设置。您可以在应用设置屏幕上编辑

标准品的浓度值。进行首个样品检测后，不能更改这些设

置。 

  

采样方法 样品名称； 

点击可编辑 

检测日期/时间 

蛋白质浓度 

在 562 nm 处的

吸光度 

基线矫正波长 基线矫正吸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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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曲线类型 指定用于从标准品浓度值创建标准曲线的等式类型。可用选项： 

– 线性：通过所有检测的标准品，绘制线性最小二乘线（需要参考品检

测和至少一个标准品） 

– 插值：绘制一系列直线，连接所有检测的标准品（需要参考品检测和

至少一个标准品） 

– 2 阶多项式：使用所有检测的标准品，绘制 2 阶最小二乘多项式（需

要参考品检测和至少两个标准品） 

– 3 阶多项式：使用所有检测的标准品，绘制 3 阶最小二乘多项式（需

要参考品检测和至少三个标准品） 

重复 输入参考品或者相同标准品或样品的平均检测次数，产生与其相关的浓度值。 

注：检测首个标准品后，不能更改“重复”设置。 

标准品 输入每个标准品的实际浓度值。 

注：可以以任何顺序输入浓度值，但标准品必须按照其输入的顺序进行检测。 
 

  

 
相关主题 

 仪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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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蛋白质应用 

检测蛋白质 Bradford 法 

Thermo Scientific NanoDrop One 用户手册 113 
 

检测蛋白质 Bradford 法 
 

使用考马斯亮蓝染料比色法

检测试剂来检测未纯化蛋白

质样品的总蛋白浓度。 

检测总蛋白 

报告结果 

设置 

检测限 
 

  

检测总蛋白浓度 

 蛋白质 Bradford 法分析采用考马斯亮蓝染料作为比色法检测

试剂来确定未纯化蛋白质样品的总蛋白浓度。此应用对于检

测成分在 200 nm 和 280 nm 之间显著增加吸光度、要求较

低检测灵敏度的稀释蛋白溶液或蛋白质非常有用，这就排除

了在 280 nm 或 205 nm 处直接进行蛋白检测的情况。此应

用检测 595 nm 处的吸光度并使用标准曲线来计算蛋白质浓

度。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标准曲线。可使用单点基线

矫正。 

蛋白质 Bradford 法分析理论 

 
蛋白质 Bradford 法分析采用蛋白诱导的考马斯亮蓝染料吸光

度偏移来确定总蛋白浓度。结合蛋白染料复合物在 595 nm 

处检测，并使用 750 nm 处的吸光度值进行基线矫正。我们

或本地经销商均有提供预先配制的包含考马斯亮蓝染料、酒

精和表面活性剂的稳定试剂混合物试剂盒。 

要最大化蛋白质 Bradford 法分析的可靠性： 

 快速工作，不让制备标准品或样品的闲置时间过长。考

马斯亮蓝染料-染料和考马斯亮蓝染料-蛋白聚集体可随

着时间形成颗粒，从而导致吸光度读数明显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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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新的等分为每个检测以一式三份的方式检测标准品

和样品。对于基座检测，在 595 nm 处的全分析物（蛋

白质-染料）信号因基座的 1.0 mm 光程、考马斯亮蓝染

料浓度和酸性 pH 值而被限制至约 0-0.150A。 

 
注 如果您拥有 NanoDrop OneC 型号仪器，使用比色皿选项

将获得更高的吸光度信号。 

  

蛋白质检测试剂盒和方案 

 有关 NanoDrop One 仪器的最新试剂盒和方案的信息，请参

阅 NanoDrop 网站。遵循检测试剂盒制造商对所有标准品和

样品（未知）提供的建议。确保每个样品在整个检测过程中

符合相同的定时和温度。 

试剂盒制造商也可以提供用于产生标准曲线的蛋白标准品。

由于 NanoDrop One 基座可以比基于比色皿的传统分光光度

计检测更高的蛋白浓度，因此，您可能需要自备浓度高于制

造商所提供浓度的蛋白标准品。例如，可能需要额外的标准

品来确保标准曲线覆盖未知样品的动态检测范围和预期范

围。 

若要检测蛋白质 Bradford 法的标准品和样品 

 
注意 

 不要在仪器附近使用喷射器或喷雾瓶，因为液体会流入

仪器并可能导致永久性损坏。 

 不要在基座上使用氢氟酸 (HF)。氟离子会永久损坏石英

光纤电缆。 

 
开始之前... 

开始使用 NanoDrop One 仪器进行基座检测之前，抬起仪器

检测臂然后清洁上下基座。至少需使用新的实验室无尘纸擦

拭基座。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清洁基座。 

若要检测蛋白质 Bradford 法的标准品和样品 

1. 在“主页”屏幕上，选择蛋白质选项卡并点击蛋白质 

Bradford 法。 

2. 指定曲线类型和重复每个标准品的次数并输入每个标准

品的浓度。 

提示：对于这个分析，将曲线类型设置为“2 阶多项

式”并将重复设置为 3。 

3. 进行空白检测： 

– 将 2 μL DI H2O 移取至下基座，然后降下检测臂，

或将 DI H2O 空白比色皿插入比色皿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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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如果使用比色皿，确保将比色皿光路对准仪

器光路。 

– 点击空白检测并等待检测完成 

–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实验室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

或取下比色皿 

4. 检测参考标准品： 

– 将 2 μL 参考溶液移取到基座上，或插入参考品比

色皿（参考品溶液不应含有标准蛋白质原液，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标准曲线） 

– 降下检测臂开始检测（或如果“自动检测”设为

“关闭”，则点击检测） 

–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或取下

比色皿 

– 如果“重复”设置大于 1，重复检测 

5. 检测剩余标准品： 

– 将 2 μL 标准品 1 移取到基座上，或插入标准品 1 

比色皿 

– 降下检测臂开始检测（或如果“自动检测”设为

“关闭”，则点击检测） 

–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或取下

比色皿 

– 如果“重复”设置大于 1，重复检测 

– 对每个额外标准品重复上述子步骤（检测完指定数

量的标准品和重复样品后，将显示消息询问是否要

加载更多标准品或开始检测样品） 

– 如果已完成检测标准品，点击完成（向左滑动屏幕

可查看标准曲线） 

6. 检测样品： 

– 将 2 μL 样品 1 移取到基座上，或插入样品 1 比色

皿 

– 降下检测臂开始检测（或如果“自动检测”设为

“关闭”，则点击检测） 

–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或取下

比色皿 

– 如果“重复”设置大于 1，重复检测 

7. 完成检测样品后，点击结束实验。 

8.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或取下样品

比色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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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使用标准曲线 

 蛋白质检测的最佳实践 

 检测微体积样品 

 使用比色皿检测样品 

 制备样品和空白溶液 

 基本仪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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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 Bradford 法报告结果 

蛋白质 Bradford 法检测屏幕（在“历史记录”中显示） 

 
对于每个检测的样品和标准品，此应用显示吸光度光谱和结

果摘要。在检测屏幕上向左滑动也可显示标准曲线（或显示

在历史记录中，如下图所示）。 

 

选项菜单； 

点击可打开 蛋白质浓度 
在 595 nm 处

的吸光度 

可见光谱 

点击行可选择

样品和更新光

谱；点击多行

可重叠显示多

达五个光谱。

按住样品行可

查看检测详

情。 

捏拉缩放可调整轴； 

双点击可重置 

向左滑动屏幕可查看标准曲线 

上下拖曳选项卡可显

示较多/较少样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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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在 750 nm 处执行基线矫正（从样品光谱中所有波长处

的吸光度值减去 750 nm 处的吸光度值）。 

 微体积吸光度检测和使用非标准比色皿进行的检测，归

一化为 10.0 mm 光程当量。 

  

蛋白质 Bradford 法标准曲线屏幕 

 
标准曲线屏幕以图形显示所选样品的检测标准品、计算的标

准曲线，以及检测的吸光度和计算的浓度之间的关系。一条

水平线将 Y 轴上的样品吸光度值连接至标准曲线。一条垂直

线将该点连接至 X 轴上的样品浓度值。 

R2 值表示标准曲线拟合标准品数据点的程度（1.0 表示完美

拟合；也就是说，所有点恰好处于曲线上）。 



5 蛋白质应用 

检测蛋白质 Bradford 法 

Thermo Scientific NanoDrop One 用户手册 119 
 

 

 
注 

 在 750 nm 处执行基线矫正（从样品光谱中所有波长处

的吸光度值减去 750 nm 处的吸光度值）。 

 微体积吸光度检测和使用非标准比色皿进行的检测，归

一化为 10.0 mm 光程当量。 

  

蛋白质 Bradford 法报告值 

 
每次检测后出现的初始屏幕和标准品屏幕（请参阅前面的图

像）显示报告值的摘要。若要查看所有的报告值，可按住样

品行。此处为示例： 

选项菜单； 

点击可打开 曲线类型 

R
2
 值（1.0 等于完美

拟合） 所选样品的蛋白质浓度 

在 595 nm 处

的吸光度 

标准曲线 

所选样品 

点击行可选择样

品和更新图形；

点击多行可重叠

显示多达五个样

品的吸光度/浓度

线。按住样品行

可显示检测详

情。 

红色方形表示样品数据点 

捏拉缩放可调整轴；双点击可重置 

白色圆圈表示标准

品数据点 

页面控制；向左或向右滑动屏幕可查看下

一个或上一个屏幕 

上下拖曳选项卡可显

示较多/较少样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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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标准曲线示例 

 基本仪器操作 

 蛋白质 A280 计算 

用于蛋白质 Bradford 法检测的设置 

 
要在“蛋白质  Bradford 法”检测屏幕中显示蛋白质 

Bradford 法设置，点击  > 蛋白质 Bradford 法设置。 

 
注 在检测标准品时，您可以更改应用检测屏幕顶部的列表

框，编辑“曲线类型”设置。您可以在应用设置屏幕上编辑

标准品的浓度值。进行首个样品检测后，不能更改这些设

置。 

  

采样方法 样品名称； 

点击可编辑 

检测日期/

时间 

蛋白质浓度 

在 595 nm 处

的吸光度 

基线矫正波长 基线矫正吸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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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曲线类型 指定用于从标准品浓度值创建标准曲线的等式类型。可用选项： 

– 线性：通过所有检测的标准品，绘制线性最小二乘线（需要参考品检

测和至少一个标准品） 

– 插值：绘制一系列直线，连接所有检测的标准品（需要参考品检测和

至少一个标准品） 

– 2 阶多项式：使用所有检测的标准品，绘制 2 阶最小二乘多项式（需

要参考品检测和至少两个标准品） 

– 3 阶多项式：使用所有检测的标准品，绘制 3 阶最小二乘多项式（需

要参考品检测和至少三个标准品） 

重复 输入参考品或者相同标准品或样品的平均检测次数，产生与其相关的浓度值。 

注：检测首个标准品后，不能更改“重复”设置。 

标准品 输入每个标准品的实际浓度值。 

注：可以以任何顺序输入浓度值，但标准品必须按照其输入的顺序进行检测。 
 

  

 
相关主题 

 仪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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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蛋白质 Lowry 法 
 

使用福林酚比色法检测试剂

来检测未纯化蛋白质样品的

总蛋白浓度。 

检测总蛋白 

报告结果 

设置 

检测限 
 

  

检测总蛋白浓度 

 
蛋白质 Lowry 法分析采用福林酚作为比色法检测试剂来确定

未纯化蛋白质样品的总蛋白浓度。此应用是另一种比色法应

用的替代品，用于检测成分在 200 nm 和 280 nm 之间显著

增加吸光度的稀释蛋白溶液或蛋白质。此应用检测 650 nm 

处的吸光度并使用标准曲线来计算蛋白质浓度。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使用标准曲线。可使用单点基线矫正。 

蛋白质 Lowry 法分析理论 

 
蛋白质 Lowry 法分析包括在碱性溶液中与硫酸铜蛋白反应，

从而导致齿铜蛋白复合物的形成。福林酚试剂有效地降低螯

合铜复合物的比例。水溶性蓝反应产物在 650 nm 处检测，

并使用 405 nm 处的吸光度值进行基线矫正。我们或本地经

销商均有提供预先配制的福林酚试剂和 CuSO4 试剂盒。 

蛋白质检测试剂盒和方案 

 
遵循检测试剂盒制造商对所有标准品和样品（未知）提供的

建议。确保每个样品在整个检测过程中符合相同的定时和温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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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检测蛋白质 Lowry 法的标准品和样品 

 
注意 

 不要在仪器附近使用喷射器或喷雾瓶，因为液体会流入

仪器并可能导致永久性损坏。 

 不要在基座上使用氢氟酸 (HF)。氟离子会永久损坏石英

光纤电缆。 

 
开始之前... 

开始使用 NanoDrop One 仪器进行基座检测之前，抬起仪器

检测臂然后清洁上下基座。至少需使用新的实验室无尘纸擦

拭基座。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清洁基座。 

若要检测蛋白质 Lowry 法的标准品和样品 

1. 在“主页”屏幕上，选择蛋白质选项卡并点击蛋白质 

Lowry 法。 

2. 指定曲线类型和重复每个标准品的次数并输入每个标准

品的浓度。 

提示：对于这个分析，我们建议将曲线类型设置为“2 

阶多项式”。 

3. 进行空白检测： 

– 将 2 μL DI H2O 移取至下基座，然后降下检测臂，

或将 DI H2O 空白比色皿插入比色皿架 

提示：如果使用比色皿，确保将比色皿光路对准仪

器光路。 

– 点击空白检测并等待检测完成 

–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实验室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

或取下比色皿 

4. 检测参考标准品： 

– 将 2 μL 参考溶液移取到基座上，或插入参考品比

色皿（参考品溶液不应含有标准蛋白质原液，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标准曲线） 

– 降下检测臂开始检测（或如果“自动检测”设为

“关闭”，则点击检测） 

–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或取下

比色皿 

– 如果“重复”设置大于 1，重复检测 

5. 检测剩余标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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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 2 μL 标准品 1 移取到基座上，或插入标准品 1 

比色皿 

– 降下检测臂开始检测（或如果“自动检测”设为

“关闭”，则点击检测） 

–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或取下

比色皿 

– 如果“重复”设置大于 1，重复检测 

– 对每个额外标准品重复上述子步骤（检测完指定数

量的标准品和重复样品后，将显示消息询问是否要

加载更多标准品或开始检测样品） 

– 如果已完成检测标准品，点击完成（向左滑动屏幕

可查看标准曲线） 

6. 检测样品： 

– 将 2 μL 样品 1 移取到基座上，或插入样品 1 比色

皿 

– 降下检测臂开始检测（或如果“自动检测”设为

“关闭”，则点击检测） 

–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或取下

比色皿 

– 如果“重复”设置大于 1，重复检测 

7. 完成检测样品后，点击结束实验。 

8.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或取下样品

比色皿。 

  

 
相关主题 

 使用标准曲线 

 蛋白质检测的最佳实践 

 检测微体积样品 

 使用比色皿检测样品 

 制备样品和空白溶液 

 基本仪器操作 



5 蛋白质应用 

检测蛋白质 Lowry 法 

126 NanoDrop One 用户手册 Thermo Scientific  

蛋白质 Lowry 法报告结果 

蛋白质 Lowry 法检测屏幕（在“历史记录”中显示） 

 
对于每个检测的样品和标准品，此应用显示吸光度光谱和结

果摘要。在检测屏幕上向左滑动也可显示标准曲线（或显示

在历史记录中，如下图所示）。 

 

 
注 

 在 405 nm 处执行基线矫正（从样品光谱中所有波长处

的吸光度值减去 405 nm 处的吸光度值）。 

 微体积吸光度检测和使用非标准比色皿进行的检测，归

一化为 10.0 mm 光程当量。 

  

选项菜单； 

点击可打开 蛋白质浓度 
在 650 nm 处

的吸光度 

可见光谱 

点击行可选

择样品和更

新光谱；点

击多行可重

叠显示多达

五个光谱。

按住样品行

可查看检测

详情。 

捏拉缩放可调整轴；双点击

可重置 

向左滑动屏幕可查

看标准曲线 

上下拖曳选项卡可显示较

多/较少样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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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 Lowry 法标准曲线屏幕 

 
标准曲线屏幕以图形显示所选样品的检测标准品、计算的标

准曲线，以及检测的吸光度和计算的浓度之间的关系。一条

水平线将 Y 轴上的样品吸光度值连接至标准曲线。一条垂直

线将该点连接至 X 轴上的样品浓度值。 

R2 值表示标准曲线拟合标准品数据点的程度（1.0 表示完美

拟合；也就是说，所有点恰好处于曲线上）。 

 

选项菜单； 

点击可打开 曲线类型 
R

2
 值（1.0 等于完美

拟合） 所选样品的蛋白质浓度 

在 650 nm 处

的吸光度 

标准曲线 

所选样品 

点击行可选择

样品和更新图

形；点击多行

可重叠显示多

达五个样品的

吸光度/浓度

线。按住样品

行可显示检测

详情。 

红色方形表示样品数据点 

捏拉缩放可调整轴；双点

击可重置 

白色圆圈表示标准品数据点 

页面控制；向左或向右滑动屏幕可查

看下一个或上一个屏幕 

上下拖曳选项卡可显示

较多/较少样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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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 Lowry 法报告值 

 
每次检测后出现的初始屏幕和标准品屏幕（请参阅前面的图

像）显示报告值的摘要。若要查看所有的报告值，可按住样

品行。此处为示例： 

 

 

 
相关主题 

 标准曲线示例 

 基本仪器操作 

  

用于蛋白质 Lowry 法检测的设置 

 
要在“蛋白质 Lowry 法”检测屏幕中显示蛋白质 Lowry 法设

置，点击  > 蛋白质 Lowry 法设置。 

 
注 在检测标准品时，您可以更改应用检测屏幕顶部的列表

框，编辑“曲线类型”设置。您可以在应用设置屏幕上编辑

标准品的浓度值。进行首个样品检测后，不能更改这些设

置。 

  

采样方法 样品名称； 

点击可编辑 

检测日期/时间 

蛋白质浓度 

在 650 nm 处的

吸光度 

基线矫正波长 基线矫正吸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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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曲线类型 指定用于从标准品浓度值创建标准曲线的等式类型。可用选项： 

– 线性：通过所有检测的标准品，绘制线性最小二乘线（需要参考品检

测和至少一个标准品） 

– 插值：绘制一系列直线，连接所有检测的标准品（需要参考品检测和

至少一个标准品） 

– 2 阶多项式：使用所有检测的标准品，绘制 2 阶最小二乘多项式（需

要参考品检测和至少两个标准品） 

– 3 阶多项式：使用所有检测的标准品，绘制 3 阶最小二乘多项式（需

要参考品检测和至少三个标准品） 

重复 输入参考品或者相同标准品或样品的平均检测次数，产生与其相关的浓度值。 

注：检测首个标准品后，不能更改“重复”设置。 

标准品 输入每个标准品的实际浓度值。 

注：可以以任何顺序输入浓度值，但标准品必须按照其输入的顺序进行检测。 
 

  

 
相关主题 

 仪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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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蛋白质 Pierce 660 法 
 使用专有比色法检测试剂来

检测未纯化蛋白质样品的总

蛋白浓度。 

检测总蛋白 

报告结果 

设置 

检测限 
 

  

检测总蛋白浓度 

 
蛋白质 Pierce 660 法分析采用专有蛋白结合材料作为比色法

检测试剂来确定未纯化蛋白质样品的总蛋白浓度。此应用适

用于含有高浓度洗涤剂、还原剂和其他常用试剂的蛋白质溶

液。Pierce 660 法应用检测 660 nm 处的吸光度，并使用标

准曲线来计算蛋白质浓度（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标准

曲线）。可使用单点基线矫正。 

蛋白质 Pierce 660 法分析理论 

 蛋白质 Pierce 660 法分析基于专有的染料-金属复合物与蛋

白在酸性条件下结合，从而使染料在 660 nm 处测得的最大

吸光度发生偏移。染料-金属复合物为红棕色，在蛋白结合后

变绿色。颜色变化是由于在低 pH 值下通过与蛋白质中带正

电荷氨基酸基团相互作用使染料去质子化而产生的。染料主

要与蛋白质中碱性残基相互作用，如组氨酸、精氨酸和赖氨

酸，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酪氨酸、色氨酸和苯丙氨酸。反应

产物在 660 nm 处检测，并使用 750 nm 处的吸光度值进行

基线矫正。 

在分析中产生的颜色是稳定的，并在广泛的范围内随蛋白质

浓度的上升而成比例增加。可选的离子洗涤剂相容试剂 

(IDCR) 可添加到检测试剂中以提高与大量离子洗涤剂的兼容

性，包括 Laemmli SDS 样品缓冲液与溴酚蓝。IDCR 在完全

混合后会全部溶解，对检测无影响。我们或本地经销商均有

提供预先配制的蛋白结合材料试剂盒。有关 IDCR 的信息，

请咨询试剂盒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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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检测试剂盒和方案 

 
有关 NanoDrop One 仪器的最新试剂盒和方案的信息，请参

阅 NanoDrop 网站。遵循检测试剂盒制造商对所有标准品和

样品（未知）提供的建议。确保每个样品在整个检测过程中

符合相同的定时和温度。 

试剂盒制造商也可以提供用于产生标准曲线的蛋白标准品。

由于 NanoDrop One 基座可以比基于比色皿的传统分光光度

计检测更高的蛋白浓度，因此，您可能需要自备浓度高于制

造商所提供浓度的蛋白标准品。例如，可能需要额外的标准

品来确保标准曲线覆盖未知样品的动态检测范围和预期范

围。 

若要检测蛋白质 Pierce 660 法的标准品和样品 

 
注意 

 不要在仪器附近使用喷射器或喷雾瓶，因为液体会流入

仪器并可能导致永久性损坏。 

 不要在基座上使用氢氟酸 (HF)。氟离子会永久损坏石英

光纤电缆。 

 
开始之前... 

开始使用 NanoDrop One 仪器进行基座检测之前，抬起仪器

检测臂然后清洁上下基座。至少需使用新的实验室无尘纸擦

拭基座。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清洁基座。 

若要检测蛋白质 Pierce 660 法的标准品和样品 

1. 在“主页”屏幕上，选择蛋白质选项卡并点击蛋白质 

Pierce 660 法。 

2. 指定曲线类型和重复每个标准品的次数并输入每个标准

品的浓度。 

提示：对于这个分析，我们建议将曲线类型设置为“线

性”。 

3. 进行空白检测： 

– 将 2 μL 参考品溶液移取到下基座上并降下检测

臂，或将参考品溶液空白比色皿插入比色皿架（参

考品溶液不应含有标准蛋白质原液；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使用标准曲线） 

提示：如果使用比色皿，确保将比色皿光路对准仪

器光路。 

– 点击空白检测并等待检测完成 

–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实验室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或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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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比色皿 

 4. 检测参考标准品： 

– 将 2 μL 参考溶液移取到基座上，或插入参考品比

色皿（参考品溶液不应含有标准蛋白质原液，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标准曲线） 

– 降下检测臂开始检测（或如果“自动检测”设为

“关闭”，则点击检测） 

–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或取下

比色皿 

– 如果“重复”设置大于 1，重复检测 

5. 检测剩余标准品： 

– 将 2 μL 标准品 1 移取到基座上，或插入标准品 1 

比色皿 

– 降下检测臂开始检测（或如果“自动检测”设为

“关闭”，则点击检测） 

–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或取下

比色皿 

– 如果“重复”设置大于 1，重复检测 

– 对每个额外标准品重复上述子步骤（检测完指定数

量的标准品和重复样品后，将显示消息询问是否要

加载更多标准品或开始检测样品） 

– 如果已完成检测标准品，点击完成（向左滑动屏幕

可查看标准曲线） 

6. 检测样品： 

– 将 2 μL 样品 1 移取到基座上，或插入样品 1 比色

皿 

– 降下检测臂开始检测（或如果“自动检测”设为

“关闭”，则点击检测） 

–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或取下

比色皿 

– 如果“重复”设置大于 1，重复检测 

7. 完成检测样品后，点击结束实验。 

8.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或取下样品

比色皿。 

 
相关主题 

 使用标准曲线 

 蛋白质检测的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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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微体积样品 

 使用比色皿检测样品 

 制备样品和空白溶液 

 基本仪器操作 

蛋白质 Pierce 660 法报告结果 

蛋白质 Pierce 660 法检测屏幕（在“历史记录”中显示） 

 
对于每个检测的样品和标准品，此应用显示吸光度光谱和结

果摘要。在检测屏幕上向左滑动也可显示标准曲线（或显示

在历史记录中，如下图所示）。 

 

选项菜单； 

点击可打开 
蛋白质浓度 在 660 nm 处

的吸光度 

可见光谱 

点击行可选

择样品和更

新光谱；点

击多行可重

叠显示多达

五个光谱。

按住样品行

可查看检测

详情。 

捏拉缩放可调整轴；双点击可

重置 

向左滑动屏幕可查看标准曲线 上下拖曳选项卡可显示较多/较

少样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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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在 750 nm 处执行基线矫正（从样品光谱中所有波长处

的吸光度值减去 750 nm 处的吸光度值）。 

 微体积吸光度检测和使用非标准比色皿进行的检测，归

一化为 10.0 mm 光程当量。 

  

蛋白质 Pierce 660 法标准曲线屏幕 

 
标准曲线屏幕以图形显示所选样品的检测标准品、计算的标

准曲线，以及检测的吸光度和计算的浓度之间的关系。一条

水平线将 Y 轴上的样品吸光度值连接至标准曲线。一条垂直

线将该点连接至 X 轴上的样品浓度值。 

R2 值表示标准曲线拟合标准品数据点的程度（1.0 表示完美

拟合；也就是说，所有点恰好处于曲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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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 Pierce 660 法报告值 

 
每次检测后出现的初始屏幕和标准品屏幕（请参阅前面的图

像）显示报告值的摘要。若要查看所有的报告值，可按住样

品行。此处为示例： 

选项菜单； 

点击可打开 曲线类型 

R
2
 值（1.0 等于完美

拟合） 所选样品的蛋白质浓度 

在 660 nm 处

的吸光度 

标准曲线 

所选样品 

红色方形表示样品数据点 
白色圆圈表示标准品数据点 

点击行可选

择样品和更

新图形；点

击多行可重

叠显示多达

五个样品的

吸光度/浓度

线。按住样

品行可显示

检测详情 

上下拖曳选项卡可显示

较多/较少样品数据 

捏拉缩放可调整轴；

双点击可重置 

页面控制；向左或向右滑动屏幕可查看下

一个或上一个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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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标准曲线示例 

 基本仪器操作 

  

用于蛋白质 Pierce 660 法检测的设置 

 
要在“蛋白质 Pierce 660 法”检测屏幕中显示蛋白质 Pierce 

660 法设置，点击  > 蛋白质 Pierce 660 法设置。 

 
注 在检测标准品时，您可以更改应用检测屏幕顶部的列表

框，编辑“曲线类型”设置。您可以在应用设置屏幕上编辑

标准品的浓度值。进行首个样品检测后，不能更改这些设

置。 

  

采样方法 样品名称； 

点击可编辑 

检测日期/时间 

蛋白质浓度 

在 660 nm 处的

吸光度 

基线矫正波长 基线矫正吸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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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曲线类型 指定用于从标准品浓度值创建标准曲线的等式类型。可用选项： 

– 线性：通过所有检测的标准品，绘制线性最小二乘线（需要参考品检

测和至少一个标准品） 

– 插值：绘制一系列直线，连接所有检测的标准品（需要参考品检测和

至少一个标准品） 

– 2 阶多项式：使用所有检测的标准品，绘制 2 阶最小二乘多项式（需

要参考品检测和至少两个标准品） 

– 3 阶多项式：使用所有检测的标准品，绘制 3 阶最小二乘多项式（需

要参考品检测和至少三个标准品） 

重复 输入参考品或者相同标准品或样品的平均检测次数，产生与其相关的浓度值。 

注：检测首个标准品后，不能更改“重复”设置。 

标准品 输入每个标准品的实际浓度值。 

注：可以以任何顺序输入浓度值，但标准品必须按照其输入的顺序进行检测。 

如果您还想输入之前标准品检测的吸光度值，请选择此复选框： 

 

然后输入用于所有标准品的吸光度值。 
 

  

 
相关主题 

 仪器设置 

可手动检测或输入标准品的吸光度数据。

取消勾选此框以检测吸光度数据。勾选此

框可手动输入吸光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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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检测 OD600 

 
通过检测 600 nm 处的散射

光，检测溶液中微生物细胞

的浓度。 

检测 OD600 

报告结果 

设置 

计算  

  

检测 OD600 

 
通过检测 600 nm 处细胞生长培养的光密度（吸光度），使

用 OD600 应用监测细菌或其他微生物细胞培养的生长率。

Beer-Lambert 等式和用户输入的转换系数用于关联吸光度与

浓度。报告的浓度值可用来确定培养的细胞种群的阶段，例

如，日志或倍数和固定。 

OD600 应用报告细胞浓度，单位为细胞数/mL。可使用单点

吸光度矫正。此应用不需要标准曲线。 

 
注 由于本分析中存在一定数量的散射光，因此吸光度读数通

常非常低。 

  

OD600 应用理论 

 
OD600 应用检测光透射，并利用该值计算吸光度。在光谱

中，透射光被定义为不被样品吸收、反射和散射的任何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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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活细胞的情况下，大部分的入射光会通过样品透射，而不

是分散、反射或吸收。散射光的量很低，根据不同仪器而有

所不同。作为结果，计算出的吸光度读数通常很低。 

所计算的吸光度值用于确定溶液中细胞的密度，单位为细胞

数/mL。与活细胞光学性质至浓度相关的物理概念和公式包

括： 

 具有来自周围介质不同折射率的细胞随机反射和散射入

射光路的光。散射量与样品中细胞密度成正比。 

 Beer 定律等式用于关联吸收度与浓度。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 OD600 检测计算。 

 对于使用 NanoDrop One 仪器读取的比色皿，准确的吸

光度读数范围通常在 0.04 A 和 1.5 A 之间。样品的连续

稀释通常需要处于这个范围内的吸光度读数。 

 所有检测应使用相同的分光光度计类型和检测方法

（即，基座与比色皿的比较），因为基于光学结构，所

捕捉到的散射光量会有所不同。当使用不同的分光光度

计或检测方法时，计算并应用转换系数至报告的结果。

例如，使用基座与比色皿比较内径读数，转换系数可以

计算如下： 

换算系数 = 比色皿内径/基座内径 

OD600 检测的最佳实践 

  确保样品处于仪器的吸光度检测限内。 

 用目标细胞悬浮生长或培养基进行空白检测。 

 运行空白检测周期评估培养基溶液增加的吸光度。如果

处于或接近分析波长 (600 nm) 的培养基溶液展现强大

的吸收度，您可能需要选择一个不同的培养基溶液或应

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选择和进行空白检测。 

 在培养基达到稳定期前，如有必要可进行稀释，确保样

品培养不超过分析的线性动态范围。线性范围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光学结构，因此，基座和比色皿检测的结果

会有所不同。若要确定线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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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用微生物菌种的年轻过夜培养（约 16 小时）检

测一系列的稀释样品 

– 制作 OD600 检测与稀释系数的对比图 

检测上限是检测的 OD600 值，其中稀释系数和 OD600 

读数之间不再是线性关系。 

 在进行等分检测之前，立即轻轻但彻底混合样品。 

 对于微体积检测： 

– 确保基座表面已正确清洁和调节。 

– 混合和转移样品时，避免引入气泡。 

– 立即开始检测以避免沉淀或蒸发。 

– 按照微体积检测的最佳实践。 

– 使用 2 μL 样品体积。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建议

样品体积。 

– 对于在 600 nm 处展现低吸光度的稀释样品，使用

另一种波长（如 400 nm）来检测吸光度，或使用

比色皿而不是微体积检测 

 对于比色皿检测（仅限 NanoDrop OneC 仪器）： 

– 使用干净的塑料、玻璃或石英比色皿。 

– 按照比色皿检测的最佳实践。 

– 请勿在此检测使用自动搅拌功能。 

若要检测 OD600 样品 

 
注意 

 不要在仪器附近使用喷射器或喷雾瓶，因为液体会流入

仪器并可能导致永久性损坏。 

 不要在基座上使用氢氟酸 (HF)。氟离子会永久损坏石英

光纤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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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之前... 

开始使用 NanoDrop One 仪器进行基座检测之前，抬起仪器

检测臂然后清洁上下基座。至少需使用新的实验室无尘纸擦

拭基座。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清洁基座。 

若要检测 OD600 样品 

1. 在“主页”屏幕上，选择  OD600 选项卡并点击 

OD600。 

2. 如果需要，指定细胞数转换系数和第二个监测波长或吸

光度矫正。 

3. 将 2 μL 的空白检测溶液（即目标细胞悬浮培养基）移

取到下基座，然后降下检测臂，或将空白比色皿插入比

色皿架。 

提示：如果使用比色皿，确保将比色皿光路对准仪器光

路。 

4. 点击空白检测并等待检测完成。 

提示：如果自动空白检测设为“开启”，空白检测将会

在您降下检测臂时自动开始。（此选项不适用于比色皿

检测。） 

5.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实验室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或取

下空白检测比色皿。 

6. 将 2 μL 样品溶液移取到基座上，然后降下检测臂，或

将样品比色皿插入比色皿架。 

7. 开始样品检测： 

– 基座：如果自动检测设为“开启”，降下检测臂；

如果“自动检测”设为“关闭”，降下检测臂并点

击检测。 

– 比色皿：点击检测 

样品检测完成后，将显示光谱和报告值（请参阅下一个

章节）。 

8. 完成检测样品后，点击结束实验。 

9.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或取下样品

比色皿。 

 
相关主题 

 检测微体积样品 

 使用比色皿检测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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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备样品和空白溶液 

 基本仪器操作 

OD600 报告结果 

OD600 检测屏幕（在“历史记录”中显示） 

 
对于每个检测的样品，此应用显示吸光度光谱和结果摘要。

此处为示例： 

 

  

 
注 微体积吸光度检测和使用非标准比色皿进行的检测，归一

化为 10.0 mm 光程当量。 

  

选项菜单； 

点击可打开 

600 nm 处已矫

正的吸光度 

紫外-可见光光谱 

吸光度矫正 
其他波长 

其他波长处已

矫正的吸光度 

点击行可选择

样品和更新光

谱；点击多行

可重叠显示多

达五个光谱。

按住样品行可

查看检测详

情。 

捏拉缩放可调整轴； 

双点击可重置 

向左滑动屏幕可查看具有更多检测结果

的表 
上下拖曳选项卡可显示较

多/较少样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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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600 报告值 

 
每次检测后出现的初始屏幕（请参阅前面的图像）显示报告

值的摘要。若要查看所有的报告值，可按住样品行。此处为

示例： 

  

 

 

  

 
相关主题 

 基本仪器操作 

 OD600 计算 

  

OD600 检测设置 

 

要在“OD600”检测屏幕中显示 OD600 设置，点击  > 

OD600 设置。 

应用 采样方法 样品名称； 

点击可编辑 

检测日期/时间 

600 nm 处已矫正

的吸光度 

吸光度矫正 

其他波长 

细胞培养浓度（A600 * 系数） 系数 

其他波长处已矫

正的吸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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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可用选项 描述 

吸光度矫正 在 0 和 300 A 之间的吸

光度值 

用户定义的吸光度矫正。输入用于显示光谱图的吸光度

矫正。这可能是有用的，例如，矫正因为用于让仪器进

行空白检测的培养基溶液和用于悬浮细胞培养样品的培

养基之间的差异，以及因为散射光通常会产生一个偏移

所导致的基线偏移。 

吸光度矫正值将从样品光谱中所有波长处的吸光度值减

去。（所有显示的吸光度值均为已矫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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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可用选项 描述 

其他监测波长 

(λ) 

在 250 nm 和 700 nm 

之间的任何波长 

用户定义波长。如果需要，可输入另一个波长进行检测

（用于 600 nm 处展现低吸光度的稀释样品）。 

如果指定了另一个波长，使用这个等式来计算细胞浓

度： 

c = A(λ) * 系数(λ) 

其中： 

c = 分析物浓度，单位为细胞数/mL 

A(λ) = 在指定波长的紫外-可见光吸光度，以吸光度单位 

(A) 表示 

系数(λ) = 1/(ε(λ) * b)，单位为 mL/cell-cm 

其中： 

ε(λ) = 在指定波长的摩尔吸光系数（或消光系数） 

b = 样品光程，单位为 cm（用于 NanoDrop One 

仪器时为 1.0 cm） 

细胞数转换系数 

(108) 

任何数字 用户定义系数。用于检测细胞类型的公认系数，或凭经

验通过使用相同培养基已知浓度研究细胞的溶液。 

默认值为 1x108，这是用于大多数细菌细胞悬浮液，如

大肠杆菌的公认系数。 

提示：该系数为波长指定用于每个细胞类型，会受到用

于检测的培养基类型的影响。理想情况下，系数应该凭

经验通过使用相同缓冲液的已知浓度研究细胞来确定。 
 

  

 
相关主题 

 仪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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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600 检测计算 

与核酸应用一样，OD600 应用使

用 Beer-Lambert 等式的修改式计

算样品浓度，其中消光系数和光程

相结合，被称为“系数”。 

OD600 应用提供用户指定的系

数，配合 Beer 定律用于计算样品

浓度。如果系数已知，请输入系

数。否则，使用 1x10
8，这是用于

大多数细菌细胞悬浮液，如大肠杆

菌的公认系数。 

 

 

计算的细胞浓度基于 600 nm 处的

吸光度值、输入的系数和样品光

程。可使用单点吸光度矫正。 

检测值 

A600 吸光度 

注：对于微体积吸光度检测和使用非标准（10 mm 除外）比

色皿进行的检测，光谱将归一化为 10 mm 光程当量。 

 细胞培养吸光度值使用标准化光谱图在 600 nm 处测

得。如果没有指定吸光度矫正，这是报告的 A600 值和

用于计算细胞浓度的值。 

 如果指定了吸光度矫正，将报告 600 nm 处的标准化和

（吸光度）已矫正吸光度值并用于计算细胞浓度。 

A(λ) 吸光度 

 也会报告任何指定的其他监测波长 (λ) 处的标准化和

（吸光度）已矫正（如已使用）吸光度值。 

样品光程 

 对于微体积检测，软件将根据分析波长处的样品吸光

度，选择最佳光程（介于 1.0 mm 和 0.03 mm 之间）。 

 对于比色皿检测，光程由软件中的比色皿光程设置决定

（请参阅常规设置）。 

 显示的光谱和吸光度值归一化为 10 mm 光程当量。 

  

报告值 

细胞浓度。报告单位为细胞数/mL。使用矫正的 A600 吸光

度值，基于 Beer-Lambert 等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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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用户自定义应用 

 
使用 NanoDrop One 进行紫外-可见光检测或您自己的自定义

检测。 

紫外-可见光应用可直接通过触摸屏进行设置，并可让该仪器

用作传统的分光光度计。可以监测和报告 190 nm 到 850 之

间多达 40 个波长。 

“用户自定义”应用为仪器中使用的方法提供了更多的灵活

性。请参阅 NanoDrop PC 控制软件，了解所支持的用户自

定义方法功能。 

 检测紫外-可见光 ..... 第 150 页 

 检测用户自定义 ..... 第 1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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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紫外-可见光 

 
检测任何样品在紫外 (UV) 和

可见光光谱区域多达 40 个波

长的吸光度。 

检测紫外-可见光 

报告结果 

设置 

检测限 

 

检测紫外-可见光 

 
紫外-可见光应用可让该仪器用作传统的分光光度计。样品吸

光度显示在屏幕上，范围从 190 nm 到 850 nm。可以为吸光

度监测指定多达 40 个波长，并纳入报告。也可使用自动光

程调整和单点基线矫正。 

若要进行紫外-可见光检测 

 
注意 

 不要在仪器附近使用喷射器或喷雾瓶，因为液体会流入

仪器并可能导致永久性损坏。 

 不要在基座上使用氢氟酸 (HF)。氟离子会永久损坏石英

光纤电缆。 

 
开始之前... 

开始使用 NanoDrop One 仪器进行基座检测之前，抬起仪器

检测臂然后清洁上下基座。至少需使用新的实验室无尘纸擦

拭基座。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清洁基座。 

若要使用紫外-可见光应用检测样品 

1. 在“主页”屏幕上，选择用户自定义选项卡，然后点击

紫外-可见光。 

2. 指定最多 40 个待监测波长（或者您也可以在以后需要

时指定），以及是否使用自动化光程调整、分析波长和

基线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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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 1-2 μL 空白检测溶液移取到下基座，然后降下检测

臂，或将空白检测比色皿插入比色皿架。 

提示：如果使用比色皿，确保将比色皿光路对准仪器光

路。 

4. 点击空白检测并等待检测完成。 

提示：如果自动空白检测设为“开启”，空白检测将会

在您降下检测臂时自动开始。（此选项不适用于比色皿

检测。） 

5.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实验室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或取

下空白检测比色皿。 

6. 将 1-2 μL 样品溶液移取到基座上，然后降下检测臂，或

将样品比色皿插入比色皿架。 

7. 开始样品检测： 

– 基座：如果自动检测设为“开启”，降下检测臂；

如果“自动检测”设为“关闭”，降下检测臂并点

击检测。 

– 比色皿：点击检测。 

样品检测完成后，将显示光谱和报告值（请参阅下一个

章节）。 

8. 完成检测样品后，点击结束实验。 

9.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或取下样品

比色皿。 

紫外-可见光检测的最佳实践 

  确保样品吸光度处于仪器的吸光度检测限内。 

 使用用于再悬浮目标分析物的相同缓冲溶液进行空白检

测。空白检测溶液的 pH 值和离子强度应类似于分析物

溶液。 

 运行空白检测周期评估缓冲溶液增加的吸光度。如果处

于或接近分析波长的缓冲液展现强大的吸收度，您可能

需要选择一个不同的缓冲液或应用。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阅选择和进行空白检测。 

 对于微体积检测： 

– 确保基座表面已正确清洁和调节。 

– 检测前，确保样品具有同质性。混合和转移样品

时，避免引入气泡。 

– 按照微体积检测的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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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1-2 μL 样品体积。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建议

样品体积。 

 对于比色皿检测（仅限 NanoDrop OneC 仪器），请使

用相容比色皿，然后按照比色皿检测的最佳实践。 

紫外-可见光报告结果 

紫外-可见光检测屏幕 

 
对于每个检测的样品，此应用显示吸光度光谱和结果摘要。

此处为出现在本地仪器屏幕上的示例： 

 

  

 
注 微体积吸光度检测和使用非标准比色皿进行的检测，归一

化为 10.0 mm 光程当量。 

  

选项菜单； 

点击可打开 

样品名称； 

点击可编辑 

用户定义波长 1 

(450 nm) 处的吸

光度 

点击可编辑 

用户定义波长 2 (623 nm) 

处的吸光度 

点击可编辑 

点击可添加 

紫外-可见光光谱 

点击行可选择样品和

更新光谱；点击多行

可重叠显示多达五个

光谱。按住样品行可

查看检测详情。 

捏拉缩放可调整轴； 

双点击可重置 

向左滑动屏幕可查看具有更

多检测结果的表 

点击可结束实验并

导出数据 
上下拖曳选项卡可显示较多

/较少样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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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可见光报告值 

 
每次检测后出现的初始屏幕（请参阅前面的图像）显示报告

值的摘要。若要查看所有的报告值，可按住样品行。此处为

示例： 

 

 

 
注 向上滚动，以显示任何其他用户定义波长的吸光度值。 

  

应用 采样方法 样品名称； 

点击可编辑 

检测日期/时间 

 
自动化光程设置 

基线矫正吸光度 

在 450 nm 处

的吸光度 

用户定义波长 基线矫正波长 在 635 nm 处

的吸光度 

在 623 nm 处

的吸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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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出现在 NanoDrop PC 软件中带报告值的检测屏幕示

例： 

 

 

 
提示： 

点击样品行可选择样品和更新光谱。 

按 Shift 键并点击多个样品行可重叠显示多达五个光谱。 

点击样品并悬停在光谱上的位置可查看检测值 

返回“主页”屏幕 

（结束实验） 

样品名称； 

点击可编辑 

运行空

白检测 检测样品溶液 结束实验并

导出数据 

点击可切换自动

检测开启/关闭。 

（自动检测默认

为开启 

自动空白检测默

认为关闭） 

点击可添加用户

自定义波长处的

吸光度 

样品行 

选定样品后，点击并拖动一个区域以进行缩放 

右键点击并选择自动缩放可使光谱适合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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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可见光检测设置 

 
若要显示紫外-可见光设置，在“主页”屏幕上，选择用户自

定义选项卡，然后点击紫外-可见光。 

设置 可用选项 描述 

监测波长 输入最多 40 个在 190 

nm 和 850 nm 之间的

波长 

运行时待检测和报告的用户定义波长。前三个输入波长

的吸光度值显示在检测屏幕中。要查看 8 个监测波长的

吸光度值，在检测屏幕中向左滑动，以显示数据表。要

查看所有监测波长，按住样品行，以显示样品详情屏幕

（向上滚动可显示任何其他用户定义波长的吸光度

值）。 

注：若选择“基线矫正”，所有显示的吸光值都是已矫

正值。 

分析波长 在 190 nm 和 850 nm 

之间的任何波长 

这是软件将用来确定光程选择的波长。 

自动化光程 打开或关闭（仅影响基

座检测） 

可选自动化光程选择。允许软件为高浓度样品使用最佳

（更短）基座光程，以帮助防止检测器饱和 （有关详细

信息，请参阅检测限）。 

 选择后，当 220 nm 和 850 nm 之间的任何波长的 

10 mm 当量吸光度值为 12.5 或更高时，将使用更

短的光程。对于 190 nm 和 219 nm 之间的波长，当

该范围内的任何波长的 10 mm 当量吸光度值为 10 

或更高时，将更改成更短的光程。 

 取消选择后，所有波长的基座光程限制为 1 mm。 

注：无论哪种情况下，显示的吸光度值归一化为 10 mm 

光程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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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可用选项 描述 

基线矫正 打开或关闭 

输入基线矫正波长（单

位为 nm）或使用默认

值 (750 nm) 

可选用户自定义基线矫正值。软件会从样品光谱中所有

波长处的吸光度值减去指定基线矫正波长处的吸光度

值，矫正光散射粒子导致的任何偏移。因此，在指定基

线矫正波长处的样品光谱吸光度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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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用户自定义 

 运行使用 NanoDrop One 软

件创建的用户自定义检测方

法。 

检测用户自定义方法 

删除用户自定义方法 

报告结果 
 

  

使用用户自定义方法检测 

 使用用户自定义应用运行使用在个人计算机上运行的 

NanoDrop One 软件创建的用户定义检测方法。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创建用户自定义方法”（第 163 页）。 

加载用户自定义方法 

 自定义方法只能在运行 NanoDrop One 软件的个人计算机上

创建。如果您希望运行用户自定义方法，并在仪器上存储检

测结果，该方法必须也存在于该仪器上。（如果您的仪器未

通过以太网电缆连接到计算机，这是运行用户自定义方法的

唯一方法。） 

将用户自定义方法加载到仪器上 

1. 从个人计算机导出方法，并将方法文件复制到便携式 

USB 设备（例如，记忆棒）的根目录下。 

方法文件扩展名为“.method”。 

 
注 从 NanoDrop One 网站下载的用户自定义方法具有 .zip 

文件扩展名，并且必须使用第三方文件解压缩程序将其提

取，然后软件才能将它们识别为用户自定义方法。 

 
2. 将 U 盘连接至仪器上的其中一个 USB 端口。 

3. 在“主页”屏幕上，选择用户自定义选项卡并点击用户

自定义方法。 

4. 使用位于屏幕顶部的列表框来显示所使用的 USB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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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点击加载方法。 

一个消息框显示在选择的 U 盘上可用的 NanoDrop One 

检测方法。 

 

6. 在“加载方法”框中点击一个或多个方法名称来选择加

载的检测方法。 

7. 点击加载。 

  

使用用户自定义方法检测 

 
注意 

 不要在仪器附近使用喷射器或喷雾瓶，因为液体会流入

仪器并可能导致永久性损坏。 

 不要在基座上使用氢氟酸 (HF)。氟离子会永久损坏石英

光纤电缆。 

 
开始之前... 

开始使用 NanoDrop One 仪器进行基座检测之前，抬起仪器

检测臂然后清洁上下基座。至少需使用新的实验室无尘纸擦

拭基座。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清洁基座。 

若要利用本地仪器界面使用用户自定义方法检测样品 

1. 确保该方法存在于 NanoDrop One 仪器上（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加载用户自定义方法）。 

2. 在“主页”屏幕上，选择用户自定义选项卡并点击用户

自定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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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选择方法”框中，点击以选择要运行的方法。 

 

有关所选方法的信息显示在“方法详情”框中。 

4. 点击运行方法。 

5. 按照屏幕上的指示检测样品。 

若要利用 PC 软件使用用户自定义方法检测样品 

1. 在“主页”屏幕上，选择用户自定义选项卡，然后点击

用户自定义方法。 

 

用户自定

义选项卡 

用户自定义

方法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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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方法选择”栏中，点击以选择要运行的方法。 

 

有关所选方法的信息显示在“方法详情”栏中。 

3. 点击 。 

4. 按照屏幕上的指示检测样品。 

  

删除用户自定义方法 

 
– 在“主页”屏幕上，选择用户自定义选项卡，然后

点击用户自定义方法。 

– 在“选择方法”框中，点击以选择要删除的方法 

–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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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自定义方法报告结果 

 
用户自定义方法检测屏幕（在“历史记录”中显示） 

对于每个检测的样品，此应用显示吸光度光谱和结果摘要。

此处为示例： 

 

  

 
注 微体积吸光度检测和使用非标准比色皿进行的检测，归一

化为 10.0 mm 光程当量。 

  

用户自定义方法报告值 

 
每次检测后出现的初始屏幕（请参阅前面的图像）显示报告

值的摘要。若要查看所有的报告值，可按住样品行。此处为

示例： 

选项菜单； 

点击可打开 分析物浓度 

点击行可选择样品

和更新光谱；点击

多行可重叠显示多

达五个光谱。按住

样品行可查看检测

详情。 
紫外-可见光光谱 

上下拖曳选项卡可显

示较多/较少样品数据 

捏拉缩放可调整轴； 

双点击可重置 

向左滑动屏幕可查看具有更多检测结果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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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名称 采样方法 样品名称； 

点击可编辑 

检测日期/时间 

分析物浓度 

方法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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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用户自定义方法 

 
NanoDrop One PC 控制软件是可以让您创建和管理用户自

定义方法的工具，其中包含可用于通过仪器采集数据的用户

定义设置。自定义方法可采用或者不采用标准品进行。 

创建用户自定义方法 

 创建用于使用用户定义设置进行样品检测的方法。 

创建新的用户自定义方法 

– 在 NanoDrop“主页”屏幕上，选择用户自定义选

项卡并点击用户自定义方法 

 

– 在 “ 管 理 用 户 自 定 义 方 法 ” 屏 幕 中 ， 点 击 

 并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分子式（若您的方法将不含标准品）： 

– 标准曲线（若您的方法将含有标准品）： 

– 在设置窗口中，输入方法名称（此名称将会在传输

该方法后显示在仪器的用户自定义设置框中） 

– 如果需要，可输入方法的详细说明 

– 指定如何计算和报告方法结果： 

– 若该方法没有标准品，指定分析物系数或消光

系数（输入“1”，仅报告吸光度检测） 

– 若该方法有标准品，输入每个标准品的名称和

浓度，并选择曲线拟合类型 

用户自定

义选项卡 

用户自定义

方法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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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需输入或选择其余的用户自定义设置 

– 点击保存 

 
注 如果此图标  显示在屏幕的左下方，而不是绿色勾选标记

图标，即表示该方法因包含错误而无效。 

 
– 如有提示，请输入密码以签署更改。 

 

若方法在底部有绿色勾选标记图标，点击关闭以退

出方法设置 

 

查看或编辑用户自定义方法 

– 选择用户自定义方法（现有方法在“选择方法”框

中随其类型（分子式和标准品）和描述一起列出 

– 在“用户自定义方法管理”屏幕中，从加载方法列

表中选择您想要编辑的方法。 

输入密码以

签署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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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下拉菜单  中选择编辑 

– 根据需要，查看和调整方法设置 

– 点击保存 

– 如有提示，请输入密码以签署更改。 

 

用户自定义方法设置 

 
以下设置可用于创建用户自定义方法。 

设置 可用选项 

结果名称 输入计算浓度结果的描述性名称（例如，“MTT 分析”），然后使用旁边

的下拉列表选择适当的单位。结果名称将显示为报告浓度值的列标题。 

检测范围 选择方法将采集数据的光谱范围。 

可用选项： 

 仅紫外光 (190 nm - 350 nm) 

 仅可见光 (350 nm - 850 nm) 

 紫外和可见光 (190 nm - 850 nm) 

 用户自定义（指定以纳米为单位的起点和终点） 

注： 

 如果使用基线矫正和/或分析波长矫正，确保选择的光谱范围包括您指

定的基线矫正和/或分析矫正波长。 

 对于微体积吸光度检测和使用非标准（10 mm 除外）比色皿进行的检

测，光谱将归一化为 10 mm 光程当量。 
 

输入密码以

签署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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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可用选项 

分析波长矫正 使用此选项可以仅指定分析波长处的吸光度矫正。可用选项： 

 无。在分析波长处未矫正。 

 单点。输入分析矫正的波长。（指定分析矫正波长处的吸光度值将从

分析波长处的吸光度值减去。矫正的值将用于计算样品浓度。） 

 斜率基线。输入用于定义分析矫正斜率基线的两个波长。（分析波长

处的斜率基线吸光度值将从分析波长处的吸光度值减去。矫正的值将

用于计算样品浓度。） 

1 cm 光程处的系数或

消光系数（仅限分子式

方法） 

指定是否要使用系数或消光系数来计算浓度结果： 

 用户定义系数。输入 1 cm 光程的系数，然后使用旁边的下拉列表选

择适当的单位。下面的等式显示如何使用系数来计算样品浓度： 

c = (A * f) / b 

其中： 

c = 分析物浓度 

A = 吸光度，以吸光度单位 (A) 表示 

f = 系数（通常为 1/ε，其中 ε = 波长相关的摩尔吸光系数，或消光系

数） 

b = 光程，单位为 cm（在检测时确定，然后归一化为 10 mm (1 cm) 

光程当量） 

 消光系数和分子量。输入 1 cm 光程的消光系数，然后使用旁边的下

拉列表选择适当的单位。下面的等式显示如何使用消光系数来计算样

品浓度： 

c = A / (ε* b) 

其中： 

c = 分析物浓度 

A = 吸光度，以吸光度单位 (A) 表示 

ε = 波长相关的摩尔吸光系数（或消光系数） 

b = 光程，单位为 cm（在检测时确定，然后归一化为 10 mm (1 cm) 

光程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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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可用选项 

 注： 

 有关特定材料的系数和消光系数的信息，请参阅产品文献。 

 若要设置仅报告吸光度检测的方法，可选择将系数或消光系数设为

“1”的系数或消光系数。 

 如果系数或消光系数的指定单位基于质量（如 mg/mL），而计算结果

的指定单位基于摩尔（如 pmol/μL），反之亦然，则输入分子量，然

后使用旁边的下拉列表选择适当的单位。 

标准品（仅限标准曲线

方法） 
定义标准： 

 输入每种标准品或参考品的名称和分析物浓度，若需要： 

– 根据曲线类型设置，可使用两个或更多标准品生成标准曲线。

（该软件允许一个参考品和最多 7 个标准品。） 

– 全部参考品和标准品溶液应该是用于再悬浮样品以及在样品中加

入相同体积试剂的相同缓冲液。 

– 首个标准品可作为参考品检测。参考品溶液不应含有目标分析

物。（参考品检测与空白检测不同。） 

– 标准品的浓度值可以以任何顺序输入，但标准品必须以其输入的

顺序检测，然而，最佳实践决定从标准分析物原液的最低浓度到

最高浓度对标准品进行检测。 

– 标准品的浓度范围必须覆盖未知样品的动态检测范围和预期范

围。推算的样品分析物浓度不能超过最高标准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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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可用选项 

  选择曲线拟合类型。 

指定用于从标准品浓度值创建标准曲线的等式类型。可用选项： 

– 线性：通过所有检测的标准品，绘制线性最小二乘线（需要参考

品检测和至少一个标准品） 

– 插值：绘制一系列直线，连接所有检测的标准品（需要参考品检

测和至少一个标准品） 

– 2 阶多项式：使用所有检测的标准品，绘制 2 阶最小二乘多项式

（需要参考品检测和至少两个标准品） 

– 3 阶多项式：使用所有检测的标准品，绘制 3 阶最小二乘多项式

（需要参考品检测和至少三个标准品） 

分析波长（仅限标准曲

线方法） 
监测指定波长处的吸光度（输入波长，以纳米为单位）。 

注：指定波长必须位于选定的检测范围内。 

检测结果或浓度将使用指定波长处的吸光度值、应用选定的方法类型（系

数或标准曲线）进行自动计算。 

基线矫正 选择此选项可通过减去指定基线点的吸光度值，矫正光散射粒子导致的偏

移。然后，指定基线矫正的波长。 

注：软件会从样品光谱中所有波长处的吸光度值减去指定基线矫正波长处

的吸光度值。因此，在指定基线矫正波长处的样品光谱吸光度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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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可用选项 

自动化光程 仅影响微体积检测。 

 若选择“自动化光程”，软件将根据分析波长处的样品吸光度，选择

最佳光程（介于 1.0 mm 和 0.03 mm 之间）。例如，当分析波长处的

样品吸光度值小于或等于 12.5（10 mm 光程当量），将使用最佳的

较长光程。当样品吸光度值大于 12.5，将使用最佳的较短光程。建议

用于在分析波长处具有高吸光度的样品。（当样品光谱具有不在分析

波长处的大吸光度谱峰时，此选项可能会导致灵敏度降低。） 

注：若分析波长处于 190 nm 和 219 nm 之间，当样品吸光度值小于

或等于 10（10 mm 光程当量），将使用最佳的较长光程；当样品吸

光度值大于 10，将使用最佳的较短光程。 

 若取消选择“自动化光程”，不论样品吸光度如何，软件将使用 1 

mm 光程。这将导致高吸光样品（例如，10 mm 光程当量处约 15 

A）出现检测器饱和（产生锯齿状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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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可用选项 

分子式表（可选） 使用分子式表可指定额外的报告结果，如每个样品的纯度比。 

可用选项： 

 预定义。从预定义分子式列表中选择，可立即使用或进行编辑，并选

择添加。预定义分子式在分子式表中列出。 

 添加。创建当前方法的分子式。可用选项： 

 分子式名称。输入分子式的名称。检测后，该名称将显示在“数

据表”和“样品详情”屏幕中。 

 分子式。输入有效的分子式（请参阅下面的规则和示例）。检测

后，检测或计算的值将显示在“数据表”和“样品详情”屏幕

中。 

 单位。输入报告结果的单位。检测后，该单位将显示在“数据

表”和“样品详情”屏幕中。 

 编辑。编辑当前方法的选定分子式。 

 删除。删除当前方法的选定分子式。 

分子式规则 用户自定义分子式可包括以下运算符和函数： 

 Path()。返回以厘米为单位的样品光程。 

 A(nm)。返回指定波长处的样品吸光度值（例如，输入 A(650) 可将 

650 nm 处检测的吸光度添加至您的等式）。 

 运算符：+（加）、-（减）、*（乘）、/（除）。 

 函数：Log(x)、Pow(x,y)。 

注：遵守所有语言的以下额外规则： 

 在浮点和双浮点数中使用句点“.”小数点分隔符。 

 使用逗号“,”列表分隔符（例如，“POW(2,8)”） 

 不要在大数字中使用逗号“,”组分隔符（例如，输入 1000 而不是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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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用户自定义方法 

 
若要创建类似于现有方法的用户自定义方法，打开现有方

法，进行更改，然后选择另存为并输入新名称。 

复制用户自定义方法 

– 在“用户自定义方法”屏幕中，选择用户自定义方

法 

– 从下拉菜单  中选择编辑 

– 输入新方法名称和描述 

– 选择另存为 

– 输入该方法的文件名并点击保存 

这时，您可以选择保存的方法并编辑描述和设置。 

运行用户自定义方法 

 
如果您希望运行用户自定义方法，并在仪器上存储检测结

果，该方法必须也存在于该仪器上（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加载用户自定义方法）。 

导出用户自定义方法 

 
导出用户自定义方法，以便在 NanoDrop One 仪器上运行该

方法，并存储检测结果。 

– 在“用户自定义方法”屏幕中，选择用户自定义方

法 

– 从下拉菜单  中选择导出（如果方法无效，将

会显示错误消息；必须先修复错误才能导出方法） 

– 点击保存（方法将以专有格式导出至方法文件

（*.method 文件扩展名） 

要将该方法传输到 NanoDrop One 仪器中，将该方

法文件复制到 USB 存储设备中，然后加载该方法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加载用户自定义方法） 

导入用户自定义方法 

 
将用户自定义方法导入到运行 NanoDrop One 软件的计算机

中，以编辑该方法设置。 

– 在“用户自定义方法”屏幕中，选择导入 

– 查找并选择“.method”文件 

– 选择打开（导入的方法将添加到“选择方法”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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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末端） 

编辑用户自定义方法 

 
编辑用户自定义方法以便更改方法设置。 

– 在“用户自定义方法”屏幕中，从可用方法列表选

择一个用户自定义方法 

– 从下拉菜单  中选择编辑 

– 根据需要，编辑方法设置 

– 点击保存 

删除用户自定义方法 

 
– 在“用户自定义方法”屏幕中，从可用方法列表选

择一个用户自定义方法 

– 从下拉菜单  中选择删除 

– 出现确认消息后，点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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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检测动力学 

 
使用比色皿架进行基于时间

的 检 测 （ 仅 限  NanoDrop 

OneC
  型仪器）。 

检测动力学 

创建动力学方法 

编辑动力学方法 

报告结果 

设置 

检测限 

 

检测动力学 

 
NanoDrop OneC 型仪器可用于对比色皿中的样品进行基于时

间的动力学检测。190 nm 和 850 nm 之间的最多 3 个波长可

被指定用于以用户定义的间隔以最多 5 个阶段进行连续吸光

度监测。比色皿检测提供扩展的检测限下限，以及可选的 

37 °C 加热器和微型磁力搅拌器。 

 
注 比色皿检测期间，仪器检测臂可抬起，以便在需要时向样

品溶液中加入试剂。 

  

若要进行动力学检测 

 
注意 

 为了防止溢漏导致的损坏，将液体容器远离仪器。 

 不要在仪器附近使用喷射器或喷雾瓶，因为液体会流入

仪器并可能导致永久性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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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使用动力学应用检测样品 

1. 在仪器“主页”屏幕上，选择动力学选项卡并点击动力

学图标。 

将会显示“动力学设置”屏幕。若当前所选数据存储位

置有一个或多个动力学方法，它们将在“选择方法”框

中列出。有关所选方法的描述显示在“方法详情”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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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一个方法： 

 在“选择方法”框中点击方法名称，以选择现有方

法 

 通过点击创建方法、指定方法设置并选择保存方法

来创建新方法 

 通过点击方法名称并选择编辑方法来编辑现有方法 

3. 通过点击  > 设置来指定任何比色皿选项，如加热或

搅拌（有关详细信息，参见常规设置）。 

注：若比色皿光程不是 10 mm，在“常规设置”中指定

正确的光程。 

4. 点击运行方法。 

5. 进行空白检测： 

– 在清洁、干燥的比色皿中装入足够的空白检测溶

液，以覆盖仪器光程 

– 抬起仪器检测臂并将空白检测比色皿插入比色皿

架，确保将比色皿的光路对准仪器的光路 

– 点击空白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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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在常规设置中选中将比色皿加热至 37 °C，将出

现消息告诉您当前温度，并在开始检测前等待加热

器达到目标温度： 

 

– 等待空白检测完成，然后取出比色皿 

注：加热器目标温度不可调。 

6. 检测样品： 

– 在清洁、干燥的比色皿中装入足够的样品溶液，以

覆盖光程 

– 将样品比色皿插入比色皿架，确保对准光路 

– 点击检测 

若在常规设置中选中将比色皿加热至 37 °C，将出

现消息告诉您当前温度，并在开始检测前等待加热

器达到目标温度： 

注：您可以在检测期间任何时间向样品溶液中添加

试剂 

使用检测屏幕底部的暂停按钮可暂停实验（如需提

前结束实验，点击停止） 

 

– 等待所有检测阶段完成 

– 取出比色皿，按照制造商规范进行清洁 

每次间隔的每次检测结果都实时显示。所有阶段完成

后，将显示整个实验的光谱图和报告值。 

7. 完成数据检查后，点击结束实验。每次保存的实验包含

一整套基于所选方法的动力学检测。 

要操控等待并立即

启动空白检测，点

击“立即空白检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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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使用比色皿检测样品 

 比色皿检测的最佳实践 

 制备样品和空白溶液 

 基本仪器操作 

  

创建动力学方法 

 
若要创建新的动力学方法： 

– 从“主页”屏幕中，点击动力学选项卡 > 动力学应

用 

– 点击创建方法（方法设置以选定的名称和范围选项

卡显示） 

 

– 输入方法名称和描述（若需要），选择检测范围，

指定最多三个要监测的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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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阶段和间隔选项卡（显示阶段和间隔设置） 

 

– 选择阶段数和时间单位（分钟或秒数） 

– 为每个阶段指定间隔数、间隔时间和阶段之间的任

何延迟 

右侧的彩色行和框清晰表示特定阶段。彩色的行表

示每个阶段的开始和结束时间；彩色的框对应每个

阶段的特定延迟和间隔数。 

– 点击保存方法，保存方法并返回至“动力学”菜单 

– 点击运行方法，以运行该方法 

  

编辑动力学方法 

 
只能在 NanoDrop One 仪器上编辑动力学方法。若要编辑现

有的动力学方法： 

– 从“主页”屏幕中，点击动力学选项卡 > 动力学应

用 

– 在“选择方法”框中点击方法名称，以选择方法 

– 点击编辑方法 

– 根据需要，编辑方法设置 

– 点击保存方法，以保存更改 

– 点击运行方法，以运行更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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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学报告结果 

吸光度检测屏幕 

 
在动力学实验中点击“检测”后，将立即显示吸光度检测屏

幕。该屏幕显示每次检测的吸光度光谱，并以 X 轴表示波

长、Y 轴表示吸光度。垂直线表示要监测的指定波长。右侧

列表显示在每个指定阶段每次检测的时间（向下拖动选项

卡，可查看更多条目）。右侧列表中的每个项目都在左侧有

对应的吸光度光谱。下图突出显示了可用的功能。 

 

 
注 对于使用非标准（10 mm 除外）比色皿进行的检测，光谱

将归一化为 10 mm 光程当量。 

  

选项菜单； 

点击可打开 
方法名称 

用户定义波长（即，260 nm、

340 nm、660 nm） 

点击行可选择

检测和更新光

谱；点击多行

可重叠显示多

达五个光谱。

按住行可查看

检测详情。 

捏拉缩放可调整轴； 

双点击可重置 

向左滑动屏幕可查看速率检测

屏幕 

点击可结束实验并

导出数据 

上下拖曳选

项卡可显示

较多/较少样

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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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率检测屏幕 

 
要查看速率检测屏幕，向左滑动吸光度检测屏幕（请参阅上

图）。速率检测屏幕显示每个用户定义波长下随时间检测的

样品吸光度，时间以 X 轴表示，吸光度以 Y 轴表示。每个指

定波长下进行的检测以唯一颜色表示。显示监测到的波长及

其分配颜色的键显示在屏幕左上角。 

 

用户定义波长 

点击可更新

图，以显示

随时间检测

的吸光度变

化（参见以

下示例） 

向左滑动屏幕以查看数据表； 

向右滑动以返回到吸光度检测屏幕 

点击可结束实验并导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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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显示吸光度差与时间，以显示随时间检测的吸光度，其

中每个数据点是吸光度与之前检测的差。 

 

用户定义波长 

点击可更新

图，以显示随

时间检测的吸

光度（参见以

上示例） 

向左滑动屏幕以查看数据表； 

向右滑动以返回到吸光度检测屏幕 

点击可结束实验并导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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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表 

 
要查看数据表，向左滑动速率检测屏幕（请参阅上图）。表

中每行显示给定阶段和时间在所有用户定义波长下的吸光度

值。向下滚动，以查看超出视图的检测信息。下图突出显示

了可用的功能。 

 

检测数量 阶段 
检测时间 

（点击以指定单位） 

每个用户定义波长的吸光度值 

按住行可查看检

测详情 

向右滑动屏幕可返回至速

率检测屏幕 

点击可结束实验并导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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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详情 

 
要查看检测详情，在吸光度检测屏幕或数据表中按住检测

行。此处为示例： 

 

 

  

 
相关主题 

•  基本仪器操作 

使用的应用 采样方法 检测数量 

检测日期/时间 

检测阶段 

检测时间 

在 260 nm 处

的吸光度 

在 340 nm 处

的吸光度 

在 660 nm 处

的吸光度 

用户定义波长 方法详情（向上

滚动以查看更

多） 

删除该检测 

打印该屏幕 返回至之前的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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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学检测设置 

 
要显示动力学设置，在仪器主屏幕上点击动力学（选项

卡） > 动力学（方法），并点击创建方法或选择方法并点击

编辑方法。您也可以通过点击  > 动力学设置从任何动力

学检测屏幕中显示设置。 

设置显示在两个选项卡上：“名称和范围”和“阶段和间

隔”。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下表。 

选项卡 设置 描述 

名称和范围 方法名称 为该方法输入名称（方法保存后，此名称出现在动力学

设置框中）。 

 描述 若需要，为该方法输入详细的描述，如样品类型、添加

的试剂等。 

 检测范围 选择该方法将采集数据的光谱范围。可用选项： 

 仅紫外光 (190 nm - 350 nm) 

 仅可见光 (350 nm - 850 nm) 

 紫外和可见光 (190 nm - 850 nm) 

 用户自定义（指定以纳米为单位的起点和终点） 

注：对于使用非标准（10 mm 除外）比色皿进行的检

测，光谱将归一化为 10 mm 光程当量。 

 监测波长 输入运行时待检测和报告的最多 3 个波长。 

注：所有指定波长必须位于选定的检测范围内。 

阶段和间隔 阶段数 为动力学检测指定最多 5 个阶段。每个阶段可以有唯一

的延迟、间隔时间和间隔数设置。 

注：许多动力学检测仅包括一个阶段。其他阶段仅当在

需要改变阶段间隔或持续时间时有必要。 

 时间单位 为基于时间的检测选择单位（秒数或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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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卡 设置 描述 

 阶段 1、2 等 为每个阶段指定可用设置： 

 延迟。指定阶段开始前的延迟。 

 间隔时间。指定此阶段进行的检测之间的时间长度

（至少 2 秒）。阶段开始时进行第一次检测（或者

若指定延迟，则在延迟完成后）。 

注：若指定两个或更多阶段时延迟设置为零，则同

时进行两次检测（新阶段初始检测直接覆盖上一阶

段结束时的检测）。 

 间隔数。指定此阶段进行的吸光度检测数。 

注：由于在阶段开始时进行第一次检测，每个阶段

报告的检测数量将是间隔数设置加 1。 

 持续时间。读数表示此阶段所需的总时间，包括任

何延迟和所有指定间隔。 

  右侧彩色的行（请参阅下图）表示每个阶段的开始

和结束时间；右侧彩色的框对应每个阶段的特定延

迟和间隔数。 

 

若未指定延迟，在每个阶段开始和结束、以及每个

指定间隔后进行吸光度检测。若已指定延迟，如上

述阶段 3，在第一个间隔开始时进行第一次检测。

若单位在上述示例中是秒数，在随后 32 秒时间内总

共进行 11 次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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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卡 设置 描述 

   阶段 1：0、3、6 和 9 秒 

 阶段 2：9、11、13、15 和 17 秒 

 阶段 3：22、27 和 32 秒 

注：动力学实验限制为 1000 次检测。这意味着，所有阶

段中所有间隔的检测数量必须小于 1000。考虑长期实验

的可用仪器或计算机磁盘空间。 
 

  

 
相关主题 

 仪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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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体积采样 - 工作原理 

表面张力 

吸光度光谱 

样品吸收度 

样品浓度 

基线矫正 

 

 

表面张力 

NanoDrop OneC 分光光度计利用表面张力将

小量样品保持在两个基座之间。利用获得专

利的样品滞留系统，可对高浓度样品进行检

测，无需事先进行稀释。 

嵌入上基座内的光纤电缆用于连接氙灯光

源。嵌入下基座内的第二条电缆用于连接检

测器。当仪器检测臂降下时，样品将形成一

个液柱，基本弥合两根光纤电缆之间的空

隙。 

吸光度光谱 

光通过液柱到达检测器，生成吸光度与波长

对比的光谱。光谱显示样品的分子在每个检

测波长吸收的光。 

注：要防止蒸发，以免影响检测精度，在完

成加载样品或空白溶液后，快速关闭检测

臂。 

左边的例子显示从核酸样品采集的典型吸光

度光谱。光谱检测范围从  190 nm 至 850 

nm。显示的范围可能会根据各个应用而有所

不同。 

吸
光
度

 (
1

0
 m

m
) 

波长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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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光度 = –log [ 
强度样品 

] 
强度空白溶液 

 

Beer-Lambert 等式 

 

其中： 

A = 吸光度，以吸光度单位 (A) 表示 

ε = 波长相关的摩尔吸光系数（或消光系数），单位为 

L/mole-cm 

b = 光程，单位为 cm 

c = 分析物浓度，单位为摩尔/升或摩尔单位 (M) 

样品吸收度 

当仪器进行空白检测时，将采集空白检测溶

液的参考品光谱，并存储在内存中。对于每

次样品检测，将按照左边的等式，使用样品

强度和空白溶液强度来计算样品的总吸光

度。 

样品浓度 

左边显示的  Beer-Lambert 等式（Beer 定

律）用于关联样品吸光度和浓度。 

光程是两个基座之间的距离，会在每次检测

过程中实时变化。该自动测距光程技术可在

各种动态范围产生准确的浓度结果。 

基线矫正 

对于某些应用，可将仪器设为对每次检测应

用基线矫正，最小化样品光谱中由光散射粒

子导致的任何偏移。该矫正从整个光谱各波

长的吸光度值减去参考波长处接近零的吸光

度值，基本上是将光谱“锚定”在参考波长

的零吸光度值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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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仪器 

 

连接电源 

 

告诫 小心触电。使用的每个墙上插座必须配备接地线。接地

线必须是与主配电盒中的地线连接且不带电流的线。 

  

 将随附的电源线插入接地的壁式插座。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阅“电源线”（第 286 页）。 

连接附件 

 若要将兼容打印机或其他兼容附件，如 USB 键盘和/或鼠标

连接至仪器，可使用仪器上的任何 USB 端口（前端、左后或

右后）。有关附件与 NanoDrop One 仪器兼容性的信息，请

参阅附件。 

设置蓝牙连接 

 使用 Bluetooth™ 可将仪器连接到一个或多个蓝牙（无线）

输入设备，如蓝牙键盘、鼠标或条形码扫描仪。 

 
注 确保设备贴有“蓝牙”标签，而不只是“无线”。所有蓝

牙设备都是无线设备，但并非所有无线设备都使用蓝牙。 

 
设置仪器的蓝牙连接 

– 在仪器“主页”屏幕上，点击 （设置） 

U 盘 A (2) 

以太网 

电源 

电源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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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系统选项卡 

– 点击蓝牙（若蓝牙已禁用，右上角的按钮设置为

“关闭”，并且没有列出蓝牙输入设备） 

 

– 点击关闭按钮，以启用蓝牙连接（按钮变蓝，改为

“开”，软件自动搜索任何可用的蓝牙输入设备） 

 

若未找到蓝牙设备，数秒后将显示消息“附近未找

到蓝牙设备” 

– 要添加蓝牙设备，根据厂商说明配对设备（例如，

您可能需要按住按钮）并在仪器上点击搜索设备） 

 

设备名称应当出现在“可用设备”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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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配对设备，在“可用设备”列表中点击其名称

（可能显示与以下类似的配对请求） 

 

– 完成任何说明，以配对设备 

 

 
注 若您的蓝牙设备未配对，重启设备，然后重复上述步骤，

以将其与仪器配对（您也可尝试关闭再打开蓝牙）。设备一

旦配对，仪器重启后也将保持配对。 

 
– 点击返回（蓝牙状态显示在蓝牙按钮右侧） 

 

– 重复上述步骤，以添加另一个蓝牙设备，或点击完

成以关闭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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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选择蓝牙输入设备 

您可能希望停止使用蓝牙设备输入，但不断开或取消配对。

这可允许其他人轻松取消选择，并使用该设备作为输入。例

如，若有多个已连接、配对的蓝牙输入设备，如键盘和条形

码扫描仪，按照这些步骤选择要使用的设备，或者取消选择

不想使用的设备： 

– 在仪器“主页”屏幕上，点击  

– 点击系统选项卡 

– 点击蓝牙 

– 要取消选择配对的蓝牙设备，如输入键盘，点击其

配置文件按钮  

 

– 清空其相关复选框，以取消选择用作输入 

 

– 点击左上角的已配对蓝牙设备，以返回到上一个屏

幕 

– 点击返回，以返回到系统设置 

– 点击完成以关闭设置 

 
注 

 如果未选择用于输入的蓝牙设备，仪器将使用集成触摸

屏键盘输入数据。 

 要再次选择设备，按照上述步骤选择该设备的“用作输

入”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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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开蓝牙设备 

– 在仪器“主页”屏幕上，点击  

– 点击系统选项卡 

– 点击蓝牙 

– 要断开已配对蓝牙设备的连接，点击其“配置文

件”按钮  

 

– 点击取消配对 

 

设备将不再出现在“已配对设备”列表中，但仍在

“可用设备”列表中 

 

– 点击返回，以返回到系统设置 

– 点击完成以关闭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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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以太网连接 

 
仪器的以太网端口可用于设置仪器和个人计算机 (PC) 或有源

墙壁网络插口之间的有线连接。 

如果仪器连接至墙壁网络插口，则可以将数据文件导出到网

络位置，例如，为了将数据文件传输到另一台计算机。您可

以定义多个网络路径，操作员可以在导出数据时选择这些路

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导出设置。 

需要的工具： 

 标准（直通）以太网电缆（推荐使用 CAT5e 或更新版

本） 

 
注 若计算机是更早的型号，您可能需要交叉以太网线。大多

数更新型号的计算机设计为可自动检测并兼容这两种电缆类

型。但是，直通电缆性能更佳。 

 
设置以太网连接 

– 在仪器“主页”屏幕上，点击  

– 点击联网选项卡 

– 点击以太网 

– 选择以太网选项并点击确定。 

•  直接连接  PC。选择是否打算在  NanoDrop 

One 仪器和个人计算机之间连接一根以太网电

缆。 

•  连接至网络插口。选择是否打算在 NanoDrop 

One 仪器和墙壁网络插口之间连接一根以太网

电缆。 

– 将以太网电缆的一端连接至仪器背板上的以太网端

口 



9 学习中心 

设置仪器 

196 NanoDrop One 用户手册 Thermo Scientific 
 

 

 

– 将以太网电缆的另一端连接到计算机的以太网端口

或有源墙壁网络插口。 

设置无线连接 

 
选择仪器上的 Wi-Fi 网络 

– 在仪器“主页”屏幕上，点击 （设置） 

– 点击联网选项卡 

– 点击 Wi-Fi（若 Wi-Fi 已禁用，右上角的按钮设置为

“关闭”，并且没有列出无线网络） 

 

– 点击按钮以启用 Wi-Fi，显示可用的 Wi-Fi 网络 

 

以太网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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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远程计算机的  Wi-Fi 网络主机，并点击连接

（示例） 

 

– 点击返回可退出 Wi-Fi 设置（若连接成功，该仪器

分配有 IP （互联网协议）地址，它将显示在 Wi-Fi 

按钮的右侧，示例如下） 

 
注 有的 Wi-Fi 网络在连接时可能需要身份、密码或其他信

息，或者它们可能是匿名的（即，您需要通过其名称进行搜

索）。有关更多信息，请咨询您工作所在地的系统管理员。 

 

 

– 点击完成以退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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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仪器连接 

 
使用仪器“主页”屏幕右上角的“系统状态”图标，快速评

估该仪器的连接状态，包括蓝牙、以太网和 Wi-Fi： 

 

显示连接状态 

– 点击仪器“主页”屏幕上的 ，以打开“系统状

态”框 

 

– 点击确定，以退出系统状态 

点击可显示连接状态 

仪器当前存储数据的数据库位置 

Wi-Fi 状态 

蓝牙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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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指标 

 
当室内环境达到这些指标时，该仪器可靠运行： 

 运行温度：5 °C - 35 °C (41 °F - 95 °F) 

 相对湿度（非冷凝）：20-80% 

将该仪器置于远离通风口和排气风扇的位置以最小化蒸发。 

 
注 若在建议湿度范围的下限使用仪器，使用充分的样品量，

以免蒸发。 

 
仪器安装后，可以让它保持接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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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微体积样品 

NanoDrop One 分光光度计利用表面张力将

小量样品保持在两个基座之间。利用获得专

利的样品滞留系统，可对高浓度样品进行检

测，无需事先进行稀释。有关详细信息，请

点击此处。 

 

需要使用的耗材 

 NanoDrop One 或 NanoDrop OneC 分

光光度计 

 无绒实验室无尘纸 

 标定精度移液器 (0–2 μL) 

 在适当缓冲溶液中再悬浮的样品材料

（请参阅制备样品） 

 用于仪器空白检测的纯缓冲溶液（请参

阅选择和进行空白检测或观看什么是空

白检测？多媒体培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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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体积检测的最佳实践 

清洁基座准备日常操作 

 进行首次检测前，用新的实

验室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 

 运行空白检测周期确认基座

清洁。 

 每次检测后，用新的无尘纸

擦拭上下基座防止残留物。 

 完成每组检测后，用 DI H2O 

清洁基座（请参阅轮换用户

时清洁基座）。 

 定期修复基座保持其疏水

性。 

 

转移样品 

 使用建议样品体积确保正确

的液柱形成。 

 使用具有良好接合、低滞留

精度吸头的标定精度移液器

（0–2 μL 体积范围），将样

品材料转移到仪器上进行检

测。 

如果使用低精度 (0-10 μL) 移

液器，则使用 2 μL 样品体

积。 

 使用新的吸头对每种空白溶

液和样品进行等分。 

 在每次检测中使用新的等分

样品。 

 如果使用溶剂，请确保该溶

剂与基座相容。（请参阅危

险物质中的“相容溶

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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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样品体积 

 应用 样品体积 

核酸（含水溶液） 1 µLa 

纯化蛋白质 2 µL 

其他蛋白质应用，如 Bradford 或 BCA 2 µL 

微生物细胞悬浮 2 µL 
a
 如果样品含有可能会降低表面张力的物质（如表面活性剂），则使用 2 μL。 

  

 检测微体积样品 

 
注意 

 不要在仪器附近使用喷射器或喷雾瓶，因为液体会流入

仪器并可能导致永久性损坏。 

 不要在基座上使用氢氟酸 (HF)。氟离子会永久损坏石英

光纤电缆。 

  

 

1. 在仪器“主页”屏幕上，从其中一个应

用类别中选择一个应用，如紫外-可见光

或用户自定义方法。 

 

2. 抬起仪器检测臂，用新的实验室无尘纸

擦拭上下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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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行空白检测： 

– 将 1–2 μL 空白检测溶液移取至下基

座，然后快速降下检测臂 

– 点击空白检测并等待检测完成 

提示：如果自动空白检测设为“开

启”，空白检测将会在您降下检测

臂时自动开始。 

–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实验室无尘纸

擦拭上下基座 

 

4. 检测首个样品： 

– 将 1-2 μL 样品溶液移取到基座上，

然后快速降下检测臂（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建议样品体积） 

– 开始样品检测： 

– 如果自动检测设为“开启”，降下

检测臂 

– 如果“自动检测”设为“关闭”，

降下检测臂并点击检测 

– 样品检测完成后，将显示光谱和报

告值。 

 

5. 若要检测另一个样品： 

– 抬起检测臂 

– 用新的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 

– 放置下一个样品，然后快速降下检

测臂 

– 开始样品检测 

– 等待检测完成 

新的光谱图将取代光谱显示屏所显示的上一

个光谱图，新的报告值将出现在表中上一个

数值的下方。（向下拖曳选项卡可显示两组

数据。） 

点击可结束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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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完成检测样品后： 

– 点击“结束实验” 

– 输入实验名称（点击实验名称框显

示键盘），或保留默认实验名称 

– 点击  

–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无尘纸擦拭上

下基座 

仪器完成当日的检测后，用 DI H2O 

清洁基座（请参阅轮换用户时清洁

基座） 

采集的数据将自动保存在具有所输入名称的

实验中。在默认配置中，实验将按照采集日

期、实验名称、使用的应用和任何分配的标

记存储在本地仪器的数据库中（请参阅管理

仪器上的标识符）。 

点击可显示键盘；若要关

闭，点击“完成”键。 

点击可检测

更多样品 
点击可结束

和保存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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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比色皿检测样品 

NanoDrop OneC 分光光度计配备一个比色皿

架，可用于检测稀释样品、进行比色分析、

细胞培养以及动力学研究。比色皿系统提供

扩展的检测限下限，以及可选的 37 °C 加热

器和微型磁力搅拌器。 

需要使用的耗材 

 NanoDrop OneC 分光光度计 

 无绒实验室无尘纸 

 两个相容比色皿 

 在适当缓冲溶液中再悬浮的样品材料

（请参阅制备样品） 

 用于仪器空白检测的纯缓冲溶液（请参

阅选择和进行空白检测或观看什么是空

白检测？多媒体培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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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色皿检测的最佳实践 

 可上下移动仪器检测臂以进行比

色皿检测。 

 使用 10 mm、5 mm、2 mm 或 

1 mm 比色皿。 

 每次检测后，清洁并干燥比色

皿。 

 使用没有刮痕的比色皿，并避免

可能会影响结果的指纹。 

 若要检测具有分析波长为 UV 范

围 (<340 nm) 的样品，可使用石

英比色皿或 UV 级塑料比色皿。 

 使用微型、半微量和超微型比色

皿时应该遮蔽。 

 在比色皿中装入足够的空白检测

或样品溶液，覆盖仪器的光程

（2 mm 样品光束为比色皿底部

以上的 8.5 mm）。 

 抬起仪器检测臂，确保比色皿架

没有碎片。 

 插入石英或遮蔽的塑料比色皿

时，将比色皿光路对准仪器光

路。 

 

  

 使用比色皿检测样品 

 
注意 

 为了防止溢漏导致的损坏，将液体容器远离仪器。 

 不要在仪器附近使用喷射器或喷雾瓶，因为液体会流入

仪器并可能导致永久性损坏。 

  

比色皿架 

仪器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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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主页”屏幕上，点击 （设置） 

 

2. 指定比色皿选项： 

– 选择常规 

– 选择使用比色皿 

– 将光程设为比色皿的光程（宽度）

（有关规格的信息，请参阅比色皿

制造商的文档） 

– 如果需要，可设置磁力搅拌器和加

热器 

– 选择完成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常规设置。 

 

3. 在“主页”屏幕上，点击一个应用 

 

4. 进行空白检测： 

– 在清洁、干燥的比色皿中装入足够

的空白检测溶液，以覆盖仪器光程 

– 抬起仪器检测臂并将空白检测比色

皿插入比色皿架，确保将比色皿的

光路对准仪器的光路 

– 点击空白检测并等待检测完成 

比色皿架 

仪器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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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测样品： 

– 在干净的比色皿中装入相同高度的

样品溶液 

– 用样品比色皿替换空白检测比色

皿，确保对准光路 

– 点击检测 

– 等待检测完成 

– 取出比色皿 

– 按照制造商规范清洁比色皿 

制备样品和空白溶液 

制备样品 

 
 使用仪器检测样品之前，将其隔离和纯化。商用样品隔

离试剂盒可用于这些目的，或使用内部协议。纯化后，

目标分析物通常会溶解在含水缓冲溶液中，然后再进行

检测。 

提示：在分析波长处吸收光的任何分子将会增加用于计

算样品浓度的总吸光度值。 

 确保最终分析物浓度处于仪器的吸光度检测限内。 

 对于微体积检测，在进行检测之前，轻轻（但彻底）混

匀每个样品。 

混合和转移样品时，避免引入气泡。有关详细信息，请观看

样品中气泡的影响多媒体培训视频。 

 
注 溶解在极易挥发溶剂（如己烷）中的样品使用比色皿采样

选项可获得最佳结果（仅适用于 NanoDrop OneC 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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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和进行空白检测 

 
用于再悬浮样品分析物的缓冲液会增加吸光度。空白检测可

最小化样品检测时缓冲液成分导致的任何吸光度增加。产生

的样品谱图仅显示目标分析物的吸光度。有关详细信息，请

观看什么是空白检测？多媒体培训视频。 

为获得最佳结果： 

 对于大多数应用，使用用于再悬浮目标

分析物的相同缓冲溶液进行空白检测。

空白检测溶液的 pH 值和离子强度应类

似于分析物溶液。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阅所使用应用中的“检测样品”。 

 检测每组样品之前，进行一次新的空白

检测。除非样品溶解在不同的缓冲溶液

中，否则，不需要在检测每个样品之前

进行仪器空白检测。 

 每 30 分钟进行一次新的空白检测。 

 

 使用空白检测溶液执行样品检测之前，

运行空白检测周期评估其适用性。若要

获得快速演示，请观看评估空白检测溶

液的适用性多媒体培训视频。 

所产生光谱的整个光谱变化应不超过 

0.04 A （10 mm 当量），特别是在右边

示例中的分析波长。 

如果所产生光谱在分析波长周围大于 

0.04 A，该缓冲溶液可能会干扰样品分

析，特别是低浓度样品。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下文。 

 

良好的空白检测缓冲液（检测吸光度 <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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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空白检测有关的问题 

 执行空白检测之前，残余样品留在基座

上或比色皿中。（产生的样品光谱可能

会展现负吸光度值，表示在该光谱区域

中，空白溶液的吸光度高于样品的吸光

度。） 

 空白检测在分析波长处展现的吸光度高

于未知样品。（如果用于空白检测的缓

冲液成分和用于再悬浮样品的不同，检

测结果将不正确。） 

 样品意外用于仪器空白检测。（产生的

样品光谱可能会展现负吸光度值，或

者，类似于典型纯核酸或蛋白质光谱的

镜像，如右边的例子所示。） 

空白检测问题的解决方案 

 彻底清洁和/或修复上下基座，然后： 

– 重新运行空白检测周期，或 

– 使用新的等分适当缓冲溶液进行新

的空白检测，然后检测新的等分未

知样品 

 对于大多数应用，使用用于再悬浮目标

分析物的相同缓冲溶液进行空白检测。

空白检测溶液的 pH 值和离子强度应类

似于分析物溶液。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阅所使用应用中的“检测样品”。 

 

用于仪器空白检测的蛋白质样品溶液产生“镜像”光

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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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空白检测周期 

 
运行空白检测周期可确认以下各项： 

 仪器正常操作（平坦基线） 

 基座干净（即，基座上没有干涸的样品材料） 

 您计划用于样品分析的缓冲溶液可增加吸光度 

需要使用的耗材 

 无绒实验室无尘纸 

 标定精度移液器 (0–2 μL) 

 用于评估的缓冲溶液 

运行空白检测周期 

若要获得快速演示，请观看评估空白检测溶液的适用性多媒

体培训视频。 

 
注意 

 不要在仪器附近使用喷射器或喷雾瓶，因为液体会流入

仪器并可能导致永久性损坏。 

 不要在基座上使用氢氟酸 (HF)。氟离子会永久损坏石英

光纤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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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主页”屏幕上，点击一个应

用名称。 

2. 抬起仪器检测臂，用新的实验室

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 

3. 进行水空白检测： 

– 将 1 μL 去离子水 (DI H2O) 

移取至下基座，然后降下检

测臂。 

– 点击空白检测并等待检测完

成。 

–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实验室

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 

4. 检测缓冲溶液： 

– 将 1–2 μL 缓冲溶液移取至

基座，然后降下检测臂。 

– 开始样品检测： 

– 如果自动检测设为“开

启”，降下检测臂 

– 如果“自动检测”设为

“关闭”，降下检测臂

并点击检测 

– 等待检测完成。 

所产生光谱在分析波长处的基线

变化应不超过 0.04 A。 

如果您的光谱不符合这些标准，

重复步骤 2-4。 

如果光谱仍处于规格范围外，请

参阅空白检测问题的解决方案。 

5. 完成空白检测周期后，点击结束

实验。 

6.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无尘纸擦拭

上下基座。 

 

1
0
m

m
 吸

光
度

 

波长 (nm) 

适用于蛋白质 A280 量化的缓冲液光谱示例 
1
0
m

m
 吸

光
度

 

波长 (nm) 

不适用于蛋白质 A280 量化的缓冲液光谱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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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仪器操作 

 
•  NanoDrop One 主页屏幕 

•  NanoDrop One 检测屏幕 

•  查看历史记录 

•  NanoDrop One 常规操作 

  

NanoDrop One 主页屏幕 

 
NanoDrop One 主页屏幕提供了以下操作。 

 

应用 系统状态 

历史记录 仪器设置 仪器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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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NanoDrop One 软件提供各种可配置的应用，可以让用户完

全控制检测。有关每个可用应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用户

自定义应用”（第 149 页）。 

系统状态 

 

点击仪器“主页”屏幕上的 ，以打开“系统状态”框。 

 

下面说明了可用的信息。 

 仪器类型 仪器型号 (NanoDrop OneC) 

序列号 仪器序列号 

仪器状态 仪器的当前状态 

数据存储位置 指示仪器当前存储数据时设置的数据库

位置。 

Wi-Fi 状态 仪器的 WiFi 连接状态（“连接至...”、

“已启用但未连接”或“已禁用”） 

蓝牙状态 仪器的蓝牙状态状态（“连接至...”、

“已启用-[任何已配对设备列表]”或

“已禁用”） 

软件包版本 安装的仪器操作软件版本 

平台发布 安装的仪器平台软件版本 

固件版本 安装的仪器固件版本 

Android 发布 安装的用户自定义 Android 操作系统软

件版本 

Android 版本 安装的 Android 操作系统软件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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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录  

 
在“主页”屏幕上点击  可查看当天早些时候、上周、上

个月、过去半年、过去一年或指定日期范围内所采集的任何

数据。有关仪器上“历史记录”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参看历史记录”（第 224 页）。 

  

仪器设置  

 
在“主页”屏幕上点击  可访问仪器的设置，如软件更

新、比色皿采样、联网等。有关所有可用仪器设置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仪器设置”（第 249 页）。 

  

仪器诊断  

 

在“主页”屏幕上点击  可验证仪器操作。应按照建议

的维护计划定期运行仪器诊断。有关如何运行可用仪器诊断

的信息，请参阅“仪器诊断”（第 2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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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Drop One 检测屏幕 

 
应用中的任何检测屏幕均提供以下操作。 

 

  

菜单  

 
在任何检测屏幕上点击  可查看可用的菜单选项。 

 主页 返回 NanoDrop One 主页屏幕 

[应用]设置 查看或更改所选应用的设置 

设置 查看或更改仪器设置 

注：只有从 NanoDrop One“主页”屏

幕或从与该功能兼容的应用打开“设

置”选项卡时，“染料/色谱图编辑器”

和“蛋白质编辑器”选项卡才会在出现

“设置”中。 

打印 打印选中的检测结果 
 

选项菜单； 

点击可打开 
样品名称； 

点击可编辑 
检测结果；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应用 

检测警告；点击可查

看更多内容 

点击行可选择样品和

更新光谱；点击多行

可重叠显示多达五个

光谱。按住样品行可

查看样品详情。 

上下拖曳选项卡可显

示较多/较少样品数据 

捏拉缩放可调整轴 页面控制；向左滑动屏幕可查

看具有更多检测结果的表 

点击可检测

空白溶液 

点击可检测

样品溶液 

自动检测 点击可结束实验并导出数据 

所选样品的紫

外吸光度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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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名称  

 
在任何检测屏幕上点击“样品名称”字段可编辑样品名称。 

若将“自动命名”设为“开启”（请参阅常规设置），将自

动使用默认基本名称后面加上一个以“1”开始的唯一数字为

每个样品分配一个名称。在每次实验中，此情况首次出现在

执行首个空白检测之后和首个样品检测之前，如下所示。 

 

 

 在此示例中，首个样品将命名为“Sample 1”，然后是

“Sample 2”等。您可以编辑默认基本名称和替换任何样品

名称。 

 
注 选择“自动命名”功能时，如果您在实验过程中编辑样品

基本名称，分配的样品 ID 号将重新开始。 

  

 
编辑默认样品基本名称 

在您进行空白检测之后和检测首个样品之前： 

– 点击样品名称字段显示键盘 

– 输入新基本名称 

– 点击完成键 

编辑样品名称 

– 在“主页”屏幕上，点击  打开“历史记录” 

– 选择实验 

– 向左滑动显示数据表 

– 按住样品名称显示“样品详情”框 

– 点击样品名称字段显示键盘 

默认样品名称；点击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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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新样品名称 

– 点击完成键以关闭键盘 

– 点击确认关闭“样品详情”框 

  

检测结果 

 
检测屏幕上显示的结果类型，取决于选中的应用。有关详细

信息，请参阅本手册中该应用的报告结果部分： 

应用 > [应用组] > 检测 [应用名称] > 报告结果 

吸光度光谱 

 
对于每个检测的样品，每个应用将显示紫外或紫外-可见光吸

光度光谱和结果摘要。纵轴显示以吸光度单位 (A) 表示的吸

光度。横轴显示以 nm 为单位的波长。此处为紫外-可见光方

法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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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光程 

 
所有的应用将沿着光谱的纵轴显示样品光程。微体积吸光度

检测和使用非标准比色皿进行的检测，归一化为 10.0 mm 光

程当量。此处为示例。 

 

  

检测警告 

 NanoDrop One 仪器中内置的 Acclaro 样品智能检测技术提

供了重要功能，帮助您评估样品的完整性。点击软件中的

“样品智能检测技术”图标可查看其相关信息。 

 

 

提供的污染物分析有助于确保样品在投入下游应

用之前符合相应的质量要求 

 

 

提供的请求式技术支持可检测非典型或极低浓度 

 

 

无效结果警报 

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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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检测按钮 

 点击空白检测可进行所选实验的空白检测。 

检测每组类似样品之前，必须进行一次空白检测。空白溶液

通常为用于再悬浮样品的纯缓冲液。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选择和进行空白检测。 

检测按钮 

 点击检测可检测所选实验的样品。 

样品必须正确隔离和制备后，才能使用仪器进行检测，并且

浓度必须处于仪器的吸光度检测范围内。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阅制备样品和检测微体积样品或检测比色皿样品以及吸光

度检测限。 

 
注 检测按钮在完成有效的空白检测后启用。 

  

“自动检测”和“自动空白检测”选项 

 利用 NanoDrop One 的“自动检测”和“自动空白检测”功

能可加速样品分析，这些功能可以使仪器在您降下检测臂后

立即开始检测。进行大批次样品检测时利用这些选项，不需

要重复“检测”或“空白检测”操作。 

 
注 “自动检测”和“自动空白检测”仅适用于微体积检测。 

 
自动检测 

若要选择或取消选择“自动检测”，可在任何样品检测屏幕

上，点击“检测”按钮右侧的开启或关闭按钮。 

 

自动空白检测 

若要选择或取消选择“自动空白检测”，可在任何空白检测

屏幕上，点击“空白检测”按钮右侧的开启或关闭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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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实验按钮 

 
准备好命名和保存您的实验后，点击结束实验，可添加标记

来帮助您稍后查找该实验，或导出数据。根据管理设置，可

能会在实验结束时提示您对该实验进行签字。 

 

 

 
注 结束实验按钮在完成首个样品检测后启用。 

 点击“结束实验”后，将显示“结束实验”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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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用选项： 

实验名称 输入这组检测的名称。使用输入的实验

名称将检测结果保存在选定的数据库位

置。 

添加标识符 输入一个描述性标签，以帮助您以后找

到这个实验或将其与另一个实验关联起

来（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管理仪器上

的标识符。 

点击添加标识符框，显示键盘以输入标

签文本。 

点击添加标识符按钮  添加标签；点

击完成键关闭键盘。 

导出数据 选择一个可用位置来导出此实验中的检

测结果。可将实验导出到连接至本地仪

器上任何 USB 端口（前端、左后或右

后）的 U 盘，或导出至网络位置。 

导出按钮 

 

您可以选择一种文件格式，导出此实验

中的检测结果，然后将数据导出至 USB 

设备或网络。可用的导出文件格式： 

 逗号分隔值电子表格 (.csv) 文件 

 制表符分隔值电子表格 (.tsv) 文件

（仅光谱数据） 

 NanoDrop (.sql) 文件 

文件名为输入的实验名称（请参阅上

文 ） 。 文 件 存 储 在 名 为

“NanodropOne”、后面带有仪器序列

号的文件夹中。（使用系统状态可查看

仪器序列号。） 

返回实验按钮 

 

关闭“结束实验”框，显示最新检测的

结果。您可以在此处将检测结果添加到

当前实验中，并稍后保存。 

打印按钮 打印当前实验的检测结果 

结束实验按钮 

 

结束实验并使用输入的实验名称保存检

测结果。该实验将保存在选定的数据库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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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详情 

 在任何检测屏幕或数据表上按住一个样品行可显示样品详

情，包括所有可用的检测结果和所选样品的相关详情。此处

为示例： 

 

 “帮助”系统提供有“样品详情”中显示的检测值信息，该

系统位于用于采集数据的应用中。 

 
注 您也可以从“样品详情”框编辑样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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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表  

 在任何检测屏幕上向左滑动可查看当前实验的数据表。数据

表包含实验中所有样品的检测结果。下图突出显示了可用的

功能。 

 

查看历史记录  

 
无论您是采集一个样品还是连续采集多个样品，在您选择

“结束实验”后，采集到的数据会自动保存在一个带有实验

名称的实验中。在默认配置中，实验将按照采集日期、实验

名称、使用的应用和任何分配的标记存储在本地仪器的 

NanoDrop One 数据库中。 

使用“历史记录”功能打开本地仪器上的数据库，以便随时

查看任何实验的采集光谱和相关数据。 

打开仪器上的测量结果数据库 

– 若打开仪器上的 NanoDrop One 数据库，点击仪器

“主页”屏幕上的 （历史记录）。 

选项菜单； 

点击可打开 

样品名称； 

点击可编辑 
检测结果；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应用” 

检测警告；点击

可查看更多内容 

点击行可选择样

品；按住行可显

示样品详情 

使用的应用 页面控制；向右滑动屏幕可返回检测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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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  

 

在“历史记录”中点击  可查看可用的菜单选项。 

主页 返回 NanoDrop One 主页屏幕 

设置 查看或更改仪器设置 

导入 从 USB 盘导入数据 

磁盘状态 查看仪器上可用于存储检测数据的剩余空间。 
 

  

搜索实验数据库 

 
在“历史记录”中点击搜索，可搜索选定数据库查找某个实

验，或者更改时间范围或其他搜索的检索条件。系统将使用

“搜索”框中的当前设置来检索数据库。检索条件包括时间

范围、应用类型以及用户定义的任何标记（有关添加和删除

标记的信息，请参阅管理标识符）。此处为示例： 

 

 

点击可更改时间范围检索条件 
更改检索条件并点击“确定”显示更

新的实验列表 

点击可选择或取消选择

用户定义的标记 

点击可选择或取消选

择应用检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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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选中的实验 

 
在“历史记录”中使用选择可选择要导出的实验。 

导出选中的实验 

– 打开“历史记录”并点击选择 

 

– 点击行可列出在该日期采集的实验，或使用搜索功

能查找实验 

– 点击可选择要导出的一个或多个实验（再次点击可

取消选择实验；要选择数据库中的所有实验，选择

全部） 

– 点击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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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导出数据设置为可用导出位置（前端、左后或右

后 USB 端口，或一个网络位置）并点击导出 

 

– 选择要导出的一个或多个格式（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阅通用操作中的“导出选中的实验”）并点击导

出 

 

– 显示“导出成功”消息后，点击确定 

删除选中的实验 

 

在“  历史记录”中使用选择可选择要删除的实验。 

删除选中的实验 

– 在“历史记录”中点击行可列出在该日期采集的实

验，或使用搜索功能查找所需的实验 

– 点击选择 

– 点击可选择要删除的一个或多个实验（再次点击可

取消选择实验） 

– 点击删除和确定 

 
注 删除的数据不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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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实验和查看相关数据 

 

使用“  历史记录”，可以查找和打开任何实验，查看它

所包含的检测数据。 

打开实验 

– 在“历史记录”中点击行可列出在该日期采集的实

验，或使用搜索功能查找所需的实验 

– 点击实验名称打开实验 

此处为示例： 

 

 

 “历史记录”提供的检测数据类似于您完成检测后看到的光

谱数据和数据表。 

 
注 显示的数据取决于用于检测样品的应用（在这些示例中为

核酸）。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应用详情。 

  

此日期检测了一个实验 

点击可打开此实验；按住可查看或编辑实验详情，如实验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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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谱数据— 

打开实验后，软件将显示紫外或紫外-可见光吸光度光谱，以

及首个样品检测的相关数据摘要，就像在实验过程中所显示

的一样。下图说明了可用的功能。 

 

选项菜单； 

点击可打开 
选中的实验 

检测结果；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应用” 

检测警告； 

点击可查看更多内容 

点击行可选择样品和

更新光谱；点击多行

可重叠显示多达五个

光谱。按住样品行可

查看样品详情。 

所选样品的

紫外光谱 

选中的应用 捏拉缩放可调整轴 页面控制；向左或向右滑动屏幕可查看下

一个或上一个屏幕 

上下拖曳选项卡可显

示较多/较少样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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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表— 

在“光谱数据”屏幕中向左滑动可查看当前实验的数据表。

数据表包含实验中所有样品的检测结果。下图说明了可用的

功能。 

 

 菜单 

在任何“光谱数据”或“数据表”屏幕上点击  可查看可

用的菜单选项。 

主页 返回 NanoDrop One 主页屏幕 

管理标识符 添加或删除所选实验的标记以便更轻松查找

（请参阅管理仪器上的标识符） 

导出 导出选中的实验 

打印 打印所选检测结果的图表或数据表；如果未选

择结果，打印数据表中的所有结果 

设置 查看或更改仪器设置 

磁盘状态 查看仪器上可用于存储检测数据的剩余空间。 
 

选项菜单； 

点击可打开 

选中的实验 检测结果；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应用” 

点击可选择单位 

点击行可选择样品；按

住行可显示样品详情 

检测警告；点击可查

看更多内容 

使用的应用 页面控制；向右滑动屏幕可查看上一个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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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Drop One 常规操作 

 任何检测屏幕或历史记录均提供以下操作。 

管理仪器上的标识符 

 您可以将一个或多个“标识符”（即标记或元数据标签）添

加到实验中，以便更轻松查找该实验。可以从仪器上运行的 

NanoDrop One 软件，或从个人计算机上安装的 NanoDrop 

One 控制软件添加标记（请参阅管理计算机上的标识符）。 

使用“历史记录”可将标记添加到实验、分配现有标记、查

看分配的标记和移除或删除仪器上的标记。您可以根据用户

定义的一个或多个标记，检索“历史记录”中的实验列表。 

 保存新实验时进行标记 

– 检测最后一个样品后，点击  

– 在“结束实验”框中，点击添加标识符字段 

 

– 使用显示的键盘输入标记并点击  

– 点击完成键 

– 点击结束实验 

标记“历史记录”中的实验 

– 在“主页”屏幕上，点击  打开“历史记录” 

– 点击打开实验 

– 点击  并选择管理标识符 

– 在“管理标识符”框中，点击添加标识符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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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显示的键盘输入标记并点击  

– 点击完成键 

– 点击确定 

查看分配给实验的标记 

– 在“主页”屏幕上，点击  打开“历史记录” 

– 按住所选实验查看“实验详情” 

查找标记的实验 

– 在“主页”屏幕上，点击  打开“历史记录” 

– 点击搜索 

– 在“搜索”框中，选择数据范围，选择应用（仅显

示具有相关数据的应用），从滚动列表中选择一个

或多个标识符并点击确定 

移除标记 

– 在“主页”屏幕上，点击  打开“历史记录” 

– 点击打开实验 

– 点击  并选择管理标识符 

– 在“管理标识符”框中，选择标记并点击 。 

– 点击确定 

编辑实验名称 

 
保存实验时，您可以编辑实验名称，或之后从历史记录导

出。 

在实验结束时编辑实验名称 

– 完成检测样品后，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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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验名称”框中输入这组检测的名称 

 

– 点击结束实验 

在“历史记录”中编辑实验名称 

– 在“主页”屏幕上，点击  打开“历史记录” 

– 点击行可列出在该日期采集的实验，或使用搜索功

能查找实验 

– 按住实验名称打开“实验详情”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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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实验名称字段显示键盘 

 

– 输入新实验名称 

– 点击完成键以关闭键盘 

– 点击确认关闭“实验详情”框 

导出选中的实验 

 保存实验时，您可以导出检测数据，或之后从历史记录导

出。 

 
注 保存期间导出的数据仍然保存到数据库（本地或远程，取

决于“数据存储”设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选择用于保

存或查看已采集数据的位置）。 

 
可使用四种格式导出检测数据： 

 逗号分隔值 （.csv） 文件，包含每个导出实验的检测结

果和详情 

 制表符分隔值 (.tsv) 文件，包含每个导出实验的每个光

谱数据点的 x、y 坐标 

 NanoDrop (.sql) 文件，包含每个导出实验的光谱和检测

结果 

 

可使用任何电子表格或 word 处理应用程序打开 CSV 或 TSV 

文件。此处为 CSV 格式的数个样品检测结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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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导出的数据类型取决于用于检测样品的应用（在此示例中

为核酸）。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应用详情。 

 
可将数据导出到连接至本地仪器上任何 USB 端口（前端、左

后或右后）的 U 盘，或导出至网络位置。如果您选择导出多

个实验，每个导出的实验将具有相应的文件。文件名和实验

名称相同。文件存储在名为“NanodropOne”、后面带有仪

器序列号的文件夹中。（使用系统状态可查看仪器序列

号。） 

在实验结束时导出数据 

– 完成检测样品后，点击  

– 在“结束实验”框中，将导出数据设置为可用导出

位置（前端、左后或右后 USB 端口，或一个网络位

置） 

– 点击  

– 在“导出”框中，选择要导出的一个或多个格式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上文）并点击导出 

 

– 显示“导出成功”消息后，点击确定 

– 点击结束实验 



9 学习中心 

基本仪器操作 

236 NanoDrop One 用户手册 Thermo Scientific 
 

 
从“历史记录”导出数据 

– 在“主页”屏幕上，点击  打开“历史记录” 

– 点击选择 

 

– 点击行可列出在该日期采集的实验，或使用搜索功

能查找实验 

– 点击可选择要导出的一个或多个实验（再次点击可

取消选择实验； 

要选择数据库中的所有实验，选择全部） 

– 点击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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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导出数据设置为可用导出位置（前端、左后或右

后 USB 端口，或一个网络位置）并点击导出 

 

– 选择要导出的一个或多个格式（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阅上文）并点击导出 

 

– 显示“导出成功”消息后，点击确定 

删除选中的检测 

 
您可以删除任何实验的样品检测，或删除数据库中的所有检

测。 

 
注 删除的数据不能恢复。 

 
从任何检测屏幕删除数据 

– 按住样品行打开“样品详情”框 

– 点击  

从“历史记录”删除数据 

– 在“主页”屏幕上，点击  打开“历史记录” 

– 点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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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历史记录”中点击行可列出在该日期采集的实

验，或使用搜索功能查找所需的实验 

– 点击可选择要导出的一个或多个实验（再次点击可

取消选择实验； 

要选择数据库中的所有实验，选择全部） 

– 点击删除 

打印选中的检测 

 将兼容打印机连接到仪器可快速打印检测结果，包括光谱数

据、标准曲线、数据表、样品详情和诊断结果。可将仪器连

接至 USB 打印机（标记或全方位）或通过以太网连接或无线

网络连接至远程打印机进行打印。 

 
注 

 要选择打印机，可从“打印预览”窗口选择打印机选项

并选择可用的打印机。 

 要添加打印机，可从“打印预览”窗口选择打印机选

项 > 管理打印机。 

 无线打印机或其连接的设备必须与仪器在同一无线网络

中可用。无线打印机还必须启用其无线功能。 

 如果连接了标记打印机，则无法使用全方位打印机选

项。请断开标记打印机的连接，以访问全方位打印机选

项。 

 
从任何检测屏幕打印数据 

– 检测样品后，显示要打印的检测结果，如光谱数

据、标准曲线、数据表或样品详情（请参阅 

NanoDrop One 检测屏幕） 

– 如果打印光谱数据或数据表，点击以选择要打印的

一个或多个样品行（再次点击可取消选择样品

行）；如果未选择数据表中的结果，将打印所有结

果 

– 点击  并选择  打印 

– 选择确定以确认 

– 在“打印预览”窗口中，确保选择了正确的打印

机，并根据需要设置其它打印选项，如纸张大小和

纸张方向（建议使用“自动”设置）、页边距和对

齐方式来调整预览窗口中的图像。 

 
注 每次打印时，软件都会保存打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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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点击打印 

如果将标记打印机连接到仪器上，软件将为每个选中的

检测打印一个标记。如果连接了一台全方位打印机，则

为每个选中的检测打印选中的检测屏幕。 

 从“历史记录”打印数据 

– 在“主页”屏幕上，点击  打开“历史记录” 

– 在“历史记录”中点击行可列出在该日期采集的实

验，或使用搜索功能查找所需的实验 

– 点击实验名称打开实验 

– 向左或向右滑动屏幕以选择要打印的数据类型（光

谱数据、标准曲线或数据表） 

– 点击以选择要打印的一个或多个样品行（再次点击

可取消选择样品行）；如果未选择数据表中的结

果，将打印所有结果 

– 点击  并选择  打印 

– 选择确定以确认 

– 在“打印预览”窗口中，确保选择了正确的打印

机，并根据需要设置其它打印选项，如纸张大小和

纸张方向（建议使用“自动”设置）、页边距和对

齐方式来调整预览窗口中的图像。 

 
注 每次打印时，软件都会保存打印设置。 

 
– 点击打印 

如果将标记打印机连接到仪器上，软件将为每个选中的

检测打印一个标记。如果连接了一台全方位打印机，则

为每个选中的检测打印选中的检测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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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样品详情 

– 在任何检测屏幕上的光谱数据或数据表中，或从历

史记录，按住样品行打开“样品详情”框 

 

– 点击  

– 在“打印预览”窗口中，确保选择了正确的打印

机，并根据需要设置其它打印选项，如纸张大小和

纸张方向（建议使用“自动”设置）、页边距和对

齐方式来调整预览窗口中的图像。 

 
注 每次打印时，软件都会保存打印设置。 

 
– 点击打印 

如果将标记打印机连接到仪器上，软件将为选中的检测

打印一个标记。如果连接了一台全方位打印机，则打印

选中的样品详情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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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laro 样品智能检测技术 

NanoDrop One 仪 器 中 内 置 的  Thermo 

Scientific™ Acclaro™ 样品智能检测技术提

供了以下专属功能，帮助您评估样品的完整

性： 

 

 

污染物分析有助于确保样品在投入

下游应用之前符合相应的质量要求 

 

请求式技术支持可检测非典型或极

低浓度 

 

无效结果警报（用于监测是否存在

有损检测结果准确性的气泡或反光

颗粒的色谱柱传感器） 

 使用这些嵌入式资源，能快速排除可能出现的检测问题，并

明智地决定是否使用、重新纯化或对非典型样品结果采取其

他措施。“样品智能检测技术”也可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资

源，以及新用户的学习工具。 

查看 Acclaro 样品智能检测技术信息 

 
包含污染物分析或技术信息的检测将会自动标识（请参阅以

下示例）。点击该图标可检查相关数据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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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图标显示在检测结果的旁边（请参阅上图），和数据表以

及历史记录中（请参阅下图）。 

  

 

 

 
该图标在所有的这三个位置激活；信息将永久保留在数据

中，即使已经导出。 

污染物分析可用于此检测 技术信息可用于此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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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分析 

 
对于双链 DNA、RNA 和蛋白质 A280 应用，NanoDrop One 

软件将会在检测过程中，自动启动用于许多已知污染物的光

谱分析。已知污染物的例子包括： 

 对于双链 DNA 和 RNA 检测： 

– 在分析区域中：蛋白质和苯酚 

– 监测是否存在盐酸胍和异硫氰酸胍 

– 检测 RNA 应用中的物种特异性双链 DNA 污染，以

及检测双链 DNA 应用中的物种特异性 RNA 污染。 

 对于蛋白质检测： 

– 在分析区域中：核酸和苯酚 

如果鉴定了样品中的污染物，“污染物分析”图标  将显

示在检测结果的左边。 

 

点击该图标可查看污染物分析和相关信息。 

以下是来自核酸污染物分析的结果示例，该分析包含足以影

响检测结果的蛋白质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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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基于样品总吸光度（样品加上污染物） 

2基于矫正的样品总吸光度（样品减去污染物） 

由于蛋白质在核酸的分析波长（230 nm、260 nm 和 280 

nm）附近吸收光，上图所示核酸样品中存在的蛋白质使 

A260/A280 和 A260/A230 比率超出范围，并导致报告核酸

浓度高于实际值。软件将鉴定杂质（蛋白质）并报告下列各

项： 

 分析波长 (260 nm) 中由于蛋白质 (2.83) 造成的基线矫

正吸光度 

 检测结果变异系数  %（不确定性  x 100/检测结果  = 

5.3%；高 %CV 表示检测结果接近仪器检测限，或者有

干扰元件） 

超出范围的纯度比 

原始核酸浓度1
 

矫正的核酸浓度2
 

在 260 nm 处的蛋白

质吸光度值 

变异系数 % 

蛋白质光谱 原始核酸光谱 

矫正的核酸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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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分析波长处总基线矫正吸光度（样品加上污染物）

的原始核酸浓度 (451.2 ng/μL) 

 基于分析波长处已矫正吸光度（样品减去污染物）的已

矫正核酸浓度 (311.9 ng/μL) 

以下是来自核酸污染物分析的结果示例，该分析包含足以影

响检测结果的盐酸胍污染物，如 PC 控制软件上所示。 

 

 

矫正的核酸光谱 

原始核酸光谱 

污染物 

超出范围的纯度比 

矫正的核酸浓度2
 

原始核酸浓度1
 

变异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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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分析原理 

 紫外和紫外-可见光吸光度检测用于分别定量分析在 260 nm 

及 280 nm 处的核酸和蛋白质样品。该分析的依据是：混合

物溶液在给定波长处的总吸光度是混合物中每个成分的吸光

度值之和。 

这种方法目前面临的挑战是，提取过程中使用的一些物质可

以在整个光谱中的不同区域吸光。当样品存在这些污染物

时，它们会假增加目标波长处的吸光度，导致分析物浓度被

高估，从而干扰了分析。 

在通常情况下，纯度比用于检测是否存在会影响下游应用的

污染物。然而，纯度比不会始终提供可能污染物的完整状

况。当纯度比超出预期的范围时，光谱剖面曲线经常会进行

定性检查。 

我们的 Acclaro 技术对污染物分析采用定量方法。Acclaro 通

过复杂的数学算法分析光谱数据以鉴定样品中可能的污染

物，并去除样品中污染物对结果造成的任何影响。这将可产

生更精确的目标分析物浓度值，以及更定量地分析污染程

度。 

由于纯化合物的光谱是该化合物独有的，因此，大多数具有

一些相互作用的已知材料，可通过数学方式分解成其成分光

谱和鉴定的成分。污染物分析算法使用分析波长（核酸为 

260 nm，蛋白质为 280 nm）周围的窄光谱区域 (220-285 

nm)，确定是否有在该区域吸光的可能已知污染物（蛋白质

或核酸，和苯酚）增加的任何吸光度。对整个光谱进行分

析，确定是否存在其他可能的污染物，如盐酸胍和/或异硫氰

酸胍，它们是用于核酸纯化的常用试剂。 

 
注 实现一致、高质量的污染物分析结果，依赖于检测的样品

光谱质量，这取决于仪器的维护状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阅维护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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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式技术支持 

 
对于双链 DNA 和蛋白质 A280 应用，NanoDrop One 软件将

监测所有的样品检测，查看是否存在可能会影响检测的污染

物或其他异常情况。监测的特性例子包括： 

 吸光度比，表示存在可能会干扰样品检测的化合物（也

称为“纯度比”）。有关详细信息，请观看什么是纯度

比？多媒体培训视频。 

 气泡检查，查看样品或空白溶液中是否有气泡或其他反

射性物质。有关详细信息，请观看样品中气泡的影响多

媒体培训视频。 

如果技术信息可用，“信息”图标  将显示在检测结果的

左边。 

 

点击该图标可查看信息。 

以下是来自核酸分析的结果，其中有两个检测的纯度比低于

预期值，并且样品包含足以可能影响检测结果的气泡。 

 

有关详细信息，请点击信息按钮。以下是为气泡错误提供的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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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更多内容显示下一个级别的信息，在这个示例中，包括

多媒体培训视频的链接。 

 

  

无效结果警报 

 
NanoDrop One 软件使用嵌入式图像传感器监测所有的检

测，查看是否有可能会使检测结果无效的状况（如断裂的液

柱）。 

无效结果警报后，将显示“无效结果”图标  并停止检

测。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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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设置 

查看或更改仪器设置 

– 在“主页”屏幕上，点击  

– -或者- 

– 在任何检测屏幕上或从历史记录， 

点击  并选择  设置 

 

可用的仪器设置包括： 

 

系统设置 

 可用的选项包括： 

 蓝牙 设置仪器无线输入设备的蓝牙连接，如

无线键盘、鼠标或条形码扫描仪 

 语言 选择用于显示 NanoDrop One 软件和任

何相连输入设备（如键盘、鼠标或条形

码扫描仪）的语言 

注意：更改语言需要重新启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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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和时间 自动日期和时间：将仪器的日期和时间

与可用网络同步 

自动时区：将仪器的时区与可用网络同

步 

设置日期：手动设置仪器日期（此选项

在选择“自动日期和时间”时禁用） 

设置时间：手动设置仪器时间（此选项

在选择“自动日期和时间”时禁用） 

选择时区：手动选择仪器时区（此选项

在选择“自动时区”时禁用） 

使用 24 小时格式：使用 24 小时时间格

式 

选择日期格式：选择可用的日期格式 

 更新软件 通过连接到仪器的  USB 设备更新 

NanoDrop One 软件；如果相连的 USB 

设备包含多个合格的更新文件，您可以

选择要更新的文件（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阅更新软件） 

版 本 ： 当 前 安 装 在 此 仪 器 上 的 

NanoDrop One 操作软件版本 

 亮度 调整仪器触摸屏的亮度 

 触摸声音 每次与触摸板互动后提供声音反馈 

 音量 调整仪器触摸屏的音量 

 激活屏幕保护程序 当仪器闲置 30 分钟后，启动屏幕保护

程序。点击触摸板可重新激活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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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设置 

 使用此选项卡指定仪器的 Wi-Fi 或以太网连接。 

 

 可用的选项包括： 

 Wi-Fi 设置仪器的无线局域网 (WLAN) 连接 

 以太网 设置仪器与个人计算机或有源墙壁网络

插口之间的以太网（有线）局域网 

(LAN)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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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设置 

 使用此选项卡可指定一个或多个网络路径，以便在仪器连接

到网络（连接可以是有线，也可以是无线）时导出采集的数

据。完成测量后从历史记录和结束试验框导出数据时，此处

定义的网络路径将出现在“导出数据”列表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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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用的选项包括： 

 添加 添加网络位置： 

 

若要添加网络位置 

– 输入一个有效的网络路径 

– 在路径名称框中，为该网络位

置输入一个描述性名称。从仪

器导出采集的数据时，输入的

名称将出现在“导出数据”列

表框中。 

– 如果网络路径需要用户名和密

码，请选择需要验证 

– 点击保存位置 

如果输入的网络路径有效，其

名称将显示在“导出设置”选

项卡上的“网络位置”列表

中。 

 编辑 编辑所选网络位置的网络路径、路径名

称或认证设置 

 删除 删除选定的网络位置 

 测试 测试所选网络位置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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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设置 

 当使用以太网电缆将仪器连接到有源墙壁网络插口时，使用

此选项卡可指定一个或多个网络路径，以便导出采集的数

据。完成测量后从历史记录和结束试验框导出数据时，此处

定义的网络路径将出现在“导出数据”列表框中。 

 

 

 可用的选项包括： 

 自动命名 自动使用基本名称、后面加上一个以

“1”开始的唯一数字分配样品名称。

使用默认（“Sample”）或用户指定的

基本名称。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样品

名称。 

 使用比色皿 选择比色皿采样模式。若选择此选项，

将提供以下附加选项： 

光程：使用比色皿进行空白检测或样品

检测之前，输入比色皿光程（宽度）

（有关比色皿规格的信息，请参阅比色

皿制造商的文档） 

搅拌转速：如果使用自动搅拌，将搅拌

微球放入样品比色皿中并设置搅拌转速

（1 到  9 档对应于  10 RPM 到  850 

RPM 的转速范围，具有从零开始的受

控慢加速） 

将比色皿加热至 37 °C：如果样品比色

皿需要加热，可选择此选项。比色皿加

热器以 5 °C/ 分钟的速度，从室温增加

到 37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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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删除设置 点击更改设置可编辑数据删除设置。您

可以启用或禁用数据删除并设置密码要

求。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数据删除

设置”。 

  

 

数据删除设置 

 
选择或取消选择允许数据删除复选框，以允许或禁止删除仪

器数据以及用户自定义方法和化学计量方法。 

您可以选择需要密码以更改数据删除，并设置密码以保护删

除设置。 

 

 
输入所需的密码并选择“保存密码”。 

您可以选择将密码重置密钥保存至 U 盘。将密码重置密钥保

存至 U 盘，可让您在忘记密码或无法访问密码的情况下重置

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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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置仪器密码 

1. 从“常规设置”中，选

择更改设置 

 

 2. 选择忘记密码 

 

 3. 执行密码密钥 

 如果您有一个带有

密码密钥的 U 盘，

请将该 U 盘插入仪

器并选择“是”密

码被重置，这时，

您可以输入新的密

码。 

 如果您没有密码密

钥，请选择否。继

续执行步骤 4 

4. 将 U 盘插入仪器，选择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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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选择导出。这样会生成

一个文件，供您发送到 

NanoDrop 支持中心，以

便他们可以为您提供一

个密码重置密钥。 

 

PC 控制软件 

 通过直接连接以太网，利用 PC 控制软件从计算机 (PC) 上控

制您的 NanoDrop One。如果您的计算机没有以太网端口，

可以使用一个以太网至 USB 的适配器。您可以在计算机上存

储或查看用 NanoDrop One 仪器采集的数据，更改仪器设

置，创建或编辑用户自定义方法。 

PC 控制“主页”屏幕概览 

 

 

图 1：PC 控制“主页”屏幕 

 
就像在 NanoDrop One 仪器“主页”屏幕上一样，从分类的

图标中选择您的应用。 

仪器状态按钮 

应用类别 

控制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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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选项 

 

 

图 2：控制选项 

 历史记录： 查看本地存储的数据。按日期或应用检索。 

 性能： 使用 PV-1 溶液执行性能验证过程。请参阅

“性能验证”（第 275 页） 

 强度： 对比色皿或基座运行强度检查。请参阅“强

度检查”（第 273 页）。 

 基座图像： 运行基座图像检查。 

请参阅“基座图像检查”（第 280 页）。 

 设置： 设置安全服务器的位置和路径（如果需

要）。请参阅“用户帐户控制”（第  14 

页） 

 帮助： 查看帮助 

历史记录  

 
 选项的功能与仪器“历史记录”类似。您可以查

看本地 PC 上进行的所有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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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还可以按名称搜索历史记录，按日期检索，以及按应用检

索。 

 

 在“历史记录”中查看实验时，可以从下拉菜单中进行签

名，查看签名日志，导出、打印或管理标签。 

 

 
如果您对“历史记录”中的实验进行任何更改，退出时可能

会要求您对更改进行签名。 

– 如有提示，请输入密码以签署更改。 

 

输入密码以

签署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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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使用  修改安全设置、查看所选数据库、选择导出

数据的文件路径以及更改界面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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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状态 

 
选择“仪器状态”  按钮可查看状态和仪器配置。如果仪

器状态按钮为红色 ，请选择该按钮，然后点击故障排除

以了解有关问题的详细信息。 

 

 

 

 

仪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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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屏幕显示选项 

 使用 PC 控制软件进行测量时，右键点击检测屏幕上的图

形，会出现以下显示选项： 

 

 

 显示选项 - 右键点击图表可查看 

查找峰值  

 选择查找峰值可查看指定范围的计算峰值。您可以通过拖动

颜色编码的限制线来输入范围，或者在光谱顶部的字段中输

入数值。在定义的范围内找到的峰值会在光谱下面的表格中

列出。 

 

重叠显示多个样本。 

悬停光谱位置可查看绘图数据 

显示图例 

计算指定范围内的峰值 

缩放轴以拟合光谱检测 

点击可手动输入 x 轴范围 

点击可手动输入 y 轴范围 

波长起点 波长终点 最小吸光度 

峰值 1 

紫外光谱 

最大峰值数 

指定范围的计算峰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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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计划 

日常维护 
 

•  使用去离子水清洁基座 

 

定期维护 

•  清洁触摸屏 

•  使用 0.5M HCl 清洁基座 

•  修复基座 

  

每 6 个月 

•  修复基座 

•  运行强度检查 

•  运行性能验证 

•  运行基座图像检查 

 

  

如果您的系统出现问题，请

参阅故障排除信息。如果问

题仍存在，请联系我们。如

果您是在美国和加拿大以外

的地区，请联系当地经销

商。 

 

  

如果您的仪器需要维护或维

修，请联系我们或当地经销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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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触摸屏 

 
注 为了避免造成触摸屏永久性损坏，请不要： 

 用研磨材料（如纸巾）清洁触摸屏 

 施加过多压力 

 直接在触摸屏上喷射液体 

 对触摸屏滑动机构涂抹润滑剂 

  

要清洁触摸屏 

使用柔软的无绒布（如微纤维）轻轻擦拭触

摸屏。 

如有必要，可使用设计用于玻璃 LCD 显示屏

的清洁剂，并按照制造商的建议使用。 

 

  

维护基座 

 基座需要定期维护以保持检测的完整性。以下提供清洁和修

复基座的时间线和程序。 

清洁基座 

 为了避免残留和交叉污染，请在第一次空白检测或样品检测

前以及每次检测结束后清洁基座。定期维护可能会要求额外

的清洁（如下）或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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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不要在基座上使用氢氟酸 (HF)。氟离子会永久损坏石英

光纤电缆。 

 为了防止溢漏导致的损坏，将液体容器远离仪器。 

 不要在仪器附近使用喷射器或喷雾瓶，因为液体会流入

仪器并可能导致永久性损坏。 

 不要试图取出下基座周围的隔膜，因为该隔膜永久固定

在仪器上。 

 避免让盐酸、酒精、漂白剂、丙酮或其他任何溶剂留在

隔膜上超过一分钟，否则可能会导致密封件松动。如果

隔膜松动，请联系我们。 

  

  

 
注 含洗涤剂或异丙基酒精的溶液可能会使基座变成未调节状

态。如果这是样品分析需要的，请随后紧跟使用 3–5 µL DI 

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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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使用的耗材 

 无绒实验室无尘纸 

 去离子水 (DI H2O) 

 适用于彻底清洁：PR-1 

试剂盒或 0.5M HCl 

 

在两次检测之间清洁基座 

抬起仪器检测臂，用新的实

验室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 

 

轮换用户时清洁基座 

1.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实

验室无尘纸擦拭上下基

座 

2. 将 3–5 μL DI H2O 移取

至下基座。 

3. 降下检测臂并等待 2–3 

分钟。 

4.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无

尘纸擦拭上下基座。 

提示：当需要进行彻底清洁

时（例如，清除遗留在基座

上的干燥样品），用  0.5M 

HCl 替代上述程序中的  DI 

H2O，然后使用  3-5 μL DI 

H2O。您也可以使用 PR-1 化

合物修复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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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基座 

 
基座表面可能会随着时间失去其“已调节”的属性，特别是

在检测后使用异丙基酒精或含表面活性剂或洗涤剂（如 

Bradford 试剂）的溶液之后。未调节的基座会导致下基座的

液滴“变平”，从而会在检测臂降下时阻碍正确的液柱形

成。得到的光谱图看起来可能“粗糙”或呈“锯齿状”。 

如果样品在基座上变平（而不是串成“微珠”或形成圆形液

滴）或液柱在检测期间碎裂，请修复基座。 

 

 

未调节的基座 

（液滴变平） 

 

经正确调节的基座 

（液滴形成微珠） 

需要使用的耗材  

 
 无绒实验室无尘纸 

 PR-1 基座修复试剂盒（我们或本地经销商均有提供） 

 标定精度移液器 (0–2 μL) 

 罐装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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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修复基座 

 

1. 打开 PR-1 化合物的容器并使用提供的

点样棒来去除针头大小的化合物量。 

2. 在上下基座表面均匀的涂上薄薄的一层

修复化合物。 

等待 30 秒使 PR-1 化合物干燥。 

3. 将干净的实验室无尘纸折叠成四分之

一，然后用它大力擦拭每个基座表面。 

注意：当您擦拭上基座时，用一只手支

撑仪器检测臂以避免损坏检测臂。 

提示：无尘纸上的黑色残留是正常的。 

4. 用新的折叠无尘纸重复步骤 3，直到所

有残留去除且基座擦拭干净为止。 

5. 使用罐装空气去除残留在基座上的任何

纸屑。 

6. 将 1 μL DI H2O 移取至下基座。 

DI H2O 应串成“微珠”或形成一个圆形

液滴。 

 

经正确调节基座上的

液滴“微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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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PR-1 基座修复化合物是修复基座最简单的方法。如果

您没有 PR-1 试剂盒，按照如下步骤进行操作： 

1. 抬起仪器检测臂并将 3 μL 0.5M HCl 移取至下基座。 

2. 降下检测臂并等待 2–3 分钟。 

3.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实验室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 

4. 将 3 μL DI H2O 移取至下基座。 

5. 降下检测臂并等待 2–3 分钟。 

6.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 

注意：当您擦拭上基座时，用一只手支撑仪器检测臂以

避免损坏检测臂。 

7. 将干净的实验室无尘纸折叠成四分之一，然后用它大力

擦拭每个基座表面至少 50 次。 

8. 使用罐装空气去除残留在基座上的任何纸屑。 

  

仪器去污处理 

 在检测含危险物质的样品之后以及将仪器返回给我们进行维

护或维修之前，请对仪器进行去污处理。 

 
注 如果您的仪器需要维护或维修，请联系我们或当地经销

商。 

  

 
注 

 不要在基座上使用氢氟酸 (HF)。氟离子会永久损坏石英

光纤电缆。 

 为了防止溢漏导致的损坏，将液体容器远离仪器。 

 不要在仪器附近使用喷射器或喷雾瓶，因为液体会流入

仪器并可能导致永久性损坏。 

 不要试图取出下基座周围的隔膜，因为该隔膜永久固定

在仪器上。 

 避免让盐酸、酒精、漂白剂、丙酮或其他任何溶剂留在

隔膜上超过一分钟，否则可能会导致密封件松动。如果

隔膜松动，请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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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使用的耗材  

 
 无绒实验室无尘纸 

 去离子水 (DI H2O) 

 0.5% 次氯酸钠溶液（1:10 商业漂白剂稀释，新鲜制

备） 

 移液器 

若要去污处理基座 

1. 抬起仪器检测臂，用新的实验室无尘纸

擦拭上下基座。 

2. 将 2–3 μL 稀释的漂白溶液（请参阅需要

使用的耗材）移取至下基座。 

3. 降下检测臂并等待 2–3 分钟。 

4.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无尘纸擦拭上下基

座。 

5. 将 3–5 μL DI H2O 移取至下基座。 

6. 降下检测臂并等待 2–3 分钟。 

7.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无尘纸擦拭上下基

座。 

 

 若要去污处理仪器表面 

1. 用稀释的漂白溶液浸湿干净的软布或实

验室无尘纸（请参阅需要使用的耗

材），然后用它轻轻擦拭仪器的外表

面。 

2. 用 DI H2O 浸湿干净的软布或无尘纸去

除漂白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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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比色皿采样系统 

 比色皿采样系统仅随 NanoDrop OneC 型号的仪器提供。有

关相容比色皿的详情，请参阅使用比色皿检测样品。 

 
注 每次检测后，清洁并干燥比色皿。使用没有刮痕的比色

皿，并避免可能会影响结果的指纹。 

  

 
注 不要在仪器附近使用喷射器或喷雾瓶，因为液体会流入仪

器并可能导致永久性损坏。 

  

若要维护比色皿采样系统 

 仪器不在使用时，请关闭仪器检测臂。 

 使用罐装空气去除比色皿架上的任何灰

尘。 

 用新的实验室无尘纸清理比色皿架内的

任何溢洒。 

若要清洁和维护比色皿，请遵循比色皿制造

商的建议。 

 

  

仪器诊断 

 
每 6 个月，运行以下性能和质量检查验证仪器操作是否正

常。 

强度检查 273 

性能验证 275 

基座图像检查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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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 NanoDrop One 仪器或 PC 控制软件进行诊断。强度

检查、性能验证和基座图像检查可通过 PC 控制软件“主

页”屏幕访问。 

 

 

图 3：控制选项 

 历史记录： 查看本地存储的数据。按日期或应用检索。 

 性能： 使用 PV-1 溶液执行性能验证过程 

 强度： 对比色皿或基座运行强度检查 

 基座图像： 运行基座图像检查 

 设置： 设置安全服务器的位置和路径（如果需要） 

 帮助： 查看帮助 

强度检查 

 每 6 个月运行强度检查，验证仪器的内部组件操作。该测试

通过仪器检测氙气光源的光强度，验证吞吐量、波长精度和

偏移处于规格范围内。使用基座和比色皿光程自动进行测

试。 

 需要使用的耗材 

 无绒实验室无尘纸 

若要运行强度检查 

1. 抬起仪器检测臂，用新的实验室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 

2. 取下比色皿架上的任何比色皿。 

3. 降下检测臂。 

4. 在仪器“主页”屏幕上，点击 （诊断），然后点

击强度检查。如果使用 PC 控制软件，在“主页”屏幕

上选择强度。 

5. 在仪器上，点击检测并等待检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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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处为典型的强度检查结果屏幕的示例。 

 

 
如果使用 PC 控制软件，选择运行。 

6. 若要返回强度检查，点击检测。 

7. 完成后，点击结束实验。 

测试完成后，可从“历史记录”查看结果（请参阅以下

示例）。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管理仪器上的标识符。 

 

向左滑动屏幕可查看详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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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解读强度检查报告 

如果以下其中一个指示灯： 

 紫外光 

 可见光 

 偏移 

有一个相邻的黄色三角形，而不是上面所示的绿色勾选标

记，使用去离子水清洁基座，然后重复强度检查。 

如果黄色的三角形出现在偏移指示灯旁边，请确保室内符合

仪器的温度要求。 

如果强度检查再次未通过，请联系我们。 

性能验证 

 
每 6 个月运行性能验证，确认光程精度符合要求。 

需要使用的耗材 

 无绒实验室无尘纸 

 去离子水 (DI H2O) 

 标定精度移液器 (0–2 μL) 

 PV-1 性能验证溶液（仅能使用我们或本地经销商提供的

液相光度检测标准品） 

 实验室手套 

 
注 PV-1 溶液采用一次性安瓿提供。打开安瓿之前，用力摇

晃使液体聚集在安瓿的底部。打开安瓿后，必须在一小时内

使用其内含物。直接从安瓿移取溶液；不要将溶液转移到别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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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前的准备工作 

首先，确保基座已正确调节。若要测试基座调节，用新的实

验室无尘纸擦拭基座，然后将 1 μL DI H2O 移取至下基座。

该液滴应串成“微珠”，如下所示。如果没有，修复上下基

座。 

 

 
若要运行性能验证 

1. 在仪器“主页”屏幕上，点击 （诊断），然后点

击性能验证。如果使用 PC 控制软件，在“主页”屏幕

上选择性能。 

一则消息会询问您目标吸光度值。 

 

2. 在相关输入框中输入 PV-1 安瓿标签上每个特定批次的

目标吸光度值，然后点击完成。 

3. 抬起仪器检测臂，用新的实验室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 

经正确调节基座上的液滴“微

珠” 

点击一个输入框可显示数字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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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 1 μL DI H2O 移取至下基座，降下检测臂，然后点击

空白检测。 

5. 抬起检测臂，用新的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 

 
注 大力摇晃安瓿瓶 PV-1 溶液，让液体聚集在安瓿瓶底部，

然后遵循标准惯例打开它。 

 
6. 将 1 μL PV-1 溶液移取至下基座，然后开始样品检测： 

 如果自动检测设为“开启”，降下检测臂 

 如果“自动检测”设为“关闭”，降下检测臂并点

击检测，或从 PC 控制软选择运行。 

检测之后，软体会显示结果。此处为性能验证结果屏幕的示

例。 

 

 

 
7. 重复步骤 6 检测 PV-1 溶液九次以上，每次检测请使用

新的 1 μL 等分样品，并在每次检测后清洁上下基座。 

已检测的光程 

向左滑动屏幕可

查看详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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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检测后，新的样品结果将会添加到显示屏。向左滑动屏

幕可查看 10 个样品结果的摘要。 

 

再次向左滑动可查看附加的检测详情，以及总测试结果。 

 

性能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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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第十次检测，将显示一则消息表示该仪器是否通过

或未通过性能验证： 

 

8. 如果仪器未通过，请立即使用 PV-1 溶液的十等分 2 μL 

样品，重复步骤 6。 

9. 完成后，点击结束实验并用 3–5 μL DI H2O 清洁基座。 

测试完成后，可从“历史记录”查看结果（请参阅以下

示例）。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管理仪器上的标识符。 

 

 

若要解读性能验证报告 

如果您的仪器未通过性能验证并且您使用 2 uL 等分样品重复

了十次检测，请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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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座图像检查 

 
定期运行基座图像检查，以验证仪器的色谱柱传感器，该传

感器可以监测样品中的空色谱柱或气泡等可能出现的错误。

基座图像检查可用于常规质量控制的目的。如果检测系统组

件未通过，它也会提供重要的诊断信息。 

需要使用的耗材 

 无绒实验室无尘纸 

 

若要运行基座图像检查 

1. 抬起仪器检测臂，用新的实验室无尘纸擦拭上下基座。 

2. 降下检测臂。 

3. 在仪器“主页”屏幕上，点击 （诊断），然后点

击基座图像检查。如果使用 PC 控制软件，在“主页”

屏幕上选择基座图像。 

4. 点击检测或选择运行。 

该仪器运行了一系列测试，以检查基座位置和图像质

量。检测完成后，将会显示结果。绿色勾选标记代表仪

器通过了基座图像检查。 

5. 完成后，点击结束实验。 

 

若要解读基座图像检查结果 

如果基座图像检查显示一个黄色三角形而不是绿色勾选标

记，请按照屏幕上的指示来解决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然后

重新运行基座图像检查。如果仪器再次未通过，请联系我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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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章 安全和操作防范措施 

 
目录 

•  操作防范措施 282 

•  安全信息 283 

  

 

注 确保操作此系统的所有人员先阅读安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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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防范措施 

 

告诫 请勿卸下仪器护盖。卸下护盖会使操作员接触尖锐边缘

和脆弱的光纤电缆。卸下护盖将会导致仪器保修失效。 

 
NanoDrop One 分光光度计专为符合我们要求的室内操作环

境而设计。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仪器的场地准备指南。 

使用过程中请遵循以下防范措施，避免损坏您的 NanoDrop 

分光光度计： 

 使用适用于您的电气设备的接地电源线。如果随附的电

源线不兼容或损坏，请联系我们。 

 请勿卸下仪器护盖。 

 检测臂组件下面的板采用热钢化玻璃制成。液晶显示屏

采用经过热处理的化学钢化玻璃制成。两者均坚固耐

用，不易断裂。但是，如果板或显示屏开裂或断裂，请

联系我们进行更换。 

 使用与仪器相容的溶剂（请参阅危险物质） 

 不要在基座上使用氢氟酸 (HF)。氟离子会永久损坏石英

光纤电缆。 

 为了防止溢漏导致的损坏，将液体容器远离仪器。 

 不要在仪器附近使用喷射器或喷雾瓶，因为液体会流入

仪器并可能导致永久性损坏。 

 不要试图取出下基座周围的隔膜，因为该隔膜永久固定

在仪器上。 

 避免让盐酸、酒精、漂白剂、丙酮或其他任何溶剂留在

隔膜上超过一分钟，否则可能会导致密封件松动。如果

隔膜松动，请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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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信息 

 
操作 NanoDrop One 仪器之前，请阅读安全信息并遵循其中

的系统建议。 

安全和特殊注意事项 

 
多数情况下，安全信息均显示在仪器机身上。该符号表示文

档中备有附加安全信息，而且如果不遵循安全防范措施可能

会导致人身伤害。 

 

警告 表示如果未能避免可能会导致死亡或严重人身伤害的危

险情况。 

  

 

告诫 表示如果未能避免可能会导致轻度或中度人身伤害的危

险情况。 

  

 注意 遵循此标签的指示以防止损坏系统硬件或丢失数据。 

  

 注 包含有帮助的补充信息。 

  



11 安全和操作防范措施 

安全信息 

284 NanoDrop One 用户手册 Thermo Scientific 
 

 
下表列出了可能会在用户文档中出现的其中一些安全符号及

其含义。 

 符号 含义 

 

这是一个强制操作符号。用于表示应采取某项

操作来避免危害。 

 

这是一个禁止符号。此符号中的图形用于警告

用户不要执行或应该停止某项操作。 

 

这是一个常规警告标记。不遵循安全预防措施

可能会导致人身伤害。 

  

小心触电。如果您看到这些符号之一，则表明

附近存在触电危险。只有合格人员可执行相关

程序。 

 

避免火灾的发生。请勿测试可燃或易爆样品。

请仔细阅读并遵循相关指示。 

  

避免对眼睛的伤害。如果您看到这些符号，表

示存在紫外光照射风险，如果不佩戴护目镜，

可能会伤害您的眼睛。 

 

避免生物危害。此图标通知该区域存在生物危

害。请仔细阅读并遵循相关指示。 

 

避免化学灼伤。此符号提醒您存在皮肤发炎的

可能性。在处理有毒、致癌、致突变、腐蚀性

或刺激性化学品时，请务必戴上手套。使用认

可的容器和正确程序来处置废料。 
 

  

 符号 描述 

 交流电 

 接地端或接地 

 直流电 

 
保护导体接线端 

 机架或底板端子 

 保险丝 

 电源开 

 电源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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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系统送达时 

 

警告 避免人身伤害。如果不按照随附文档中指定的方式使用

本仪器，可能会削弱仪器提供的保护功能。 

  

 

告诫 避免人身伤害。仅执行文档中描述的程序。如果出现其

它问题，请联系我们。任何其它检修工作必须由受过培训的

人员执行。 

  

 

告诫 小心触电。请勿取下仪器护盖。所有针对仪器的检修必

须由受过培训的人员执行。 

 
当系统送达时，检查装运箱的外部是否有损坏痕迹。如果出

现损坏，请联系我们或当地经销商，以咨询处理此情况的指

示。 

 必须在安装前至少 24 小时将装运箱搬运到安装地点。 

 
注 

 在装运箱内，使用塑料袋将仪器密封以确保其干燥。 

 打开塑料袋之前，请让仪器静置 24 小时以达到室温。

如果在仪器达到室温之前打开塑料袋，湿气将会在光学

组件上冷凝并导致永久性损坏。 

 
 注意始终保持仪器直立。 

保修范围将不涵盖： 

 不正确搬运技术所导致的损坏。 

 在仪器达到室温之前取下密封塑料袋所导致的损坏。 

 
注 请务必在仪器送达之前，完成所有的系统辅助设施安装。

辅助设施安装必须遵循所有的当地建筑和安全法规。 

  

抬起或搬运仪器 

 为了避免人身伤害，搬运仪器或其它系统组件时，请使用合

适的升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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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要求及安全 

 
系统的电源供应必须来自专用的不间断电源。不得有压差、

瞬变峰值、频率偏移或其它可能削弱可靠性能的线路干扰。 

如果怀疑您所在地点的电力质量有问题，或将在重工业环境

中安装系统，我们建议在安装之前进行电力质量核查。有关

详细信息，请联系我们或您所在地的电力局。 

 

告诫 小心触电。 

 仅允许合格人员使用合适的检测设备检测线路的电压、

电流和频率。 

 仅允许经过我们培训和认证的服务代表对带有此符号的

部件进行检修。 

 如果某个系统组件的防护盖出现损坏，请关闭系统并将

其锁定以避免任何不必要的操作。装运后，请务必检查

防护盖以了解运输应力。 

 即使断开此仪器的所有电源，电容仍可能在 30 秒内保

持充电的状态，这会导致触电。 

 不要让液体流过或流入任何可能会进入仪器内部的表

面。 

 请勿试图取下仪器护盖。 

 
接地 

 

告诫 小心触电。使用的每个墙上插座必须配备接地线。接地

线必须是与主配电盒中的地线连接且不带电流的线。 

  

电源线 

 
确保使用适用于您的电气设备的合适接地电源线。如果收到

的电源线不适合您所在地的电力系统，或者电源线受损，请

联系我们。 

输电线调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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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物其它地方出现电源中断的情况下，UPS 可以减少系

统关闭的几率。我们还在美国境内提供用于 120 伏操作的输

电线调节器（确保您的服务不受电压突降、电涌或其它线路

干扰的影响）。适用于 220 伏操作的线路调节器可在当地购

买。有关线路调节器和 UPS 的信息，请联系技术支持中心。 

电力服务规格 

 
下表列出了电力服务的规格。如果您对这些要求有任何问

题，请联系我们在当地的服务代表。 

要求 规格 

输入电流 5.0 A（最大） 

输入电压 100-240 VAC 

线路频率 50-60 Hz 

线路干扰 
电压突降、电涌或其它线路干扰不得超过

输入电压的 10%（即使在半周期以内）。 

噪声 
< 2 V（通用模式） 

< 20 V（正常模式） 

功耗 

一般而言，可用的电能应比整个系统（包括附件）通常使用

的电能多 50%。光谱仪和附件的最大功耗和散热规格如下所

示。提供的数据是近似值。 

项目 功耗 最大散热 

仪器 60 W 205 Btu/hr 
 

  

火灾安全和灼伤危险 

 
注 请勿将仪器置于难以操作电源开关或难以接触电源或电源

线的地方。 

 
为避免灼伤及火灾或爆炸的发生： 

 测试可燃或易爆样品时必须格外小心（请参阅“危险物

质”章节）。 

 切勿堵塞仪器或其电源上的任何通风孔。 

 仅使用我们提供的正确替换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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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安全性 

 此仪器设计有防护盖，可防止用户遭受紫外光照射。 

 

警告 避免人身伤害。切勿直视亮起的灯。 

  

危险物质 

 许多标准光谱学方法都以溶剂的使用为基础。其他则涉及处

于气态的腐蚀性或经过加压的样品。 

挥发性溶剂和可燃样品 

 

告诫 避免人身伤害。请勿将溶剂或可燃样品置于仪器附近。

确保工作区适当通风。 

  

相容溶剂 

 生命科学实验室中通常使用的大多数溶剂，与所有 

NanoDrop 分光光度计的光纤基座相容。但是，一些溶剂的

高蒸汽压力特性，在使用任何 NanoDrop 仪器上的检测基座

进行小体积检测时可能不具传导性。如果您检测的样品具有

高蒸汽压力，请使用提供比色皿检测样品功能的仪器。 

以下溶剂可相容用于所有 NanoDrop 仪器上的基座。 

 
注 若这些溶剂溅溢在除了基座以外的任何其它表面可能会损

坏仪器。 

  
  甲醇 

 异丙醇 

 醚 

 DMSO 

 THF 

 苯 

 稀盐酸 

 乙醇 

 丁醇 

 氯仿 

 DMF 

 甲苯 

 氢氧化钠 

 稀 HNO3 

 正丙醇 

 丙酮 

 四氯化碳 

 乙腈 

 己烷 

 次氯酸钠（漂白剂） 

 稀醋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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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完成检测后立即擦除基座上的所有腐蚀性溶剂。此外，

还建议用户在结束时进行一系列的 dH2O 样品检测，确保溶

剂未意外留在基座上。 

NanoDrop 基座周围的隔膜永久固定到仪器上。请勿试图取

下隔膜或破开密封。避免让隔膜长时间暴露在 HCl、酒精、

漂白剂、丙酮或其它溶剂中，否则，可能会影响用于固定密

封的粘合剂。如果密封松动，请联系我们。 

 
注 所有形式的氢氟酸 (HF) 均不相容，因为氟离子会腐蚀光

纤电缆。 

  

生物危害或放射性物质和传染性物质 

 生物样品，例如，人类和其它动物的组织、体液、传染性物

质和血液，均具有传播传染性疾病的潜能。请穿戴适当的防

护设备。操作潜在传染性物质之前，应根据适用法规和机构

要求来培训相关人员。操作和/或处理潜在传染性物质时，请

务必遵循贵机构的“生物安全计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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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减少与潜在传染性样品有关的危险： 

 切勿让样品溅溢在任何仪器组件上。 

 如果发生溅溢，请务必立即按照您的实验室操作程序消

毒外部表面。 

  

 
如果仪器、附件、组件或其它相关材料被生物危害或放射性

物质、传染性物质或其它任何可能对员工构成健康或人身伤

害危险的物质和/或场合所污染，则不应将其进行废物处置，

也不可以退还给我们或其他附件制造商。如果您对去除污染

的要求有疑问，请联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