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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i   引言 

i.1 声明 

本文为 CleverChem 380plus 的快速操作指南。 

CleverChem 380plus 是一款全自动间断化学分析仪，本文简要介绍这款仪器的性能及主要操作步骤。 

厂商对擅自拷贝此文件者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不承担任何责任。 

作者在本手册在编写和制作过程中已经极其谨慎，但难免出现疏漏，欢迎用户提出宝贵的建议。 

厂商对本操作指南可能出现的错误以及由这些错误所造成的影响不承担任何责任。 

用户如遇疑问或有必要的情况下，请联系经销商或生产厂商。 

i.1.1 文件 

 Document code: GRS-10705-01-B 

 Document revision: B 

 Revision date: Jul. 07, 2012 

 Software version: 2.x 

 Date of software version: Sep. 30, 2012 

i.1.2 仪器 

 CLEVERCHEM 380PLUS: p/n 10674-xx-A 

(xx=version) 

i.1.3 生产商 

 DeChem-Tech.GmbH

Am Kaiserkai 120457 Hamburg Germany

Phone: +49 40 79306351

Fax: +49 40 79306350
E-mail:info@dechem-tech.com

WEB: www. dechem-tech.com

i.2 版权 

本操作手册，包括所有内容、图表及图片的版权归 DecChem-tech.GmbH 公司所有。 

未经授权而进行拷贝等行为，均视为侵权，厂商有权依法维护自身利益。 

i.3 应用文件 

本文为 CleverChem 380plus 的快速操作指南，以帮助用户简单了解这款仪器的主要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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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仔细阅读 CleverChem 380plus 用户手册的所有章节。特别是经深化讨论过的概念等方面的注释内

容及用于强调潜在风险和安全问题的警告部分的内容。 

注：本文在任何情况下均不能取代 CleverChem 380plus 用户操作手册，用户操作手册仍是最权威的

用于指导正式操作仪器的参考文件。 

请妥善保管好本指南，以供日常操作仪器所需时参阅。

 上海昌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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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1 概述 

1. 安全和维护 

请严格遵守 CleverChem 380plus 用户手册（最新版本）中第 1 节所有内容。 

严格按照仪器安装的要求进行仪器的安装，连接符合要求的电源，并且要求不会有造成触电的危险。该

仪器必须始终保持良好的接地，必须为仪器提供单相电源，电压从 110 伏到 220 伏三孔插座电源，电

源频率范围为 50Hz 至 60Hz 。 

为仪器和电脑安装输出功率为 1kVA 的不间断电源。 

1.1. 安装和维护 

仪器的安装、检测和校准必须在用户的要求下由合格授权的技术人员进行。 

用户必须遵守 CleverChem 380plus 用户手册（最新的版本）中的安装和维护说明 

1.2. 正确使用建议 

用户必须遵守 CleverChem 380plus 用户手册（最新的版本）所提供的建议。 

警告 

凡是将本仪器用于其他非指定内容的行为，将导致用户与厂商达成的协议自动失效，厂商有权依法维护

自身利益。 

 上海昌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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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2 操作程序 

2. 概述 

本章节阐述了仪器使用的主要操作步骤。 

2.1.1. 投加量 

在测试程序里设置参数时，需将投加到单个试管中的样品和试剂的反应量设置在限定范围内。 

关于试剂，R1、R2、R3和R4总共投加量可以为50µl至450µl（R1>50,R1+样品量＞200，R2/R3/R4可

为任意值）。如果试剂总量大于或等于180µl时，每种试剂可吸取量为1µl至450µl，1µl为最小增量。如

果投加R2或R3或R4，系统自动混匀试剂，如果R1+R2+R3＋R4>180µl,则可实现试剂空白，否则不能实

现试剂空白。 

关于R1、R2、R3和R4总共投加量可以为50µl至450µl。如果试剂总量大于或等于180µl时，每种试剂可

吸取量为1µl至450µl，1µl为最小增量。如果投加R2或R3或R4，系统自动混匀试剂。 

关于样品，投加量可以为1µl至900µl，1µl为最小增量。系统自动混匀试剂和样品 

样品量与试剂量的最优值为：260µl <样品量+试剂量<900µl 

各个方法下的建议投加量（以µl为单位）如下表所示: 

方法类型 建议投加量 

动力学法 

试剂总体积  

(R1 or R1 + R2 or R1 + R2 + R3 or 

R1 + R2 + R3＋R4) 

200µl-250µl 

总体积 

(试剂 + 样品) 

260µl-1500µl 

固定时间法 

重铬酸盐法 

终点法 

差分法 
R1 and R2 

200µl-250µl 

R1 + 样品 and R2 + 样品 

260µl-300µl 

差分法-样品空白 
R1 + 样品 

200µl-250µl 

R1 + 样品 + R2 

260µl-300µl 

 上海昌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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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反应时间 

关于反应和阅读时间，下表的值符合不同类型的测试方法，并给出容许的范围: 

 类型： 

样品开始 

方法 

首次加入后

反应时间 

加入 R2 后

反应时间 

R1,S=>R2 

加入 R3 后

反应时间 

R1,R2,S 

=>R3 

加入 R4 后

反应时间 

R1,R2, 

R3,S 

=>R4 

最终反

应时间 

固定时间

法 2 次读

数 

动力学法

读数时间 

方法允许

最大时间 

终点法-单试剂法 
（单波长/双波长） 

任意 任意 

终点法-双试剂法 
（单波长/双波长） 

任意 任意 

终点法-三试剂法 
（单波长/双波长） 

任意 任意 

终点法-四试剂法 
（单波长/双波长） 

36-720 任意 任意 

固定时间法 

单试剂法. 

任意 48-336 任意 

固定时间法 

双试剂法 

任意 48-336 任意 

固定时间法 

三试剂法 

任意 48-336 任意 

固定时间法 

四试剂法 

36-720 任意 48-336 任意 

动力学法 

单试剂法 

任意 48-336 任意 

动力学法 

双试剂法 

任意 48-336 任意 

动力学法 

三试剂法 

任意 48-336 任意 

动力学法 

四试剂法 

36-720 48-336 任意 

差分法 

样品空白法 

36-720 任意 任意 

差分法 

双试剂法 

任意 任意 

  类型： 

基质开始 

方法 

首次加入后

反应时间 

加入 R2 后

反应时间 

R1,S=>R2 

加入 R3 后

反应时间 

R1,R2,S 

=>R3 

加入 R4 后

反应时间 

R1,R2, 

R3,S 

=>R4 

最终反应

时间 

固定时间

法 2 次读

数 

动力学法

读数时间 

方法允许

最大时间 

终点法-双试剂法
（单波长/双波长） 

36-720 任意 任意 

终点法-三试剂法

（单波长/双波长） 

36-720 36-720 36-720 任意 任意 

 上海昌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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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点法-四试剂法

（单波长/双波长） 

36-720 36-720 36-720 任意 任意 

固定时间法 

双试剂法 

36-720 任意 48-336 任意 

固定时间法 

三试剂法 

36-720 36-720 36-720 任意 48-336 任意 

固定时间法 

四试剂法 

36-720 36-720 36-720 任意 48-336 任意 

动力学法 

双试剂法 

36-720 任意 48-336 任意 

动力学法 

三试剂法 

36-720 36-720 36-720 任意 48-336 任意 

动力学法 

四试剂法 

36-720 36-720 36-720 任意 48-336 任意 

注：最大总方法时间（total method time）为试剂反应时间+最终读数时间 。 

 上海昌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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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程序 

2.3.1. 操作流程图 

操作流程图如下图所示： 

系统启动程序 

（先仪器后电脑） 

编制工作列表 

标准和质控物的设定 

样品盘和试剂盘设定 

运行工作程序（随机模

式或批量模式） 

工作对话结束 

系统预热 

结果验证 

工作对话执行 

下一步工作准备 

系统关闭程序 

（先电脑，后仪器） 

NO 

YES 

 上海昌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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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者通过用户界面设计和执行工作列表。列表中包括测试的每一个样品、校准物和质控物。 

用户界面细节将在以下章节中详细介绍。 

上图为仪器操作流程图。 

2.3.2. 仪器设置和启动 

主开关位于仪器的后部：操作者可以通过电源开关启动仪器，仪器以交流电提供电源。 

仪器另外两个开关被设置在仪器正面的右边，分别为绿色和蓝色开关: 

 绿灯亮, 所有电路正常通电; 

 蓝灯亮, 仪器冷藏功能开启。 

这两个开关是相互独立的。 

注意：为防止关机后试剂在仪器内变质，冷藏单元应该保持打开的状态以保存试剂. 

按照以下的操作程序启动仪器: 

1. 如果废液桶满，清空废液桶;

2. 按说明准备系统溶液;

3. 灌注清洗液桶：往 20lt 桶里灌注系统溶液，往 5lt 桶里灌注清洗溶液;

4. 按以下顺序打开系统的开关:

a. 主开关（位于仪器后部）,

b. 绿色开关（电路）,

c. 如有需要，打开蓝色开关（冷藏）,

5. 启动电脑并等待操作系统的加载,

6. 运行 CleverChem 380plus 用户软件界面.

冷藏功能开关

及指示灯 

主电源开关 

电源开关及指

示灯 

 上海昌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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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主菜单访问及自动诊断 

1. 运行软件后，系统复位，检查各仪器组件的状态（自动诊断测试），启动自动预准备程序。成功

登录后，软件显示主菜单。如出现问题，界面上将显示提示信息。为免清洗液桶已空或废液桶已

满，界面也将显示提示信息提醒用户注意

2.3.3. 预热程序 

在启动时，系统会自动检测和计算距上次关机的时间: 

2. 如果这个时间超过 120 分钟，系统将启动的预备程序，其中包括：程序包括光度计光源的稳定

性、反应温度稳定性、管路重新灌注、所有比色管的清洗和自动调零.

3. 当这一时间介于 2 分钟和 120 分钟时，系统启动预备程序不包括管路重新灌注、所有比色管的清

洗和自动调零，仅仅执行光度计光源的稳定性及反应温度稳定性

4. 当时间低于 2 分钟时，系统不启动任何预备程序，直接进入待命状态.

预准备大约需要 30 分钟;在此阶段的系统将进行以下步骤: 

 仪器初始化和自动检测;;

 比色管恒温加热器的启动、控制和调节;

 上海昌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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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样臂加热器线圈的启动;

 光度计光源的启动机稳定;

 管路的灌注;

 各清洗桶液面检查;

 比色管清洗及自动调零.

用户界面显示预准备状态。在预准备状态时，不可选择任何会改变当前仪器操作状态的功能指令。 

用户可以编制新的工作列表，可以输入和修改数据，查看结果、方法，更新质控数据及浏览软件。 

预准备程序结束时仪器将通过内部蜂鸣器发出声音警报. 

在紧急情况下，系统会显示提示信息，要求操作. 

 上海昌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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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工作过程及运行 

操作员可以通过进入工作列表菜单来设置工作列表. 

工作列表包含：方法选定、样品分析个数、紧急样品、样品类型、校准物和质控物是否稀释等，实现与

仪器工作对话. 

工作列表可由操作者人工编制，也可在 L.I.S.（实验室信息系统）连接和激活后在自动模式下自动编制。 

人工编制时，操作者将为每个样品设定测试；样品如需输入样品数据，必须人工编制. 

另外，建立 L.I.S.连接后，样品列表（样品 ID 号列表）和辅助分析将从远程 PC 上传到 CleverChem 

380plus 系统，CleverChem 380plus 系统通过条码扫描器指定样品在样品盘上的位置 

 上海昌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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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1. 手动编制及运行工作列表 

待测样品为手动模式下的工作列表编制和运行的标准步骤: 

1. 输入样品在样品盘的位置，或者接受系统建议的位置（系统总是默认显示 1）.

如果要分析更多样品，可选择快速编制模式。选择选项以激活该模式: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输入将要编制的样品数目。这些样品将被自动指定到样品盘的第一批空位。

如需移动单一位置，可通过选择一个样品并为其指定一个新位置号: 

2. 输入样品 ID；如果用户未输入样品 ID 时，程序将自动为其指定 ID.

ID 格式为:

“xxxx-yyyymmdd” 

where 

xxxx=当天累计数量, 

yyyy=年, mm=月, 

dd=日. 

一旦输入或系统指派后，这些 ID 号都不可再更改，但可删除 

3. 从下拉菜单选取样品类型.

 上海昌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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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再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对应范围类型

5. 选择并在展示的窗口中输入信息（视需求而定）.

这些数据可以在工作前或工作过程中输入，也可以在结果被保存到档案文件中存档后再输入。后

一种情况下，每个样品都可以回顾. 

6. 在方法界面中为被编制的样品选择将要执行的方法（分析）和/或多方法（分析），选择是否需

要前稀释或者后稀释。

如需前稀释，选择稀释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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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后稀释，选择后稀释的类型，将对应的“深绿色”灯点为“浅绿色”，并选择稀释比率 

如有某一紧急的样品，选择紧急样品加入，可优先分析. 

7. 如果样品已被人工预稀释，希望得到所得的结果与稀释倍数的乘积，输入稀释倍数。

注：稀释倍数只能是整数. 

8. 选择保存于工作列表

当样品被保存到工作列表时，程序自动显示样品在样品盘中的位置。 

9. 样品此时可以放在指定的样品位置.

10. 重复所有步骤（1 至 8）以确认每个样品已在工作列表中输入。工作列表可以在任何时候通过工

作列表指令来显示和修改.

当选择显示工作列表命令时，程序将显示一个实际的工作列表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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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样品都可被修改。选择需要修改的样品，点击工作列表指令，程序在工作列表菜单里选定该

样品，执行修改并重新保存. 

任何样品都可被删除。选择需要修改的样品，选择删除指令. 

样品在样品盘中的位置也可移动：点击移动样品指令. 

欲返回到工作列表，选择指令. 

11. 完成工作列表的编辑后，选择指令进入标准物和质控物程序菜单,

如果 CleverChem 380plus 配备 L.I.S.（实验室信息系统）连接，而且该连接已被激活、建立好并正在工

作，可以与远程服务器交换数据（WL 和结果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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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2. 通过连接 L.I.S 的工作列表的自动编制 

激活 L.I.S.连接后，实验室的远程工作站可通过连接与 CleverChem 380plus 进行数据交换。这个链接是

这个连接基于一个类似 ASTM 的协议。该协议在面向技术人员的编号为 MNT-10910-01-B 的文档中作了

描述。这个文件描述了实验室仪器和信息电脑系统之间的数字数据信息的电子传输。这种连接允许“自

动分析仪到/从主机”双向通信以改善数据请求传输（如：工作列表和样品数据）和样品最终结果数据响

应的自动化。这份文件还对允许自动分析仪和主机之间的数据传输的数字化信息结构做了定义. 

CleverChem 380plus 与外部主机之间的通信符合 IEEE 802.3 标准。基于以太网的标准，IEEE 802.3 标

准规定最常见的局域网（LAN）技术。CleverChem 380plus 的系统 PC 具有一个内部网络以太网接口，

该系统 PC 可以通过集线器或通过可连接其他几个站的交换式集线器连接到实验室信息局域网以达到通

信目的。主机处于同一网络，通过同一方式连接 

. CleverChem 380plus 系统的 PC 提供了一个内部网络以太网接口，可以连接到实验室信息局域网络

（通过集线器或交换机通过集线器）连接其它几个站。主机电脑显然是同一网络的一部分，它连接的方

式相同 

注：局域网 L.I.S.架构和实现，应用于 CleverChem 380plus 系统连接的接口和驱动程序，物理链路，

集线器和交换机，以及其他任何部件/线路/连接被认为是最终用户架构里的一部分，必须让最终用户充

分认识到它们的作用（如果不是另有特别不同的协定。）. 

以下图片为连接示意图. 

当 CleverChem 380plus 系统从主机电脑收到新的数据，它会在显示器上显示下面的信息: 

CLEVERCHEM380FAMILY 

INSTRUMENT 

HUB 
HOST PC CLEVERCHEM 

PC 

RS-232C 

CLEVERCHEM SYSTEM 

AUTOANALY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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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运行一个新的工作列表或往一个正在运行的工作列表中加入新样品时，点击 OK 并进入工作列表菜

单. 

所有从 L.I.S.接收的样品将被加入到该菜单左边的样品窗口里。接收后，如果系统控制菜单里的以下选项

被选中，系统将自动为接收到的样品指定第一个样品盘空位 

如果所有位置已满，样品将被标为“0”添加到列表中 

当有新的空闲位置时，操作者将可以移动样品. 

当样品安置好在样品盘后，操作者可以按“开始”分析. 

最终结果得出并被证实有效和存储后，将清出新的空位. 

如果样品由条形码来识别，操作者从 L.I.S.收到工作列表后，将样品放置在载板上并运行样品条码扫描程

序。该系统对托盘上的样品指定正确的测试（由 L.I.S.上载）。如果某些样品未知，软件会提醒用户，可

以手动修改工作列表来包含样品。. 

通过运行命令扫描样品条码托盘轮流一次或更多次，让阅读器来扫描附在管子上的条码，并在工作列表

中增加这些样品。被识别到的样品将连接到它们在样品托盘的位置。不管是从 L.I.S.下载的工作列表或是

先前就有的工作表，只要条形码得到确认，系统将连接托盘位置的样品，并正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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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该系统检测到一些问题，该软件会提醒用户，通过一个特殊的“信息窗口”建议一个解决办法，使用

者可以接受或不接受建议。信息窗口表示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如下: 

 样品已被分析但还未被验证有效和存储时，扫描仪在它的位置检测到新的样品；系统将存储旧的样

品结果并接受在它的位置上的新样品为待分析样品.

 样品已被分析但还未被验证有效和存储时，它的位置已经被检测出为空；系统将存储旧的样品结果

并将该位置设为空位.

 样品已被分析但还未被验证有效和存储时，扫描仪在它的位置检测到条形码不可读的样品；系统将

存储旧的样品结果并将该位置设为空位.

 样品执行了部分分析后，系统无法在样品盘上再找到它时；系统将提示操作者找不到样品，并让样

品在 WL 里没有位置号，操作者需要决定要么从样品盘拿走该样品或删除待进行的分析.

 样品条码不可读时；系统将建议操作者接受该位置为空位.

 条码错误情况：系统只提示操作者.

点击按钮“确定”，接受建议（储存结果）和窗口关闭. 

点击“取消”放弃建议操作（存储结果）并关闭窗口。状态将回复到扫描前. 

如果有不可读条码，操作者可人工修改 WL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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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工作列表中标准和质控物的编制 

最终结果计算用的因子（F）作为合适的分析结果的解释被保存在系统里。F 因子可以是标定/校准的结

果，也可以由用户预先人工设定。在标定后，系统将自动以新因子替代旧因子。可作一次或三次标定. 

仪器可测量浓缩的标准物，或生成标准曲线。如生成标准曲线，用户可决定需要仪器分析预稀释标准物

还是从浓缩标准物起自动作所有稀释. 

一旦待运行的工作列表被编程（样品和相关分析）后，用户可通过在标准物界面所列的方法里选择将标

准物和质控物的执行纳入当前工作列表。该仪器为每种方法参数标准物（和校准物）最多提供 8 个梯

度，为质控物提供 3 个位置。标准物的值和质控物的特征参数必须预先在标准物菜单和质控菜单里设

定。在标准物/质控菜单，所需的标准物和质控物可被选择并添加到现有的工作列表里. 

注意：标准物和质控物只有在第一次开始 指令前便已设定好时方可被处理。不可在运行过程中添加标

准物和质控物。 

注意：只有标准物和/或质控物已设定时才可以运行工作列表. 

在待运行的工作列表里输入标准物和质控物的步骤: 

1. 在工作列表 菜单中选择对应参数所需标准物.

i. 未选择质控物，该方法（工作列表中包括）的质控物显示为深绿色。

ii. 该未被选择的标准物在界面上显示为深绿色。

iii. 若要生成标准物曲线时，点击选择标准，显示为淡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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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如果标准物不需在仪器内自动稀释生成标准曲线时，点击“STD”为淡绿色后，再点击对应

方法，该方法在界面上显示为淡绿色

v. 如果标准物需要自动稀释生成标准曲线时，点击“STD”为淡绿色后，双击对应方法，该方

法将在界面上显示为蓝色并且显示字符串“(DIL)”，再点击保存于工作列表。

2. 重复以上选择（第 1点）以将所有标准物列入工作列表.

3. 选择所需的质控物.

当未被选择的质控物所使用的是工作列表中列出的方法时，该质控物在界面上显示为深绿色

点击一次以选择，在界面上显示为淡绿色，再点击对应方法，该方法显示为浅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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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复以上选择（第 3 点）以将所有质控物列入工作列表（仪器将为每个方法执行在方法界面里已

提供并设定好的质控物 C1，C2或 C3）.

5. 每次选择标准物或质控物完成后，需点击保存于工作列表按钮，将它们列入了待运行的工作列表

中

6. 选择命令下一步进入试剂菜单，设置试剂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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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在工作程序中设置试剂 

在菜单里，用户可逐一人工设置试剂，或在具有条形码的情况下选择自动设置. 

1. 如有必要，点击按钮试剂盘无试剂 复位试剂盘的所有位置:

2. 在窗口，用鼠标点击需要导入试剂盘的方法.

3. 在窗口，用鼠标点击(R1、R2 等)并将其拖到试剂盘的一个位置上。该位置为自动指定并被自动

保存到试剂盘.

4. 输入试剂批号和有效日期.

5. 以同样的方式设置使用同一方法的其它试剂.

6. 重复步骤 3 至 6 设置待导入试剂盘的每个方法.

7. 如需要测定空白溶液，按照相同的步骤将空白溶液拖到试剂盘中.

8. 如需从配置中删除方法，点击并将其拖离试剂盘.

9. 选择指令进入菜单为试剂盘设定方法.

在试剂有匹配的条形编码阅读器的情况下，操作者仅需将试剂瓶放入试剂盘，然后点击按钮，系统即可

自动在界面上设置试剂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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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条形码遗失了，在系统中可以点击以下按钮，优化试剂托盘: 

注：实际工作列表运行所需要的试剂定位在试剂盘里操作者所指定位置，操作者只能将试剂放入指定的

位置. 稀释液只可放置于 49 号位（稀释液保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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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运行工作列表 

在试剂盘菜单中，用户可管理样品、试剂、标准物和质控物在不同盘里的位置。待运行的工作表可通过

返回按钮到上一级菜单进行修改. 

1. 在窗口检验标准物和质控物位置的设置和最终校准曲线的稀释率的设置是否一致.

2. 在窗口检验样品位置的设置和/或预稀释的设置是否一致.

3. 在窗口检验试剂位置的设置是否一致.

4. 选择指令在随机模式下运行工作列表。在这种情况下，程序将按样品分类安排分析,

另一种方法是，选择指令在批量模式下运行工作对话。在这种情况下，程序将按方法分类安排分

析. 

5. 如果没有任何错误信息，程序开始工作对话：系统加载数据，安排分析并自动打开状态页面。如

果工作列表包括样品预稀释或标准物稀释，系统将在比色皿中自动稀释样品或者标准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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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工作流程 

用户可以通过菜单在工作对话期间在线管理仪器。在此窗口右下角，系统显示每个已安排分析的状态. 

在工作对话期间，用户可以执行相应的有效操作或进入软件的其它菜单. 

该菜单允许有效操作: 

 暂停仪器（取样操作暂停）

 在运行中的工作列表加入样品;

 在运行中的工作列表加入一个或多个样品;

 更换空的试剂瓶;

 取出，更换或放入样品;

 如果系统提醒/通知，可灌注清洗溶液桶;

 停止和放弃当前工作对话.

其他菜单允许有效操作: 

 输入或更新样品相关数据;

 编制新的工作表;

 显示和打印最终分析的结果;

 在已存文件菜单下操作;

如果没有任何系统错误信息，用户应等待直至工作对话结束，然后在运行新工作表前验证和打印从结果

菜单得到的所有最终结果. 

2.3.8.1. 暂停/终止一个工作流程 

在工作对话期间，用户可随时暂停系统；但该操作仅应在有必要时才执行，因为该操作将减缓系统处理

能力。暂停系统的步骤描述如下: 

1. 选择暂停指令仪器.

2. 等待采样臂结束并停止在清洗槽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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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打开仪器盖子，执行必要的操作.

4. 盖上仪器盖子.

5. 选择继续按钮运行工作程序.

在工作对话期间，用户可随时终止系统；但该操作仅应在有必要时才执行，因为该操作将停止仪器所有

的样品、标准和质控的运行，并清洗所有的比色皿。终止系统的步骤描述如下: 

1. 选择终止指令仪器.

2. 仪器提示是否停止仪器

3. 选择 Yes

2.3.8.2. 运行过程中加入紧急样品 

用户可以在任何时间添加紧急样品（紧急加入）。该紧急加入样品可以放置在样品盘的一个空位上（如

需更多位置，保存已结束的样品结果并取走该样品）. 

步骤如下: 

1. 在样品盘检查是否有所需空位并记下编号;

2. 如果没有空位，打开样品结果菜单，验证已结束的样品并存档.

注意：如果可能，用户应在样品盘上留有几个空位以备紧急备用.

3. 选择暂停指令暂停仪器.

4. 等待采样臂结束并停止在清洗槽上方。.

5. 打开盖子并加入紧急样品（紧急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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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闭仪器盖子.

7. 选择继续按钮，继续运行工作程序.

8. 选择指令工作列表为紧急样品编制工作列表.

9. 激活紧急加入，使紧急样品优先选择.

10. 选择指令两次.

11. 如有需要，在试剂界面加入试剂瓶，然后再次选择进入工作列表 菜单。.

12. 选择开始随机模式或开始批量模式.

注：系统将优先分析紧急样品. 

2.3.8.3. 运行过程中加入一个或多个样品 

用户可以在工作对话的任何时侯加入一个或多个样品（继续载入）。加入样品可以放入空位或替换已结

束并存档的样品. 

步骤如下：: 

1. 检查在样品盘里是否有所需空位.

2. 如果空位不够，打开样品结果 菜单，验证并存档样品的有效结果，使相应样品空位可再次使用

3. 选择指令暂停 按钮，暂停仪器.

4. 等待采样臂结束工作并停止在清洗槽上方.

5. 打开仪器盖子，取出已完成样品并更换为新的样品.

6. 盖上仪器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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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选择命令继续 按钮继续运行工作程序.

8. .选择工作列表 菜单，为新样本编制,

9. 选择工作列表 菜单

10. 编辑新样品.

11. 选择下一步按钮

12. 选择开始随机模式或开始批量模式.

完成之前的样本分析后，系统将尽快运行新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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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检测结果 

在结果菜单里，操作者可以处理和显示上一次工作得到的所有检测结果 

这部分由两个两个方式组成：: 

 按样品分组显示所有的结果

 按方法分组显示所有的结果

已经完成分析的样品的资料信息，可以打印和存档. 

注意：在存档或发送前，操作者必须检查结果的正确性以及必须验证结果的有效性. 

2.3.9.1. 浏览结果文件 

当所有的样品分析结束，样品的数据和结果可以存档。步骤如下: 

1. 在样品的下拉菜单选择样品.

2. 选定显示结果并验证.

3. 选择保存所有结果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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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需被存档的结果范围，点击指令保存。也可逐一存档结果。在存档时，样

品信息和结果会从结果菜单里消失并且样本盘上相应的位置将变为空位以为新样本做准备.

注：只有已经完成分析的样品，才可以存档. 

2.3.9.2. 删除分析结果 

如需删除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分析样品，其步骤如下 

1. 在下拉菜单选择样需要保存的品.

2. 选定需要删除的结果（鼠标左键）.

3. 右击鼠标并选择删除.

4. 确认（仅这一结果将被删除）.

5. 重复以上步骤删除所有需要删除的结果.

注：已删除的结果不会存档. 

2.3.9.3. 删除样品及分析结果 

删除样品的步骤如下: 

1. 在下拉菜单选择将被删除的样品.

2. 选择删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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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上述指令打开的窗口里，选择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结果使选定需被删除的结果范围，点击指令删

除。也可逐一删除结果。在删除时，样品信息和结果会从结果菜单里消失并且样品盘上相应的位

置将变为空位，此位置可作为新样品的的位置。

注：已删除的样品不会存档 

2.3.9.4. 重新启动一个或多个分析 

样本分析完成后，操作者可根据需要用某些方法重新分析样本: 

步骤如下 

1. 点击样品的下拉菜单。

2. 选择需要重新分析的方法（鼠标左键）.

3. 用鼠标右键单击选择.

4. 确认.

5. 重复以上步骤完成所有需要重新分析的结果.

6. 进入菜单，选择新的稀释率（如有）并点击开始（随机或批量）.

注意：仅可重分析已完成的分析. 

2.3.9.5. 结果打印 

用户可以为每一个样品打印结果报告。. 

步骤如下: 

1. 从样品结果的命令菜单中选择打印.

2. 在上述指令打开的窗口里，选择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结果以确定打印范围，点击打印。也可逐一打

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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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另外，如需打印快速报告供实验室用，选择指令;

4. 在上述指令打开的窗口里，选择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结果使选定需被打印成紧凑报告的范围，点击

打印。.

2.3.9.6. 统计参数计算 

用户可对一组平均分析做统计参数自动计算，以检查仪器的精度。. 

步骤如下: 

1. 进入菜单并为计算选择方法.

2. 选择要计算结果的样品.

3. 选择指令.，统计数值将显示在结果窗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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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 方法控制系统 

通过方法界面菜单，用户可处理试剂、标准物和质控物的数据. 

2.3.10.1. 试剂界面：人工设置 

以下步骤描述如何人工创建试剂盘设置的界面: 

1. 进入试剂菜单.

2. 如有需要，通过试剂盘无试剂清空试剂盘的所有位置.

3. 在方法窗口，用鼠标点击需要导入试剂盘的方法.

4. 在试剂窗口，用鼠标点击试剂 (R1、R2、R3 或 R4)并将其拖到试剂盘的指定位置旁。该位置将

被记录并保存到设置里.

5. 输入试剂批号和有效期.

6. 以同样的方式设置使用同一方法的其它试剂.

7. 重复步骤 3 至 6 设置每个方法的试剂.

如要从设置中删除方法，点击并将设定的试剂拖离试剂盘. 

使用同一方法的试剂瓶可放在同一位置上：这些试剂必须是同一批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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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液只可放置于 49 号位（稀释液位）: 

切记往试剂盘中放入下列溶液 

 EW  Cvt：比色皿的额外清洗洗液（用于比色皿额外清洗洗）;

 EW Prb：进样针的额外冲洗液（用作进样针额外清洗洗）;

 SE  CS ：ISE CS：ISE 模块清洗液（如果 ISE 包含在系统内并被激活的情况下使用）;

2.3.10.2. 自动界面设置 

以下步骤只适用于带条形码阅读器的仪器，按步骤可自动创建试剂界面设置。当所有试剂瓶都贴有条形

码时可激活自动设置: 

1. 选择指令激活条形码自动扫描。若条形码有效，程序还将自动更新试剂盘的位置。.

2. 导入每个试剂的批号和有效期。.

3. 如有系统不能找到的试剂，可人工加载或修改

使用同一方法的试剂瓶可放在同一界面上：这些试剂必须是同一批次的. 

稀释剂只能占用 49 的位置 . 

2.3.10.3. 试剂条形码扫描 

点击浏览试剂条形码阅读器，操作者可进行载入试剂的自动识别操作。上一段落对步骤已作描述。仪器

需具备条码阅读器. 

注意：仅在条形码已被保存到数据库的情况下，程序方可使方法和试剂盘上被读取的条形码发生关连。

也就是说，程序仅能识别之前便已保存在方法 菜单里的那些试剂. 

下列规则是有效的：: 

 只有被保存到方法 里为可视的试剂会被载入设置并显示为与试剂类型（R1, R2、R3 或 R4）相

关的颜色;

 条形码已被读取但在保存列表中找不到的试剂将被显示 Unknown（橙色）；可稍后按上一段落

描述的步骤人工为试剂指定位置.

 没有条形码或条形码没有被读取的试剂将显示为 Unreadable（红色）；可稍后按上一段落描述

的步骤人工为试剂指定位置.

 没有指定批号的试剂将显示为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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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位将被识别.

 稀释液必须要有条形码，且稀释液位为 49 号.

2.3.10.4. 试剂标签的修改 

操作员可输入或删除试剂的批号. 

步骤如下: 

1. 选择标有批号的试剂.

2. ．双击批次框，输入批号.

修改批号的步骤描述如下: 

1. 选择需被修改批次号的试剂;

2. 双击需被修改的批号，输入新的批号和有效期.

2.3.10.5. 多方法组合设置 

编制多方法设置的步骤描述如下: 

1. 进入多方法菜单.

2. 在多方法名称框输入要创建的多方法组合的名称（或选择待修改的已有多方法组合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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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要导入多方法组合的方法

4. 子方法界面

5. 选择保存以所选名称保存项目组合（在工作列表 菜单可见）.

2.3.10.6. 删除多方法组合 

删除多方法组合的步骤描述如下: 

1. 进入多方法菜单.

2. 在多方法名称选择要删除的多方法组合.

3. 点击删除选中的多方法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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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1. 标准和质控物 

2.3.11.1. 单标准方法 

将方法列入到单标准物方法列表（校准物）和设置标准物值和/或因子的步骤描述如下: 

1. 进入方法界面 菜单，在窗口下方点击“标准物质”，进入标准设置窗口

2. 点击需要设定的方法，在标签框中输入标准物质的标签。

注：必须输入标准物标签，以便区分不同参数的方法

3. 在标准个数双击中输入需要测定标准物个数，一个方法最多可以测定 8 个标准物个数

4. 双击标准值，输入标准母液浓度值，从第二标准点选择稀释比率，仪器自动计算稀释后的浓度

值，若要测定标准原点（或零点），在最后一个标准点不选择稀释比率（默认为 1：1），输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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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据方法选择线性模式（直线线性模式或双曲线模式等），点击保存/计算。

6. 当标准曲线出现异常点时，可选择去除某个异常点，将“√”去掉，点击保存/计算即可

注：只有所有样品测定完成及标准曲线被保存后才能进行操作，若样品结果未保存时，去除异常点

后，样品结果随着标准曲线变化而改变结果值. 

7. 在标准值框中输入标准物的值。如果不要求方法标定，此框可设为 0（这种情况下，必须输入因

子值）。参考值已在标准物或校准物生产商提供的技术表中给出.

8. 如果要运行标准物一次或三次，在重复次数选择需要运行的次数:

 Backfit. ：标准的测定值.

 试剂空白：试剂空白值.

如需从标准物方法列表（校准物）中移除某方法，点击方法界面，选定方法并点击删除，以移除所选方

法. 

2.3.11.2. 多标准物方法 

把方法列入到多标准物方法列表并设置标准物值和/或总曲线的步骤描述如下: 

1. 进入工作列表菜单，点击 STD，并在左边的方法 窗口里选择对应方法.

2. 如需要仪器自动稀释，分别双击对应方法，灯由深绿色变为蓝色，并标有字符串“DIL”，点击

保存于工作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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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不需要仪器自动稀释，人工加入标准溶液，分别点击对应方法，灯由深绿色变为浅绿色，点击

保存于工作列表

4. 点击 SMP，并在左边的方法窗口里选择对应方法，将对应多个方法灯点亮（由深绿色变为浅绿

色），点击保存于工作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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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个方法对应的位置和样品盘放置的位置要一一对应;

6. 若有标准原点（零点），需要放置蒸馏水或者相应的原点溶液;

7. 仪器自动稀释只需放置对应的标准母液及稀释液;

8. 无需仪器自动稀释，需要放置对应方法所有的标准溶液及稀释液.

注：需在“标准物”输入校准曲线构造所需的所有稀释值.

在运行工作列表前，用户必须把浓缩的标准物和自动稀释用的稀释液（零点或原点）杯放置在样品盘上

准确的位置。如果使用了预稀释标准物不需自动稀释，用户必须把预稀释的标准物放置在样本盘上的准

确位置。测量标准物后，系统将自动改写以下信息: 

 吸光度值;

 试剂空白.

如果要设置模拟的标准曲线，用户必须为不同的浓度分别输入 OD 值 

注意：不同方法参数，需要设置不同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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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1.3. 输入质控物值 

质控参数输入的步骤: 

1. 在质控 菜单里，选择需输入质控物的值和相关数据的方法.

2. 选择样本盘里质控物 1 (位置. C1)，质控物 2  (位置. C2)或质控物 3 (位置. C3) 选项卡.

3. 输入或修改以下数据：名称、标签、实验时间、最小值、平均值和最大值.

4. 选择指令保存输入的数据.

5. 如有需要，重复以上步骤完成其它选项卡的操作.

2.3.11.4. 查看 Levy-Jennings 图和打印质控值 

查看 LJ 图的步骤描述如下: 

1. 在 Q.C.菜单里，选择已输入质控物的值和相关数据的方法.

2. 选择样本盘里质控物 1 (位置. C1)，质控物 2  (位置. C2)或质控物 3 (位置. C3) 选项卡.点击指令

将会基于 QC 结果计算 QC 真实值并显示;如果有两个 QC 值，那么最小值, 平均值 和最大值框将

被填入对应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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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区域与上面的不同，因为这些区域显示的是在仪器在 QC 结果上计算得到的值而不是技术表

里的理论值. 

3. 如要显示 LJ 图，选择实际值或理论值 

点击指令 

得到 

LJ 图显示从真实或理论 QC 数据得到的质控结果. 

4. 如要打印在 QC 结果 窗口显示的数据，点击指令打印并选择是否包括图

打印得到的数据取决于先前的选择：真实值或理论值 

2.3.12. 保存文件-数据库 

用户可在已存文件菜单处理和显示之前存储的样本、标准物和质控物的所有结果。输入搜索关键词组合

可在数据库进行结果搜索. 

 上海昌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CleverChem380plus 技术文献 

德国DeChem-Tech公司华东技术服务中心 

46/50 

2.3.12.1. 检索和处理样品结果 

用户可在数据库里凭样品名、日期、ID 号或方法搜索以显示、检查和打印样本的分析结果或修改样

本数据。 

步骤描述如下: 

1. 如需搜索关键词，可在输入样品名称（如果没可选，可输入“unknown”显示没有指定名称的所

有样本）.

2. 如需样本 ID 号作搜索关键词，可在 Id 框里输入样本 ID 号.

3. 如需测试名称作搜索关键词，可在方法 框里输入测试名称.

4. 如需校准物特有的识别号作搜索关键词，可在 Cal.框里输入系统指定的校准物特有的识别号.

5. 如需起止日期作搜索关键词，可在日期框里输入起止日期限定搜索范围.

6. 选择搜索标准（关键词）；可组合搜索。系统可用“and”关联这些关键词以优化搜索:

7. 搜索到的结果将显示在窗口的右侧（指令查找上将有注释显示符合条件的结果个数）.

8. 打开样本报告，用鼠标右键点击结果，然后从弹出菜单选择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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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需在报告窗口中修改数据，修改后选择保存数据 或打印结果 打印结果报告，或关闭报告窗口

并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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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操作者可用菜单上的其它指令来删除选择、删除所有搜索得到的结果、打印实验室紧凑型报告或

导出结果.

2.3.12.2. 搜索和处理质控结果 

用户可在数据库里凭方法、QC 批号、日期、ID 号或任何关键词组合搜索以显示、验证和打印质控物和

标准物结果。步骤描述如下: 

1. 如需测试名称作关键词搜索标准物/质控物，可在方法 框里输入测试名称.

2. 如需批号作搜索关键词，可在 Lot 框里输入批号.

3. 如需起止日期作搜索关键词，可在日期 框里输入起止日期限定搜索范围.

4. 如需校准物特有的识别号作搜索关键词，可在计算唯一 OD 值 框里输入系统指定的校准物特有

的识别号.

5. 选择以下的搜索标准（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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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点击指令；搜到的结果将出现界面的右侧；窗口上部列的是 QC 结果，窗口下部列的是标准物的

结果.

7. 使用指令打印 可打印实验室紧凑结果；指令导出可导出结果.

8. 选定结果并用鼠标右键点击可删除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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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3. 关闭程序 

点击关闭 指令将开始自动关闭系统。只有在系统重启的几分钟里（例如在维护中），程序面向操作用户

的默认选项是进行最终比色皿清洗。  

步骤结束后，退出 CleverChem 380plus 软件并可关闭操作系统，然后断开仪器电源. 

警告 

每天关机时请执行比色皿清洗以保证性能和延长比色皿寿命. 

警告 

请勿在软件完成关闭步骤前关闭仪器. 

请勿在关机过程中关闭计算机以免导致数据库崩溃. 

务必在关闭软件后才关闭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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