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QC

MQC

来自专业磁共振制造商的台式质量分析设备

快速、精确、简单，
广泛地应用于质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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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质量分析更容易

早在20世纪七十年代牛津仪器就已经是台式磁共振

随着脉冲磁共振技术替代连续波磁共振技术上的进步，

（NMR）开发的先驱，并在全球安装了上千台第一代连

牛津仪器相应不断推出QP20、QP20+和MQA系列仪器再

续波（CW）技术的磁共振仪器，许多这些早期的仪器

次引领市场，现在牛津仪器又在原先基础上将质量分析

仍然在用于巧克力中的脂肪测量、油籽中的含油检测以

的实用性提高到更新的层面。

及航空燃料中的含氢检测等。

秉承30多年在台式磁共振行业的经验，牛
津仪器深知实验室仪器用户最关切的需
求，如仪器的尺寸、可靠性、可维护能力
以及使用方便等。牛津仪器的MQC就是针
对满足这些需求而设计的。

可靠性和可维护性
MQC的设计采用尽可能少的部以便现场容易设置和
维护。电子单元中的主要模块采用插式，通过底板可
以方便地拔插使得维护更容易。MQC采用最先进的电
子使得仪器内部的固化软通过USB口就可升级，这样
只用e-mail发个文给用户就可完成升级，因此用户的
MQC能方便地得到最新的升级和性能的提升。
MQC集成了先进的自诊断程序能快速地诊断故障，自
检诊断数据可以方便地通过互联网或存入文用e-mail
发给务工程师。

使用MQC分
析仪可以得到快速
精确的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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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简单

操作简单 — 标准应用包
实验室仪器的使用都力求操作上的方便，为此每个
MQC系统标准配置中都包含针对不同应用所需的全
套软、硬和样品附。软必要的参数都预先设
置；针对不同应用预设对应的操作指示；合适的取样

探头装卸方便，便于清洁或更换

探头装卸方便，便于清洁或更换

操作简单 — 硬件

操作简单 — 软

MQC采用最先进的数字电子通过标准WindowsTM PC母
板及Linux操作系统控制。这一独特组合使得MQC的
用户既能在最小的仪器体积下享受更高性能的同时又
能保留拓展和将来开发的能力。

如今仪器使用者都对PC驱动的仪器非常熟悉，MQC
节省空间的内置PC采用基于Windows的软、液晶显
示器和标准PC键盘；USB接口可用于软升级和数据
外部存储。如果用户需要，MQC可以连接网络远程
传输数据文和测量结果。

尽管MQC的磁体体积小，但在同类产品中却有最大
的样品空间提供大样品的测量；同时具有最高的磁场
强度保证最高的灵敏度。高速数字采样和MQC电子
的更宽动态范围进一步提高了其灵敏度。
MQC可以更换探头，从而可根据不同样品大小优化
不同的应用。用户很容易就可在几分钟内更换探头 —
所有23MHz的探头底部都是敞开的，以防万一有样品
溅出时方便清洗。

附和设置标准也包含在MQC相关应用的标准配置

纤维生产工序中上油不匀既是化纤生产过程中最容

中。

易发生的质量问题，也是影响化纤整体质量最重要

• MQC用于固体脂肪含量分析(SFC)

的原因。传统检测方法的低效率严重制约了生产过
速、精确检测的NMR技术已成为化纤行业的工业标

以及硬度性能的常规测量指标，熔融和硬度性能对

准，欧美、日本、韩国、台湾以及国内大多纤维制

口感、香味以及涂抹性能有很大影响，因此SFC做

造企业都已采用该方法。

为油脂的一个重要指标，对食品制造商产品开发和

大多数MQC的安装都包含牛津仪器为质量控制用户
配置的广受欢迎的软包MultiQuant、EasyCal和
RI-NMR；该软包可方便地提供高达4个指标的校正
（取决于应用需求），以及根据屏幕提示一步步操作
指引的测量模式，屏幕提示可以定制并按用户需要的
语言来显示。

内置的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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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对化纤质量的及时监测和控制；而采用能快

固体脂肪含量（SFC）是油脂在不同温度下的熔融

质量控制都是很重要的。
早在1993年美国油料化学工程师学会就颁布低分
辨率磁共振技术做为SFC的官方测量方法（AOCS
Official Method Cd 16b-93），目前SFC测量的官方标
准有：
美国：直接法2000版AOCS Cd 16b-93
间接法2000版AOCS Cd 16-81
欧洲：ISO 82、IUPAC 2.150(a)、IUPAC2.323(a)

预装专用的校
正和测量软

牛津仪器的台式磁共振纤维上油率检测仪早已成为
纤维生产厂家的常规检测设备，最新一代的MQC23
用于测定纤维上油率的标准应用包配置牛津仪器独
有的HIQ技术高灵敏探头和专用的测试软，符合化
学纤维含油率试验方法的国家标准GB/T 6504-2008；
采用MQC23能节省时间、节约原料、提高化纤质
量，为纤维的生产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

• MQC用于聚丙烯中甲苯可溶物测量
采用NMR技术测量聚丙烯甲苯可溶物及等规度是

牛津仪器台式磁共振MQC的SFC应用包就是根据上

石化行业聚合物产品质量监测普遍采用的内控标

面官方标准配置的。

准，MQC23配置牛津仪器独有的HIQ技术、大容量

• MQC用于油籽中含油/水的测量
左：在MQC23上清洁探
头内管很容易

• MQC用于测定纤维上油率(POY/FDY/DTY/Spin Finish)

基于ISO10565:1998国际标准的要求，MQC用于油
籽中含油/水测量的标准应用包配置专用的油/水分
析软，使检测更加便捷。

26mm探头用于聚丙烯（PP）质量控制的应用包已成
为国内石化行业的首选。

• MQC的其它标准应用包：
用于牙膏中的氟含量检测；饲料中的含油量检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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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共振的优势显著

型号和应用

NMR的优势

NMR的基本原理

MQC具有一系列不同的型号，以尽可能满足各种不同用户的广泛需
求，部分列表如下：

相比其它实验室分析技术，MQC台式

置于磁场中的氢质子在一定的射频脉冲作用下就会产生共振。

NMR分析仪具有以下优点：

当磁场强度和所加的射频脉冲频率匹配时，质子就会吸收和释放射频脉冲的能量，

• 样品制备简单

仪器系列和样品大小

样品装入试管，称重（如有需要），经

型号

MQC23

MQC5

MQCF

工作
频率
(MHz)

23

5

22

建议样品大小

过适当的恒温就可直接测量，几乎不需

应用
直径

容积

5 mm

0.2 ml

10 mm*

1 ml

18 mm*

8 ml

26 mm

14 ml

40 mm

40 ml

51 mm

80 ml

60 mm

100 ml

26 mm

14 ml

可用于包括固体在
内的各种应用，具
有磁场高、样品空
间大的优势。
超大样品容积适合
非均质样品，如：
农业、食品工业。
用于牙膏和矿物中
的氟含量检测。

要碾磨或其它形式的样品准备。

•

通过检测释放的能量，测量其强度就可以知道样品中共振质子的数量。

• 便捷、强大的校正功能
MQC的测量通常不受样品的颜色、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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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我们可以采用测量已知含量的样品的共振信号来做校正标定。

品颗粒的大小和其它物理特征的影响，
因此就很容易做校正，而且通常只需要

无需化学溶剂

少量的样品。一旦校正建立就可以持久

MQC是在样品的自然状态下测量感兴

使用，很少需要重复校正。

趣的指标，无需溶剂或其它化学品；

• 测量快速

因此也就根除了难闻的橱柜、也不需特
别的员工培训和昂贵的测试后样品处理
程序。

• 整体测量
NMR的信号是取自整个样品的每一部分
而不仅仅是样品的表面，因此确保测量
的精准。

大多MQC的测量通常仅需几秒到几分
钟的时间就可完成，可以满足需要大量

固态、半固态和液态

样品测量的需求，从而提高实验室的运

脉冲磁共振（NMR）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所释放的共振信号的弛豫时间很大程度上取决

作效率。

于含氢质子材料的物相。

• 无损检测

从固态样品中的质子NMR信号的弛豫时间很短，而从液态样品中质子的NMR信号弛豫

NMR的测量对样品没有任何损伤，因此
如有必要样品可以保留以备后用或用于

* 可选液体变温探头

许多质量控制应用中感兴趣的要素都包含质子（如：水、油、脂肪），为了能定量

时间要长很多。
MQC利用这一特征来分辨样品的不同相态，比如消除固态背景的信号、或测量固态
对液态的比率。

其它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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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台式磁共振（NMR）

牛津仪器支持和务
MQC的用户通常是在一些具有高强度要求下的工业环境中争分夺秒地使
用。为了保证我们的用户能在需要的时候就能得到有效的支持，牛津仪
器在全球建立了以分支机构和专业培训的分销商组成的专业支持和务网
络，以提供快速、专业的技术支持和维修务。
除了这些本地的支持网络，牛津仪器同时具有技术务中心电子邮的支
持功能，该功能可以对一些常见问题提供及时的答复。通过MQC先进的诊
断和控制上的优点，牛津仪器的技术人员可以直接登录客户的MQC仪器，
甚至可以通过远程控制帮助用户解决即时问题或诊断故障，提供快速及时
的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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