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简驭繁 

消除复杂样品分析挑战 

Thermo Scientific iCAP RQplus ICP-MS 

痕量元素分析 



 

 

  

痕量元素分析 



稳健、可靠的复杂样品痕量元素分析 

对于面临多元化复杂基质样品中痕量元素分析挑战的实验室，需

要可以快速获得准确结果且维护少、人工成本极低的解决方案。 

Thermo Scientific™ iCAP™ RQplus ICP-MS 能够为不同基质

样品长期日常分析提供所需的操作简易性、稳健性和稳定性，且

无基线漂移、QC 失败或需要重新进行样品检测。主动的仪器性

能和耗材监测，排除了维护中不确定性因素，进一步确保操作可

靠、高效、无忧。 

  



以简驭繁 

简化工作流程 

灵活的软件和直观的界面对高通量实验室

必不可少。Thermo Scientific™ Qtegra™ 

智能科学数据解决方案™ (ISDS) 软件通

过清晰的结构化方法创建和用户可配置模

板，易于解读的数据显示和全面结果报告，

提供简化的用户体验。 

重塑极限样品分析 

采用三档预设的新一代自优化在线氩气稀

释 (AGD) 模式，可在高纯水样后立即测

量从土壤浸出液到盐水的高基体样品，无

需手动稀释或制备样品，也不会存在残留

或污染问题。节省的时间改变了现代元素

实验室分析各种基质样品的规则。 

可靠性能自动化 

分析前仪器性能验证对于日常操作的顺利

进行至关重要。使用 iCAP RQplus 

ICP-MS 一键准备就绪”功能可以自动检

查仪器性能和在开始分析前需要注意的注

意事项。 

通过日常性能监测，有助于跟踪趋势，预

先确定维护需求，避免意外宕机，并协助

审计追踪准备。 

 

  



 

 

  

制药 

石化 工业 

临床 食品安全 

环境 



 

 

 

  

石化 工业 

临床和毒理学 食品安全 

利用 iCAP RQplus 技术

降低复杂性 
稳健的样品处理，满足法规需求 

采用低、中、高氩气稀释 (AGD) 模式设定稀释系数配置，可轻松处理各种样品。通过

AGD 模式的预定义自动参数优化，可确保仪器性能的可靠和可预测性，使您能够实现

卓越的长期分析稳定性。 

高效管理正常运行时间 

在单一模式（He KED）下，无需切换仪器条件实现全质量范围元素分析，

从而提高分析通量。 

带预警功能的自动仪器监测，确保仪器高效运行。 

快速比较日常仪器性能，并跟踪仪器运转趋势。 

使用 Thermo Scientific™ Hawk™ 耗材和维护助手保持仪器生产力，避

免意外宕机。 

 

高级附件处理功能和前沿应用 

完全集成的  Qtegra ISDS 软件插件，可直接控制全新的  Thermo 

Scientific™ iSC-65 自动进样器和其他工业标准自动进样器、自动稀释和

快速进样系统。 

完全兼容色谱分析、激光烧蚀及单细胞分析附件，以实现形态分析、材

料表征和新兴前沿应用。 

图 1.砷的工作曲线表（包含 IDL） 



 

 

  

稳健模式样品分析，满足监管需求 

采用低、中、高氩气稀释 (AGD) 模式及设定稀释系数配置可轻松处理各种样品。通过每

种 AGD 模式的预定义自动参数优化，可确保可靠和可预测的性能，使您能够实现卓越的

长期分析稳定性。 

利用 iCAP RQplus 技术降

低复杂性 
高效管理正常运行时间 

在单一模式（氦气 KED）下，通过分析整个质量范围来提高通量，无需切

换仪器条件。 

自动仪器监测及警告可保持高效运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快速比较日常仪器性能和跟踪趋势。 

使用 Thermo Scientific™ Hawk™ 耗材和维护助理保持生产力，避免意外

停机。 

 

高级附件处理功能及全新应用 

使用全面集成的 Qtegra ISDS 软件插件，可对新的 Thermo Scientific™ 

iSC-65 自动进样器和其他工业标准自动进样器、自动稀释和快速进样系统

进行直接操作。 

使用适用于色谱分析、激光剥蚀或单细胞分析的完全兼容附件进行形态分

析、材料表征和全新应用。 

图 2.控制面板 – RQplus 及 ISC65 

图 3. Hawk 耗材和维护助手 

图 2. 控制面板–RQplus 及 iSC65 



利用  iCAP RQplus 技术

降低操作复杂性 

简化设置和操作，提高结果的准确性 

ICP-MS 的正确优化对确保仪器性能符合实验室或外部监管规范至关重要。 iCAP 

RQplus ICP-MS 采用简化的进样硬件和系统性能监测，可持续支持仪器的稳健性和可

靠性。 

 

主要特征和优势 

采用快速、无差错安装的进样系统以及独特、自动泵管加压的蠕动泵，排除泵夹压力

的不确定性，并消除进样可变性。 

使用快接式炬管和中心管以及自动准直的气体连接，实现无故障操作。 

易操作的接口门，可快速清洁接口锥。 

采用具有氦气碰撞和动能歧视的 QCell 技术，提供最高灵敏度和最佳的多原子离子干

扰消除能力。 

接口锥后端无需用户维护。 

  

图 4.快接式炬管和雾化系统 



 

  

图 5.EasyClick Compact (ECC) 蠕动泵 

图 6.便于检修的接口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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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基质 

图 7.先进的 QCell 干扰消除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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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基质 

图 7.先进的 QCell 干扰消除技术 图 6.便于操作的接口门 

图 5.EasyClick Compact (ECC) 蠕动泵 



Qtegra 智能科学数据解决方案 

(ISDS) 软件 

软件工作流程结构化，优化生产力 

 简单、直观、基于模板的工作流程，确保在您的实验室易于实现。 

 系统控制面板以清晰的视图呈现关键仪器状态信息。 

 智能提取和冲洗功能，结合独特的 Step Ahead 技术，优化分析通量，消除了样品间的

交叉污染。 

 全面集成行业领先附件，实现规范性的智能自动稀释功能。 

 丰富的激光烧蚀、色谱形态分析和单细胞分析组件。 

 准备就绪：完全自动化、数据驱动的启动过程优化启动时间并确保性能一致性。 

智能数据评估 

 集成、灵活的 QA/QC 功能确保符合实验室规范，如持续校准验证、内标漂移和重复

样品。 

 用户自定义，特定分析限值和直观颜色编码有助于数据可视化并突出偏离数据点，如高

于校准范围的结果。 

数据与报告管理 

具备自动报告生成和导出功能，完全兼容LIMS系统，使得数据管理轻松自如。定制化报告模

板，满足实验室或客户需求。 

 

合规性支持 

通过审计追踪、管理员/用户访问权限和锁定方法等工具，Qtegra ISDS 软件轻松满足法规

监管要求，如 21 CFR 第 11 部分等。 

EPA、FDA 和 ICH 法规依从和审计支持。 

数据安全和访问控制。 

合规管理工具。 

先进报告功能。 

Qtegra ISDS 软件是 ICP 产品组合通用平台，降低了培训要求，使操作员可在仪器之间轻

松切换。 

  

图 8. 使用 Qtegra ISDS 软件进行单细胞分析 



 

 

  



行业 

iCAP RQplus ICP-MS 的核心优势是操作简便和可靠的长期性能，适用范

围广，覆盖多个垂直市场，如环境、食品安全、临床研究、制药、地球科学、

石化和学术研究。 

 

环境 

轻松应对常规和复杂基体样品中痕量元素和

主量元素分析。借助预设定的 AGD 样品稀释

模式和可靠的 He KED 碰撞池干扰消除功能

优化元素分析效率和准确性。通过全面的 QC 

检查，可轻松实现分析性能的自动自我评估和

自动纠正。无论是饮用水、废水还是土壤消解

液检测，高通量 iCAP RQplus ICP-MS 均可

满足环境相关分析方法的需求，如 U.S. EPA 

200.8, U.S. EPA 6020A 和欧盟 ISO/DIN。 

食品安全 

使用 iCAP RQplus ICP-MS 可快速、稳健地

实现有毒有害元素和营养元素的同时分析，以

确保食品质量和安全控制。全套集成 QC 功

能确保符合食品安全立法和法规要求。通过离

子色谱  (IC) 或高效液相色谱  (HPLC) 与 

iCAP RQplus ICP-MS 联用，能够拓展实验室

的关键元素形态分析能力，如食品原料中的

铬、砷和汞）。 

工业 

不论是低含量合金的 QA/QC 分析，还是先进

材料如电池、清洁能源和冶金行业的质控，

iCAP RQplus ICP-MS 都可以轻松满足您的

分析需求。可靠、稳健的等离子体发生器确保

复杂多变的基质样品（包括有机材料，如石油、

煤油和有机溶剂）分析能获得良好结果。借助

于 QCell 干扰消除功能，即使是复杂的基质

样品，也可保证结果准确无误。 

  



 

  

图 11. 28 小时乙腈 ICP-MS 分析中内标的信号稳定性 

图 9.连续三天分析的 CCV 标准品分析精确度，EPA 6020B 

图 10.带颜色编码的样品结果，6020B 



 

iCAP RQplus ICP-MS 

简单、稳健、可靠的单四极杆痕量元素分析 

 

 

 

图 9. 连续三天分析的 CCV 标准品的准确度百分比，EPA 6020B 

图 10. 带颜色编码的样品结果，6020B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thermofisher.com/ICP-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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