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rium® mini实验室紧凑型超纯水系统



arium® mini  --  为高效而创

系统类型          给水*

arium® mini         来自供水容器的预处理水

arium® mini essential   直接连接至预处理水供水管线（RO | DI | EDI）

arium® mini plus      直接连接至自来水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进水规格。

超纯水是分析的基础。随着分析方法却变得越来越灵敏，分析实验中更容易受到干扰。而始

终如一的出色水质可确保实验结果具有可重复性，并避免重复分析的工作量。

arium® mini系列实验室超纯水系统可以提供优良水质，值得您的选择和信赖。

arium® mini或arium® mini plus采用独特的袋式水箱技术，无论使用哪种给水类型，您都可以放

心使用；您还可以随需将arium® mini essential直接连接至去离子水供水管线。

专注于您的需求 --  操作轻松简便和极高质量标准

集成照明，便于观察
-arium® mini分配水时灯光闪烁
-arium® mini伴随错误信息发出脉冲信号
-arium® mini待机模式下灯光变暗

arium® Scientific Pack造就最高质量超纯水
-arium® mini高效的纯化材料带来最高的滤芯容量
-arium® mini通过半导体级混床树脂的最佳流速
-arium® mini为ASTM 1级质量标准而设计

arium® SterilePlus有效去除微生物
-arium® mini根据HIMA和ASTM F-838-05进行验证
-arium® mini符合USP的质量标准
-arium® mini0.2µm滤膜有效去除微生物

集成照明，便于观察

- arium® mini分配水时灯光闪烁

- arium® mini伴随错误信息发出脉冲信号

- arium® mini待机模式下灯光变暗

arium® Scientific Pack造就高质量超纯水

- arium® mini高效的纯化材料带来极高的滤芯容量

- arium® mini通过半导体级混床树脂的最佳流速

- arium® mini为ASTM Type I质量标准而设计

arium® SterilePlus有效去除微生物

- arium® mini根据HIMA和ASTM F-838-05进行验证

- arium® mini符合USP的质量标准

- arium® mini  0.2µm滤膜有效去除微生物

为了确保优良的超纯水水质以及实验过程的可靠性，我们对所有功能区域实施了最

高品质标准。例如，您可以为纯水水质设置限制。如果超过限制，将中止进一步分

配水或者发出警报，取决于您所选择的菜单配置。

操作轻松简便的arium® mini使用具有形象化图标的触摸式彩色显示屏－即使戴着实

验室手套，也能完成操作。这不但能加快您的工作流程，主动防错设计更能使操

作更准确可靠-您的日常实验工作将变得更简单高效。

功能可靠

提供始终如一的高质量超纯水，以实

现可靠且可重复的实验结果；可选配

紫外灯。

创新技术

取决于不同型号，采用独特的袋式水

箱技术，让您远离耗时的传统水箱清

洁及冲洗。

界面直观

使用触摸式彩色显示屏，可轻松操

作；可直接访问所有重要的取水选

项。

体型小巧

宽度仅为28厘米，节省空间，可有效

利用实验室空间。



作为生物制药一次性生产解决方案的领先提供商和市场领军人，我们通过在实

验室供水系统中采用创新型袋式水箱技术，成功续写了新的篇章。

我们的一次性储水袋作为箱式系统集成于arium® mini一侧，能够可靠保护中等

储存的纯净水免受二次污染。

5升储水袋采用我们特制的S71薄膜材料制造，具有多层结构，符合ISO和USP生

物相容性标准。凭借arium®储水袋的卓越质量和有效成分，您能够以最佳方式

储存经过预处理的纯净水，确保Type1超纯水的水质及系统的长期稳定运行。

此外，集成的Aqua Stop系统还可以提供主动防泄漏功能。

arium® mini和mini plus集成袋式水箱技术

实验室的净水革命

智能技术 --  系统纯化获得超纯水

凭借智能技术，arium® mini可持续防止二次污染，始终保持优良水质。

封闭式袋式水箱系统可自动平衡压力，以免二氧化碳渗透，污染水质。它还可以有

效防止离子杂质的污染，并持续保持纯水低电导率。因为高质量的纯化水水质，您

还可以从极佳的纯化柱效能中受益。

此外，您可以防止形成永久性生物薄膜，从而消除额外的TOC负载。根据您的实际

应用情况，仅需每六个月更换一次储水袋即可获得全新使用效果。

5升储水袋最低程度的维护

- 不到5分钟便可轻松更换储水袋

- 无需使用化学品进行清洁

- 使用快速接头进行实用且密封的连接

创新技术防止二次污染

- 预防永久性生物薄膜堆积以优化水质

- 封闭的系统保证水质

- 采用专用多层S71材料，品质保证

触摸式彩色显示屏
表面易于清洁

  显示储水袋的当前灌装量
（arium® mini和mini plus）

显示产水水质和温度

菜单|主页可进行设置
开启清洁和维护程序 手动配水

以50mL为增量进行容量控制分配

收藏夹功能保存最后分配的容量

直观的菜单导航，操作更轻松

- 触摸式显示屏，图标引导界面

- 显示当前的测量值和信息

- 收藏夹功能用于重复分配相同的容量

用于关键分析的arium®紫外灯（185 | 254 nm）

- 水平安装提供最佳温度梯度

- 通过辐照降解总有机碳量（TOC）（≦5 ppb）

- 通过破坏DNA抑制微生物

用于实现有效净化的arium®预处理纯化柱

- 采用优质活性炭进行有效吸附

- 专用催化剂去除氧化物

- 通过反渗透截留杂质

周到的功能提供可靠性能

- 集成的增压泵保证水压

- 2分钟即可注满arium® mini系统

- arium® mini plus系统反渗透产水速度8升每小时



适合日常应用的正确arium® mini型号

给水

自来水

   预纯化水
（RO | DI 管路）

   预纯化水
（来自供水容器）

纯化水

1级超纯水

3级纯水

应用

缓冲液及培养基制备

组织学

试剂、空白试样
等的制备

  ELISA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AAS | GF-AAS
（原子吸收光谱法）

光度法分析

SPE（固相萃取）

IC（离子色谱）

  ICP-MS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

  GS-MS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

  HPLC
（高效液相色谱法）

  LC-MS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

arium® mini  
arium® mini essential  

arium® mini plus

arium® mini UV 
 arium® mini essential UV 

 arium® mini plus UV

arium® mini arium® mini essential arium® mini plus

arium® mini arium® mini essential arium® mini plus



赛多利斯服务

我们确保您结果的质量

在赛多利斯，产品质量与专业服务携手并进。凭借我们广泛的服务产品，我们致力于提供安全、

可靠及具有卓越性能的arium® mini产品。如有需要，敬请垂询。我们会提供从调试、设备确认

到定期维护等涵盖实验室供水系统整个生命周期的服务。与您一起，我们将确保提供始终如一的

优质实验室纯水。

服务概览

- 安装和调试

  您的优势：从第一天起，您的系统便将在卓越的性能下可靠运行。

- 设备确认（IQ | OQ）

  您的优势：您的设备将符合所有法规要求（GMP | GLP）。

- 定期预防性维护，包括校准、检查和测试系统以及更换耗材。

- 您的获益：确保您的系统以最佳方式运行；获得可靠的结果；防止发生停机或设备故障情况。

如需更多信息，请登录

https://www.sartorius.com.cn/sartoriusCN/zh/CNY/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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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119号1105单元   

成都市上东大街246号新良大厦2406室

地址：哈尔滨市呼兰区利民开发区南京路祥瑞府邸小区4栋1单元501室

电话： 86.451.5688.2516

传真： 86.451.8833.1049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金科路4560号1号楼北楼三层

510075

广州

赛多利斯（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