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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量
实时监测
可放大性
单独触发取样
和诱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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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于发酵的自动化解决方案
RoboLector®

触发控制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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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Lector® 是自动化移液系统和 BioLector® 的专有组合。
这是一种独特的自动化发酵平台，它将高通量发酵、BioLector® 在线监测以及自
动化移液系统精确的液体处理功能集成在一起。RoboLector® 的自动化发酵支
持高精密度的实验设计 (DoE)，能够从预先编程的DoE模板自动制备培养基配
方。该平台还能对每个孔进行在线发酵监测，便于及时添加诱导剂和补料溶液，
以及调整 pH 值以保持良好的发酵条件。除此之外，还能进行自动取样并把样
品进行冷藏保存以确保实现最佳的工艺过程监控。取样时不会影响 BioLector® 
的振动，从而避免出现临时气体传递不充分的情况。

应用 测量

•自动取样
•自动诱导
•诱导分析
•同步处理操作
•pH 分析
•补料分析 
•培养基制备
•过程特征分析
•高通量蛋白质表达
•微生物培养的自动化上游处理

取样

开始时间

时间 [h]

C. glutamicum ATCC 13032 pXMJ 19: SP-Cutinase T=30℃, 
n=1200 rpm, d0=3mm, Vf=1 mL, 培养基：CG XII, 0.5 mM IPTG

来源：Rohe 等。Microbial Cell Factories   2012, 1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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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发酵模式
•DO 或者时间控制补料
•定时补料
•重复补料
•生物量触发取样或加样
•时间触发取样或加样
•pH 调整

在线触发信号
•生物量浓度
•pH, 溶解氧 （根据光学传感器）
• 荧光分子（绿色荧光蛋白、黄色荧光

蛋白、红色荧光蛋白等）
•NAD(P)H 和核黄素
•过程或诱导时间
•工作体积

移液头进入振动中的 BioLector® 微孔板

操作原理

完整的工艺过程研究



精准的发酵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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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达 48 个平行发酵的自动化上游工
艺开发 

•全天 24 小时连续运转，全年无休
•即插即用一次性技术
•实验设计 (DoE)
•在短时间内详细了解工艺过程
• 优秀的移液精确性 (< 5%, 50-950 μl) 

和可重复性 (CV < 5%, 50-950 μl)
•可靠的放大到实验室发酵罐规模
•快速简单的数据分析
• 这一工具对 PAT 和 QbD 来说极具

价值
• 另有可选的模块（用于定制的解决

方案1）

优点

RoboLector® Agent 软件应用于发酵工艺设计

工艺设计软件

观看视频：
请扫描二维码



技术规格
RoboLector®

RoboLector®

L
产品货号：G-RL-200/400

RoboLector®

XL 
产品货号：G-RL-800

RoboLector® 是自动化移液系统和 BioLector® 的专有组合。

1 可根据需求将 BioLector® 与其他自动化移液系统整合。
2 阀控制系统 (VCU) 必须紧邻 BioLector® Pro. 

与BioLector® 整合 与BioLector® 整合
BioLector® 操作条件

微孔板 48 孔 48 孔
工作体积 800 ‒ 2400 µL 800 ‒ 2400 µL
最低温度 比室温 (RT) 低 5℃ 比室温 (RT) 低 5℃
最高温度 50 °C 50 °C
气体环境 多种，参见 BioLector® 多种，参见 BioLector®
湿度 > 75 % rH > 75 % rH
轨道式振动器 400-1500 rpm, 直径为 3mm 400-1500 rpm, 直径为 3mm

液体处理设备

机械臂 1 1
臂式 液体处理 液体处理
移液通道 2 或 4 8
移液量
     带一次性吸头 20 ‒ 950 µl 20 ‒ 950 µl
     带可水洗吸头 10 ‒ 1000 µl 10 ‒ 1000 µl
液面检测 按导电液体的容量 按导电液体的容量
吸头类型 1 个一次性吸头，1 个可水洗吸头 (L-2) 2 个一次性吸头，6 个可水洗吸头 (XL-8)

1 个一次性吸头，3 个可水洗吸头 (L-4)
台面最多位置（SBS 标准尺寸） 16 20

模块

尺寸（宽 x 高 x 深），带BL I 1625 × 935 × 780 mm 1850 × 935 × 780 mm
尺寸（宽 x 高 x 深），带BL II/Pro2 1830 × 935 × 780 mm 2055 × 935 × 780 mm
重量（不包括BioLector®） 约 84 kg 约 102 kg
电源 100 ‒ 240 V (50/60 Hz) 100 ‒ 240 V (50/60 Hz)
可选模块 为反应管配备了不同的支架，

微孔板(96, 48) 冷却站，预培养模块
为反应管配备了不同的支架，
微孔板(96,48) 冷却站，预培养模块

软件功能

培养基制备（一次性吸头）
DoE 输入
信号触发操作
相关触发
DO 触发补料

欧洲：+49-2401-805-330
order@m2p-labs.com

北美洲和南美洲：+1-631-501-1878
orderUS@m2p-labs.com

亚太地区：+86-138-2845-9176
orderAsia@m2p-labs.com

订购
可选择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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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p-labs 公司是一家国际领先
的微型生物反应器供应商。该公
司专注于研究微型生物反应器
技术，提供适用于筛选和生物工
艺开发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客户
可通过m2p-labs提供的微型发
酵技术，降低实验成本，提高效
率和质量。在生物工艺发展过程
中，从小规模发酵获得的更多数
据可以使后续的放大工艺做出
的决策更合理、更可靠。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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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组合
系统
BioLector ® 微型生物反应器是一种独特的高通量发酵系统。可同时进行多达 48 个平行
培养，并在线监测生物量浓度、pH 值、DO 以及荧光蛋白或底物等基本发酵参数。
BioLector ® Pro 使用先进的带整合微流控芯片的专用微孔板，能够连续控制每个培养孔
的 pH 值以及补料。BioLector® 微型生物反应器是一种专为细菌、酵母、真菌、植物和昆虫
细胞而开发的系统。所有系统都适用于好氧、微需氧和严格的厌氧培养。

耗材
m2p-labs 提供独特的微孔板，能改善氧传递，且混合性能优良。FlowerPlate® 的梅花孔
设计，能提供充足的氧气以满足高需氧培养的需求。此外，FlowerPlate® 的微流控技术支
持在线补料，并在 32 个培养孔中进行 pH 控制。圆孔板能够为低需氧或者对剪应力十分
敏感的生物提供适度的氧传递。所有孔板都可与不同的光学传感器配合使用，适合不同
的应用。

自动化
RoboLector® 为客户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自动化培养平台，将高通量发酵技术、
BioLector ® 在线监测能力、以及自动化移液系统拥有的精确且可重复的移液模式融为一
体。该系统可用于培养基制备、自动取样和加样、诱导实验和补料研究等。

欧洲
m2p-labs GmbH
Arnold-Sommerfeld-Ring 2
52499 Baesweiler
Germany
电话： +49-2401-805-330
传真： +49-2401-805-333
info@m2p-labs.com

北美洲和南美洲
m2p-labs, Inc.
62-64 Enter Lane
Islandia, NY 11749
USA
电话： +1-631-501-1878
传真： +1-631-501-1060
infoUS@m2p-labs.com

亚太地区
m2p-labs Ltd.
创豪坊8楼802室
宏光道8号
九龙湾, 九龙
香港
电话：+86-138-2845-9176
传真：+852-3594-6381
infoAsia@m2p-labs.com

Information is subject to change. m2p-Labs, BioLector, FlowerPlate and RoboLector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m2p-labs GmbH, Germany.
© 2020.06. m2p-labs GmbH, Germany.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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