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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Nanocoulter I 是由瑞芯智造（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基于多年的科研成果，

融合多项专利技术开发的纳米颗粒检测设备，可广泛应用于病毒、蛋白质、细

胞、细菌、乳糜颗粒、外泌体、高分子聚合物、荧光微球、磁珠颗粒、乳液等

有机及无机颗粒的检测。集多种功能为一体的新一代纳米库尔特粒度仪，无需

复杂的操作，一次简单的上样即可得到颗粒的浓度、粒径、zeta 电位、形态等

全方位的数据。 

Nanocoulter I 纳米库尔特粒度仪基于库尔特原理的基础理论，使用纳米微

加工工艺，制备出纳米孔微传感芯片，结合微小电流的检测技术（pA 级），将

纳米颗粒的检测粒径下推到 50nm 以下，实现单颗粒的精确检测。再通过单颗

粒的统计数据，给出综合分析结果。 

Nanocoulter I 纳米库尔特粒度仪软件符合 FDA 21CFR PART11 要求，具备

审计追踪功能，可兼容于制药企业的 FDA\CFDA 体系认证，适用于纳米药物，

疫苗等生产品控的体系要求。纳米库尔特粒度仪提供单颗粒的粒径、电荷的分

析，为纳米颗粒、生物样本分的科学研究提供全新的视角。 

在 Nanocoulter I 纳米库尔特粒度仪的基础上，我司基于客户的需求，开发

出小型化功能专一的 Nanocoulter S 纳米库尔特粒度仪，进一步满足客户的需

求。 

Nanocoulter I/S 纳米库尔特粒度仪现已服务于多家顶尖科研机构及生产研

发企业，协助发表多篇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论文，帮助生产企业建立健全的

质控标准。在医疗诊断、生理生化研究、药物载体、染料与墨水化学、机械抛

光、催化剂、金属颗粒、聚合物、化妆品、半导体、胶体等多个领域有极广泛

的应用。 

1.1 产品特点 

库尔特是一种单颗粒检测方法，每个穿过孔的粒子在瞬间产生与粒子体积

成比例的电流改变量，持续时间与粒子的速度成比例，从而与流体的流速成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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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通过微电流检测系统记录每个粒子的电脉冲信号，再经过软件计算，即可

准确地得到样品的状态。 

纳米库尔特是采用微加工微制造工艺，制备纳米级别的特殊处理的微孔，

将检测能力进一步提升，将库尔特技术下推到纳米级别，再经过智能分析软件

计算，即可准确地得到样品的颗粒浓度、粒径 zeta 电位、形态等全方位的分析

结果。 

 

图 1 检测原理示意图 

1.2 主要用途及使用范围 

Nanocoulter I/S 库尔特粒度仪的主要应用场景如下： 

1. 脂质体、蛋白质、病毒与类病毒颗粒浓度、粒径、zeta 电位检测，颗粒团

聚、聚合、破裂等动力学过程描述。 

2. 细胞外囊泡、外泌体的鉴定。外泌体分离纯化结果分析，不同分离纯化方

法差异性对比。 

3. 药物载体、疫苗、人造乳糜颗粒的粒径、浓度测定，生产批间差控制。 

4. 血细胞、血小板、细菌、免疫检测功能颗粒等微粒的计数。 

5. 胶体金、胶体银、聚苯乙烯微球、磁珠颗粒等无机颗粒品质把控。 

6. 化妆品、半导体、工业涂料、染料与墨水化学、机械抛光、催化剂等工业

生产材料性能研究。 

本品仅做科研用途，暂不支持作为临床诊断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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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仪器通道 

Nanocoulter I 米库尔特粒度仪支持双检测通道，包括 A、B 两个物理通道用于插

入检测卡，其中 RESUN-E01 支持 A 通道：100~300nm 检测范围，B 通道：

200~2000nm 检测范围；RESUN-E02 支持 A 通道：50~200nm 检测范围，B 通

道：100~300nm 检测范围；RESUN-E03 支持 A 通道：50~200nm 检测范围，

B 通道：200~2000nm 检测范围。 

型号 通道数 检测范围 

RESUN-E01 2 A 通道：100~300nm 

B 通道：200~2000nm 

RESUN-E02 2 A 通道：50~200nm 

B 通道：100~300nm 

RESUN-E03 2 A 通道：50~200nm 

B 通道：200~2000nm 

 

Nanocoulter S 米库尔特粒度仪仅支持单检测通道，其中 RESUN-S01 和

RESUN-L01 支持的粒径检测范围是 50~200nm；RESUN-S02 和 RESUN-L02 支

持的粒径检测范围是 100~300nm；RESUN-S03 和 RESUN-L03 支持的粒径检测

范围是 200~2000nm；RESUN-S04 和 RESUN-L04 支持的粒径检测范围是

50~300nm.其中 S 系列与 L 系列的差异是 L 系列的只提供粒径分布的检测功

能，不提供浓度检测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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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支持浓度检测 检测范围 

RESUN-S01 支持 50~200nm 

RESUN-S02 支持 100~300nm 

RESUN-S03 支持 200~2000nm 

RESUN-S04 支持 50-300nm 

RESUN-L01 否 50~200nm 

RESUN-L02 否 100~300nm 

RESUN-L03 否 200~2000nm 

RESUN-L04 否 50-300nm 

 

1.4 使用环境条件 

1) 环境温度：5 ℃～40 ℃； 

2) 相对湿度：0%～95% ，无冷凝； 

3) 环境：无振动、无尘埃、腐蚀性气体、可燃性气体、油雾、水蒸气、滴水或

盐分等； 

4) 大气压力：50～106Kpa ； 

5) 存储温度：－40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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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工作条件 

1) 工作温度：5 ℃～40 ℃； 

2) 相对湿度：0%～95% （非冷凝）； 

3) 海拔高度：≤ 5000M； 

4) 电源输入交流 220V ； 

5) 室内，桌台面上防震； 

6) 系统可靠接地：接地阻抗必须 <4 欧姆 

1.6 对环境及能源的影响 

Nanocoulter I 纳米库尔特粒度仪系统功耗<65W，满足 GB4793.1-2007 测

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Nanocoulter S 纳米库尔特粒度仪系统功耗<50W，满足 GB4793.1-2007 测

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1.7 安全 

Nanocoulter I/S 纳米库尔特粒度仪在使用时应保证系统可靠接地。 

Nanocoulter I/S 纳米库尔特粒度仪按照电源安全类型为 II 类设备，适用于室

内市电供电类型。 

1.8 适用法规标准要求 

1.8.1 国内适用法规清单 

序号 编号 名称 类别 备注 

1 GB/T 4857.5-1992 包装、运输包装件、跌落试验方法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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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B/T 2423.39-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

分：试验方法试验 
环境  

3 GB4793.1-2007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

安全要求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安全  

1.8.2 国际适用法规清单 

 

  

序号 编号 名称 类别 备注 

1 IEC 61010-1:2010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

全要求--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安全  

2 IEC 61326-1-2012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的电气设备 

电磁兼容性要求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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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构特征及工作原理 

Nanocoulter I/S 纳米库尔特粒度仪的结构基本特征如下： 

1) 基本结构：不锈钢+铝合金盒式结构； 

2) 安装方式：桌面平放； 

3) 重量：< 20kg 

4) 颜色：白色+黑色； 

5) 表面涂覆：不锈钢表面喷漆，铝合金氧化电镀； 

6) 接地：通过 220V 品字插头端地线接地。 

2.1 总体结构及其工作原理 

Nanocoulter I/S 纳米库尔特粒度仪与 PC 联机使用，产品用于进行样品的检

测，并将样品检测的原始数据传输给 PC 电脑上的软件程序；软件程序的功能

是对产品的运行参数进行设置，对数据进行算法分析，输出测试结果报告，同

时软件程序具有启动仪器自检、故障报警和故障维护排除的功能。 

 

图 2 产品的联机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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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要部件单元及其功能 

Nanocoulter I/S 纳米库尔特粒度仪的主要功能部件单元如下图虚线框中所示： 

控制板

测量板PC机

电源模
块

测量座
USB接口

串
口

220V 
交流
电

直
流
供
电

指
示
灯

舱
门
检
测

纳米库尔特粒度仪

 

图 3 纳米库尔特粒度仪主要部件单元 

电源模块将 220V 交流电转化成直流供电，供给控制板。 

控制板将直流供电转给测量板，同时控制对外的指示灯信号，完成检测舱

门是否关闭的功能。控制板与测量板通过串口通讯，将报警信息转给控制板并

通过指示灯闪示。 

测量板采集测量座上插入的检测卡的信号数据，并将数据通过 USB 接口发

送给 PC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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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辅助装置及其功能 

Nanocoulter I/S 纳米库尔特粒度仪随机附带条码扫描枪，用于将检测卡上

的二维条码信息扫描到软件的输入框中，用于检测。 

 

图 4 扫描枪 

扫描枪连接于 PC 机的 USB 接口，工作于串口输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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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特性 

3.1 主要功能 

Nanocoulter I/S 纳米库尔特粒度仪采用先进的纳米库尔特检测技术，主要面向

科研领域的专业检测需求，主要功能如下： 

◆ 双通道样本检测，支持宽分布粒径范围。 

◆ 直观实时的检测信号画面，便于感知检测样品状态。 

◆ 可实现 50~2000nm 粒径检测范围。 

◆ 高精度的粒径准确性误差：<10%。 

◆ 浓度检测范围：1E6/ml-1E12/ml。 

◆ 实现单颗粒检测和基于单颗粒的统计分析功能。 

◆ 实现液态活检状态下的检测。 

◆ 同时检测单颗粒的电荷和粒径，提供电荷粒径的散点图。 

◆ 测量使用一次性样本池以杜绝交叉污染。 

◆ 单次测量样本量 3-50μl。 

◆ 满足 FDA 21CFR PART11 审计追踪要求。 

3.2 主要参数 

Nanocoulter I 纳米库尔特粒度仪的主要技术参数见下表： 

主要性能参数 

技术原理 纳米库尔特，电阻脉冲感应（RPS） 

粒径检测范围 50-2000nm 

浓度检测范围 1E6/ml-1E12/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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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仪器尺寸及重量 

Nanocoulter I 纳米库尔特粒度仪的仪器外形尺寸为 40cm（长）X35cm（宽）

X31 cm（高），仪器体积为 43.4L，仪器主机重量为 19Kg。 

适应样本 
病毒、细胞外囊泡、乳糜颗粒等生物纳米颗粒（可

活体检测），标准微球等无机纳米颗粒 

重复性误差 CV<10% 

粒径准确性误差 <10% 

浓度准确性误差 <20% 

进样量 3-50μl 

测量时间 3-5 分钟 

通量 大于 2000sample 

操作系统 Windows XP/7/10 

仪器体积 43.4L（I 系列） 

8.5L（S、L 系列） 

仪器重量 小于 20Kg（I 系列） 

小于 3Kg（S、L 系列） 

电源 220V 50Hz 

功率 65W（I 系列） 

50W（S、L 系列） 

计算机接口 USB2.0 

环境温度 5 ℃～ 40 ℃ 

环境湿度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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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coulter S 纳米库尔特粒度仪的仪器外形尺寸为 27cm（长）X16.5 cm

（宽）X19 cm（高），仪器体积为 8.5L，仪器主机重量为 2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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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仪器安装 

4.1 安装技术要求 

Nanocoulter I/S 纳米库尔特粒度仪的安装技术要求如下： 

要求 1：水平平台桌面，承重 30KG 以上。 

要求 2：220V 交流电源品字插座两个。 

要求 3：PC 电脑以及显示器配置要求： 

处理器：Intel i5 以上（包含） 

内存：8G 以上（包含） 

显卡：集成显卡 

硬盘：256G 以上 

显示器：分辨率 1366*900 以上分辨率 

支持 USB 接口 2 个以上 

4.2 安装软件程序 

Nanocoulter I 纳米库尔特粒度仪需要再 PC 机上安装操作软件进行使用，具

体安装方法可联系用服人员进行。 

4.3 主机安装 

Nanocoulter I/S 纳米库尔特粒度仪的安装步骤如下： 

1. 将仪器主机摆放到桌面上，通过随机的品字电源线将仪器主机与电源插座

接通。 

2. 将仪器主机的 USB 接口通过 USB 连接线与 PC 主机的 USB 插口连接。 

3. 将条码扫描枪的 USB 接口与 PC 主机的 USB 插口连接。 

4.4 仪器试运行 

按下纳米库尔特粒度仪的电源开关，仪器接通电源。仪器的指示灯红灯与

绿灯会先闪烁 3 秒，然后绿灯常亮，红灯灭，表明仪器工作正常。 

双击操作软件，仪器显示如下登录界面，即为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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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仪器正常状态 

如仪器不正常或者操作软件安装不正确，会显示如下界面。 

 

图 6 仪器异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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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仪器的使用和操作 

5.1 仪器使用前的准备和检查 

在使用 Nanocoulter I/S 纳米库尔特粒度仪进行测试之前，需要先将待测试

的样本准备好，使用我司的稀释液进行一定稀释比的稀释。 

需要准备好配套的检测卡，将检测卡中的液体用注射器吸出，再将样本用

注射器加入检测卡的样本槽中，将稀释液加入检测卡的稀释液槽中。 

5.2 仪器使用的注意事项 

Nanocoulter I/S 纳米库尔特粒度仪的使用注意事项如下： 

1. 检测卡中加入样本和稀释液时，避免在芯片通道孔处产生气泡。 

2. 注意防止样本和稀释液溅出，尤其避免溅出到测量座内部，如果可以用棉

签清理。 

3. 测试过程中避免震动桌台和拍打仪器，以免造成干扰。 

4. 开关舱门时注意轻抬轻放，防止撞击舱门。 

5.3 仪器使用操作说明 

5.3.1 操作使用流程 

仪器操作使用流程包括硬件连接和软件操作两部分，在确保硬件连接无误

后，启动应用软件系统，按照实验参数录入，实验启动，实验保存，报告输出

的流程操作，详细仪器操作使用流程如图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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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电源

开始

使用USB连接线连接机器与电脑

双击运行软件

点击在线测量，进
入测量界面

录入试剂条码信息以及
实验基本信息

点击确定按钮，进入测
量运行界面

选择检测通道，并配置
通道电压参数

插入检测卡到对应的通
道上，然后点击记录按

钮即可进入测量

观察测量界面实时检测情况，检
测完成后点击停止按钮，即完成

检测和数据的保存

点击实验报告按钮，进入报告界
面即可查看历史检测情况，根据

需要输出检测报告。

开始
 

图 7 仪器操作使用流程 

5.3.2 软件使用说明 

应用软件系统包括开机用户登录，在线测量，实验历史，系统参数，用户

管理，日志和审计追踪，关于这几个部分组成。 

1）开机登录 

双击软件运行后，进入用户登录界面，输入正确的用户和密码后登录进入

软件系统。登录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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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用户登录界面 

2）主界面 

用户登录完成后，进入主界面，主界面包括了操作按键和仪器状态的显

示，具体如下图所示： 

 

图 9 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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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线测量 

在线测量是应用软件系统的核心所在，包括参数的录入和实时测量两部

分，参数的录入包括基本的实验信息以及厂家的二维条码信息的录入，录入完

成后点击确定进入测量界面，其中参数录入界面如图 6-4，实时在线测量如图

6-5 所示。 

 

图 10 测量界面-参数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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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在线测量界面 

 在线测量两界面能实时的观察当前测量情况，并实时刷新测量到的粒子数

量和粒径信息。在测量过程中有实时的基础电流检测，当前噪声检测，当前通

道状态检测等，当出现异常时仪器会自动发出报警，提示用户。 

4）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用于存储用户的操作历史实验记录，方便用户查询历史检测结

果，方便用户有选择的输出检测报告，在用户历史报告界面中包括历史记录列

表和每个检测项目的检测情况和检测细节，便于用户在输出报告前，判断检测

是否合格。并且报告有导入和导出公共，更大的便于仪器之间的数据分析和数

据远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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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实验报告界面 

5）系统参数 

系统参数包括仪器的基本参数、质控和模块调试参数，仪器的基本参数用

于确保仪器按照参数要求运行；质控用于记录质控结果以及受控情况；模块调

试参数仅供厂家售后工程师使用，便于仪器的维护和升级。具体参数界面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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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系统参数界面 

6）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用于用户对各种类型用户管理，用户管理分三级管理权限，厂家

工程师用户，管理员用户，操作员用户；具体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14 用户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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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志或审计追踪 

日志界面用户存储用户在使用过程中的各种报错信息，审计追踪用于追踪

各级用户在仪器中的操作，必要的关键操作需要备注操作信息，操作原因。详

细如下图所示。 

 

图 15 日志界面 

7）关于 

关于界面用于记录仪器的版本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 16 关于界面 

5.3.3 操作错误以及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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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coulter I 纳米库尔特粒度仪仪器检测过程中，避免开启舱门，避免扰

动电源线和 USB 线，防止影响检测准确性。 

5.4 运行中的检测和记录 

5.4.1 运行中检测记录的保存 

在检测运行过程中，数据会实时保存，且在测量界面中实时刷新显示，如

下图所示。包括实时信号图，粒径分布图，粒子数量统计图。  

 

图 17 实时测量画面 

5.4.2 运行完成后的记录查询和输出 

实验运行完成后，系统会保存具体的实验结果，方便用户查询，以及输出

报告，运行完成后的记录查询和输出入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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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检测结果查询界面 

 

5.5 停机的操作及注意事项 

Nanocoulter I/S 纳米库尔特粒度仪使用完毕之后，需要将检测卡取出测量

座。将检测舱门合上，关闭电源开关，此时，仪器上的指示灯全部熄灭。关闭

PC 机的软件，将 PC 电脑关机。 

注意事项: 

1 测量座区域如有泼洒液体，需及时清理。 

2 仪器不使用时需切断电源，不可长期使仪器处于上电待机状态。 

3 插拔 USB 线和电源线不宜用力过猛，防止损坏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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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审计追踪 

审计追踪用于记录仪器的各项关键操作，如用户在开机，用户登录，启动

试验，试验报告输出，参数录制等操作时，仪器会自动记录用户的操作包括操

作类型，操作信息，时间，操作者等。与项目相关的关键操作会绑定实验项

目，在实验报告输出时，会跟随报告输出。 

6.1 审计追踪的记录和查询 

审计追踪记录仪器的各项关键操作，如用户在开机，用户登录，启动试

验，试验报告输出，参数录制等，系统会记录时间，操作员，操作记录和备注

信息，并在审计追踪中自动保存。具体如下图所示： 

 

图 19 审计追踪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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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审计追踪输出 

审计追踪的记录信息，会跟随实验报告输出，实验报告输出审计信息主要

包括操作员，操作时间，操作内容，备注等，用于确保仪器实验的合法合规运

行，便于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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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故障分析及排除 

Nanocoulter I/S 纳米库尔特粒度仪在使用过程中如遇到故障或者软件提示报

警，可按照下表中情况对应查找解决措施。 

 

  

故障现象 原因分析 排除办法 备注 

仪器主机指示

灯不亮 

电源异常 1、确保电源线与仪器可靠连接。 

2、联系用服人员进行维护 

 

弹窗提示： 

USB 连接异常 

软件为检测到设备连接，

或者电脑 USB 驱动异常 

1、确保 USB 线与仪器可靠连接。 

2、检查电脑 USB 驱动是否安装或

者 USB 驱动是否启动征程 

 

弹窗提示： 

稀释比不能为

空 

测试前，操作员必须输入

稀释比。 

操作员按照实际稀释比例填写稀

释比。 

 

主界面上 在

线测量按钮 

不可用 

没有录入正确的条码信息 用厂家提供的条码扫描枪，扫描

实际卡外包装上的条码即可。 

 

报告界面显

示：检测结果

异常 

当检测到的颗粒数量过

少，或者检测到有堵孔，

有噪声干扰等 

确保溶液正确放置，确保试剂卡

正确使用，确保仪器摆放平稳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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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它 

8.1 生产厂保证 

公司对产品质量的承诺:  

1. 我公司保证外购原材料均为优质产品，以保证质量。对所有产品我公司均

严格按国家产品质量的技术要求来生产、检验。  

2. 在原材料采购，产品生产制造过程等各个环节严格按 ISO9000 质量认证标

准进行控制，确保每个工序均处在质量受控状态，从而保证产品的质量  

3. 所有出厂产品均严格按检验程序 100%进行检验，保证成品一次交检合格率

99%成品抽查合格率 99%。 

公司对供货周期的承诺:  

1. 订货合同签订后，我方将严格按照合同要求的时间内，将所需货物运达需

方指定地点，并在产品装运发车当日将发货情况向需方报告。并且承诺将

按照合同中要求的交货期，按时交货和提供服务。  

2. 保证按订货合同中约定的时间对产品进行安装调试服务，必要时，投标方

确定专业工艺人员与需方进行技术联系，经讨论和解决合同范围内的有关

技术问题。 

3. 我公司按照质量管理要求，所有外购部件均满足至少 10 年以上供货周期，

所有自研设计部件均具备通用的加工技术要求，可以满足产品维修更换至

少 10 年以上的保障周期。 

8.2 售后服务注意事项 

1. Nanocoulter I/S 纳米库尔特粒度仪在使用过程中遇到仪器故障，请及时切

断电源，避免进一步的损坏。 

2. 请及时联系我公司用服人员，并提供详细的用户信息包括地址电话仪器编

号等，尽可能提供详尽的故障信息和描述，帮助用服人员定位故障源头并

制定维修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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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联系方法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大和社区大和村 596 号怡力科技园 A 栋三梯三楼 

邮编：518110 

销售咨询服务热线：400-660 7966 

网址：www.resunbio.com 

8.4 需要向用户说明的其它注意事项 

1. 请妥善保管和使用仪器，对于保修期内的人为原因造成的损坏，我公司有

权收取正常的维修费用。 

2. 严禁私自开拆仪器，对私自开拆造成的损伤我公司将不予维修，并保留追

究其侵犯我公司商业秘密的责任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