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样本库系统解决方案生物样本库系统解决方案

中国地区总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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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www.ibio-gene.com

销售热线：18600968811  18600968822  18600968833

服务热线：400-890-5520

ASKION C-line® System为您的生物样本库提供了一个低于 -150℃ 存储的可模块化扩展的自

动化解决方案，我们的生物样本库解决方案可根据不同的样本类型和规格灵活定制。

HS自动化液氮存储管理系统有HS200、HS200M、HS200L三种不同规格，根据样本类型的

不同，每个存储系统中可容纳2万至80万个样本，您可以全自动化处理单个样本，也可以使用48
孔或96孔SBS板架处理多个样本。

生物银行构建与智能化样本管理

孔或96孔SBS板架处理多个样本。



HS200自动化液氮存储管理系统

中转站

转运罐

密闭存储单元

-150℃~-185℃气相液氮存储

为样本提供长期可靠的保存环境

型号：

HS200
HS200M
HS200L

联轨站

连接轨道系统

转运罐运输的中转站

接收样本

提供低至-150℃~-185℃的低温环境

连接HS200和轨道系统

自动化I/O（输入/输出）装置

程序降温操作台（WB220/WB230）
程序化冷冻样本（WB220/WB230）

低温分装样本 

实现样本不间断低温冷冻 

轨道系统

固定单轨道系统

负责转运罐的运输

可根据需要配置

程序降温操作台

Control样本管理系统

生物样本库管理系统

控制、记录和追踪样本存储信息

＋＋

ASKION C-line® System 生物样本库系统为您的生物样本库提供一个

-150℃~-185℃存储的可模块化扩展的智能化解决方案，系统由自动化液

氮存储管理系统、联轨站、轨道系统、中转站、运输平台、转运罐和样本

管理系统等组成。通过添加程序降温操作台，构建一条温度低于 -110℃的

不间断冷冻链，系统全自动化、流水线式运行，整个存取过程中样本始终

处于 -130℃以下玻璃化温度，避免了样本存取过程中的反复冻融和重复

结晶，保证样本存储的高质量。



程序降温操作台（WB）

3

特点：特点：

1.低温操作区温度可调，最低可至 -130℃
2.最多可容纳3个相互独立工作的升降台

3.预置多种常用降温曲线，并可进行编辑

4.不受样本规格影响，适用各种类型样本

5.通过温度传感器对操作区进行监测

6.可选配植冰功能，进行特殊的诱导结晶

7.电动调节高度

8.配备一体化条码扫描器

9.不间断冷冻链

10.触摸屏控制

11.支持软件/硬件的操控装置

12.符合93/42/EEC医疗器械指令，可作为医

疗设备使用

外形尺寸（W×D×H） 1860×970×2030mm

电动调节高度 300mm调节范围，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

重量 300kg（空载）/450kg（满载）

操作口 两个带电加热手套的封闭操作口

条码扫描器 可对一维/二维、侧面/底部条码进行扫描

样本升降台数量 3个（WB230）/2个（WB220），相互独立工作

温度

操作区温度范围 +20℃ ~ -130℃，可调

降温区温度范围 +20℃ ~ -180℃

预冷时间 最多45min（降至 -100℃）

温度显示精度 0.01℃

升降台制冷速率 0.01℃/min ~ 50℃/min

样本降温速率 取决于样本的体积、规格及材质

操控装置 17英寸LCD触摸屏，固定在一个可移动机械轴上

LIMS/HIS连接 通过C-line® Control系统连接（CCI端口），即可与其他程序进行数据交换

监测 一体化温度控制器，温度传感器，可连接外部报警系统

电性参数 230V,16A,50Hz

冷却剂 液氮

液氮供应压力 1.0-1.4bar

操作压力 0bar

使用环境 温度+15℃ ~ +25℃，相对湿度15% ~ 65%

技术参数：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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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B程序降温操作台剖面图

ASKION C-line® 程序降温操作台内含一个低温操作区，可额外配备两个（WB220）或三个

（WB230）样本升降台。WB220/230 程序降温操作台用来对生物样本如细胞、血成分、组织、精

子、卵子以及 DNA/RNA 等样本进行程序化降温及低温分装等操作，由此实现样本的不间断低温

冷冻，整个过程均自动化进行，并对降温参数实时记录。

一体化升降装置，可容纳多达 3 个样本升降台，相互独立进行程序降温。

程序降温操作台根据可编程的降温曲线参数进行降温，升降台相互独立工作，可随时对某个

升降台进行程序降温，而无需考虑相邻的升降台程序降温是否完成，从而允许用户同时对不同降

温速率的样本进行程序降温。

用户可通过支持条码扫描的样本管理系统对样本进行记录和追踪。

操作口

可加热手套

升降台

样本温度传感器

环境温度传感器

高度可调

降温区

温度低至 -180℃

触摸屏

样本出入口

温度传感器

操作区

操作区

温度低至 -130℃

条码扫描仪



自动化液氮存储管理系统（HS）

特点：特点：

1.适用于各种样本类型，如麦管、冻存管、血袋等

2.低温操作区，气相液氮制冷，温度可低至 -110℃
3.两个操作口，各连接一个加热手套

4.样本存储于 -150℃~-185℃的气相液氮环境中

5.自动化输入/输出转运接收装置

6.不间断冷冻链（≤ -110℃）

7.水汽无法进入低温操作区，有效防止结霜

8.内置条码扫描器

9.可模块化升级

10. 样本的存储及提取由样本管理系统进行控制

11. 符合93/42/EEC医疗器械指令，可作为医疗设

备使用 

自 2008 年 ASKION C-line ® 
System上市以来，HS100液氮存储

管理系统作为值得信赖的生物样本

库存储解决方案，已经成为高品质

生物样本库的首选设备。

在此基础上，2012年发布的第

二代HS200自动化液氮存储管理系

统提供了更佳的操作体验以及更高

的自动化水平。用户可通过提高

HS200自动化液氮存储管理系统的

内、外部自动化水平，实现从单个

设备到全自动化生物样本库存储系

统的完美升级。

HS200自动化液氮存储管理系

统的存储架可灵活配置，适用于各

种不同类型的样本，如麦管、冻存

管、血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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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尺寸（W×D×H）

重量

操作口

I/O装置

条码扫描器

存储架
6个，可根据不同的样本类型进行定制，

通过电动升降系统实现存储架的上下移动

操作区温度范围 -80℃ ~ -110℃，手动可调

预冷时间 ＜15min（降至 -100℃）

操控装置 5.7英寸LCD屏

LIMS/HIS连接 通过C-line® Control系统连接（CCI端口），即可与其它程序进行数据交换

样本存储 -150℃ ~ -185℃的气相液氮环境

静态氮蒸发率 8kg/24h（待机时）

动态氮蒸发率 18kg/24h（视设备使用频率及环境条件而定）

保持时间 最多可达72h（取决于液氮的装载量）

液位监测 内置自动充液控制器和液位报警系统

电性参数 110/230V, 10A, 50/60Hz，待机时＜1.5kWh/24h

冷却剂 液氮

液态氮供应压力 1.0-1.5 bar

操作压力 0 bar

使用环境 温度+15℃ ~ +25℃，相对湿度15% ~ 60%

温度监测

技术参数：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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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可对一维/二维，侧面/底部条码进行扫描

电动

包括一个观察窗口，两个带电加热手套的封闭操作口

840kg（满载）

1250×1800×2450mm

独立操作区

温度低至 -110℃

转运接收装置

转运罐的输入及输出

液氮储存区

存储架升降区

存储架

标配6个扇形存储架

气相存储区

-150℃以下气相存储

HS200 自动化液氮存储管理系统剖面图

区

℃

置

出

区

内置3个温度传感器，实时监测存储区、操作区和升降区温度



HS200自动化液氮存储管理系统——存储架

特点：特点：

1.每台存储系统标配6个存储架

2.自动升降系统

3.存储架层数、分隔材质均可根据需求进行定制

4.存储架结构由存储的样本规格决定

5.符合93/42/EEC医疗器械指令，可作为医疗设备使用

带6个存储架的转盘 存储架层数可多至15层

ASKION C-line® 自动化液氮存储管理系统专用存储架，可放置各种不同类型的样本。存储架

可通过自动升降系统从气相存储区经存储架升降区移动至样本操作区中。

存储架可容纳的样本类型包括麦管、冻存管、组织包埋盒或血袋等，不同类型的样本可同时

存储在同一个存储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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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 一台HS200

（管径9mm）0.5ml冻存管 62,800支

（管径9mm）1.0ml冻存管 47,100支

（管径13mm）2.0ml冻存管 21,100支

*所列数字仅供参考，实际容量取决于使用的样本管品牌和类型

15支0.25ml麦管套 85,000支

12支0.50ml麦管套 68,000支

10支0.50ml麦管套 56,600支

100ml血袋

25ml血袋 780袋

96孔SBS架 216个

（直径17mm）3.0ml组织管 16,000个

7,300个

重量 单个存储架

空载 15 kg

满载 30 kg

技术参数：技术参数：

通过区域、颜色和编码匹配来对

样本进行精确定位，如黄3B3、
绿2D4等（常规密度板）

单层可容纳0.5ml冻存管达700支

（管径9mm）0.3ml冻存管 78,000支

（42×29×12mm）包埋盒

360袋

8



HS200自动化液氮存储管理系统——样本类型

组织存储组织存储

组织包埋盒、组织冻存管

ASKION C-line® 自动化液氮存储管理系统（HS）提供高质量的样本存储体验，可为样本提

供 -150℃~-185℃的气相存储环境和 -80℃~-110℃的操作环境。

HS 自动化液氮存储管理系统可保存各种不同类型的样本，包括麦管（如 100μl）、冻存管（

如 0.2-8.0ml）、组织包埋盒以及血袋 / 冻存袋等大体积样本（大至 150ml）。因此，样本的存储不

受品牌、规格的影响，均可存储于存储架中。当然，由于不同品牌产品的具体规格各异，存储容

量会有所不同（详见存储架技术参数）。

除标准的样本类型外，其它不同规格的样本也可存储在同一台存储系统中。另外，系统也可

兼容市面上新出的样本类型。

针对大量的样本（如 2ml 冻存管），用户可在存储系统内部加配自动化装置进行升级，实现

样本的自动化提取及放置。在提高样本质量和安全性的同时，最大限度的利用存储资源。

ASKION C-line® 自动化液氮存储管理系统可根据用户需求进行模块化扩展，是高质量样本

存储的理想解决方案。

大体积样本存储大体积样本存储

血袋/冻存袋存储盒

液体存储（如体液等）液体存储（如体液等）

麦管套 各类不同品牌规格冻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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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200自动化液氮存储管理系统——适配器

对于一些早期的样本类型，它们的规格（如盖顶无下凹）、形状（如变形）、样本的外部修饰

（如向外侧突出的标签），或者样本类型多且数量少导致的存储结构不合理，无法使其进行自动化

存储和提取。

在此背景下，ASKION C-line® 适配器可将原本无法自动化存储的样本转变为可自动化操作

的样本，由此简化样本的存储管理流程，并能够从存储系统获得针对每一个样本的温度、操作记

录等资料。

无法自动化操作的样本 放入适配器中 实现自动化操作→ →

特点：特点：

1.适用于多种样本规格，如2ml冻存管

2.为样本提供长期可靠的存储环境

3.侧面或底部均可打印一维/二维条码

4.每台存储系统可容纳多至11,400个适配器

样本转移

无法自动化操作的

待存储样本

带一维/二维

条码的适配器

放置于适配器中的样本通过存储系统

内部自动化装置实现全自动化操作

10



HS201液氮存储管理系统——血袋存储

血袋

冻存袋存储盒

血袋是实验诊断 / 血常规实验中常用的大体积样本（通常为 50-100ml），如何在整个降温和

存储过程中正确对其进行操作，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血液样本的存储质量，

必须要经过一个严格的，重复性高的降温程序。

通过对样本温度进行监测，可得知样本冻存所需的确切降温过程，并通过 ASKION C-line® 

程序降温操作台的操控装置进行设定和控制。之后，低温操作区可对样本进行暂时的存放，并在

不损伤样本的情况下对样本进行分装等操作。

对血袋执行降温程序后，可将其移至适配的转运罐中，即可在不间断冷冻链（低于 -100℃
）的条件下转移至 HS 自动化液氮存储管理系统中，进行长期可靠的保存。

专为血袋或类似样本设计的托架，
可放置于HS自动化液氮存储管理
系统中

图示为不受控制器调节和受控制器调节的血袋温度曲线之间的对比。set 为降温程序设定的温度曲线，ref
为血袋的实际温度，gas 为环境温度，比较可知，受控制器调节的降温程序可有效保证血袋的冻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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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更大容量的HS存储系统

特点：特点：

1.操作室温度降至 -130℃，更好的保护样本

2.单样本管自动夹取装置，可在同一个存储系统中对不同的样本类型进行操作

3.可实现SBS板架的自动化操作

4.兼容现有的ASKION C-line® System

HS200M/L 自动化液氮存储管理系统

型号

占地面积（m）

存储罐直径（m）

机器高度/安装高度（m）

地板载重（kg/m2）

样本管容量

HS200

1.80×1.25 3.40×4.00

1.80

2.70/3.00

1300

64,500
197,800
258,700

0.90

2.45/2.70

500

21,100
62,800
78,000

2.0ml
0.5ml
0.3ml

HS200M HS200L

4.00×4.80

2.50

3.20/3.70

1600

172,000
608,600
821,700

-130℃低温操作区 单样本管自动夹取装置 SBS板架自动夹取装置 可模块化升级

技术参数：技术参数：

12

统

化液氮存储管理系统



HS200自动化液氮存储管理系统——多种自动化水平

HS200 半自动化液氮存储管理系统

存储架自动化升降，不带机械手臂，手动挑取样本

HS200  内部自动化液氮存储管理系统

存储架自动化升降，带有机械手臂，可自动挑取样本

HS200 内部自动化液氮存储管理系统剖面图

HS200 半自动化液氮存储管理系统
 自动化机械手臂

HS200 半自动化液氮存储管理系统，包括：

半自动化液氮存储管理系统主机 转运罐锁止装置、条码扫描仪组件 扇形存储架、转运罐组件

加热手套、镊子、工作踏板和UPS附件 样本管理系统及配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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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系统

中转站通过轨道系统与放置于各处的存储系统相连接

轨道系统轨道系统

带有运输平台

线性排列摆放

运输转运罐

配置需根据用户

现场情况调整

转运罐转运罐

为样本在转移时提

供-150℃~-185℃的

低温环境

将样本带入/带出

HS200

联轨站联轨站

连接HS200及轨道

系统

带I/O装置，负责转

运罐的自动化输入

与输出

中转站中转站

输出和接收转运罐

，经轨道系统运输

至联轨站，通过转

运接收装置将样本

呈递给HS存储单

元 

                   全自动化液氮存储管理系统

特点：特点：

1.全自动化样本出入库

2.流水线式作业

3.全程不间断冷冻链

4.可模块化扩展

5.样本管理系统全程追踪记录样本信息

6.带声光报警功能

ASKION C-line® 生物样本库系统—— -150℃~-185℃存储的、灵活的、可扩展的智能化生物

样本库解决方案。

ASKION C-line® 生物样本库系统是通过外部轨道系统连接多个内部自动化液氮存储管理系统

、多个联轨站及中转站，逐步灵活扩展成为全自动化液氮存储管理系统。通过添加程序降温操作

台，构建一条温度低于 -110℃的不间断冷冻链，系统全自动化、流水线式运行，整个存取过程中

样本始终处于 -130℃以下玻璃化温度，避免样本存取过程中的反复冻融和重复结晶，保证样本存

储的高质量。

该方案采用流水线式作业，不受样本量和空间的限制，能根据用户需求不断调整、不断升级

和不断扩展，是您构建高质量生物样本库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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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转站 可选3位或6位转运罐平台

3位平台：1000×800×1300mm

6位平台：2000×800×1300mm

重量 150kg或180kg

转运罐蒸发率 0.2kg/h ~ 0.24kg/h（取决于使用频率）

轨道高度 80cm

基础运输时间 转运罐运输时间

速度 0.4m/s

输入/输出 运输至中转站：28s；运输至存储系统：25s

联轨站 自动化I/O装置，包括转运罐

外形尺寸（W×D×H） 350×1500×600mm

电性参数 100/230V, 10A, 50/60Hz

耗电量 待机1.5kWh/24h

监控 声光报警

外形尺寸（W×D×H）

系统信息

技术参数：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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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运输平台的单轨道运输系统

配置



生物样本库系统——不间断冷冻链

-110℃

-150℃

-185℃

-180℃

样本进行程序降温，然后

放入气相液氮转运罐中

样本收集

装有样本的转运罐放置在中转站上，经轨道系统运送至指定的自动化液氮存储管理系统内，整个过程保证-110℃以下不间断冷冻链，样本温度始终保持在-130℃玻璃化温度以下始终保持在 130℃玻璃化温度以下

-150℃~-185℃

样本信息录入，条码扫描

转运罐及样本架

8℃

低于-110℃的低温操作区为不间断冷冻链

提供了绝佳保证，在低于-130℃的临界温度条件下，

用户有30min以上的时间处理样本，

避免样本反复冻融和重复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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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要求 服务器

1.6 GHz（x64处理器）

推荐：2.3 GHz（x64处理器）或更高

内存 4 GB RAM，推荐：8 GB RAM或更高

硬盘容量 500 GB，推荐：1 TB或更高

Windows Server 2008 R2

推荐：Windows Server 2012 R2

虚拟系统 10x版本虚拟系统工作站（Windows/Linux）

网卡 100/1000 Mbit/s

显示器 1280×1024像素及以上分辨率

输入设备 鼠标＋键盘

选配 备份系统

系统要求 数据站

1.0 GHz（x64/x86处理器）

推荐：1.6 GHz（x64/x86处理器）或更高

内存 1 GB RAM，推荐：2 GB RAM

硬盘容量 100 GB，推荐：500 GB或更高

操作系统 Windows 7

网卡 100/1000 Mbit/s

显示器 1280×1024像素及以上分辨率

输入设备 鼠标＋键盘

选配 条码扫描器，打印机

处理器

操作系统

处理器

系统要求：系统要求：

数据 数据

冰箱 液氮罐

HS200自动化液氮存储管理系统

自动化系统

数据站

服务器数据库

LIMS/HIS

程序降温操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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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管理系统（Control 2.0）

特点：特点：

1.可对放入生物样本库中的每个样本信息进行记录追踪

2.可与输入端、电脑或LIMS/HIS等进行连接

3.可生成独立报告

4.集成备份系统

5.简单易用，用户可快速方便对参数进行设置

6.指令设置简单，便于降温、存储及提取样本

7.数据库可对各种数据（样本ID、存储位置、降温曲线、存储系统内

所有活动的日期、时间、温度及使用者信息等）进行存储

ASKION C-line® Control 2.0 是生物样

本库样本管理系统，可对所有的样本以及

系统数据进行记录和跟踪。获得的生物样

本数据库可完全整合入现有的实验室或医

院信息系统（LIMS/HIS）中。

ASKION C-line® Control 2.0 样本管理

系统是将用户的生物样本库升级至全自动

化的最佳选择。

ASKION C-line® Control 2.0 可对生物

样本库中的所有系统数据进行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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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条码扫描仪（ColdEye）

特点：特点：

1.可在 -100℃以下的环境中正常运行

2.不间断冷冻链的情况下即可对样本进行扫描

3.扫描时间短

4.可在ASKION或其它品牌设备内对SBS板架中的样本进行扫描

5.可扫描各种一维条码及二维码

6.与ASKION C-line® 程序降温操作台完全兼容 

ASKION C-line® ColdEye是世界首台针对

SBS板架、可在低温环境下正常运行的条码扫描

仪。通过这款设备，用户可在保持不间断冷冻链

的情况下对样本进行扫描。

当样本从冻存状态上升至一定温度时，会发

生再结晶，从而损伤样本，而ColdEye可在极低

的温度下运行，样品在扫描过程中可避免受到上

述伤害。另外，ColdEye是专为可以在ASKION 
C-line® 程序降温操作台中使用而设计，但也可以

兼容市面上现有的操作台。

总之，用户可通过ASKION C-line® ColdEye
在ASKION C-line® 程序降温操作台中对冻存样本

进行安全扫描，实现不间断冷冻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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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类型 兼容SBS板架（96孔）

（图像捕获及解码）

扫描时间
3秒左右

文件输出

操作系统 Windows 7 (32-/64-bit）

外形尺寸（W×D×H） 160×130×270mm（不包括锁扣）

扫描平台温度 -100℃以下

支持的一维条码

支持的二维码

扫描感应器 500万像素CMOS摄像头

通信端口 1×USB 2.0

电源 24V/0.6A（由WB操作台或外部电源进行供电）

技术参数：技术参数：

ASKION C-line® ColdEye可放置于

WB程序降温操作台中，对冻存样本进行

低温扫描，实现不间断冷冻链。

文件格式：.csv/.txt/.xml

2/5码、交叉2/5码、39码、扩展式39码、Codabar、11码、

128码、扩展式128码、EAN/UCC 128、
UPC-E、UPC-A、EAN-8、EAN-13、
93码、扩展式93码、RSS-14码、截短式RSS-14码、

限制式RSS码、层排式RSS码、扩展式RSS码、层排扩展式RSS码

PDF417 (Micro，Compact)、QRCode (Micro)、DataMatrix、
Aztec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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