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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NS 快速多通道半干转印仪
使用说明书

主机     FW606
副机Ⅰ FW607
副机Ⅱ FW608

转印效率高 性能优越 操作简便 节省空间 高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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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仪器介绍
电转印是许多研究和诊断实验室常用的技术。传统湿式转印配制试剂以及转印过程需要消耗大量时间，
通常需要一个半小时以上。ACE 推出的 S-TRANS 快速多通道半干转印仪在保证性能的情况下，大大缩
短了蛋白转印时间。使用 S-TRANS 快速多通道半干转印仪，转印时间最快缩短到 5 min，配套的转印缓
冲液提供了较高的转印效率和重现性。S-TRANS 转印系统由主机、半干式转印盒、两极缓冲液和吸水介
质组成；如果一台主机不能满足转印要求，可以在主机上连接最多两台拓展副机，副机具备与主机同等
的转印功能，并且副机不需要额外提供电源，其电源和操作都由主机赋予。在工作时主机与副机可以采用
堆叠的方式放置，主机放置于副机之上，主机与副机间有用于固定的结构，如果使用第二台拓展副机，则
此副机可以置于最下方位置。
半干式转印盒最多可以容纳两个 Mini(7.0x8.5 cm) 凝胶。转印时将装配好的 “三明治” 复合结构放入转印
盒中，盖上盒盖，插入转印仪器（操作详见 3.2），选择或编辑合适的转印程序开始转印（操作详见 3.4）。 配
套转印试剂盒包括： S-TRANS 阳极缓冲液、S-TRANS 阴极缓冲液、S-TRANS 高效转膜垫片（7.0x9.5 
cm）。
如使用硝酸纤维素膜或者 PVDF 膜时需要将膜在阳极液中平衡 15 min 以上，这个步骤通常可以在电泳
的过程中同时进行。仪器转印程序的预设、更改、运行操作简便，多次转印可连续进行。

1.1 开箱和安装说明

S-TRANS 系统套件包括主机（可搭配副机），其中主机除机体外，还配有一个半干式转印盒（包括底座和

盖）、一个转印辊、一根标准电源线、一把镊子、两个塑料盒，塑料盒分别用于存放 S-TRANS 阳极缓冲和
S-TRANS 阴极缓冲液以浸润 S-TRANS 高效转膜垫片和转印膜。
副机除机体外，还配有一个半干式转印盒（包括底座和盖）以及一根与主机的标准连接线。安装时将仪器
放在四周至少有 6 cm 间隙的水平工作面以便通风，将电源线插入主机背面，然后将其连接到标准接地插
座。如需连接副机，将主机置于副机之上，拧开主机和副机的连接口保护罩，以标准连接线连接主机和副
机。拆下仪器和设备的保护泡沫，打开主机后侧电源开关即完成装机。注：请勿将物品放置在 S-TRANS 系统的顶部。

1.2 化学兼容性

S-TRANS 系统和转印盒组件与强酸或碱基、氯化烃（例如氯仿 )、芳香烃 ( 例如甲苯、苯）或丙酮不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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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仪器和试剂概述
S-TRANS 系统仪器和其配套试剂盒可以在 10 min 内完成蛋白质凝胶转印，快速高效。一个转印盒一次
可以有效转印单个 Mini 凝胶（7.0x8.5 cm）或两个 Mini 凝胶。配套试剂盒包含 S-TRANS 阳极和
S-TRANS 阴极缓冲液以及 S-TRANS 高效转膜垫片介质。用户可以选择硝酸纤维素膜或 PVDF 膜进行
转印，使用前需要在阳极液中平衡 15 min 以上。
转印中“三明治”复合物夹在转印盒中的两个电极板之间。如果主机和两个副机同时运行，可独立运行转印
程序。转印方案可存储，以供调取使用。转印程序运行结束时，请丢弃用于此次转印的 S-TRANS 高效转
膜垫片。膜和凝胶（如需要）可立即用于下游应用或保存以供后续实验使用。主机和副机的转印盒通用，可
以自由互换。主机及副机被连接时，其中一台可以在运行期间保持空置。
用户界面为主机的触屏菜单屏幕。菜单屏幕提供简洁的触摸式访问，用户可以由按钮提示完成一系列的
转印程序输入和运行。

3. 仪器使用
S-TRANS 仪器默认程序和其配套试剂盒可为大部分蛋白质提供高效转印。 然而个别蛋白质需摸索不同
的转印程序条件，完成优化后可储存转印程序。 请勿在该系统中使用不配套的试剂耗材。

3.1 使用配套试剂盒的建议

■ 在转印过程中始终配戴手套，防止凝胶或膜污染。

仪器外壳和转印盒可以用水和温和的清洁剂清洗，不可使用研磨剂或有机溶剂进行清洁。装在盒盖内的
阴极不锈钢板可用 5% 的乙酸清洗后用水擦拭。

1.3 安全注意事项

使用 S-TRANS 系统仪器时应遵守和遵循以下准则：S-TRANS 系统仪器应在 15-31ºC 的环境温度和
0-95% 的相对湿度条件下运行。 不建议在此条件之外操作该仪器。

■ 为了确保足够的风冷冷却，请确保仪器四周至少有 6 cm 的间隙，并且仪器两侧及后面的风扇通风口不
被阻塞。
■ 始终使用包装内提供的电源线将单元连接到接地交流插座。
■ 在转印完成后从单元中移除转印盒时要小心，转印盒可能发热。
■ 不要在极端湿度（>95%）条件下工作，也不要在冷凝影响仪器内部电路的情况下工作。
■ 不推荐在 <15ºC 温度下运行 S-TRANS 系统。
■ 为了您的安全和保护您的 S-TRANS 系统仪器，建议您按照所附说明定期清洗仪器。
■ 转印完成后建议您用去离子水冲洗转印盒的底座和盖子，以去除残余缓冲液盐并防止盐的积累。 室温干
燥或使用纸巾擦拭阳极板和阴极板。
■ 在仪器使用之前，不要将缓冲液或吸有缓冲液的 S-TRANS 高效转膜垫片放入转印盒中。
■ 在洁净和干燥的位置安装和操作本仪器。操作过程中，保持仪器内部及仪器周围干燥。
■ 本仪器仅供实验室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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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电泳后立即转移凝胶，将凝胶在去离子水中浸泡 2 min 以上。
■ 转印所用的硝酸纤维素膜或 PVDF 膜必须充分平衡（15 min 以上）；S-TRANS 高效转膜垫片必须充
分浸润缓冲液， 建议正极或负极端使用 2-3 片配套吸水纸（与凝胶、缓冲液类型有关），勿增减；
S-TRANS 高效转膜垫片必须 2-3 片叠放一起浸润缓冲液，勿分别浸润。
■ 浸润 S-TRANS 阳极缓冲液的 S-TRANS 高效转膜垫片必须用于阳极板一面；浸润 S-TRANS 阴极缓
冲液的 S-TRANS 高效转膜垫片必须用于阴极板一面；转印盒的底为阳极板，转印盒的盖为阴极板。
■ 在同时转印多张膜时，请使用适当的凝胶组合。
■ 如果需要移动膜，请小心使用镊子。

3.1.1 S-TRANS 系统转印时，S-TRANS 高效转膜垫片浸润 S-TRANS 阳极缓冲液后铺于盒底，盒底为
阳极板；阳极板的转膜垫片与膜接触，在膜的上层是凝胶，在凝胶的上层请用浸润 S-TRANS 阴极缓冲
液的 S-TRANS 高效转膜垫片铺垫，最后用盒盖盖上，并锁紧插销，盒盖面的电极板为阴极。此时一个完
整的转印复合物结构装配完成。在装配每一层结构后，请用转印辊小心去除气泡。

3.1.2 S-TRANS 系统主机配有两个带盖塑料盒，用于存放两种缓冲液。请注意目前配备的 S-TRANS 高
效转膜垫片只适用于 Mini 凝胶（7.0x8.5 cm）。
请在浸润 S-TRANS 高效转膜垫片时将 2-3 片 S-TRANS 高效转膜垫片同时浸润，切勿分别浸润和铺垫，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气泡以及缓冲液的缺失。
在确认没有凝胶污染的情况下可以回收塑料盒中的缓冲液。已经倒入塑料盒的缓冲液请不要长期放置盒
子中，以免水分散失造成缓冲液成分变化。建议缓冲液倒入孵育盒后 2 天或使用超过 5 次请更换新的缓
冲液。

3.2 将装配完毕的转印盒放入主机或副机的抽屉口中。

■ 膜和凝胶堆叠而成的转印“三明治”复合结构，一旦装配完成请勿倒置转印盒。当转印完毕取出复合物时

也不要倒置它。
■ 装配的“三明治”复合物应放置在底部居中位置。如果只装配一块凝胶，请将其中心放置于盒底的中心，
并且使 S-TRANS 高效转膜垫片的长边对应转印盒的长边。如果转印盒内同时转印两块凝胶请将两块凝
胶对应盒的两长边中点连线放置，并且使 S-TRANS 高效转膜垫片的长边对应转印盒的短边。
■ 请不要在转印“三明治”结构装配完成后再次移动，这可能会在层间引入空气。 如果“三明治”必须在放置
后移动，建议重新装配“三明治”结构。
■ 请务必使用配套 S-TRANS 高效转膜垫片介质。
■ 避免向转印盒中添加多余数量的膜、S-TRANS 高效转膜垫片、凝胶等转印结构。 如下图显示了转印盒
中转印“三明治”的正确组装方式。 
■ 如果凝胶和 S-TRANS 高效转膜垫片层在装配过程中发生错误，请仔细拆卸组件，以免损坏膜。 重新装
配后请使用转印辊小心去除气泡。
■ 如果凝胶和 S-TRANS 高效转膜垫片层需要重新装配，请使用新的 S-TRANS 高效转膜垫片，并重复
浸泡过程。
■ 用转印辊挤出气泡时请保证对“三明治”结构的挤压程度尽可能低，以免挤出过多的缓冲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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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转印“三明治”结构放置于转印盒的中心，如结构在盒中稍微偏离中心，则无需做移动，放入转印盒后请
立即盖上转印盖，确保电气触点紧密配合底座的槽。将盒盖上的销锁杆向盒中心拨动并用力按下盒盖，再
放开杆，盖销插入锁定槽。完成后将转印盒滑入主机盒槽中，推至接触联锁并锁定，此时触控屏背景色由
亮白色变为灰色。
如主机挂载拓展副机，请优先使用主机转印。本系统要求主机和副机同时插入转印盒，当运行程序时，其
中一机可以保持为空。 使用预设方案的转印程序详情，请参阅下面章节。 注意：如有挂载拓展副机，各机的运行独
立。 在主机面板进行操控即可。

当主机挂载拓展副机时，开启电源开关，主机即可检索到副机。每台主机仅有一个输出接口，每台副机分
别拥有输入接口和输出接口（用于连接第二台副机），其后面板不与主机在同垂直线的接口为副机输入接
口，使用时将主机的输出接口与第一台副机的输入接口连接，第一副机的输出接口与第二台副机输入接
口连接。一台主机至多可以联机两台副机，正确连接后接线为倾斜状态。

3.3  S-TRANS 系统不建议使用普通转印缓冲液。

转移前无须平衡凝胶，但为消除不同电泳缓冲体系中凝胶残留缓冲液可能对转印缓冲体系的影响，请将
凝胶在去离子水中浸泡 2 min 以上再进行转印。

1. 根据试剂瓶上的说明准备阳极和阴极转移缓冲液。
2. 硝酸纤维素膜浸泡于阳极转移缓冲液中，平衡 15 min 以上；PVDF 膜在激活后再平衡 15 min 以上。
3. 浸润 S-TRANS 高效转膜垫片，请注意 S-TRANS 高效转膜垫片无须长时间浸润，只需要在装配“三明
治”结构前浸润即可。浸润 S-TRANS 高效转膜垫片后务必不要沥干 S-TRANS 高效转膜垫片，S-TRANS 
高效转膜垫片取出时有少许液体滴入转印盒对转印并无影响，浸润 S-TRANS 阴极缓冲液的 S-TRANS 
高效转膜垫片在最后装配时与 S-TRANS 阳极缓冲液接触对转印并无影响。

■ PVDF 膜浸泡在 100% 甲醇或乙醇中，直到膜是半透明状态后转移至含有 S-TRANS 阳极缓冲液的塑
料盒中，确保膜浸没，并平衡 15 min 以上。
■ 膜平衡可以在电泳还未结束之前开始，请注意不要长时间使用 S-TRANS 阳极缓冲液浸泡膜

顶部阴极板

S-TRANS 阴极缓冲液浸泡的
S-TRANS 高效转膜垫片

胶

转印膜

S-TRANS 阳极缓冲液浸泡的
S-TRANS 高效转膜垫片

底部阳极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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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左侧显示电压、电流、时间参数。
电压上限为 26 V，电流上限为 2.6 A，时长上限为 30000 s。开机默认值为电压 26 V，电流 1.5 A，时长 
600 s。点击相应的参数名，将弹出数字键盘用于设定参数数值（操作详见 3.5）

其中电压参数范围 0-26 V，最小增量 1 V。电流参数范围 0-2.6 A，最小增量 0.1 A。时间参数范围 0-30000 
s，最小增量 1 s。

■ S-TRANS 系统预设了比较宽的参数范围，实际运行时请使用本说明书建议的参数。
界面右侧显示主机及连接的副机，通过按键可以切换至需要操作的主、副机仪器。主机启动 5 s 后才可以
进行切换，如果副机没有在线，点击则不会切换页面。仪器会自检转印盒的插入情况，如果转印盒为插入
状态，仪器显示灰暗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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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转印程序操作

3.4.1 主界面说明及基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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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转印盒为空置状态，仪器显示亮白背景。

参数设定完毕，按下界面的        按钮程序将自动运行。 屏幕将显示转印的实时参数和转印进度条。 注意：
在运行过程中，可以通过按相应的        按钮停止或        按钮来暂停运行。 用户可以选择从暂停的时间点
继续，重新启动运行或终止运行。转印完成后，屏幕将显示运行完成，并发出嗡鸣警报。

■ 主机通过其后部的标准联线最多可以连接两台拓展副机，装配或卸下任意副机请先关闭主机电源。

3.4.2 使用预设方案进行转印。
在主页面上按        进入预设方案界面。

此界面上可以使用左右方向键选择需要调整的方案，共有 10 个预设方案位置可以使用。
修改方案名称请点击“方案名称”所在位置，弹出 51 键英文键盘后可以重新写入方案名称，完毕后按“OK”
键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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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参数设置，请点击参数，使用键盘修改。
修改完毕后请按界面右侧的“保存”键保存。
在主界面调用方案时，即进入该方案的界面，按“使用”键仪器将会调用该方案，并直接返回主界面，此时主
界面的设定参数行将显示方案所设定参数，随后运行即可。
■ 请注意在使用此项功能时的主、副机界面，如果在某一个拓展副机界面使用       键进入该功能，则仪器
默认是由此拓展副机调用预设方案，方案预设完毕后，也默认返回该副机界面，使用此项功能时请确保您
的拓展副机选择正确。如果只有主机运行则无须关注这一点。

3.4.3 S-TRANS 系统进行转印时，对于不同的目的蛋白及凝胶组合应采用不同的转印条件。 具体如下表
所列。

3.4.4 如果转印“三明治”有较大或较小电阻，即有可能装配不正确，屏幕会显示       图标，即程序不会运
行，此时需检查转印盒中的具体结构。

3.4.5 转印完毕后操作：在传输运行后从单元中移除转印盒时请小心，转印盒可能发热。
1. 把转印盒直接从仪器里拿出来。液晶菜单屏幕将自动返回到刚刚完成的程序界面。
2. 通过向盒盖中间位置拨动滑杆，插销将会解锁，此时转印盒可以被打开。
3. 拆卸“转印三明治”时，将膜放置在合适的容器中。 
4. 转印完成后务必丢弃 S-TRANS 高效转膜垫片，不要尝试重复使用。

蛋白或凝胶 分子量（KD）

< 30

30<WM<150

>150

5-150

低分子量

中分子量

高分子量

混合样品（需使用梯度胶）

1.5 mm 凝胶

时长（s）

300 s

420 s

600 s

600 s

600 s

电流选择（A）

1.5 A

1.5 A

1.5 A

1.5 A

1.5 A

5. 转印完成后清出盒中的剩余液体，如果不立即进行下一次转印，需用去离子水清洗转印盒的底座和盒
盖，用纸巾擦拭后干燥。
如果不再需要转印，请关闭电源开关。

3.5 S-TRANS 系统进行转印时，请使用建议的转印条件，如有特别需求更改转印条件，请务必在下表的
安全转印条件的限定内进行，否则可能导致发热功率过大，从而影响您的转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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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电流 建议时间

350 s

600 s

1200 s

2.0 A

1.5 A

1.0 A

时间上限

600 s

900 s

1800 s

3.6 优化转印条件 : 单独或组合使用以下技术，将提高转移效率。

■ 使用低浓度凝胶或梯度凝胶。 高浓度的凝胶会阻碍蛋白质的转移，特别是在大的蛋白质中。
■ 高分子量的蛋白质可能需要增加转移时间或功率条件，特别是在使用厚凝胶时。 
■ 在较长的转移时间或高功率转印条件下，一些极低分子量的蛋白质可能通过膜转移到阳极面的转膜垫
片上，应使用较短的传输时间或减少功率条件进行有效传输。
■ 在装配转印“三明治”时，使用转印辊去除任何可能的气泡。组装的三明治层之间的气泡将阻止蛋白质转
移并在膜上产生空白点。

4. 保养和清洁
S-TRANS 快速多通道半干转印仪的维护。 

■ 使用半干式转印仪后，用去离子水冲洗每个转印盒的底座和盖子，以去除残留的盐，防止盐的积累。 清
洗后风干或用纸巾擦干转印盒。 每个转印盒有两个连接触点用于与仪器主体基腔的接触，随着时间的推
移，缓冲液或其他污染物可能暴露在这些接触点中，导致污渍粘在凹陷的位置，使用异丙醇擦拭清洁这些
触点。 
■ 用干毛巾或擦拭纸清洁溢出的缓冲液。
■ 转印盒表面和仪器外壳可用水或温和的清洁剂清洗，清洁时不得使用研磨剂或有机溶剂。
■ 定期拔掉仪器插头，用湿布或纸巾擦拭仪器外壳， 确保转印盒的电极触点是干净的。 电极板应该偶尔
用去离子水或温和的洗涤剂清洗，以减少盐的积累。 如果阴极板有过多的盐积累，可使用 7% 的乙酸去
除残留物。 
■ 偶尔检查冷却风扇通风口以及两侧的出风口，确保无杂物和灰尘。 
■ 每次使用后清洁仪器，并检查仪器和转印盒是否有损坏。如果有任何损坏，请联系我们 ACE 的技术支
持。

产品名称 型号

FW606

FW607

FW608

S-TRANS 快速多通道半干转印仪（主机）

S-TRANS 快速多通道半干转印仪 (副机Ⅰ)

S-TRANS 快速多通道半干转印仪 (副机Ⅱ)

5. 订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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