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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磁力搅拌系统
Single-Use Magnetic-Driven Mixing System

Bags Mixer Sealer Welder Assembly

特征
 模块化系统，可选择性搭配所需功能
 触屏操作界面
 搅拌袋抛弃式使用，预灭菌，免清洗
 磁力电机感应耦合式驱动搅拌桨，无轴封
 可选开放或封闭式储液袋
 隐藏式电缆，表面光洁，便于清洗
 可打印并导出温度，pH，称重等数据

典型应用
 培养基配制
 缓冲液配制
 纯化中间产物混匀处理
 超滤
 疫苗佐剂工艺
 半成品配制
 病毒灭活，调节 pH

FN: SMP-L62-JB-DS-001-01

Affordable Single-Use Solution for Bioph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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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述
上海乐纯一次性磁力搅拌系统，提供了固液高效混

合的理想解决方案，按搅拌形式不同，分为上搅拌和底
部搅拌。上搅拌由支撑罐体和悬臂式机械搅拌桨组成，
非无菌封闭式结构，与开放式储液袋配套使用。底部磁
力搅拌是封闭式搅拌，无轴封，和一次性磁力搅拌袋配
套使用。乐纯搅拌系统可以有效的、快速的处理批到批
周转时间，搅拌分为单壁不锈钢和夹套不锈钢（用于加
热和冷却）。 本说明主要介绍使用最广泛的方形底部磁
力搅拌系统。

乐纯单壁不锈钢 mix 磁力系统 50L、100L、200L

乐纯夹套不锈钢 FLX 磁力系统

50L、100L、200L、500L、1000L、2000L、2500L

该系统由不锈钢容器和集成的搅拌控制装制，其使
用辐照过的一次性 ULDPE 流体接触层袋。流体接触层
袋提供灵活性的标准袋类型，包括不同数量的管路配
制，以适应广泛的应用，定制袋配制也可根据要求提供。
搅拌系统还可以应用于粉末-液体、液-液混合应用之间
的无缝转换。乐纯配套搅拌袋将一次性叶轮焊接到袋组
件的底部，电机与一次性叶轮之间的啮合是通过一个强
大的磁耦合，赋予系统高扭矩和快速混合力。

一次性叶轮

一次性磁力搅拌系统是模块化系统，客户可选择性
搭配所需功能，目前广泛适用于培养基配制、缓冲液配
制、纯化中间产物混匀处理和半成品配制。一次性底部
磁力搅拌系统主要由刚性支撑系统、驱动系统、称重系
统、控制系统、数据输出系统和传感器/仪表。

2 优势
▷ 定制化设备

——规格定制化，客户可定制 20~2500L 设备
——功能定制化，客户可自主选择功能模块，包括

称重、在线温度/pH/电导率/溶氧、数据存储、打印等
▷ 符合无菌要求

——和一次性抛弃式搅拌袋配合使用，预灭菌、免
清洗

——不锈钢包围式设计，隐藏式线缆，表面粗糙度
小，易于清洗

——搅拌过程无轴封，降低使用过程风险
▷ 符合药品质量管理规范要求

——优秀的人机交互，触屏式操作
——可选配完善的三级权限设制，审计追踪，报表

输出和打印
▷ 以用户为中心的系统设制

——通过操作窗口可以实现取样、pH电极检测、
电导率、电极检测、温度探测。

——强大的、集成的磁力搅拌器与紧凑型变频调速
和电机确保强劲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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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参数
乐纯MIXL 圆桶

体积 50L 100L 200L
设备尺寸 cm 104*57*122 107*50*127 1276*667*1237
几何学 底部出水口采用最低的角度设计方便排水
材质 整体采用 SS304 不锈钢
表面抛光度 Ra≤0.6μm
脚轮 Colson 聚氨酯脚轮
重量（空载） 90 kg 120 kg 150 kg
搅拌袋安装 侧面采用操作门设计，方便袋子取出和安装

体积 50L 100L 200L
搅拌 设计：磁力耦合形式、HMI 人机交互界面可导出数据（CSV 格式）品牌：松下、MCGS
称重平台 设计：三点式称重模块安装 品牌：梅特勒托利多
在线 PH 设计：实时监测料液 pH，数据可以集成在工控机上 品牌：汉密尔顿
在线电导率 设计：实时监测料液电导率，数据可以集成在工控机上 品牌：汉密尔顿
在线溶氧 设计：实时监测料液 DO，数据可以集成在工控机上 品牌：汉密尔顿
在线温度 设计：实时监测料液温度，数据可以集成在工控机上 品牌：昆仑海岸 PT100
三级权限 设计：实现权限配制、审计追踪、数据 PDF 输出 品牌：西门子工控机
针式打印 设计：采用针式打印，可实时打印操作数据等相关信息 品牌：炜煌
温控夹套 可选配 TCU 温度控制单元 品牌：劳达
夹套设计 侧面和底面导流板式夹套，聚氨酯保温层防止大量冷凝水出现
夹套体积 18 L 25L 36L
设计工作压力/试验压力 0.69/0.88MPa，6.9/8.8bar，100/130psig
夹套进出水口 下进上出（TC50 卡盘标配），可选自锁接头

乐纯 FLXL 方桶

体积 50L 100L 200L 500L 1000L 2500L
设备尺寸 cm 105*56*122 105*56*122 127*66*127 160*85*137 180*114*150 2209*1309*1707
袋子尺寸 cm 39.4*39.4*39.4 50.8*50.8*50.8 63.5*63.5*63.5 83.8*83.8*83.8 104.1*104.1*104.1 2100*1200*1000
几何学 底部出水口采用最低的角度设计方便排水，侧面设有取样口和电极口
材质 整体采用 SS304 不锈钢
表面抛光度 Ra≤0.6μm
脚轮 Colson 聚氨酯脚轮
重量（空载） 95 kg 120kg 190kg 250kg 320 kg 640kg
搅拌袋安装 侧面采用操作手孔设计，方便袋子取出和安装 个

www.lepurechina.com We are the first single-use compan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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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不锈钢 搅拌、称重、pH、Cond、Temp、Print

****L 不锈钢 搅拌、称重、pH、Cond、Temp、Print、Permissions、Jacket、TCU
****L 不锈钢 搅拌、称重、pH、Cond、Temp、Print、Permissions、Jacket

体积 50L 100L 200L 500L 1000L 2500L
基础搅拌 设计：磁力耦合形式、HMI 人机交互界面可导出数据（CSV 格式） 品牌：松下、MCGS
称重平台 设计：四点式称重模块安装 品牌：梅特勒托利多
在线 PH 设计：实时监测料液 pH，数据可以集成在工控机上 品牌：汉密尔顿
在线电导率 设计：实时监测料液电导率，数据可以集成在工控机上 品牌：汉密尔顿
在线溶氧 设计：实时监测料液 DO，数据可以集成在工控机上 品牌：汉密尔顿
在线温度 设计：实时监测料液温度，数据可以集成在工控机上 品牌：昆仑海岸 PT100
三级权限 设计：实现权限配制、审计追踪、数据 PDF 输出 品牌：西门子工控机
针式打印 设计：采用针式打印，可实时打印操作数据等相关信息 品牌：炜煌
温控夹套 可选配 TCU 温度控制单元 品牌：劳达
夹套式设计 五面导流板式夹套，聚氨酯保温层防止大量冷凝水出现
夹套体积 16 L 38L 41L 72L 105 L 263L
设计工作压力/试验压力 0.69/0.88MPa，6.9/8.8bar，100/130psig
夹套进出水口 下进上出（TC50 卡盘标配），可选自锁接头

4 订购信息

型号 描述
MIXL****E-000000000
MIXL****E-A00000000
MIXL****E-AA0000000
MIXL****E-AA0BA0000
MIXL****E-AAB000000
MIXL****E-AABB00000
MIXL****E-AABBA0000
MIXL****E-AABBAA000
MIXL****E-AABBAAA00
MIXL****E-AABBAAAA0

型号 描述
FLXL****E-000000000
FLXL****E-A00000000
FLXL****E-AA0BA0000
FLXL****E-AA0000000
FLXL****E-AAB000000
FLXL****E-AABB00000
FLXL****E-AABBA0000
FLXL****E-AABBAA000
FLXL****E-AABBAAA00
FLXL****E-AABBAAAA0
注：****表示体积，可定制不同体积

上海乐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Shanghai LePure Biotech Co., Ltd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民强路 1525 号 30 幢

网址： www.lepurechina.com
邮箱： marketing@lepurechina.com
电话：021-57791703
微信：乐纯生物

LePure 圆形磁力搅拌系统

LePure 方形磁力搅拌系统

****L 不锈钢 基础搅拌
****L 不锈钢 搅拌、称重
****L 不锈钢 搅拌、称重、pH

****L 不锈钢 搅拌、称重、pH、Cond
****L 不锈钢 搅拌、称重、pH、Cond、Temp

****L 不锈钢 搅拌、称重、pH、Cond、Temp、Print、Permissions
****L 不锈钢 搅拌、称重、pH、Cond、Temp、Print、Permissions、Jacket
****L 不锈钢 搅拌、称重、pH、Cond、Temp、Print、Permissions、Jacket、TCU

****L 不锈钢 搅拌、称重

****L 不锈钢 搅拌、称重、pH
****L 不锈钢 搅拌、称重、pH、Cond
****L 不锈钢 搅拌、称重、pH、Cond、Temp

****L 不锈钢 搅拌、称重、pH、Cond、Temp、Print、Permissions

****L 不锈钢 搅拌、称重、pH、Temp、Print

****L 不锈钢 基础搅拌

****L 不锈钢 搅拌、称重、Temp、Print

****L 不锈钢 搅拌、称重、pH、Cond、Temp、Print、Permissions


	一次性磁力搅拌系统
	Single-Use Magnetic-Driven Mixing System
	1 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