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慧宇伟业（ 流体设备有限公司北京）
HUIYUWEIYE (BEIJING) FLUID EQUIPMENT CO., LTD.

LST01-1A
Syringe Pump

用户手册

LST01-1A
Syringe Pump

用户手册





LST01-1A用户手册

目录 

规格表 .......................................................................................................................1 

安全概要....................................................................................................................2 

一般描述....................................................................................................................3 

特点…………………………………………………………………………………………….3-4 

操作说明 

电源开关 .....................................................................................................5 

注射器的安装 ..............................................................................................5 

菜单简介 .....................................................................................................6 

触屏屏按键说明.............................................................................................6 

触屏屏按键功能 ...........................................................................................7 

注射器内径设置.................................................................................................. 8  

模式选择 .......................................................................................................9 

液量流量设置 ..................................................................................................................................10 

暂停时间设置 ..................................................................................................................................10 

校准 ...................................................................................................................................................11 

玻璃注射器 .....................................................................................................................................11 

外部控制 .........................................................................................................................................11 

RS485 通讯........................................................................................................  12 

外控接口说明 ....................................................................................................... 13 

保险丝 ................................................................................................................... 13 

维护与保养 ........................................................................................................... 13 

标准注射器内径表 .................................................................................................. 14 

标准注射器流量表 .................................................................................................. 15 

授权 ....................................................................................................................... 16 



1

LST01-1A用户手册

规格表 
 
型号 LST01-1A 

注射器类型 10 ul to 60 ml 

额定功率 115 V~, 0.25 A,  

230 V~, 0.15 A 

保险 5 x 20 mm, 250 V~, Fast, 1A 

驱动装置 

 

微处理器控制16细分步进电机, 驱动与同步带

连接的丝杠 

每微步推进距离(1/16 step) 0.156 micron 

每微步注射液量(1/16 step) 0.0919µl     （60ml BD syringe）  

最大步速 867 steps/sec 

最小步速 1step/30 secs 

线速度范围 Min: 5um/min   Max: 13 cm/min 

流量范围 2.779 µl/min to 72.24 ml/min (60 ml syringe) 

线性推力 20 lb (9kg) 

外形尺寸 9x8.4x5.5 inch (23x21x14 cm) 

重量 9.5 lb (4.3 kg) 

Atmospheric Specifications 

温度 5°C - 40°C (41°F - 104°F) 

湿度 20% - 80% RH 

运行模式 连续 

厂商 慧宇伟业（北京）流体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科学城中核路1号院3号楼10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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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概要 

请仔细阅读下列安全注意事项，确保正确使用注射泵。为避免潜在的危害和防止损坏产品，请按

照本操作手册的指导使用产品。如果不按厂家的说明使用产品，产品本身提供的保护有可能被削

弱。 

避免冒险和伤害: 

使用适合的电源 

使用被认可的电源和电源线。 

 

使用适合的电源线 

仅使用和产品配套来的电源线，确保电源线是被使用国认可的。 

接地 

本产品通过电源线接地导体接地。为避免雷击，使用产品自带的被认可的电源线，确保接地。 

 
正确连接 

确保所有连接是正确的和安全的。 

 

正确定位设备 

不要把设备放到难以触及的非连接设备上。 

 

遵守所有端子等级 

查看操作手册，了解所有连接的等级。 

 

避免触摸的电路 

不要触摸产品内部的任何电路。 

 

怀疑有问题时不要使用产品 

当怀疑有危险或产品不能操作时，请联系有资质的售后服务人员来解决它。 

 

避免挤压危害 

推块和端块之间存在挤压危险。泵运行时不要把手指放到推块和端块之间。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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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一般描述）  

采用480×272触摸屏显示参数及各种工作状态，人机界面十分友好；省去按键、旋转编码开关使

得参数的选择与设置非常简便。 

可以从列表中选取注射器或直接输入注射器的内径。一共有5种工作模式可供选择。当选好注射器及

工作模式后就可以输入分配液量及分配时的流量了。当所有工作参数设定完毕，切回到工作界面按

启停键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特点  

1) 注射器的确定 

在列表中查找 

在参数设置中包含了一个标准的注射器列表。一旦选定了列表中的注射器，这个注射器的内

径值将会自动地输入到程序中。 

内径输入 

如果使用的注射器程序列表中没有，可以通过测量直接输入注射器的内径值。可以存储四

组用户自定义的注射器内径值。 

2) 灌注流量 

灌注流量可以设置为不同的值，并且在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更改。当工作模式选定后，将显示只

与选定模式相关的参量。 

3) 液量 

灌注的目标液量可以分别设置，当达到目标值时注射泵自动停止动作。工作界面显示分配液量、

线速度和工作进度。 

4) 操作模式 

灌注 

当分配液量和流量都被设置时，达到目标液量后自动停止。 

5) RS485 接口 

采用485通讯总线可与上位机相连 
3



7) 堵车检测 

通过光学编码器检测电机以确保注射泵的动作正常。当阻力过大或人为干扰导致灌注动作受

阻时，泵将自动停止运行。 

8) 电源中断 

当电源中断恢复上电后停止工作。 

 

9) 非易失性存储 

所有参数被存储在EEPORM中，以便于用户使用。 

10) 选择液量和流量单位  

液量单位 (µl or ml) 、流量单位 (µl/ml per min/hr) 能够改变. 

11) 暂停时间设置 

可以设置换向时的暂停时间.  

12) 校准 

通过校准程序可以得到更加精确的液量. 

LST01-1A用户手册

4



5

 

  

 

操作说明 

电源开关 
电源开关安装在注射泵后面的右侧。 

为了简化注射器的安装，即可以通过按下【丝杠锁母】将【中间滑块】从丝杠上脱开，并且沿两侧

导杆手动移至其它位置；也可以使用【快进】键或【快退】键移动【中间滑块】。自由状态为【丝

杠锁母】弹开，【中间滑块】与丝杠啮合。 

1、提起并旋转【注射器压块】，将注射器的针筒放在注射器【V形支座】的槽中；调整注射器至一

个合适位置，旋转【注射器压块】将注射器压牢。 

2、松开【中间滑块】装置，滑动【中间滑块】使其紧靠注射器活塞推柄。按下【丝杠锁母】使【中间

滑块】与丝杠啮合。使用【快进】键或【快退】键移动【中间滑块】保证【丝杠锁母】和丝杠啮合

良好。 

3、使用【快进】键移动【中间滑块】，保证【中间滑块】与注射器推柄接触良好。 

4、这样的机械装置可以适应多种类型的注射器。 

5、对于有些玻璃注射器在灌注模式下注射器针筒法兰的圆角会导致注射器针筒跑出【注射器V

形支座】。为了得到一个更加平的面使装卡更加可靠，可以在针筒上放置一个 “O”形圈或一

个金属圈。 

6、对于【限位块】是为了保证注射器不会在灌注时被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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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Continued) 

触摸屏菜单说明 

 

触屏屏页面整体分两部分，左侧显示运行参数和图示；右侧显示系统参数和运行参数的设置。如图1： 

      

 
 

图1 

1、左上侧显示注射器工作时的进度和注射器型号和容积； 

2、左下侧显示注射器灌注时液量、工作模式、工作流量、工作进度。 

3、右上角显示系统时间； 

4、右侧主页面第一行显示参数设置、流量校准、时间设置； 

5、右侧主页面第二行显示暂停、停止、运行； 

6、右侧主页面第三行显示快拉、快推、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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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Continued) 

触摸屏按键功能 

 

触摸屏右侧的功能按键完成参数的选择与设置。 

 

参数设置 用于设置工作模式、灌注参数、抽取参数。 

流量校准      用于流量校准（在灌注模式下）。 

时间设置 设置系统时间。 

暂停 暂停当前操作。  

停止           停止当前操作。 

 

运行           按当前设置运行。 

 

快拉键         在停止状态时，按下此键以最大速度开始抽取，再次触摸此键动作结束。此

键用于注射器的装载。 
 

快推键         在停止状态时，按下此键以最大速度开始灌注，再次触摸此键动作结束。此

键用于注射器的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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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器的内径设置 

注射泵必须将所使用的注射器的内径值准确的输入，才能得到精确的分配液量。当内径值输入后被

存储在EEPROM中，以便下次使用时调用，而不必重复输入。 

从厂商列表中选择不同的注射器 

在工作界面，按下【参数设置】键进入参数设置界面（图2），按下【注射器型号】

键，进入注射器型号选择页面 （图3），先选择注射器厂家（图2右侧，直接点击

即可） 

 

                                  图2 

 

图3 

用户自定义注射器 

如果列表中没有所使用的注射器，那么可以测量并直接输入注射器内径值。首先进入注射器

型号选择界面，点击自定义进入自定义注射器菜单（图4）；控制器有四个空白位置可供用

户输入内径值并选择。点击数字弹出数字键盘直接输入相应的数值，输入完成后按确认键

保存数值。输入范围0.01-50.00。 

LST01-1A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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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四个位置均可以预设自定义的内径值，输入完毕后确定即可。 

 

模式选择 

在工作界面按下【参数设置】键切换到参数设置界面。 

注意: 不同模式下的参数是与之相对应的. 

灌注 

泵以设定流量开始灌注直至达到目标液量自动停止。 

抽取 

泵以设定流量开始灌注直至达到目标液量自动停止 

先灌注后抽取 

泵首先灌注当达到目标体积后停止运转，经过暂停时间后开始抽取。在灌注和抽取两个过程中

可以分别设置不同的液量和流量。 

先抽取后灌注 

泵首先抽取当达到目标体积后停止运转，经过暂停时间后开始灌注。在灌注和抽取两个过程中

可以分别设置不同的液量和流量。 

连续 

周期往复执行先灌注后抽取的过程。灌注和抽取过程的液量需设置成一致。当与阀配合使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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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量设置 

在主页面（图1），触摸【参数设置】键进入图2，点击灌注液量（抽取液量）上，弹出键盘，输入相

应液量，点击【Set】即可如图5。单位的选择只需点击单位，会在ml和ul直接切换。 

 

图5 

 

流量设置 

在主页面（图1），触摸【参数设置】键进入图2，点击灌注流量（抽取流量）上，弹出键盘，输入相

应液量，点击【Set】即可如图5。 

触摸单位所在位置，不同的流量单位ul/h、ul/m、ml/h、ml/m循环切换。 

 

注意:如果输入的流量超出了泵所能够提供的最大流量时，将显示当前状态下所能达到的最大流

量，使用户能够重新输入数值。 

 

暂停时间设置 

在先灌注再抽取模式中灌注参数中有一项暂停时间设置，在先抽取再灌注种模式中抽取参数中有一

项暂停时间设置，在连续模式中灌注和抽取参数中都有暂停时间设置项，通过这项来控制两种工作

方式（灌注、抽取）转换时的停止时间。暂停时间设置范围0-9999秒，设置方法同流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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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 

通过校准流量可以得到更加准确的分配液量。  

1) 主页面（图1），按【流量校准】键进入校准界面；  

2) 点击实测液量； 

3) 弹出键盘，输入实测液量。 

4) 点击校准后灌注测量，分配的准确性精度得到提高。  

 

 

 图6 

外部控制功能 

外控包括外部启停控制及外部方向控制，并且能够通过菜单开启或关闭外控功能。 

1) 主页面（图1），按【参数设置】键进入参数设置界面；  

2) 按下【其他设置】键进入，可以设置上电运行、外控方式：电平或脉冲；通讯功能、  

设备地址、通讯波特率。 

电平：TTL 输入信号控制泵启停状态。 

脉冲：下降沿触发信号控制泵启停状态。 



 

  

图7 

 

RS485 设置  

RS485的连线端子位于泵的后面如图所示。 

一台计算机最多可以控制30台泵，当泵与上位机进行通讯 时必须

知道每台泵的地址，对于连接在一起的多台泵而言这个地 址应该

是唯一的。通讯地址1-30可选，出厂默认值为1。通讯速率 有1200

波特率、2400波特率、9600波特率三种，出厂默认9600 波特率。 

通讯格式：1 start bit，8 data bits，1 even parity，1 stop ；  

首先将RS485项设定为Enable，出现地址及波特率的设置项，点击通讯地址的数字弹出键盘输入数

据；点击波特率的数字将在 1200、2400、9600三种直接切换（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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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控接口说明 

5 4 3 2 1  
9 8 7 6  

 

管脚说明 

3 ：外控公共端   

8 ：外控脉冲输入启停控制端（下降沿触发），例如：脚踏开关等。 

4 ：外控电平输入启停控制端，状态由高变低开始运转并且在运转时保持低电平，变为高电平时

停止运行。例如：脚踏开关、定时器等。 

2 ：方向输出，OC门输出，抽取是节点闭合，灌注时节点断开，（运行停止时此节点也断开）。 

7 ：运行指示，OC门输出，运行时节点闭合。 

9 ：反向控制，输入TTL低电平时正常，在先灌注后抽取模式下输入高电平，运转时反向。 

保险丝 

保险丝安装在泵后部的电源模块中，更换保险时应先 将电

源线取下。保险丝规格5 x 20 mm, 250V~ Fast blow, 1 A    

维护与保养 

只有移动的机械的部分是需要维护的，它需要保持清洁及可润滑的。并且有时可以在丝杠和光杠上

涂一些润滑油。不可使用任何有机性的溶剂来清洁泵，只能使用中性的清洁剂来擦拭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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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注射器内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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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保修 
 
对于第一个消费型采购者从购买之日起（产品从最初的集装箱发出之日），产品因制造和材料问

题产生的缺陷慧宇伟业（北京）流体设备有限公司承诺免费保修一年，可根据采购者要求进行修

理或更换有缺陷的产品。 

误操作、野蛮操作、正常磨损、事故、修改或未经授权的修理不在保修范围内。 

慧宇伟业（北京）流体设备有限公司对任何附带的经济或财产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一些声明不

允许排出附带损失，因而上面的排除可不适用这种情况。 

没有商品或特别应用的适用性或任何其他的特性的内在保证。一些声明不允许对内在保证有这个

限制，因而上述限制不适用这种情况。 

如果在保修期内有缺陷发生请联系慧宇伟业（北京）流体设备有限公司 

 

客户负担运费，在产品被公司接受前必须首先获得一个返修材料授权号（RMA）。如果发出替换

产品，保修期仅为购买原装置的最初的保修期的剩余期限。 

 

注意：本泵没有在FDA注册，不能在临床用于人体。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科学城中核路 号院 号楼 层

电话：

传真：

邮箱：

：

1 3

010-63707366

010-

bjhylt88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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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07966

网址 www.huiyuflui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