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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为生命科学、制药行业、生殖医疗、临床研究提供从研发到生产的全线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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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o成立于1978年，代表了高水平的创新和前沿设计。Esco团队持续致力于为临床、生命科学、研究、工业、实验室、制药和IVF提
供创新的解决方案。Esco公司拥有广泛的产品线，并且我们的产品通过了一系列的国际标准和认证，如ISO	9001、ISO	14001和ISO	
13485。

服务全球共享。总部设在新加坡，生产设施位于亚洲和欧洲。研究与开发横跨美国、欧洲和亚洲。销售、售后和市场分支位于12
个主要市场包括美国、英国、日本、中国和印度。我们的区域配送中心位于孟加拉国、中国、丹麦、德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
亚、意大利、日本、立陶宛、马来西亚、菲律宾、俄罗斯、新加坡、南非、韩国、台湾、泰国、阿联酋、英国、美国和越南。Esco
遍布全球，您“触手可及”。

高品质、可靠且值得信赖。我们的客户坚信，只有采用最高品质、可靠且值得信赖的产品才可以确保研究和试验的准确性。来
自Esco生产、研发、质量控制和高级管理的跨职能小组会定期评审并进行改进。

Esco关注您的安全。Esco不仅致力于保障您样品的安全，还为您和环境提供安全保护。

Esco关注您的舒适度。通过人体工程学设计和降低噪音水平来确保使用者的舒适度。

Esco关注环境。每四个Esco员工中就有一个参与研发，并会为了生产新的节能设备去评估新的组件和设计。节能这种理念不仅是
用新的节能科技来调整零件，这种理念也体现在公司的每个方面。

客户服务和技术支持。我们的服务不会因为您购买完我们的产品而终止。Esco为客户提供及时服务，同时举办讲座、服务培训，
进行定期检修并提供教育材料和视频资源。

面对全球与日俱增的各种需求，Esco愿意迎接挑战。我们将不仅致力于为科学进步作出贡献，还致力于让世界变得更安全、更健康、
更美好。

欢迎来到Esco
Esco公司的愿景是通过现代科技发明和革新技术的应用，使人类生活更加健康和安全。

PT Esco Bintan Indonesia
Cert. No: Q2N130383797001

Esco Micro Pte Ltd 
Certificate No: 651076

PT. Esco Bintan Indonesia 
Certificate No: 65133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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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o生产了第一台超净工作台；设计并建立了西门子公司
第一个万级洁净室。

Esco设计并且建立了百级洁净洗衣房并且成立了第一家进军
洗衣房洁净室的公司。

1978

1984

1990

Esco开始转型至生命科学设备公司。

2000

Esco生物安全柜获得了第一个EN	12469认证。

Esco生物安全柜获得第一个NSF/ANSI认证。

Esco扩展业务到制药、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和医学研究市场
领域。

2001

2004

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邀请Esco加入制定生物
安全柜国家标准的联合委员会。

Esco推出了第一台无管道
通风橱。

2005

Esco获得了现场UL认证。
2006

Esco推出了Isoclean® 新型多功能制药
隔离器。

Esco推出了Frontier®	Acela	
——世界上第一台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前
倾式高性能低流量通风橱。

Esco推出了Labculture® 二级生物安全柜
（低噪音系列）——为工业最低噪音的
生物安全柜（~50dBA，符合EN标准)。

Esco推出了Infinity®——世界第一台双
风机设计的生物安全柜，确保了操作者
的安全，并且防止单风机损坏而带来的
损失。

2008

Esco推出了Isotherm®	 实验室烘箱和
培养箱。

Esco推出了PharmaconTM  制药洁净
操作称量室。

Esco推出了Swift®	MaxPro和
MiniPro	新一代PCR基因扩增仪。

Esco推出了Labculture®  IVF工作站。

Esco推出CelCulture®  CO2培养箱。

2009

2010

品质与创新

2007
Esco成为NSF联合委员会及JACA委员会
的成员。

Esco推出了VIVA®动物操作工作站。

通过在美国、英国、中国和巴林岛建立
办公室扩大全球营销和服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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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o推出了CelCulture®	三气培养箱。

Esco推出了Lexicon®	超低温冰箱系列。

Esco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协会制造了世界
上最低噪音（45分贝）的生物安全柜。

Esco成立Esco医疗分支，推出新型
Miri®	多腔胚胎培养箱，提供了世界一
流的ART/IVF解决方案。

Esco制药设备在P-MEC中国展上推出。	

2011

2012

Esco推出了OrbiCultTM 系列摇床。

Esco推出了CelCulture®  二氧化碳培
养箱（直热气套式、水套式及可制冷
型号）。

Esco推出了针对日本市场的
Biostream® 二级A2型生物安全柜。

Esco推出了针对食品行业应用的
AgriSafe® 食品安全柜。

2014

2013

Esco推出了全球领先的节能低噪
音的生物安全柜：Airstream® 第
三代二级生物安全柜。

Esco推出了技术先进的eSafe® 系列
生物安全柜，该系列符合人体工程学
设计且通过了TÜV-NORD认证。

Esco推出了Miri®	GA气体和温度验
证设备。

Esco推出了抗震工作台。

Miri®	胚胎差时监视优育系统。

Esco推出了	FertilisafeTM	IVF工作站。

Esco推出CelSafe®	二氧化碳培养箱。

Esco推出了NSF认证的Airstream®  

二级生物安全柜，为世界领先的节能
生物安全柜。

Esco推出了第二代VIVA® 双面操作
动物工作站，是世界上最低噪音的
动物操作工作站之一。	

Esco推出了Airstream®	Reliant生
物安全柜，配有简易开关，并且通
过了UL和NSF认证（4尺型号）。

2015

Esco推出了VersatiTM	离心机，配有
免维护电机、稳定的机械机制和智能
EcourageTM  微处理器控制系统，提供
极致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Esco成立了作为Esco集团战略性投资助力的风投公司，聚
焦生命科学工具和医学技术的早期投资并启动革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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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o推出了CPI——Cradle	
PRO隔离器。

Esco推出了第三代HPI——
Isoclean® 健康医疗平台隔离器。

Esco推出了APPI	先进过程处理隔
离式工作站。

Esco推出了CBI	密闭隔离器。

Esco推出了BioNocTM	细胞培养片
状载体。

Esco推出了EDVC	/	EDHC干燥柜。

Esco推出了迷你Miri®	加湿型台
式培养箱。

Esco推出了配有Miri®腔室的
FertilisafeTM工作站	。

Esco推出了SCE	半封闭培养系统。

Esco推出了专业的无管道通风
橱——ForMaxTM和TitraMaxTM。

Esco推出了OrbicultTM	可叠放式
恒温/低温摇床(ISS2)。

Esco推出了Labculture®和
Airstream®	AB2型第三代二级B2 
型生物安全柜，配有SentinelTM 
触摸屏控制器，并且都通过了UL
和NSF认证。

Esco推出了SCI——Streamline® 
多用途隔离器（全排式）无菌检测
隔离器。

Esco推出了单一样品隔离器。

Esco推出了VBE	通风式称量柜。

Esco推出了GlucCell®	葡萄糖检
测系统。

Esco推出了移动式BiovapTM。

Esco推出了	CelCradleTM	潮汐式
生物反应器。

2016

2016

Esco推出了TideCellTM	大型潮
汐式生物反应器（中试、生产级
别）。

Esco推出了StirCradleTM PRO
搅拌式反应器（侧重于放大工
艺）。

2017

Esco成立了制药部门——Esco最新的制药部门分为以下几个
分支：

1.	Esco制药部——提供专业的服务、整套设备和整体解决方
案，为操作者的提供更好的保护,	减少交叉污染并提高处理效

率，从而提升职业健康和人类健康。

2.VacciXcell	——专注于贴壁细胞处理，为疫苗、细胞治疗
和医药行业设计并生产一次性使用，重复使用和多功能的反应

器解决方案。

3.	TaPestleRx——专注于健康医疗、实验室设计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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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业务计划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新加坡、中国、欧洲、美国稳定的产品研究与开发，与维修服务投资、培训和客户教育投资相持平。与一
般企业相比，Esco每年会投入年收入中相当一部分比例用来研发。我们投资的结果，来自于全球规模市场、采购和生产团队源源不断的反馈
和新理念评估；Esco产品反映了高性能、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并令客户满意的最佳当代设计。

•	 工程师位于新加坡、中国、欧洲和美国的技术中心

•	 与日俱增的专利

研究与开发

Esco的生产优势来自于我们大幅度的垂直整合，通过我们世界领先的高产量来达到这个优势。所有的加工过程大部分都是在室内。这也保证
了我们产品世界一流的质量和可靠性。

Esco始终关注质量和先进性。持续改善是我们的一贯作风。由生产、研发、质量控制、高级管理组成的Esco跨职能小组会定期评审并进行改进。

每年，Esco生产基地都会通过ISO	9001、ISO	14001、ISO	13485、NSF、德国TUV	Nord体系认证的审计。我们机器的安全性、车间安全性
和环境安全性也会通过不同政府机构的审计。

所有第三方的审计都有效地帮助我们的客户确保了Esco产品质量的一致性并且保证了产品持续的改善。

产品与质量

•	 原料检验和入库
•	 计算机数控制作的金属预制件
•	 焊接全过程包括金属惰性气体电弧焊、氩弧焊、点焊和机器人焊接
•	 环保的粉末喷涂生产线
•	 机电最终产品装配

•	 电子器件装配
•	 完善的电子性能和物理性能检测
•	 生产流程中每个环节有独立的质量控制
•	 微生物和化学密闭测试实验室	
•	 仪器校准实验室

•	 核心竞争力:	
-	 嵌入式系统、传感器、软件开发和集成
-	 生物危害、化学烟雾和危害粉尘的密闭工程设计		
-	 灭菌循环技术的发展
-	 计算流体动力学

-	 温度、湿度、气体和环境控制
-	 成像系统
-	 无线远程监控
-	 cGMP实验室设计



8

Esco	Product	Guide

产品和应用

生命科学实验室设备

医疗	/	IVF设备	

样品制备

•	二级A2型生物安全柜

•	二级B2型生物安全柜

•	三级生物安全柜

•	水平流超净工作台

•	垂直流超净工作台

•	实验室动物研究工作站

•	实验室离心机

胚胎控制处理

•	IVF工作站
	 -	立体变焦显微镜
•	防震台

通用设备

实验室恒温设备

•	实验室烘箱

•	实验室培养箱

•	低温培养箱

•	自然对流培养箱

法医科学
•	干燥柜

样品培养

•	直热气套式CO2	培养箱

•	带制冷系统CO2	培养箱

•	不锈钢外壳型号CO2	培养箱

•	水套式CO2	培养箱

•	实验室摇床

样品分析

PCR基因扩增仪	

•	传统的基因扩增仪

PCR样本处理

•	PCR超净工作台

化学分析
•	无管道通风橱

•	实验室通风橱

•	通风橱气流监测

•	外排风机

•	粉末称量柜

制药设备

VacciXcell产品
生物反应器和发酵罐
•	CelCradle™
•	TideCell®

•	StirCradle™
•	StirCradle™-Pro
•	VXL多功能生物反应器

细胞培养监控、培养基和耗材
•	Super	Plus™
•	Plus™	Vero
•	Plus™	MDCK
•	Plus™	MDCK	II
•	BioNOC™	II片状载体
•	GlucCell®	葡萄糖检测系统
•	CVD细胞染色试剂

灌装线设备
•	Asepticell®

•	传统灌装线

集成解决方案
•	CradlePro-Iso
•	细胞处理中心

Esco制药产品
气流控制设备
•	Pharmacon®	制药洁净操作称量室
•	百级层流间
•	百级水平流移动柜
•	百级垂直流移动柜
•	Enterprise®	层流装置
•	衣物存放洁净柜

•	细胞毒素安全柜

无菌隔离系统
•	多用途隔离器	(ACTI)
•	称量分装控污隔离器	(WDCI)
•	多用途隔离器	(GPPI)
•	密闭式控污隔离器	(CBI)
•	湍流无菌（A级）隔离器	(TFAI)
•	Isoclean®	医疗平台隔离器	(HPI)
•	Streamline®	配药隔离器	(SCI)
•	锝元素专用配药隔离器
•	血细胞标记隔离器
•	限制开闭式隔离系统	(RABS)

集成控污系统
•	洁净风淋室
•	Infinity®	风淋转移柜
•	Infinity®	洁净转移舱
•	Infinity®	传递窗
•	Soft	Capsule®	软帘式洁净棚
•	动态传递窗
•	Esco	BioPass™	传递柜

空气净化系统
•	气流平衡式通风橱
•	排风式通风橱
•	局部排风系统

TaPestle	Rx产品与服务
产品

服务

厂房设计

配药自动化和配料供应
•	配药专用制药隔离器	(SCI,	HPI,	CBI,	GPPI)
•	安全柜和通风设备	(Class	II	BSC,	VBE,	LFC)
•	放射性药品专用隔离器
•	自动化静脉配药系统*
•	无菌灌装系统

*仅适用于东南亚市场

健康医疗和实验室建设组件
•	预制墙体	(Airecell®)
•	预制集装箱设备	(Prefab™)
•	百级层流系统
•	保健/密封门系统
•	集液槽
•	乙烯基板和环氧树脂
•	实验室装备

-	工作台
-	框架
-	专用存储柜
-	试管晾干架&试管架

•	概念化
•	规划
•	采购
•	安装

•	流程架构
•	生物防护/生物安全
•	配药/核医学
•	洁净室、疫苗和细胞处理
•	实验室
•	集装箱设施
•	ART/IVF
•	冷链

安全细胞培养

•	台式多腔室胚胎培养箱
•	CO2	培养箱

革新的差时成像技术

•	胚胎差时监视优育系统

精确的质量控制

•	CO2	/	O2	和温度验证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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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	|	样品制备

产品线
•		二级A2型生物安全柜
*		可选产品系列：Airstream®、Airstream® 
Plus、Airstream®	Reliant、Labculture®、Labculture® 
Reliant、NordicSafe®、Biostream®

•	 二级B2型生物安全柜
*		可选产品系列：Labculture®、Airstream®

•	 三级生物安全柜
*		可选产品系列：Airstream®

•	 放射性专用二级生物安全柜
*		可选产品系列:	Cytoculture®

AC2-4S_ LA2-4A_ AB2-4S_ LB2-4B_ AC3-4B_

产品简介
Esco是生物安全柜的领导者，提供行业最广泛的产品范围，在全球100多个国家的领先实验室内有我们很多的设备。Esco生物安全柜相比于
其他产品，在更多的国家获得了更多的独立认证，证明了我们产品拥有可靠的安全性和一流品质的承诺。 

产品特点   

生物安全柜

 二级B2型
Labculture®

三级	
Airstream®

二级A2型
Labculture® 

二级A2型
Airstream®

•	 节能DC	ECM风机*
•	 ISOCIDETM	抗菌涂层
•	 HEPA级空气过滤器或	ULPA级空气过滤器，对0.1	–	0.3微米尘埃

粒子截留效率	>	99.999%
 
*	适用于大多数型号

•	 卓越的安全性能
•	 人体工程学设计
•	 低噪音
•	 易于清洁

认证

geprüfte
SicherheitUL	61010

JIS	K3800NSF	/	ANSI	49

TÜV	NORD,	Germany

SANS	12469

二级B2型
Air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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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	|	样品制备

产品简介	
Esco的超净工作台在全球生命科学市场处于行业领先地位。数以万计的产品畅销到世界各地的生命科学市场，Esco通过在多种相关应用领域
为实验样品和工作流程提供可靠的保护，保障了其业内一如既往的良好声誉。	

我们垂直流、水平流和特种超净工作台为您的安装提供了多种选择，可满足您特殊场地的需求。我们的超净工作台依据先进的空气动力学设
计，配备一流的ULPA、HEPA级空气过滤器及低噪音、长寿命的集成风机。

自1978起，Esco已发展为超净工作台制造商的行业领导者，	也是独具慧眼的研究者们的不二之选，为用户提供多种可供选择的高品质、低
噪音产品。

垂直流超净工作台水平流超净工作台

超净工作台

垂直流超净工作台

•	 气流不会直吹到使用者的面部

•	 气帘不会被大型物体干扰

水平流超净工作台

•	 在洁净空气附近放入敏感样品更容易

•	 污染物质不会吹向敏感样品

产品线
•	 水平流超净工作台
•	 水平流超净工作台（适用于植物组织培养）
•	 垂直流超净工作台

认证

UL 61010

LHG-4_G-F_ LHS-4_G-F_ LHG-4DS-F_ LVS-4_G-F_ LVG-4_G-F_ ACB-4A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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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在Esco多种VIVA®动物实验工作站的作用下，动物研究、换笼和饲养垫料处理变得更简易、更安全、更高产。Esco洁净空气技术和控污技术
应用到实验室动物研究产品以助于在换笼和饲养垫料处理过程中保护研究人员，动物科学工作者、动物和环境。

VIVA®实验室动物研究产品符合NIOSH的倡议——建立一个更安全、更健康、更适合生产的环境，确保每一台VIVA®工作站实现对操作者和
环境的保护，通过ELISA分析评估。

我们模拟了如何使用工作站进行实际的换笼和饲养垫料的处理，并对指定区域的过敏原浓度进行取样。过敏原浓度会用ELISA夹心法测得。

结果为：VIVA®工作站可对操作者和环境提供高度保护，并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过敏原暴露。

动物饲养垫料处理工作站 通用型动物操作安全柜双面开放式动物换笼工作站

实验室动物研究工作站

产品线
•	 通用型动物操作安全柜
•	 双面开放式动物换笼工作站
•	 动物饲养垫料处理工作站
*	可选产品系列:	VIVA®

认证

UL	61010

VDA-4A_ VBD-4A_ VA2-4A_-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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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Esco公司很荣幸地宣布我们产品线的新成员--VersatiTM离心机,	装配免维护无碳刷电机，具备强劲的机械性能和智能的EcourageTM	微处理
器控制系统，提供卓越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微量离心机和低至高速的多功能离心机，多种转子、适配器和配件可选，VersatiTM	具备丰富的
功能，能满足大部分应用需求并可匹配多种规格的试管、联管和反应板。

产品特点
•	 直观的控制面板和智能的EcourageTM微处理器控制系统
•	 Genuine-ProtecTM 安全锁盖
•	 V-balanceTM	重量平衡保护系统
•	 SmartdriveTM	转子自动识别系统
•	 多种转子可选（水平转子和角转子）	
•	 内腔一体化设计
•	 温度范围从-20℃到40℃	，波动不超过1℃（只限可制冷型号）
•	 免维护无刷电机
•	 无氟制冷系统
•	 紧急开关
•	 美观实用
•	 最大转速可达16000	rpm（RCF=24381）
•	 可以储存多达99条运行记录（包括转子信息）
•	 噪音水平	<	63	dBA	（取决于转子）

产品线
•	 台式微量离心机（MCV）
	 最大可容纳样品量：88	ml
•	 台式微量冷冻型离心机（MCR）
	 最大可容纳样品量:：88	ml
•	 多功能台式离心机（TCV）
	 最大可容纳样品量：1500	ml
•	 多功能台式冷冻型离心机（TCR）
	 最大可容纳样品量：	1500	ml
*		可选产品系列：VersatiTM

实验室离心机

台式微量离心机 多功能台式离心机

MCV-88-_
MCR-88-_

TCR-1500-_

TCV-1500-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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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外壳型号 全铜内胆型号 CelSafe®CelCulture® 水套式型号；
带制冷系统型号CelMate®

生命科学	|	样品培养

二氧化碳培养箱/三气培养箱

产品简介
Esco二氧化碳培养箱提供卓越的温度和二氧化碳控制，为您的细胞培养提供卓越的保护。美观可靠、简洁直观，Esco二氧化碳培养箱为您的
样品提供全面的保护，帮助实现您的科学梦想。

产品特点
•	 精准的参数控制

-	同类产品中最佳的系统控制和均一性，保障了样品的均匀加热
-	二氧化碳浓度、温度、湿度快速回复，无冲温现象
-	直热气套式可使温度迅速恢复并且不受环境温度波动的影响
-	强制对流系统可以提升外门关闭后内腔温度的恢复速度，并防止污染
-	所有Esco的二氧化碳培养箱都配有二氧化碳红外传感器，以提高精

确度和稳定性
-	水套式型号可在断电时更持久地维持内腔温度

•	 全方位的控污设计，提供卓越的保护
-	SteriSafe™	ULPA超高效空气过滤系统

	 -	符合国际标准SwiftCon™	90℃湿热循环灭菌（CelMate®/
CelCulture®）

	 -	200℃高温循环灭菌（CelSafe®）
-	在线空气过滤器
-	ISOCIDETM	抗菌涂层

•	 通过Voyager软件为细胞培养提供最大化的安全防护
-	一款专为实验室设计的中央监控系统，为您的样品提供额外保护
-	当超过预设参数值时，会有报警提示，提醒使用者注意	

•	 用户友好的控制面板
-	用户可自选多种报警功能
-	CelAlert™	跟踪报警系统可提醒用户更换部件
-	智能化数据和事件记录器可以记录使用过程中所有的运行参数，并可

以在LCD显示屏上通过程控系统调取这些参数。16Mb的内存可以保
证运行数据的长期储存。

产品线
•		二氧化碳培养箱
*	可选产品系列:	CelMate®

•	 二氧化碳培养箱/三气培养箱	
-	直热气套式																																			
-	水套式																														
-	制冷系统
-	不锈钢壁
-	铜内胆

*		可选产品系列:	CelCulture® 

•	 二氧化碳培养箱/三气培养箱
					-	触摸屏显示

-	200℃高温干热灭菌
-	直热气套式
-	一体式内胆，易清洁					
-	实时湿度显示
-	安全锁设计
-	USB数据收集功能和数据图显示功能
-	抗高温的二氧化碳、氧气和湿度传感器
（灭菌过程无需拆卸）

*	可选产品系列:	CelSafe®

认证

UL 61010

CLM-170B-_ CCL-170_-_ CCL-240_-_-SS CCL-240_-_-Cu CLS-170B-_CCL-170_-_-WJ
CCL-240_-_-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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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Esco可为您提供满足您的应用需求的摇床，采用前沿技术，拥有可靠的机械性能和丰富可选配件，以及直观的界面和环保设计——保障了
Esco实验室摇床卓越的性能。

产品特点
•	 TriDriveTM：Esco独特的三偏心轮平衡驱动系统可进行高载荷和高速应用
•	 RobustDriveTM：无需定期添加润滑油，无碳刷直流电机无需维护
•	 SmartRunTM：卓越的平衡补偿算法配合平衡检测系统，确保摇床在平稳状态下持续运作
•	 P.I.D微处理控制器可以准确地控制温度、气体、速度和运行时间
•	 宽幅的温度和速度控制
•	 智能二氧化碳、氧气和湿度控制技术，误差不超过1%（只限于ISS2）
•		DualSafeTM：创新的湿热和气流UV消毒功能，最大限度地保护敏感的细胞防止其受污染（只限于ISS2-CRD）
•	 可编程设计：可储存多达15个（适用于IBS和ISS2)和25个（适用于AS1)不同的时间、温度和速度设置。
•		安全性设计：
	 -出现任何速度和温度偏差时，提供声光报警
	 -断电恢复功能，外部电源断电又重新恢复后，可自动按原设定程序恢复运行
•		多种配件选择可以让您找到最适合您的方案

产品线
•	 常温台式摇床:	适用于常温振荡应用
•	 恒温/低温台式摇床:	适用于恒温振荡应用
•	 可叠放式恒温摇床:	适用于更广泛、更专业的振荡应用
*			可选产品系列:	OrbiCultTM

实验室摇床

恒温/低温台式摇床 可叠放式恒温摇床常温台式摇床		

生命科学	|	样品培养

AS1-NC-19 IBS-R-19 IS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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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Esco无管道通风橱可保护实验室人员和环境免于有毒化学烟雾的危害。与传统的通风橱不同，该类型通风橱过滤掉化学烟雾后，循环气体直
接回到实验室，具有节能、可移动、便于操作的特点，同时可为操作人员和环境提供保护。Esco无管道通风橱的通风控制和气流均一性满足
ASHRAE	110-1995、BS	7258、EN	14175-3和AFNOR	NFX	15-203的要求。

无管道通风橱

定制化无管道通风橱Ascent®	Max无管道通风橱

产品特点
•	 “绿色”解决方案
	 -	环境友好设计
	 -	不对环境排放有毒气体
	 -	节能，减少总碳排放量
•	 安全的碳过滤系统
	 -	符合国际标准
	 -	专利NanocarbTM活性炭技术
	 -	选配VOC传感器系统以检测过滤器负载
	 -	FiltraCheckTM服务针对您的实验应用需求推介合适的无管道

通风橱
•	 经济适用
	 -	无需安装管道
	 -	无需安装排气系统
•	 简便易用
		 -	安装简易
		 -	灵活可移动

产品线
•	 无管道通风橱
*可选产品系列：Ascent®	Opti

•	标准无管道通风橱
*可选产品系列：Ascent®	Max（B系列）
•	 无管道通风橱——装有二级备用碳外排滤器
*可选产品系列：Ascent®	Max（C系列）
•	 无管道通风橱——	装有透明背板
*可选产品系列：Ascent®	Max（D系列）
•	 无管道通风橱——装有二级HEPA过滤器
*可选产品系列：Ascent®	Max（E系列）

•	定制化无管道通风橱
*可选产品系列：PowderMax™

ForMax™
TitraMax™

认证

Ascent®	Opti无管道通风橱

UL 61010AFNOR NF X 15-203 EN	14175-3 BS	7989

BS	7258

SPD-4B_ ADC-4B_ ADC-4D_ ADC-4C_ SPF-4A_ PW1-3A_ SPT-4A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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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通风橱

通用型实验室通风橱 高效型实验室通风橱

定制化高效型通风橱

聚丙烯树脂实验室通风橱

产品简介	
Esco是实验室通风橱行业的领导者。产品严格遵循ASHRAE	110-1995、BS	7258和EN	14175-3等国际标准的要求。Esco	会按照	UL	1805
通风橱标准定期对其通风橱产品进行严格的烟雾、电路及机械危害检测。

产品特点
•	 采用工业级耐磨耐腐蚀的镀锌不锈钢制造而成，经抛光后喷涂粉末涂层，保证了其主体的耐用性
•	 高度吻合空气动力学设计避免空气湍流，降低了噪音水平和静态压力损失
•	 定容/高效概念避免了对于复杂的VAV系统的需求
•	 通过计算流体动力学设计保障了最大化的污染控制
•	 ISOCIDETM	抗菌涂层可防止表面污染并抑制细菌滋生

产品线
•	通用型实验室通风橱
*可选产品系列：Frontier®	Mono,	Frontier®	Duo	

•	高效型实验室通风橱
*可选产品系列：Frontier®	Acela

•	定制化高效型通风橱
*可选产品系列：Frontier®	Acid	Digestion,
Frontier®	Perchloric	Acid,	Frontier®	Radioisotope,
Frontier®	AcelaTM	M,	Frontier® Floor	Mounted

•	聚丙烯树脂通风橱——微量金属应用
*可选产品系列：Frontier®	PPH

•	化学烟雾洗涤器

•	外排风机

•	通风橱气流监控器
*可选产品系列：SentinelTM	XL

生命科学	|	化学研究

认证

EN14175 UL 1805

EFH EFD EFA PPH

EFP EFFEFI EF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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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Esco强制对流实验室培养箱和烘箱具有世界领先水平。采用人体工程学设计和微电脑程控系统，腔体四面空气加热，隔热和通风材料都经过
精确调校和测试。Esco	Isotherm®	温控产品可满足您的常规应用需求，是您可靠的选择。

产品特点
•	多种程序设置选项
•	多重过温保护系统最大限度的保护样品和用户安全
•	设置检测端口，可进行温度校验和监测

适用于强制对流实验室烘箱/培养箱和低温培养箱
•	SolarisTM预加热腔技术
•	强制对流设计提高温度响应速度，提高温度均一性和稳定性
•	风速和空气交换速度可调
•	带锁门把手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

适用于自然对流实验室培养箱
•	自然对流设计最适合应用于温和通风的培养要求
•	人体工程学门把手

产品线
•	 强制对流实验室烘箱
•	 强制对流实验室培养箱
•	 自然对流实验室培养箱
•	 低温培养箱
•	 所有尺寸烘箱、培养箱和低温培养箱的不锈钢型号
*可选产品系列：Isotherm®

实验室温控产品

低温培养箱强制对流实验室培养箱 自然对流实验室培养箱实验室烘箱

生命科学	|	通用设备

OFA-110-_ IFA-110-_ INA-110-_ IFC-110-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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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基因扩增仪

Conventional	Thermal	Cyclers Real-time	PCR	Systems

常规型基因扩增仪
产品简介 
Esco常规型基因扩增仪可以满足一系列PCR实验的需求，如降落
PCR、高通量PCR，原位PCR等等。多种反应模块可选以满足不同
PCR样品形式的需求，如PCR管、PCR联管、96	孔板、载玻片等。

产品特点
•	卓越的温度均一性和稳定性
•	 适用于多种样品形式，可简化实验
•	用户友好的控制方式和操作界面
•	保修期长，确保您的无忧使用

产品线
•	常规型PCR基因扩增仪
*	可选产品系列：Aeris™	,	Swift™

PCR超净工作台
产品简介 
聚合酶链式反应	(PCR)	是一种用于放大扩增特定DNA片段的分子生
物学技术。PCR过程会产生高拷贝量目标片段，因此对PCR样品可能
产生的污染进行预防是非常必要的。

产品特点
•	 对样品进行更大程度的保护，使其免受周围环境的污染和交叉污染
•	 高质量的聚酯纤维预过滤器和HEPA主过滤器，对0.3微米的颗粒截

留效率大于99.99%
•	 内置可计时的UV紫外灯，方便PCR循环过程中的去污清洁
•	 三种型号可选：0.6、0.9和1.2米

产品线
•	PCR超净工作台
*可选产品系列：Airstream® 

生命科学	|	样品分析

AerisTM	基因扩增仪

PCR超净工作台

Airstream®	PCR-4A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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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FORM
SPECIALIST.

Esco制药部门是一家领先的控制和隔离系统制造商，其全球足迹遍及美国、欧洲和亚洲。我们可以提供专业服务、设备包装和核心操作环节
的解决方案，进一步的保护操作人员，降低较差污染，提升工艺效率，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产品质量和人类健康行业的发展。在全球范围
内，Esco	制药的业务范围涉及生物治疗、细分生产和QC/QA。

Esco制药设备内置的标准化处理平台，用户可以根据流程需求修改操作参数，无需预先提交操作参数。

Esco制药部门是Esco集团旗下的最新的一个部门。制药部门可以实现从药物发现，到研发工艺，再到临床研究，最终实现商业化生产、药品
自动化管理和干细胞治疗等领域的全线覆盖。

Esco制药产品

气流控制设备

•	Pharmacon®	制药洁净操作称量室

•	百级层流间

•	百级水平流移动柜

•	百级垂直流移动柜

•	Enterprise®	层流装置

•	衣物存放洁净柜

•	细胞毒素安全柜

无菌隔离系统

•	多用途隔离器	(ACTI)

•	称量分装控污隔离器	(WDCI)

•	多用途隔离器	(GPPI)

•	密闭式控污隔离器	(CBI)

•	湍流无菌（A级）隔离器	(TFAI)

•	Isoclean®	医疗平台隔离器	(HPI)

•	Streamline®	配药隔离器	(SCI)

•	锝元素专用配药隔离器

•	血细胞标记隔离器

•	限制开闭式隔离系统	(RABS)

集成控污系统

•	洁净风淋室

•	Infinity®	风淋转移柜

•	Infinity®	洁净转移舱

•	Infinity®	传递窗

•	Soft	Capsule®	软帘式洁净棚

•	动态传递窗

•	Esco	BioPass	™	传递柜

空气净化系统

•	气流平衡式通风橱

•	排风式通风橱

•	局部排风系统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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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Pestle	Rx是Esco制药部门的一个分支，专门从事医疗保健，实验室设计和建设的部门，提供符合国际cGMP标准的顶级设施。

TaPestle	Rx是建立在两位药剂师的遗产之上的，他们的誓言是考虑人类的福祉和减轻人类痛苦。我们的首要任务始终是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
科学的工具，从而提升他们的医疗保健水平。

配药自动化和配料供应

•	配药专用制药隔离器	(SCI,	HPI,	CBI,	GPPI)

•	安全柜和通风设备	(Class	II	BSC,	VBE,	LFC)

•	放射性药品专用隔离器

•	自动化静脉配药系统*

•	无菌灌装系统

•	概念化

•	规划

•	采购

•	安装

•	流程架构

•	生物防护/生物安全

•	配药/核医学

•	洁净室、疫苗和细胞处理

•	实验室

•	集装箱设施

•	ART/IVF

•	冷链

健康医疗和实验室建设组件

•	预制墙体	(Airecell®)

•	预制集装箱设备	(Prefab™)

•	百级层流系统

•	保健/密封门系统

•	集液槽

•	乙烯基板和环氧树脂

•	实验室装备

-	工作台

-	框架

-	专用存储柜

-	试管晾干架&试管架

*仅适用于南亚市场

产品

服务

厂房设计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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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ciXcell是Esco制药部门下的生物工艺分支，专门从事生物制药业务。VacciXcell为疫苗、细胞治疗和生物制品行业提供一次使用、重
复使用和多功能的生物反应器的设计和制造。VacciXcell设想的是一个疫苗自给自足的世界，并且容易获得先进的治疗和高质量的生物制
剂。VacciXcell具有Esco的社会企业家精神，与集团“提供使能技术，让人类生活更安全、更健康”的愿景相一致。

VacciXcell的核心技术是潮汐运动系统，它是世界上唯一具有真正线性放大的生物反应器系统，可放大到5000L规模！

灌装线设备

•	Asepticell®

•	传统灌装线

集成解决方案

•	CradlePro-Iso

•	细胞处理中心

细胞培养监控、培养基和耗材

•	Super	Plus™

•	Plus™	Vero

•	Plus™	MDCK

•	Plus™	MDCK	II

•	BioNOC™	II片状载体

•	GlucCell®	葡萄糖检测系统

•	CVD细胞染色试剂

VacciXcell产品
生物反应器和发酵罐

•	CelCradle™

•	TideCell®

•	StirCradle™

•	StirCradle™-Pro

•	VacciXcellTM多功能生物反应器

ADHERENT BIOPROCESSING SPECIALIST

CelCradleTM

CradlePro-Iso GlucCell® PlusTM	Vero

StircradleTM

PlusTM	MDCK Super	PlusTM

TideCell® VacciXcellTM	多功能生物反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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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Esco集团的医疗部门，主要针对生殖中心和实验室提供创新技术解决方案。Esco医疗是IVF行业领先的制造商和创新者，产品设计在丹麦完
成，主要产品的生产在欧洲完成。

胚胎培养箱
•	胚胎差时监视优育系统
可选产品系列：Miri®	TL胚胎差时监视优育系统

•	台式多腔室培养箱
可选产品系列：Miri®台式多腔室培养箱

胚胎处理控制设备
•	IVF工作站
可选产品系列：Fertilisafe™多区温控IVF工作站

•	半封闭环境
可选产品系列：SCE	IVF和SCE	ICSI

•	防震台
可选产品系列：AVT-1

其它IVF选配件 
•	CO2	/	O2	和温度验证设备
可选产品系列：Miri®	GA

•	CO2	/	O2	气体验证设备
可选产品系列：Miri®	GA	Mini

•	立体变焦显微镜
可选产品系列：Esco立体显微镜MS-1

•	连续pH监控工具
可选产品系列：SAFE	Sens*

*SAFE	Senss	是一个血液细胞储存公司的商标品牌（BCSI）。

•	台式加湿培养箱
可选产品系列：Mini	Miri®台式培养箱

•	CO2	培养箱
 可选产品系列：CelCulture® CO2培养箱

辅助生殖(ART)设备

IVF选配件胚胎处理控制设备胚胎培养箱

认证

（适用于Miri®	TL和Miri®）（适用于Cel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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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SUPPORT
escoglobal.com

LIVE SUPPORT
escoglobal.com

售后服务

部件更换
物流和存货。结合维修预测、历史数据和地理环境，并通过当地的销售组规划，确保客户可以及时地获得部件和维修服务。

注册、文件和操作指导
Esco质量控制包括研发工程、生产、运输、交货和客户反馈等各个方面。Esco积极鼓励通过信件、电子邮件和在线提交的方式进行保修卡注
册，以便于我们了解产品的位置和使用情况。保修登记的所有数据是绝对保密的。所有Esco产品都拥有唯一的序列号，以方便识别。所有设
备的性能测试文件都有存档且妥善保管，以便客户参考。

在线技术咨询
在产品到达和安装前，需要现场准备指导。安装手册、操作手册和快速参考指南可随时从Esco资源库中在线查询。Esco拥有一个交互式的在
线	Livesupport™联络中心，可通过Esco网站提供延长服务时间。Livesupport™能让用户与Esco员工直接交流。

NSF国际认证
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NSF)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性组织，致力于为公共健康和环境保护进行标准制订、产品认证、审计、教育和风险评估
工作。

与Esco在世界范围内提供一流服务的承诺一致，Esco拥有全面的	NSF	认证，这使得Esco不仅是一家优秀的标准化管理型公司，也是一家优
秀的服务型公司，这也体现了Esco对长远发展的共同追求。

NSF标识是用户的保证，拥有该标识的产品符合所有标准要求，并通过最权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检测。NSF会定期进行未经通知的检查和
产品测试，以验证产品是否符合标准。该认证得到了全球消费者、制造商、零售商和监管机构的认可。

参考资料及链接
欲了解更多，可访问www.esco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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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O全球网络

www.linkedin.
com/in/

escoglobal/

https://instagram.
com/esco_group/

www.
pinterest.com/

EscoGlobal

www.facebook.
com

/EscoGlobal

www.youtube.
com

/EscoGlobal

www.twitter.
com

/EscoGlobal

www.tumblr.
com

/EscoGlobal

www.gplus.to
/EscoGlobal

www.flickr.
com/photos/
escoglobal/

Esco社会媒体及相关应用：

Fitra Check App
The World’s First Chemical 

Evaluation App

LVES App
Your Quick Guide to 

Safety Cabinets

ULTF App
Personal ULTF Touch 
Screen Interface App

Esco JingleMrs Einesco
Fertilization 

Obstacle Game

Global Offices 

Joint Ventures 

Licensee 

Distributors 

Factories 

R&D Centers 

Regional Distribution Centers 

新 加 坡 艺 思 高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北京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70号凯旋中心C座701室,100029
  电话：010 - 5823 6368 
  传真：010 - 5823 6369
  

 上海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花园路66弄1号嘉和国际大厦1212室，200083
  电话：021 - 6095 1955 
  传真：021 - 6095 1948
  

 广州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利路21号远洋明珠大厦西塔908室, 510623
  电话：020 - 3837 3621 
  传真：020 - 3837 3623
   

 成都 地址：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27号商鼎国际2栋1单元406室，610041
  电话：028 - 8553 6219

www.escolifesciences.cn   |  咨询热线：4006 - 8899 - 68  |  mail@escolifesciences.cn 

全球办事处 ：巴林    |    俄罗斯    |    菲律宾    |    韩国    |    孟加拉国    |    马来西亚    |    美国    |    南非    |    日本    |    泰国    |    新加坡    |   
印度    |    印度尼西亚    |    意大利    |    英国    |    越南    |    中国       Esco中国微信号              Esco中国官方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