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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ker BioSpin 在中国的发展 

• 瑞士布鲁克拜厄斯宾有限公司（Bruker BioSpin I. AG） 

北京、上海代表处 

• 布鲁克（北京）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 布鲁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Bruker Corporation） 

– BRKR: HR/IT/Finance 

– BioSpin 

SLS: Service & Life Cycle Support 

MRS 

PCI 

AIC 



Bruker NMR谱仪的发展 

 



Bruker NMR 备件支持 

• NMR Service Stock - Rheinstetten Germany 

– 支持所有设备 

– 件数10000+ 

 

 

• Bonded Warehouse – Shanghai China 

– 支持仍在生产的设备 

– 件数500+ 



Bruker NMR 备件保税库 – 上海浦东 



SLS 工程师、呼叫中心、技术支持的协作 

• 工程师、呼叫中心、技术支持协作为客户提供支持 

 
客户 

• 提出需求，描述故障 

工程师 

• 判断故障，

提出方案 

技术支持 

• 远程支持，优化方案 

呼叫中心 

• 记录追踪，

商务手续 



SLS团队 

• 工程师 

– 北区（维修经理：丁磊，8人） 

– 东区（维修主管：刘志健，5人） 

– 中南区（维修主管：龚国波，5人） 

 

• 呼叫中心 

– 李敏，3人 

 

• 技术支持 

– 高玉波、李国栋 

 

 



呼叫中心 400-898-1088 

• 当呼叫中心接到用户的咨询电话时： 

判断用户需求 

（购买配件，是否有货号？报修？咨询软件操作？） 

 

如果是报修： 

判断谱仪的序列号、软硬件配置 

判断用户的知识水平（工程师？管理员？操作员？） 

冷静回忆故障出现的过程（突发？ 刚开学？） 

故障现象，是否可能远程排查 

 

 



工程师初步判断 
 

故障是突然出现的吗？错误提示？指示灯状态？ 

 

判断是板卡故障，还是操作导致（更换探头连线错误）的问题。 

如果是突发的故障，一般都会有错误提示信息或者错误指示灯 

 

是否已经重启过系统吗？CF是否有错误？ 

故障是否每次开机都能重复，还是重启消失，运行一段时间出现？ 

 

判断是否可能过热导致的问题，风扇和滤网 

 

谱仪工作站是否能上网？IT是否可以帮忙联网？ 

 



工程师远程诊断 

• 如果可以在线进一步诊断 

通讯手段： 

WebEx，TeamViewer：操作软件，查看错误信息 

彩信、微信：查看硬件配置，状态 

电话：了解相关背景，指导用户改动硬件配合排查 

 

根据用户的计算机、电子知识、动手能力，选择正确的语言 
Reset一下CCU 

拉开机柜门按一下上面一个单元最左边一块板子上的红色按钮 

 

开始商务手续及上门服务。 



Perform an online support 
TeamViewer 
 

http://www.teamviewer.com 



FAQ 
磁体内部结冰 

• 气体沸点及密度对比 

密度：氧气>空气（氧气、氮气、水蒸汽等组成的混合气体）>氮气>氦气 

沸点：水蒸汽（373K）>氧气（90K）>氮气（77K）>氦气（4K） 

 

室温腔管 
300K 

液氦腔
4.2K 

液氮腔 
77K 

热屏蔽层 
40K 



FAQ 
磁体内部结冰 

• 补加液氮时，出气口必须使用软管 

避免冷气冻到磁体的O圈 

使氮气朝下排出，避免空气沉进液氮腔，形成负压抽吸。 

 



FAQ 
磁体内部结冰 

• 补加液氦时，液氮腔需要用单向阀封闭，流动的氦气会冷却液氮腔形成负压 

避免液氦腔敞开超过5秒钟，输液口一端的软管需要夹住封闭。 

补加完成后，确认打开过的端口密封完好 



FAQ 
样品检测失败 

 



FAQ 
清洁 Sample Up/Down 传感器 

 



FAQ: 
样品管被卡住、断裂或探头石英内管破裂 

• Eject指令无法吹出样品 

• 取下样品管后发现只有半段 

• 匀场困难，场图显示异常 
Topshim map 

C:\Bruker\Topspin\data\topshimdata 

1D_maps_field 



此类故障属于样品管质量问题或操作不当导致的
事故，不在保修范围之内 

• Bruker探头对样品管尺寸要求是：
直径4.97+/-0.05mm，弧度小
于0.06mm。 
在探头顶端往里，大家可以看到
一个八边形的限位装置，对边距
为5.10mm。 



故障处理 

• 卡样：下移探头并ej 

 

 

 

 

 

 

• 污染：清洗探头 

• 更换Tubing Quartz 
Z4337(BBFO PLUS) 

Z111024(SP) 



FAQ 
固体转子碎裂 

kHz转速的固体转子破坏力很大 



固体转子旋转时管壁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装样时
应避免任何可能导致旋转失稳的因素 

• 不同直径转子管壁所承受的离心力和转速的平方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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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ensity of rotor wall material 

r   -  angular frequency of rotation 

Ra  -  outer diameter, Ri   -  inner 

diameter 



此类故障属于转子保存或操作不当导致的事故，
不在保修范围之内 

• 氧化锆陶瓷材质的转子可以承受920MPa的压强，但划伤、
跌落会降低其力学性能。 

• http://pan.baidu.com/s/1c00Bmr2 

• http://www.theresonance.com/2014/categories/material-science/nmr-tutorial-mas-rotor-fi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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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软件导致的软件启动错误 
 

360安全卫士导致的软件启动错误： 

原因： 

Hosts文件被修改； 

License服务被终止； 

防火墙规则被修改； 

 



FAQ：CCU/IPSO 启动失败，cf错误 
 

CCU/IPSO单元无法完成启动（系统服务）： 
PXE(preboot execute environment，预启动执行环境)是由Intel公司开发的最新技术，
工作于Client/Server的网络模式，支持工作站通过网络从远端服务器下载映像，并由此支
持通过网络启动操作系统，在启动过程中，终端要求服务器分配IP地址，再用TFTP（trivial 
file transfer protocol）或MTFTP(multicast trivial file transfer protocol)协议下载一个
启动软件包到本机内存中执行，由这个启动软件包完成终端基本软件设置，从而引导预先
安装在服务器中的终端操作系统。PXE可以引导多种操作系统，如：
Windows95/98/2000/windows2003/windows2008/winXP/win7/win8,linux等。 

Bfs/Bootparam 

Hummingbird Inetd/NFS Server/Port Mapper 

 

Bruker DHCP Server 

Bruker tftpd32 



FAQ：CCU/IPSO启动失败，cf错误 
 

CCU/IPSO单元无法完成启动（网络配置）： 

网卡地址设置：149.236.99.1/255.255.255.0 



FAQ：CCU/IPSO启动失败，cf错误 

 

CCU/IPSO单元无法完成启动（网络硬件）： 

网卡、网线、交换机 

Ping 149.236.99.1 

Ping 149.236.99.89 –t：检查丢包率，判断网线 

 

交换机状态灯 

 



FAQ：匀场/锁场失败 
 

首先请用户自己更换溶剂或样品，并检查量筒深度。 

联机后，首先采集水的信号，判断其位置及峰形。 

改变Field值，看水的位移变化 

 

常见的原因： 

CDCl3浓度过低，基础场太差，样品深度不正确。 

IconNMR中设定的auto-load shim file未及时更新。 

低温匀场项失超，H0电流，ELCB板故障 

 

 



FAQ 
信号变弱，90度脉冲变长 
 

检查探头调谐： 

 

测量90度脉冲，如果脉冲变长，可能是SGU或者功放的问题。 

edasp交换SGU和功放的连接，排除SGU的故障。 

 

 

 

 

 

BLA2BB过热导致的功率下降。 



故障原因总结 
 

运动部件正常机械磨损消耗（风扇、机械臂、进样器）； 

电子元器件的老化（高温会加速这个过程）； 

灰尘、潮湿导致的短路； 

触电氧化导致的接触不良 

 

保持实验室清洁，温湿度 

保持风扇正常运转 

保持滤网的致密性 

定期重启系统 

故障时拔插控制线、板卡 



总结：如何保持谱仪的运行时间 

• 预防故障： 

培训操作人员对于核磁谱仪原理的理解，减少误操作； 

选择质量好的耗材（样品管），减少事故； 

定期确认谱仪性能正常，早发现问题； 

制定应急预案，避免谱仪停机耽误科研教学工作； 

预留维修维护经费，减少商务手续耽误维修进度。 

 

• 维修过程中： 

和工程师保持有效的沟通，尽快确认故障原因， 

配合商务手续以尽快解决故障。 



© Copyright Bruker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Innovation with Integrity 

Copyright © 2011 Bruker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ww.bruk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