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以选择将设备连接到不同的外围设备，如图表记录器、打印机或电脑。当连接到电脑时，提供了两
种在Windows环境中工作的可能性：

LyoLogger
一种数据记录程序，能够通过串行端口收集图形、事件、警报和历史（ASCII文件）等数据。

LyoSuiteTM

一个SCADA软件程序和一套专门为科学研发设计的工具。它支持设计、加载和存储配方、生成报
告、历史记录和警报列表。
符合21 CFR第11部分。

				带有可编程控制器且用户	
													友好的	
																	触摸屏

控制系统

LyoBeta	系列冷冻干燥机的一个主要新特点是采用了非专利的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而不是传统的微处理
器，后者更常用于这类设备中。该系统在工业模型中得到了充分验证，根据cGLP原则，保证了过程中的最大
可靠性和再现性。

该系统允许通过图形HMI（人机界面）用户界面控制冷冻干燥机功能，该用户界面提供以下功能：
• 显示系统元件（阀门、电机、指示器等）的信息
• 接收报警信息
• 修改冷冻干燥机循环的参数
• 消除工作中出错的可能性
• 保护系统免受未经授权的使用
• 配方开发
• 将信息下载到U盘

用户界面在图形6.5英寸彩色触摸屏上以吸引人和易懂的方式呈现信息，通过触摸屏可以通过触摸区访问不同
的数据屏幕。

技术资料

冷冻干燥设备	 	 	

BR-LYOBETA-ZH-1022
泰事达保留改进和规格变更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R+D	冷冻干燥机

•通风过滤器
•用于调整搁板间隙的间隔装置
•取样装置
•洁净室配置
•侧歧管
•产品支撑托盘
•用于附加温度探头的模块（4、8、12）
•露点监控器
•监控称重系统

可选件
•SCADA R+D冷冻干燥软件 -LyoSuiteTM

（符合21 CFR第11部分）
•IQ/OQ文件服务

搁板数  ud 3+1 4+1 5+1 6+1

搁板尺寸  mm 338 x 450 338 x 450 338 x 450 338 x 450

w x d   英寸 13 x 17 13 x 17 13 x 17 13 x 17

可用搁板面积 m2 0.45 0.60 0.75 0.9

  平方英尺 4.93 6.57 8.21 9.86
空隙  mm 100 71 54 66
  英寸 3.9 2.8 2.1 2.6
搁板温度范围  °C  –60至+80  –60至+80 –60至+80 –60至+80
捕水量  kg  30 30 30 30
  lb  66 66 66 66
24小时捕水量  kg  18 18 18 24
  lb 39  39  39 52
最终冷凝器温度 °C  –83 + -3   –83 + -3 –83 + -3 –83 + -3
功率  kW 8 8 8 9
电源  V/Hz 230/I/50/60 230/I/50/60 230/I/50/60 400/III/50/60
   （其他规格可按要求定制） （其他规格可按要求定制） （其他规格可按要求定制） （其他规格可按要求定制）

真空泵流量  m3/h 12 12 12 12
  cfm 5 5 5 5
重量  kg 730 745 760 910
  lb 1609 1642 1675 2010
尺寸 宽度 （mm/英寸） 1245/49 1245/49 1245/49 1245/49

 高度 （mm/英寸） 1974/77.7 1974/77.7 1974/77.7 1974/77.7

 深度 （mm/英寸） 818/32.2 818/32.2 818/32.2 818/32.2

功能	 单位	 				LyoBeta	3PS	 	LyoBeta	4PS	 LyoBeta	5PS	 LyoBeta	6PL

标准LyoBeta设备包括： 
• 瓶塞和间隔装置
• 隔离阀室至冷凝器
• MicroSuite软件
• 带有排气过滤器的真空泵

ISO	9001：认证公司

LyoBeta

www.telstar.com
sales.laboratory@telstar.com

Headquarters 
Av. Font i Sagué, 55
08227 Terrassa (Spain)

T +34 937 361 600
F +34 937 861 380

Check for the nearest Telstar office at
https://www.telstar.com/international/



该装置的设计为研发提供了理想的能力。LyoBeta配
备了适当的组件、装置和传感器，以控制和监测工
艺条件（温度，压力和时间）。允许定义工艺变量
以实现充分的控制和可重复性。
该设备包括钎焊板式换热器，当与其他高品质组件
结合使用时，冷却和加热速率为1°C/min（与生产
型冷冻干燥机相同）。
工艺配方的优化很容易通过腔室冷凝器阀进行，从
而可以进行压力上升测试和热力学控制。如果冷凝
器未达到满负荷，该阀门也可在不解冻冷凝器的情
况下进行产品装载和卸载。
制冷系统可在冷凝器中达到-83 + -3°C，搁板可达
到-60°C。它使用HFC气体，目前和长期都获准使用
这些气体。

研发中心的新要求与程序和研究方法的放大可行性
和质量有关。FDA调查人员认为，技术从研发部门
转移到临床试验和后来的商业生产往往缺乏严格
性，而且文档记录的做法往往不妥。因此，他们强
调cGMP作为质量控制手段的概念，包括研发和生
产过程中的所有实践。

新的LyoBeta系列冻干机是专门为高级研究中心设
计的实验室设备，请记住，新药的初步开发是其最
终商业成功的最关键问题之一。

LyoBeta是一个带有脚轮的紧凑型设备，建造在钢制搪瓷安全柜中。设备已完全组装好，包括真空和制冷系统以
及所有必要的组件，连接到公用设施后即可运行。

通过使用间隔装置，搁板之间的距离可以很容易地
改变，因此该装置可以适应不同的产品灌装量、小
瓶尺寸和/或小瓶类型。此外，侧向入口用于连接用
于冷冻干燥CN29/32敞口烧瓶的三通阀歧管。

热流体在搁板的夹层式通道内循环。使得产品可以在升华阶段预
冷冻和随后加热。一个附加的搁板热平衡设备。实验室冷冻干燥
机的这一特性保证了所有搁板的均匀传热。

LyoBeta的腔室中具有真空传感器，用于监控产品环境的压力。
这样就可以评估和实现最佳的放大结果。

腔室和搁板的建造理念与生产装置相同。它们完全由AISI 316 L不锈钢制
成，内部可以完全接触清洁。冷凝器也由AISI 316L不锈钢制成，具有通过
一组外部电加热元件工作的快速除冰装置。腔室和冷凝器都有透明的丙烯
酸门，便于观察过程。

高级研究中心
	 																			最佳解决	
																											方案

LyoBeta系列

负责任的选择

设计特点

高效设计

使用的灵活性

高质量和卓越的工艺

精密控制和温度均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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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选择将设备连接到不同的外围设备，如图表记录器、打印机或电脑。当连接到电脑时，提供了两
种在Windows环境中工作的可能性：

LyoLogger
一种数据记录程序，能够通过串行端口收集图形、事件、警报和历史（ASCII文件）等数据。

LyoSuiteTM

一个SCADA软件程序和一套专门为科学研发设计的工具。它支持设计、加载和存储配方、生成报
告、历史记录和警报列表。
符合21 CFR第11部分。

				带有可编程控制器且用户	
													友好的	
																	触摸屏

控制系统

LyoBeta	系列冷冻干燥机的一个主要新特点是采用了非专利的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而不是传统的微处理
器，后者更常用于这类设备中。该系统在工业模型中得到了充分验证，根据cGLP原则，保证了过程中的最大
可靠性和再现性。

该系统允许通过图形HMI（人机界面）用户界面控制冷冻干燥机功能，该用户界面提供以下功能：
• 显示系统元件（阀门、电机、指示器等）的信息
• 接收报警信息
• 修改冷冻干燥机循环的参数
• 消除工作中出错的可能性
• 保护系统免受未经授权的使用
• 配方开发
• 将信息下载到U盘

用户界面在图形6.5英寸彩色触摸屏上以吸引人和易懂的方式呈现信息，通过触摸屏可以通过触摸区访问不同
的数据屏幕。

技术资料

冷冻干燥设备	 	 	

BR-LYOBETA-ZH-1022
泰事达保留改进和规格变更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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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附加温度探头的模块（4、8、12）
•露点监控器
•监控称重系统

可选件
•SCADA R+D冷冻干燥软件 -LyoSuiteTM

（符合21 CFR第11部分）
•IQ/OQ文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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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点监控器
•监控称重系统

可选件
•SCADA R+D冷冻干燥软件 -LyoSuiteTM

（符合21 CFR第11部分）
•IQ/OQ文件服务

搁板数  ud 3+1 4+1 5+1 6+1

搁板尺寸  mm 338 x 450 338 x 450 338 x 450 338 x 450

w x d   英寸 13 x 17 13 x 17 13 x 17 13 x 17

可用搁板面积 m2 0.45 0.60 0.75 0.9

  平方英尺 4.93 6.57 8.21 9.86
空隙  mm 100 71 54 66
  英寸 3.9 2.8 2.1 2.6
搁板温度范围  °C  –60至+80  –60至+80 –60至+80 –60至+80
捕水量  kg  30 30 30 30
  lb  66 66 66 66
24小时捕水量  kg  18 18 18 24
  lb 39  39  39 52
最终冷凝器温度 °C  –83 + -3   –83 + -3 –83 + -3 –83 + -3
功率  kW 8 8 8 9
电源  V/Hz 230/I/50/60 230/I/50/60 230/I/50/60 400/III/50/60
   （其他规格可按要求定制） （其他规格可按要求定制） （其他规格可按要求定制） （其他规格可按要求定制）

真空泵流量  m3/h 12 12 12 12
  cfm 5 5 5 5
重量  kg 730 745 760 910
  lb 1609 1642 1675 2010
尺寸 宽度 （mm/英寸） 1245/49 1245/49 1245/49 1245/49

 高度 （mm/英寸） 1974/77.7 1974/77.7 1974/77.7 1974/77.7

 深度 （mm/英寸） 818/32.2 818/32.2 818/32.2 818/32.2

功能	 单位	 				LyoBeta	3PS	 	LyoBeta	4PS	 LyoBeta	5PS	 LyoBeta	6PL

标准LyoBeta设备包括： 
• 瓶塞和间隔装置
• 隔离阀室至冷凝器
• MicroSuite软件
• 带有排气过滤器的真空泵

ISO	9001：认证公司

LyoBeta

www.telstar.com
sales.laboratory@telstar.com

Headquarters 
Av. Font i Sagué, 55
08227 Terrassa (Spain)

T +34 937 361 600
F +34 937 861 380

Check for the nearest Telstar office at
https://www.telstar.com/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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