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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安裝檢查表
3. 選擇 Q-Analyzer 之安裝目錄

基本版 (藍色)

6. 安裝 驅動程式，請點選“下一步”。

• 軟體金鑰

進階版 (綠色)

以上物件以隨機器附上
(*根據訂購項目，您可
能取得基本版或進階版
金鑰)

7. 建議使用預設值完成安裝
1. 置入軟體金鑰於電腦中，進入 “Q-analyzer” 資料夾並雙擊
Q-Analyzer 安裝檔進行軟體安裝
(*隨機皆附上最新版之安裝檔，檔案名稱可能與圖片不符)

4. 選擇欲安裝之相關元件
(請依照預設安裝，以正確驅動 Qsep100)

2. 選擇Next開始安裝Q-Analyzer

5. 再次確認安裝細節並進行安裝

注意事項:
*Q-analyzer 以及 相關驅動程式需在與 Qsep100聯結前進行安裝，

以正確驅動Qsep100
*關於 Q-Editor 與 Q-Viewer之安裝與使用說明，請參閱使用說

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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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 在無金鑰下啟動 Q-Analyzer
(僅可使用 Q-Analyzer Basic)
*請確認 Qsep100已正確連接至電腦
8A-1. 雙擊桌面上之程式捷徑

8A-2. 進入 Q-Analyzer後即可操作 Qsep100 或是進行資料
分析
(詳細步驟請參閱使用說明書 或快速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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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 使用金鑰下啟動 Q-Analyzer
(可使用 Q-Analyzer “基本版”與”進階版”)

8B-4. 輸入密碼並開始使用
Q-Analyzer
*密碼若輸入錯誤15次，金鑰將被
鎖定

8B-1. 雙擊桌面上之程式捷徑

*所有軟體金鑰在使用前皆需進行註冊
金鑰註冊:

請使用本公司網站之技術支援服務
“http://www.bioptic.com.tw/en-us/contactus/support.aspx”
或來信至 “service@bioptic.com.tw”與我們聯絡
8B-5. 進入 Q-Analyzer後即可操作 Qsep100 或是進行資料
分析
(詳細步驟請參閱使用說明書 或快速操作手冊)

八位英數字所組成
八位英數字所組成

注意事項:
若未將Qsep100或是軟體金鑰連接至電腦，
開啟 Q-analyzer時將會出現以下訊息

8B-2. 當您 ”以 軟體金鑰“ 啟動 Q-Analyzer，您需要填寫以上資料進行金
鑰註冊的動作
*密碼必須為八位英數字所組成，區分大小寫
*所有資訊皆儲存於軟體金鑰中，按下確認後即無法更改。
請小心輸入並確認所輸入的資訊皆正確。
若有任何疑問，請使用本公司網站之技術支援服務
“http://www.bioptic.com.tw/en-us/contactus/support.aspx” 或來信至
“service@bioptic.com.tw”與我們聯絡

欲使用 Q-Analyzer “基本版”，需連結以下其中
一種裝置至電腦

或
軟體金鑰

Qsep100

欲使用 Q-Analyzer “進階版”，需將進階版之軟體
金鑰連結至電腦。(不論 Qsep100是否連結至電腦 )
8B-3. 雙擊桌面上之程式捷徑

進階版金鑰 (綠色)
* 您可以輸入License號碼或者按“Close”進入Q-Analyzer Viewer
* 欲啟動(使用) Q-Analyzer ”進階版”，你需將進階版之軟體金
鑰連結至電腦。(不論 Qsep100是否連結至電腦 )

*Q-Analyzer “進階版必須以軟體金鑰啟動

快速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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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開啟主電源

5.卡匣與緩衝液配置:

2.開啟 Q-Analyzer™

5-1. 卡匣開封:
卡匣開封詳細步驟請參閱 隨卡匣附上之Unpacking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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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點選“Change Sample” 放入樣品( ≥ 20μl)
*請離心並確保樣品中並無氣泡

5-2. S槽加入Separation buffer
P, W 和 C槽加入dIH2O.
*液面高度需到達指示線的位置
3. 進入Q-Analyzer視窗

5-3. Alignment marker 製備:
將 30 μl 的“20&1K DNA Alignment Marker” (C109100-100A) 加入
隨卡匣附上之微量離心管中，
並加入 10 μl “MINERAL OIL” 於
DNA Alignment Marker上層
10.卡匣開封後，開啟卡匣門並放入卡匣
(引導溝槽面向前方)
6.按 "Change Buffer”

11.關緊卡匣門
*卡匣門之開關皆以按壓方式操作

4. 點選機台圖示右邊的“Connect“ 建立
系統連線
Disconnected

卡匣產品清單:
卡匣
Alignment maker
Mineral oil
Dilution buffer
Separation buffer
溶液槽
滴管
Alignment maker用離心管

Connected

7.將20&1K DNA Alignment Marker
C109100-100A ( ≥ 20μl) 放在MA1的
位置上 並將溶液槽妥善放置於接盤
處
*請離心並確保Marker中並無氣泡
*再次確認溶液槽放對方向
(S及C槽朝外)

8.用手托著樣品盤然後用大拇指將
Alignment Marker 微量離心管向
下緊壓

12. 按 “Latch”

Latch

左下角資訊方塊會顯示卡匣相關資訊

卡夾圖示顯色

快速操作手冊

全自動核酸分析系統: Qsep100
Page: 2/3
12-1.新卡匣使用說明:
卡匣使用前皆需經過校正以確保數據正確，請依照以
下步驟進行卡匣校正

13-2.點選 “Method” 並選擇電泳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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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點選”Run” 即開始進行分析

*

1.點選 “確定”

2.點選 “HV check”
• 儲存與運送環境皆會影響卡匣
中的膠體狀態，請確定HV check
時，膠體電流值處於穩定狀態。
若電流有不穩定的情形，請重複
此步驟2-3次
*您可選擇是否加入“Alignment marker” 在樣本當中以利後續分析
點選 “Alignment marker” 並選擇適用於樣本長度之marker
3.點選 “Calibrate”
13-3.點選 “Result Name” 並輸入結果檔案名稱
* 若仍有電流不穩之情形，請參閱使用明書加以排除

注意事項
新卡匣校正 “Calibrate”時，請確認MA1的位置已放
入Alignment Marker
校正時，系統會辨認Alignment marker出現的時間及訊
號是否正確，請勿使用樣本或是其他Sizing marker進行
Calibrate以免造成校正失敗。

13.點選空白處依照後述方式並決定(1)樣品位置、(2)測試
方案、樣品取樣時間、測驗次數 (3)結果檔命名 (4) 參
數設定/自動計算

①

②

③

④

13-4.點選 “Para” 會跳出視窗，可更改設定參數 (Baseline Factor, Peak
Threshold, Calculate…等)

在此簡介訊號圖譜畫面，詳細說明請參閱使用手冊

螢光訊號單位
13-1.點選 “Sample Position” 並選取樣本位置

電流
電流單位

螢光訊號

快速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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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面板簡介

測試已完成
測試執行中
數字為尚待執行之測試次數

等待執行中
數字為尚待執行之測試次數

C

B

A

E
D

A: 系統控制區
B: 卡匣控制區
C: 系統資訊欄
D: 分析狀態顯示
E: 分析條件設訂欄

結果檔名稱檔頭設訂:
工具提示列會顯示結果名稱預覽

結果檔檔頭:
卡匣序號:

聯絡資訊:
光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141) 台灣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 108-3 號 4 樓
Tel: +886-2-2218-8726, Fax: +886-2-2218-8727, E-mail: info@bioptic.com.tw

分析條件序號/樣本位置/測試次數

軟體快速安裝說明 Q-Viewer & Q-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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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提示:

5-2. 在第一次啟動 Q-Editor時，程式會顯示啟動序號。
請使用下方 “copy to clipboard” 按鍵將 此序號複製
到剪貼簿中。

*Q-Viewer and Q-Editor 兩套程式允許使用者在電
腦未連結 Qsep100 或是軟體金鑰的情形下檢視
(Q-Viewer) 與分析(Q-Editor) 實驗數據。
* Q-Viewer 為免費程式，但 Q-Editor 需進行註冊方
能使用

*在安裝 Q-Editor 與 Q-Viewer 之前， 請先
安裝 Q-Analyzer

2

3

2. 選擇結果檔與設定檔之儲存目錄
3. 選擇程式安裝目錄

軟體安裝檢查表

6. 前往 BiOptic Inc. 網頁
“http://www.bioptic.com.tw/contactus/support
/q-editorlicense.aspx “ 註冊使用者帳號並依照
指示進行 Q-Editor註冊。完成註冊後，系統會
自動發送認證碼至註冊之電子信箱

基本版 (藍色)
• 軟體金鑰

進階版 (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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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物件以隨機器附
上
(*根據訂購項目，您可
能取得基本版或進階
版金鑰)

7. 下載認證碼並以 “Import License”輸入認證碼
4. 建議使用預設值完成程式安裝

安裝 Q-Viewer 與 Q- Editor
(Q-Viewer 與 Q-Editor 具有相同的安裝過程。)

Q-Editor註冊

注意事項:
*每隻軟體金鑰提供 5組 Q-Editor授權
如需額外的Q-Editor授權 ，請向當地經銷商進行洽詢
5-1. Q-Editor 授權需 產品金鑰序號 (S/N number )，您可在
金鑰的USB接頭上找到這組序號

1. 置入軟體金鑰於電腦中，進入 ” Q-Viewer”,
“Q-Editor” 資料夾並雙擊 安裝檔進行軟體安裝
(*隨機皆附上最新版之安裝檔，檔案名稱可能與
圖片不符)

產品金鑰序號 (S/N number )

8. “對話框下” 選擇下載之
檔案並開啟
9. 你的Q-Editor已完成認證 ，可正常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