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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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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安全访问PCR仪的分步设置指南



通过任意手机设备检查
仪器运行状态

随时检查仪器的可用性

在任何地点设计并上传程序

与同事分享程序文件



本指南将指导您完成Applied Biosystems™ 

SimpliAmp™ PCR仪和ProFlex™ PCR系统设

置，以便通过Thermo Fisher Connect实现远

程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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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仪器支持云存储 
固件版本1.2.1或以上的任意SimpliAmp PCR仪或ProFlex PCR
系统均可连接至Thermo Fisher Cloud。您可以通过下列方法检

查当前的固件版本:

1. 点击设置 (Settings) 菜单。

2. 选择关于仪器 (About Instrument)。

如果仪器固件版本(Firmware)未达到1.2.1或以上，则需要使用

仪器配套提供的U盘或登录thermofisher.com/simpliamp或
thermofisher.com/proflex（点击Resources-Thermal Cycler 
Software and Firmware Files）下载最新的Firmware。

1. 将装有新Firmware文件的U盘插入仪器USB端口。

2. 点击设置 (Settings) 菜单，或点击快捷方式进入升级固件 

(Upgrade Firmware) 界面 (插入U盘后系统会弹出窗口)。

3. 点击维护与服务 (Maintenance & Services)，然后点击软件

升级 (Software Update)。

4. 选择适当的文件，点击升级 (Update) 和是 (Yes)，确认您想

要升级。

切记！ 在升级过程中切勿断开仪器电源。升级过程结束后，仪

器将自动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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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Thermo Fisher Connect账户

1. 从您的网络浏览器登录 thermofisher.com/connect

2. 如果您已经拥有Thermo Fisher Scientific账户，则使用相同

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3. 如果您还没有账户，则按照提示创建账户。

4. 登录thermofisher.com/connect后，系统将自动给您发送

电子邮件，以确认电子邮件地址。 

5. 打开您的电子邮件，点击链接登录连接页面，以验证您的账

户。

6. 如果您成功完成上述操作，将收到一封确认电子邮件，告知您

已连接至Thermo Fisher Connect。

将仪器连接至网络
SimpliAmp和ProFlex PCR仪可以通过无线 (使用High-Power 
USB Wi-Fi模块，货号：A26774) 或有线连接的方式连接至网络。

参见产品手册，了解上网络连接详细设置说明。

1. 将Wi-Fi卡插入ProFlex或SimpliAmp仪器背面的USB端口

内。

2. 打开ProFlex 仪器电源，在主页 (Home) 界面上单击设置 

(Settings)。

3. 在设置界面上，单击仪器设置 (Device Settings)。

4. 在仪器设置界面，单击网络连接 (Network Connection)。在网

络连接类型 (Network Connection Type) 界面上，单击无线 

(Wireless)。弹出搜索无线网络 (Search Wireless Network) 

界面，无线标志将显示为活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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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初次设置过程中，如果您在网络连接类型界面上选择了有

线 (Wired) 选项，则您将需要输入IP地址 (若选择了静态IP (Static 
IP) 有线选项)。如果您选择的是动态IP (Dynamic IP) 有线选项，

则自动分配IP地址。请询问您的IT系统管理员获取信息。

5. 一旦检测到无线连接，则选择网络 (Choose Network) 界面上

将显示可用的网络连接列表。单击您选择的网络名称或单击
加入其他网络 (Join Other Network)。

6. 在查找和加入网络 (Find and Join a Network) 界面中，输入
网络名称和安全类型。

注：当您单击网络名称 (Network Name) 字段时，将弹出键

盘，以方便输入。

7. 从安全类型 (Security type) 下拉菜单中，单击选择安全类型

并在界面上输入相关信息。

注：联系您的IT系统管理员，了解有关安全类型的信息。

8. 如果您想要该仪器记住网络，则单击记住该网络复选框

（Remember this network）。单击加入 (Join) 继续，或取消 

（Cancel）退出查找和加入网络界面。

9. 根据您选择的安全类型，输入适当的密码并单击加入 (Join)

。如果您输入的信息正确，则显示网络连接完成 (Network 

Connection Complete) 界面。单击确定 (OK) 继续。如

果您输入的信息不正确，则弹出网络连接失败 (Network 

Connection Failed) 界面，您将需要返回安全类型界面解决该

问题。单击确定 (OK)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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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仪器连接至 Thermo Fisher Cloud

1. 点击登录 Sign In.

2. 当您被要求选择界面名称时，选择管理员 (Administrator)。

3. 登录。(管理员账户的默认密码是“password”)

4. 您将被直接重定向至主页界面。点击设置 (Settings)

5. 选择远程服务 (Remote Service)，打开（On）远程服务

6. 点击设置 (Settings)，点击Cloud Region，选择China。

7. 点击主页界面上的我的账户 (My Profile)。

8. 点击Cloud选项卡，输入您的Thermo Fisher Connect账户登

录名和密码。

9. 选择连接账户 (Link Account)。身份验证成功后，管理员将

链接至Thermo Fisher Connect。 

 

随后，任何用户均可执行上述第3–9步，登录并将仪器连接至

他们的Thermo Fisher Connect账户。

注: 必须先激活管理员账户，方可将仪器连接至Cloud。随后，即

可允许多位用户使用自己的登录信息创建各自的用户账户。每个

用户账户都必须拥有独一无二的Thermo Fisher Connect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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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手机或其他移动设备，将其连接至仪器
在您的手机或移动设备上下载“Instrument Connect Mobile 
Application)。

1. 对于iPad™ 或iPhone™，在App Store™搜索“Instrument 

Connect”下载应用程序。

2. 对于Android™ 设备，扫描以下二维码下载应用程序。

3. 使用您的Thermo Fisher Connect登录名和密码登录

Instrument Connect手机app。 

随手掌控，尽在指尖！
扫描二维码下载Instrument Connect手机

App，随时随地远程监视您的仪器运行进

程，查看仪器可用性及您的程序何时结束，

并可通过Cloud账户共享程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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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移动设备检查运行状态

1. 手机打开Instrument Connect 应用程序。如果需要登录，则

输入您的Thermo Fisher Connect登录名和密码。

2. 登录后显示操作面板，其中显示了所有注册仪器的状态。

3. 点击即可查看正在运行的仪器的剩余时间和实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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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创建新实验 (Create new experiment)。(过一段时间

后，可以选择打开现有实验 (Open existing experiment)，

查看模板实验程序方案和您已经写入的实验程序方案。)  

从台式计算机或笔记本电脑上设计程序并上传至仪器

1. 从您的网络浏览器登录  

thermofisher.com/connect

2. 使用您的Thermo Fisher Connect登录名和密码登录

3. 从操作面板上选择PCR Designer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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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遵循下列步骤创建新实验 (程序):

a. 输入实验特性。点击下一步 (Next)。

b. 输入程序的阶段和步骤。点击下一步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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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输入反应板布局详情。点击下一步 (Next)。

d. 按照提示保存实验程序。

6. 在您方便时下载新程序至您的PCR仪上。

a. 登录PCR仪。 

b. 查看保存至您的Thermo Fisher Connect账户的实验程序

列表。 

c. 选择目标程序。(将下载至仪器)。 

d. 运行程序。 

e. 您可以直接在电脑端查看仪器运行状态和设置邮件提醒。

此外，如果您愿意，您也可通过您的移动设备查看运行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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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lex PCR 系统
灵活、高通量——一
次运行三个独立的

实验

Veriti PCR仪
可实现稳定的热循
环，适合诊断应用

SimpliAmp PCR仪
精致的设计、明智
的选择——易于使
用、体积小巧的梯度

PCR仪

更多信息，请登录 thermofisher.com/thermalcyclers

2720 PCR仪
适合日常应用的经

济方案

自动PCR仪
精心设计，方便与
不同品牌自动化平

台整合

Applied Biosystems PCR仪
自1987年推出第一台终点PCR仪以来，我们的工程师始终致力

于新型PCR仪的设计、开发和支持，以推动您的研究。Applied 
Biosystems™ PCR仪因其可靠性、温度准确度以及用户友好的界

面而享有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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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 酶
我们拥有品种齐全的Invitrogen™ PCR酶和

预混液，可提供您需要的高性能。

您可利用下列选择指南，查找适合

常见PCR应用的最佳酶。

PCR类型 高保真PCR 热启动PCR 标准PCR

推荐的DNA聚
合酶

Invitrogen™ 
Platinum™ 
SuperFi™ DNA
聚合酶

Invitrogen™ 
Platinum™ Taq 
DNA聚合酶

Invitrogen™ 
Taq DNA聚
合酶

保真度 (与Taq
酶相比)

>100x 1x 1x

热启动 是 是 否

靶点长度 至多20 kb* 至多5 kb 至多5 kb

可用形式

独立包装的酶 无色、绿色** 无色、绿色* 无色

预混液 无色、绿色* 无色、绿色* 无色

* 可以实现>20 kb (至多40 kb) 片段大小的扩增，但可能需要进一步优化反应条
件和引物设计。
** 采用绿色缓冲液直接进行凝胶上样。

请登录thermofisher.com/pcrenzymes，了解更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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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样本的小规
模实验 日常实验 完整工作流程实验

——适合自动化
高通量，自
动化

单管、联排管、
盖、
粘性封板膜和
配件

MicroAmp™ 
光学反应板

MicroAmp™ 
EnduraPlate™ 
光学反应板

EnduraPlate™ 
光学GPLE反
应板

规格 •单管
•8联管
•12联管盖

•48孔快速
•96孔
•96孔快速
•384孔

•96孔
•96孔快速
•384孔

•96孔
•96孔快速
•384孔

不含DNA、RNA
酶、PCR抑制剂

是 是 是 是

可选颜色 透明或混合色包
装 (包含红色、橙
色、蓝色和绿色)

透明 单色包装 (红色、
蓝色、绿色、黄色
或透明) 和5块混色
反应板 (每种颜色
各1块)

透明

条形码 无 有 (1或2侧) 有 (3侧) 有 (3侧)

多个应用领域 否 否 是 是

光学兼容性 是 (适用于光学
应用)

是 是 是

PCR 耗材
Applied Biosystems™ PCR耗材

经优化设计、工程师严格验证，

可与我们的PCR仪完美兼容，为

您提供高精度和可靠的实验结

果。请登录 thermof isher.com/
plastics，查看我们的选择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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