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销优惠时间: 2019 年 9 月 1 日 - 9 月 30 日

新学期，大钜惠！
新学期，开学礼，经典的畅销产品，惊爆冰点的价格，提升您的实验装备！
促销一 购买 5 mL 手动或电动移液器和加长型双滤芯吸头组合套装，享开学特惠
产品描述

货号

开学优惠

Research® plus 单道手动移液器,0.5-5 mL,含 ep Dualfilter T.I.P.S.® 双滤芯
吸头,PCR 洁净级和无菌级,0.2 – 5 mL L 加长型,175 mm,紫色,360 个 (3 x
5 盒 × 24 个)
Xplorer® plus 电动移液器,单道,0.2-5 mL,含 ep Dualfilter T.I.P.S.® 双滤芯吸
头,PCR 洁净级和无菌级,0.2 – 5 mL L 加长型,175 mm,紫色,1080 个 (9 x 5
盒 × 24 个)

3120000895

5 mL 移液器和加长型双滤芯吸
头组合套装促销优惠

4861000951

促销二 购买任一 Reference® 2 三支套装，赠送旋转移液器支架
产品描述

货号

开学优惠

Eppendorf Reference® 2 三支套装移液器 1,量程: 0.5-10 µL,10-100 µL,
100-1000 µL,包含 epT.I.P.S.原装吸头
Eppendorf Reference® 2 三支套装移液器 2,量程: 2-20 µL黄色,20-200 µL,
100-1000 µL,包含 epT.I.P.S.原装吸头
Eppendorf Reference® 2 三支套装移液器 3,量程: 100-1000 µL,0.5-5 mL,
1-10 mL,包含 epT.I.P.S.原装吸头
旋转式移液器支架 2,可放置 6 个 Eppendorf Research®/plus,Reference®/2

4920000903

赠送旋转移液器支架

4920000911

赠送旋转移液器支架

4920000920

赠送旋转移液器支架

3116000015

赠品

促销三 购买 Multipette® M4 连续手动分液器启动套装，享开学特惠
产品描述

货号

开学优惠

Multipette® M4 连续手动分液器启动套装,包含 Multipette® M4,Combitip Rack 分液
管盒,Combitip 分液管混合装,1 µL-10 mL

4982000314

M4 手动分液器和分液管优惠让利促销

产品描述

货号

开学优惠

Multipette® E3 电动连续分液器,含充电支架和 2 套 Combitips advanced 混合套装
Multipette® E3x 电动连续分液器,含充电支架和 2 套 Combitips advanced 混合套装
Combitips advanced 分液管,标准级,1.0 mL,100 个
Combitips advanced 分液管,标准级,5.0 mL,100 个
Combitips advanced 分液管,标准级,10 mL,100 个

4987000371
4987000380
0030089430
0030089456
0030089464

购买电动连续分液器，升级充电支架并赠送
100 个分液管

促销四 购买电动连续分液器，升级充电支架并赠送 100 个分液管

促销五 购买 ThermoMixer® C 混匀仪，赠送 1.5 mL SmartBlock 模块和 SmartExtender 扩展边框,提升通量至 36 x 1.5 mL
产品描述

货号

开学优惠

ThermoMixer 恒温混匀仪,含 1.5 mL 管 SmartBlock 加热模块及 SmartExtender 扩展
边框

5382000279

购买 ThermoMixer® C 混匀仪，赠送 1.5 mL
SmartBlock 模块和 SmartExtender 扩展边框

产品描述

货号

开学优惠

15 mL 锥形离心管,无菌,袋装,500个
50 mL 锥形离心管,无菌,袋装,500个

0030122151
0030122178

购买 15 mL 和 50 mL 离心管，享开学特惠

促销六 购买 15 mL 和 50 mL 离心管，享开学特惠

Eppendorf Multipette® M4 手动连续分液器
> 轻松移取问题液体（高粘度液体、易起泡液体、易挥发液体、高温 / 低温液体等）
> 分液范围广（1 μL-10 mL），一次吸液最高 100 次分液
> 自动识别 Combitip advanced® 分液管，显示屏直接显示相应分液体积和步数，无
需换算
Multipette® E3/E3x 电动分液器
> 可应用于吸取上清、倍比稀释、浓度测定，归集和容量测定后的分液等

Eppendorf ThermoMixer® C 恒温混匀仪
> 超高灵活性，具有加热、冷却和混匀三种功能
> 多种 SmartBlock 模块可选，适用常见离心管和工作板（5 μL 至 50 mL）的应用
> 独有的 2DMix-Control 二维混匀操控技术，确保出色的混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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