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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 用戶支援人員於下班時間不提供更換 uni-puck 的

服務，若有更換需求，請各實驗室派員自行處理。

且該員須於上班時間內完成相關訓練，謝謝配合。

• 用戶需特別注意：

1. Cap 的選擇 (p.5-7)

2. Spreadsheet 的填寫方式 (p.24-29)

3. 如何更換 uni-puck 以及更新 spreadsheet 

(p.30-45, p.59-65)

4. 實驗完成時，禁止直接用手取下繞射儀上的
樣本，務必記得利用 Blu-Ice 介面操作來
dismount 最後一個樣本 (p.58)

以上請務必詳閱本手冊相關章節。

備註：用戶支援人員平日下班時間為 PM 6:00，

假日為 PM 4:00，機器手臂系統操作訓

練約需 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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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詳閱本手冊並確認每個步驟。

• 實驗全程禁止直接用手取下繞射儀上的樣本。



使用說明

• 每一個操作動作，都會依序標上1, 2, 3...

例：

• 紫色對話框代表註解

例：

• 紅色圈圈或方框標出動作的位置或要注意的地方

例：

• 動作框內紅字表示按鈕的名稱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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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框表示內容大綱或操作大綱

例： Cap Types

1. 編輯 spreadsheet 的各項欄位內容

2. 點選 Robot Control 開啟 ISARA 機器人

系統操作介面

桶內放置 uni-puck 之底座
Screening 

參數設定



A. Preparing Sample Pins

Cap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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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RA 機器手臂系統僅相容於少數型式的 cap，因此請用戶使
用此系統前，務必詳閱手冊內容。

禁止使用的 cap

RustyPlastic

MiTeGen 

SPINE

SPINE 型式的 cap 目前有兩家公司販售，分別為
Hampton 及 MiTeGen。因為 cap 底座高度的關係，使用
MiTeGen SPINE 會導致機器手臂系統損壞。因此，本系
統禁止使用 MiTeGen SPINE，請用戶特別注意。

殘膠過多

遺留過多的膠在 cap 上，會導致
機器手臂拿取樣本失敗唷!



A. Preparing Sample Pins

Compatible C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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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 ISARA 機器手臂系統限定使用的 caps，請用戶仔細
確認使用的 cap 名稱以及型式 (Type 0 or Type 1 )，如何判
定 cap 型式請參考下頁說明。

https://hampto

nresearch.co

m/product-

CrystalCap-

SPINE-HT-

445.html

https://hampto

nresearch.com

/product-

CrystalCap-

ALS-HT-

688.html

https://www.mi

tegen.com/pro

duct/b3s-

goniometer-

bases

https://hampto

nresearch.com

/product-

CrystalCap-

378.html

https://www.mit

egen.com/prod

uct/reusable-

b1-goniometer-

bases



A. Preparing Sample Pins

Cap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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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用戶仔細確認使用的 cap 型式 (Type 0 or Type 1 )，並於
spreadsheet 中載明 (請參考 p.28)。

依照 cap 的底座上方邊緣是否有平台，區分為 Type 0 及Type 1

兩種，此兩種型式的 cap 皆可使用，但禁止將不同型式的 cap

混裝入同一個 uni-puck 中。

一旦發現有 cap 混裝情形或是使用不符規定的 cap 型號時，將
立即停止該用戶使用機器手臂系統。若因使用不當，導致機器手
臂系統損壞，亦將予以究責。

Type 0 Type 1

Cap 底座的上方邊緣沒有平台 Cap 底座的上方邊緣有平台

沒有平台

有平台
沒有平台 有平台



Cap 底座至 pin 頂端之總長度約為 21.5 mm

A. Preparing Sample Pins (續)

The Length of Micro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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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ype 0

Case3: 當使用 B3S

MicroTube Length : 18 mm

Case1: 當使用 CrystalCap

SPINE HT

MicroTube Length : 18 mm

Case2: 當使用 CrystalCap

ALS HT

MicroTube Length : 18 mm



Case1: 當使用 CrystalCap  

HT (無 Copper) 

MicroTube Length : 18 mm

Case2: 當使用 CrystalCap 

Copper HT

MicroTube Length : 10 mm

Cap 底座至 pin 頂端之總長度約為 21.5 mm

A. Preparing Sample Pins (續)

The Length of Micro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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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8mm
22.22mm

(2) Type 1

Case3: 當使用 B1

MicroTube Length : 18 mm



建議使用 AB 膠。上膠之後，不可殘留過多的膠在
MicroTube 上。若以其他膠黏 MicroTube，在重複
使用 cap 時，MicroTube 容易脫落。

(AB膠)

A. Preparing Sample Pins (續)

What Type of Glue to Use ?  Epoxy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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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p 大小的選擇必須依晶體大小而定

Loop 與晶體之大小須相近。Automatic loop centering 是將
loop 中央對準十字中心，若晶體比 loop 小很多且未在 loop

中央，當 automatic loop centering 完成後，晶體是偏離十
字中心的，需要手動調整。

A. Preparing Sample Pins (續)

Choose Adequate Loop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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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op 的形狀

• Loop 的大小

建議之 loop 大小

0.05~0.5 mm

Loop 彎曲導致 auto-

centering 失敗!

晶體比 loop 大許多時，

因軟體無法明確辨別

loop 形狀，所以會導

致 auto-centering 失敗!

A. Preparing Sample Pins (續)

Choose Appropriate L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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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SRRC，ISARA 機器手臂系統限制必須使用 uni-puck 

containers 進行樣品裝載。

Uni-puck 由 enclosure 及 base 兩部分組合而成，且兩邊皆
有磁力可吸附 cap，其中 base 的磁力比 enclosure 還強。

使用 uni-puck 需注意不可在 enclosure 上貼標籤 (如下左圖)，
並需要知道如何確認 puck name (serial number) (如下右圖)。

B1. The Uni-pu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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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puck enclosureuni-puck base

參考網址
http://www.crystalpositioningsystems.com/index.

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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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Uni-puck Enclosure

2.Uni-puck Base

3.Base Removal 
Platform 

4.Push Tool

5.Bent Cryo-tong

6.Magnetic Wand

7.Puck Wand              

8.Foam Dewar

14.Safety Glasses

15.Shipping Dewar

9.Hooked Handle

10.Locking Rod

11.Rod

12.Special Shipping                        

Canister 

13.Cryogenic Gloves

B2. The Uni-pucks and Its Loading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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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前請先檢查 uni-puck enclosure 裡面是否有受損
孔洞或殘留斷掉的 MicroTube，以上情況會導致 cap

無法順利放置洞中。

• 請維持 uni-puck enclosure 形狀完整 (請勿碰撞)。

B3. Loading Samples into the Uni-puck 

檢查 uni-puck enclosure 孔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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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fitNormal Damaged Broken pin



在放樣本進入 uni-puck 前，請確認 uni-puck base 中央定
位桿的螺絲以及兩側彈簧片是鎖緊的，若未鎖緊，將導致
置換 uni-puck 進機器手臂液氮桶時，容易發生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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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puck enclosureuni-puck base中央定位桿螺絲

備註 : 和 SAM 系統的
差異為將 uni-puck 置入
機器手臂液氮桶內時，樣
本是以吸附在 base 上的
形式置入的 (如右圖)。

B3. Loading Samples into the Uni-puck (續) 

檢查 uni-puck base 的中央定位桿及兩側彈簧片

彈簧片

要鎖緊喔!



B3. Loading Samples into the Uni-puck (續) 

Step1: 預冷 foam dewar及 uni-puck en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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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撈晶體的過程中，須隨時確保 uni-puck enclosure 維持

在液態氮液面下。

• 不操作時，隨時蓋上保溫蓋，可減少冰屑產生。

3. 用 bent cryo

-tong 將

uni-puck 

enclosure

置於 foam 

dewar 中預冷

1. 將 foam dewar

注入液態氮

(請勿使用不鏽

鋼 dewar)

2.用 bent cryo-tong 夾住

uni-puck enclosure，

注意 bent cryo-tong 夾的

位置，以方便按編號順序

載入樣本



B3. Loading Samples into the Uni-puck (續) 

Step2: 將樣品載入 uni-puck enclosure

2. 撈晶體
3. 對準欲載入編號孔洞，

下壓 magnetic wand，

將 cap 載入後，移除

magnetic w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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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3 需在液態氮中進行。
• 載入樣本時需對準孔洞，避免撞歪 loop；同時建議

依編號順序放入樣本，以方便編輯 spreadsheet。

1. 將 cap 裝至 magnetic 

wand 弱磁鐵端

(有褐色標記)



B3. Loading Samples into the Uni-puck (續) 

Step3: 將樣品載入 canister 中

1. 將 puck wand

吸附在 uni-puck 

base 上

3. 將 uni-puck base 

下壓，使之與

uni-puck enclosure

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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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2~3 需在液態氮中進行。

• 步驟 3，下壓 uni-puck base 時需小心，會有少許液態氮濺起。

2. 將 uni-puck 

base 對準卡榫



B3. Loading Samples into the Uni-puck (續) 

3. 將 puck wand 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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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轉動 uni-puck 

enclosure 位置

，使 uni-puck 

enclosure 側面

編號正對 bent 

cryo-tong

步驟 1~3 需在液態氮中進行。

2. 用 bent cryo-tong

夾緊 uni-puck 

enclosure

Step3: 將樣品載入 canister 中(續)



B3. Loading Samples into the Uni-puck (續) 

Step3: 將樣品載入 canister 中(續)

4. 將 canister

緩慢放入液

態氮桶中預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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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 需緩慢小心輕放，以防液態氮濺出。

3. 抽出

locking rod

1. 倒入液態

氮至

shipping 

dewar

2. 先將 rod 與

canister 旋

緊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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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2， uni-puck 前緣有一圓孔及凹槽，需正對 canister

凹槽放入。

• 步驟 3，放入後請試著輕輕轉動 uni-puck，確定 uni-puck

不可轉動後，才算置入成功。

• Step5: 將uni-puck載入 canister中• Step5: 將uni-puck載入 canister中• Step5: 將uni-puck載入 canister中• Step5: 將uni-puck載入 canister中

3. 置入完成

Step3: 將樣品載入 canister 中(續)

B3. Loading Samples into the Uni-puck (續) 

1. 利用 hooked handle 

或 rod 將 canister

提起

2. 將 uni-puck 置入

canister 中，並請

記錄 uni-puck 

number 與 canister

放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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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 需緩慢小心輕放，以防液態氮濺出。

2. 將 canister 放

入液態氮桶

Step4:  寄送 Dry-shipping dewar

1. 將 locking rod

置入，防止

uni-puck 滑動

B4. Preparing the Uni-puck for Shipment

3. 逆時針旋轉 rod

，將 rod 移除

4. 必須將液態氮倒掉後，

再蓋上液態氮桶蓋，寄

至 NSR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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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Editing the Spreadsheet

Step1: Download the Spreadsheet

1. 開啟以下網頁，
http://bionsrrc.nsrrc.org.tw/Beamline.aspx?num=86&chi

ld=421

2. 點選 Download spreadsheet template

http://bionsrrc.nsrrc.org.tw/Beamline.aspx?num=86&child=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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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Editing the Spreadsheet (續)

Step1: Download the Spreadsheet

1. 輸入用戶帳號及密碼，登入 Sample Database

2. 點選 ISARA Pucks template 即可下載 spread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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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Editing the Spreadsheet (續)

Puck Name

Step2: Edit the Spreadsheet for uni-puck

1. 請於每個分頁頁籤，利用重新命名功能，各別
填上每個 uni-puck 的名稱 (Puck Name)，也就
是每個 uni-puck enclosure 側面上的特定編號
(如 : CPS0178)

ISARA 機器手臂的液氮桶內最多可放置 29 個 uni-pucks，
因此 spreadsheet 檔案模板裡，預設有 29 個頁籤可以填
寫，請用戶依自己的 uni-pucks 數目，依序填寫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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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Editing the Spreadsheet (續)

Crystal ID

Step2: Edit the Spreadsheet for uni-puck

1. 編輯 spreadsheet 的各項欄位內容

A欄 : Crystal ID 定義 uni-puck 內的樣本
位置，uni-puck 為 16 個孔洞設計，
編號為 1~16。

特別注意 : 在沒有放置樣本的位置
(空的 port)，Crystal ID 必須設為
“0”，以避免機器手臂至空的位置拿
取樣本，造成時間的浪費。

C 欄 : Directory 定義資料夾名稱，只能使
用半形的英文字母及阿拉伯數字來編
輯。如需空格表示，請用底線替代。

B、D、E、F、G 欄 : 可依用戶需求，自行
填寫蛋白質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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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Editing the Spreadsheet (續)

Step2: Edit the Spreadsheet for uni-puck

1. 填寫用戶帳號、uni-puck 所有人、

beamline 名稱以及 pin type (0 或 1，

請參考 p.6-7) 等資訊

Position 此欄會在現場根據 uni-pucks 擺放
至機器手臂液氮桶內的特定位置來進行設定，
用戶不需先行填寫。

若因 pin type 填寫錯誤或將不同型式的 cap 混裝入同一個
uni-puck 中，導致機器系統損壞，將予以究責，請多加注意。



1. 每一個 spreadsheet 可輸入 1~29 個 uni-pucks 

的資料，檔名規則如下：

 spreadsheet_beamline_beamtime first date_ 

owner name.xlsx

ex: spreadsheet_05A_20201001_blctl.xlsx

(西元年月日)

2. Spreadsheet 檔名只能使用半形的英文字母、阿
拉伯數字及底線來編輯。

3. 請務必將檔案儲存為 .xlsx （Strict Open XML

簡報）格式，其他的檔案格式
(如：.numbers, .ods, .sxc) 軟體無法辨識讀取。

4. 請各實驗室先行將所有成員的 uni-pucks 資訊，
統一彙整為一個 spreadsheet 檔案，以利加速
現場放置作業。

5. 請於寄出樣本時，同時將 spreadsheet 檔案
e-mail 給光束線經理。

TPS 05A : 曾建璋先生 marksman@nsrrc.org.tw

TPS 07A : 周重光先生 ck.chou@nsrrc.org.tw

29

C1. Editing the Spreadsheet (續)

Step3: Save the Spreadsheet

mailto:marksman@nsrrc.org.tw
mailto:ck.chou@nsrr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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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Loading the Uni-pucks into the Dewar

Step1: 工具準備及 foam dewar 預冷

1. 將預備使用的工具及 foam 

dewar 置放於操作平台上

Bent Cryo-tong

Hooked Handle

Rod

Uni-puck

Foam dewar

Puck dewar 

loading tool

2. 將 foam dewar 注入液態氮預冷

內有液態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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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Loading the Uni-pucks into the Dewar (續)

Step2: 取出 uni-pucks 移至 foam dewar 中

2. 利用 hooked handle 提

起 canister，並將 rod

與 canister 旋緊固定 3. 抽出 locking rod

1. 先將 shipping dewar 填滿液氮，確保

uni-puck enclosure 內有液氮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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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取出 uni-pucks 移至 foam dewar 中

1. 利用反拿 bent 

cryo-tong 將

uni-puck 夾緊

注意 bent cryo-tong

的手持姿勢 (手背朝上)

注意 bent cryo-tong

的夾子彎度是朝下的

2. 夾出 uni-puck

3. 小心移至預

冷好的 foam 

dewar 上方

C2. Loading the Uni-pucks into the Dewar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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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取出 uni-pucks 移至 foam dewar 中

注意 bent cryo-tong

的手持姿勢 (手心朝上)

注意 bent cryo-tong

的夾子彎度是朝上的

3. 重複以上步驟將 foam dewar

內放滿三個 uni-pucks

內有液態氮

內有液態氮

內有液態氮

2. 移除 bent cryo-tong

C2. Loading the Uni-pucks into the Dewar (續)

11. 翻轉 uni-puck 使其底部

朝上並輕輕將 uni-puck 

放入 foam dewar (注意 :

請在液氮內操作，確保樣

本全程都維持在 100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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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組裝 puck dewar loading tool

1. 將 puck dewar loading tool 

對好 uni-puck 底部並順時

針旋轉約 9 圈鎖上

內有液態氮

2. 將操作平台推入

hutch 並移到機

械手臂系統旁

C2. Loading the Uni-pucks into the Dewar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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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 打開機器人液氮桶桶蓋

1. 必須先確定機器

手臂在安全位置

才能開蓋 (如圖)

2. 按下 LID OPEN/CLOSE

之藍色按鈕即可打開機器

手臂液氮桶桶蓋

桶蓋打開狀態

C2. Loading the Uni-pucks into the Dewar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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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5: 將 uni-puck 置入機器手臂液氮桶中

桶內 uni-pucks

位置編號分佈圖

由左而右，由上而下，依序排列，共有 29 個 uni-pucks 位置。

C2. Loading the Uni-pucks into the Dewar (續)



桶內放置 uni-puck 之底座 :

底座上有 2 個定位圓錐柱，一
個是將 uni-puck 前緣凹槽對
準底座的外側圓錐柱，另一個
是 uni-puck 之 locking rod 穿
孔需對準的內側圓錐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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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5: 將 uni-puck 置入機器手臂液氮桶中

2. 將 uni-puck 前

緣凹槽對準底座

的外側圓錐柱1. 將組裝好的 puck dewar 

loading tool 及 uni-puck

移至預定放入的位置上方

3. 垂直向下移動 uni-puck，且

將其平穩地擺放在平台上

C2. Loading the Uni-pucks into the Dewar (續)

外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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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5: 將 uni-puck 置入機器手臂液氮桶中

2. 垂直向上移動即可取出

uni-puck enclosure，此

時 uni-puck base 會被磁

力吸附在平台上

C2. Loading the Uni-pucks into the Dewar (續)

1. 按壓 puck dewar loading 

tool 上方推桿，此時 uni-

puck enclosure 會和

base 分開

放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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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5: 將 uni-puck 置入機器手臂液氮桶中

2. 記下每個 uni-puck 的放置位置 (position1-29)，待放置完所有

uni-pucks 後，於 spreadsheet 內的 position 欄位載明 (p.41)

C2. Loading the Uni-pucks into the Dewar (續)

1. 利用機器手臂系統旁的

電腦螢幕，確認 uni-

puck 放置位置是否正確

有放置 puck

沒放置 p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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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6: 關閉機器手臂液氮桶桶蓋

1. 放置完所有 uni-pucks 後，按下

LID OPEN/CLOSE 之藍色按鈕

即可關閉機器手臂液氮桶桶蓋

桶蓋關閉狀態

C2. Loading the Uni-pucks into the Dewar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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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照每個 uni-puck 的放置位置設定

Position 欄位 (1-29)

Step7: 填寫 spreadsheet 內的 position 欄位

放置位置

記得每個頁籤 (不同的 uni-puck) 都要設
定成與桶內相對應的 Position。

1. 開啟 Blu-Ice 電腦桌面上的 spreadsheet 檔案

C2. Loading the Uni-pucks into the Dewar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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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8: 上傳 spreadsheet

2. 點選 Passive 取得 Blu-Ice 軟體控制權

4. 點選 Robot Control 開啟介面

C2. Loading the Uni-pucks into the Dewar (續)

1. Hutch 必須在 Search Complete 狀態下，才可使用 ISARA

機器手臂系統操作介面 (Simple Robot)

3. 點選 Hutch 分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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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8: 上傳 spreadsheet

ISARA 機器手臂系統操作介面 (Simple Robot)

1. 點選 Choose Spreadsheet 上傳 spreadsheet

C2. Loading the Uni-pucks into the Dewar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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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8: 上傳 spreadsheet

1. 點選 Home

2. 點選 Desktop

3. 點選編輯好的

spreadsheet 檔案

4. 點選 Open

C2. Loading the Uni-pucks into the Dewar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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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8: 上傳 spreadsheet

uni-puck 顯示區域一次
只能顯示四個，若要檢
視或收集其他的 uni-

puck，可利用點選倒三
角形圖案的下拉式選單
來選取。

C2. Loading the Uni-pucks into the Dewar (續)

Spreadsheet 成功上傳後，ISARA 機器手臂系統操作
介面會顯示出 uni-puck 圖示以及對應的 puck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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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t 狀態顯示 Screening 

參數設定

D1. Screening Crystal with Blu-Ice

ISARA 機器手臂系統操作介面介紹

執行工作清單

mount/dismount

樣本操作區域

Uni-pucks 顯示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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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Screening Crystal with Blu-Ice (續)

ISARA 機器手臂系統操作介面介紹

於欲選取的樣本位置按下
滑鼠左鍵可進行選取

若欲取消已選取的樣本請
按下滑鼠右鍵

白網底 : 代表樣本已選取
黑網底 : 代表樣本未選取

若欲全選樣本，請在 uni-puck 

內的任意空白處按下滑鼠左鍵；
若想全部取消，請在 uni-puck 

內的任意空白處按下滑鼠右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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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Screening Crystal with Blu-Ice (續)

ISARA 機器手臂系統操作介面介紹

樣本選取完成後，請確認執行工作清單內容是否正確。

Puck name Port number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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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Screening Crystal with Blu-Ice (續)

ISARA 機器手臂系統操作介面介紹

下一顆準備要篩選的晶體

正在繞射儀上的晶體

Port 狀態顯示如下 :

綠色 : 代表此樣本已篩選過
桃紅色 : 代表此樣本正在繞射儀上
黃色 : 代表此樣本在預拿狀態下
黑色 : 代表為空的 port (spreadsheet 中 Crystal ID 指定為 0)



Mount 鍵
功能 : 將晶體放至繞射儀上。

Dismount 鍵
功能 : 將繞射儀上的樣本和預拿的樣本皆放回機器手臂液

氮桶中。
使用時機 : 有取下繞射儀上晶體的需求時，例如用戶支援

人員需要量測光源品質時。

Open 鍵
功能 : 開啟機器手臂液氮桶桶蓋，且機器手臂仍然持續浸

泡在液氮中。
使用時機 : 用戶有中途更換 uni-puck 的需求時。

Home 鍵
功能 : 機器手臂會將繞射儀上的樣本和預拿的樣本皆放回

uni-puck，再將機器手臂停放在安全位置，並且關
閉桶蓋。(注意 : 機器手臂此時是暴露在常溫下，會
開始結霜。)

使用時機 : 用戶已完成實驗，要收回 uni-puck 時。需自
行按 LID OPEN/CLOSE 之藍色按鈕打開桶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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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Screening Crystal with Blu-Ice (續)

ISARA 機器手臂系統操作介面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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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Screening Crystal with Blu-Ice (續)

ISARA 機器手臂系統操作介面介紹

Screen 功能尚未開放

可在此設定 Distance 及 Attenuation 參數，當 mount 完晶體後，
Distance 及 Attenuation 會移至設定值。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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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Screening Crystal with Blu-Ice (續)

ISARA 機器手臂系統操作介面介紹

先 dismount 在
繞射儀上的晶體

把手臂預拿的晶
體放上繞射儀

ISARA 機器手臂系統預拿功能 :

ISARA 配備 double tong，因此具有預拿樣本的功能。當一次選
取兩顆以上的晶體，機器手臂 Gripper-A會先預拿一顆晶體，待
更換樣本時，先命令 Gripper-B 取下繞射儀上的晶體後，立即把
預拿的晶體放上，節省拿取的時間。

選取兩顆以
上的晶體

晶體在預拿
的位置，以
黃色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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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stal Mounting

1. 滑鼠左鍵點選欲收集的晶體
(此例為全選)

2. 確認工作清單內容

4. 點選 Mount，可以放上
清單中的第一顆晶體

D1. Screening Crystal with Blu-Ice (續)

3. 設定 Distance 

及 Atten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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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stal Mounting

第一顆晶體在繞射儀上
第二顆晶體在預拿位置

1. 第一顆晶體完成，待
Robot Status 顯示
ready 後，點選 Mount，
可以放上第二顆晶體

第二顆晶體在繞射儀上
第三顆晶體在預拿位置

2. 第二顆晶體完成，待
Robot Status 顯示
ready 後，點選 Mount，
可以放上第三顆晶體

第三顆晶體在繞射儀上
第四顆晶體在預拿位置

第 16 顆晶體在繞射儀上

3. 依序點選 Mount，可以依序
放上所有預選的晶體

D1. Screening Crystal with Blu-Ice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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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uni-puck 內的任意空白
處按滑鼠右鍵取消全選

若想取消全選，重新點選預備上機的晶體，請參考以下步驟。

Crystal Mounting

3. 確認工作清單內容
(注意上機的順序
是否正確)

D1. Screening Crystal with Blu-Ice (續)

註 : 依圖例所示，由於樣本 3 已經預拿，所以無法做取消
動作。因此本例接下來的上機順序為 3 -> 12 -> 6。

2. 依照預定上機的順序按滑鼠左鍵重新
點選 (例 : 先選樣本 12，再選樣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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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stal Centering

3. 點選晶體，讓它移
動到十字絲正中央

1. 點選 Hutch 分頁

2. 點選到適當
倍率

4. 按 “Rotate Phi” 按鍵來轉動晶體，重複
多轉幾個角度直到確定晶體有 center 好

D2. Collecting Data after Screening

晶體上機完成後，MD2 繞射儀會自動切換成 Center Mode，
用戶即可進行後續 center 晶體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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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Collection

D2. Collecting Data after Screening (續)

1. 點選 Collect 分頁

3. 設定參數，收集數據

2. 確認檔案名稱及檔案儲存資料夾路徑
(註 : 當 mount 完晶體後，若按下
Update，程式會依 spreadsheet 內
容產生檔名及資料夾名稱，用戶可在
收集數據前，自行決定是否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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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完成後 dismount 最後一顆晶體

D2. Collecting Data after Screening (續)

1. 點選 Home

實驗完成時，禁止直接用手取下繞射儀上的樣本，務必記
得利用 Blu-Ice 介面操作，點選 Home 鍵，來 dismount 

最後一個樣本。

Home 鍵的功能 :

機器手臂會將繞射儀上的樣本和預拿的樣本皆放回 uni-

puck，再將機器手臂移至安全位置，此時才可以開啟機
器手臂液氮桶桶蓋，來進行更換 uni-pucks 的動作。

Dismount 完成

機器手臂移
至安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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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Unloading the Uni-pucks from the Dewar

Step1: foam dewar 預冷及組裝 puck dewar loading tool

1. 將 foam dewar 注入液態氮預冷

內有液態氮

內有液態氮

2. 將 puck dewar loading tool 

對好 uni-puck enclosure 底

部並順時針旋轉約 9 圈鎖上
需確認 uni-puck enclosure

的號碼以及是乾燥的

3. 置入 foam dewar 中預冷

並將其他兩個 uni-puck

enclosures 也組裝好

內有液態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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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Unloading the Uni-pucks from the Dewar (續)

Step2: 打開機器手臂液氮桶桶蓋

1. 將操作平台推入

hutch 並移到機

器手臂系統旁

必須先確定機器手臂在安全位置
才能開蓋 (如圖)

2. 按下 LID OPEN/CLOSE

之藍色按鈕即可打開機

器手臂液氮桶桶蓋

桶蓋打開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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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有液態氮

Step3: 將 uni-puck 移出機器手臂液氮桶

1. 找到對應的 uni-puck base 後，

將 uni-puck enclosure 前緣凹

槽對準底座最左邊的圓錐柱

2. 垂直地將 uni-puck enclosure 向下壓

到底，確定與 uni-puck base 緊密結合

3. 稍微傾斜一些角度，讓 base

和平台磁力減弱後，即可將整

個 uni-puck 向上拿出

4. 置入 foam dewar 中

預冷並將其他兩個

uni-pucks 也一併取出

E. Unloading the Uni-pucks from the Dewar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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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 關閉機器手臂液氮桶桶蓋

1. 拿取完所有 uni-pucks 後，按下

LID OPEN/CLOSE 之藍色按鈕

即可關閉機器手臂液氮桶桶蓋

桶蓋關閉狀態

E. Unloading the Uni-pucks from the Dewar (續)



注意 bent cryo-tong

的夾子彎度是朝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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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有液態氮 內有液態氮

Step5: 拆下 puck dewar loading tool

內有液態氮

2. 將 puck dewar loading tool

逆時針旋轉約 9 圈移除

1. 將 puck dewar loading tool 

稍微傾斜後，反拿 bent 

cryo-tong 將 uni-puck 夾緊

注意 bent cryo-tong

的手持姿勢 (手背朝上)

內有液態氮

E. Unloading the Uni-pucks from the Dewar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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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有液態氮

Step6: 將 uni-puck 載入 canister 中

3. 將 uni-puck 前緣凹槽向

內對準 canister 後，置

入 canister 中

1. 先將 rod

與 canister    

旋緊固定

2. 翻轉 uni-puck 使其正面朝上
(bent cryo-tong 的手持姿勢為手心朝上，
bent cryo-tong 的夾子彎度亦為朝上)

內有液態氮

4. 輕輕左右轉動 uni-puck，

確定 uni-puck 卡好不會

轉動後，才算置入成功

E. Unloading the Uni-pucks from the Dewar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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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 canister 輕輕放入液

態氮桶內後，再移除 rod

Step7: 寄送 dry-shipping dewar

1. 將 locking rod 置入，

防止 uni-puck 滑動

3. 寄出前，必須將液態氮倒掉

後，再蓋上液態氮桶蓋

4. 填寫 FedEx Form 及 Invoice 或是黑貓宅配單後，

將 dewar 寄回給用戶

E. Unloading the Uni-pucks from the Dewar (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