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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货物需求一览表及技术规格 

一、货物需求一览表 

包号 序号 采购内容 

数量 

（台/

套） 

交货期 

（含安装） 

控制金额 

（万

元） 

是否允许采

购进口产品 

01 
1 酶标仪 1 签订合同之日

起 3个月内 
72 

是 

2 离心机 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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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规格 

01包  

本包核心产品为：酶标仪 

标注符号说明： 

①带“★”条款为实质性条款，投标人必须按照投标文件要求作出实质性响应，有一项不满足的即为投标无效。 

②带“○”标注的产品为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各投标人提供的产品必须是财政部、发展改革委最新发布“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

和财政部、环境保护部最新发布“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范围内的产品，未按规定提供的其投标无效。 

③带“✷”标注的产品投标人开标时需提供样品，中标后投标人送至招标人指定地点封存，未提供，提供不全的或者样品不合格的投标无效。 

④带“▲”标注的产品为采购标的核心设备，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核心设备由多家投标人参加投标的，只作为一个投标人计算，且报价最低者为有效投

标人。如出现两家以上相同最低报价的，以提供服务更优者为有效投标人。同一品牌不同型号的核心设备由多个投标人参加竞争，可作为不同的投标人

计算。 

⑤带“#” 标注的参数为重要技术指标。 

⑥未标注符号的参数为普通技术指标。 

注：本项目不要求提供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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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名称 单位 数量 技术参数 
是否接受

进口产品 

1 酶标仪 套 1 

一、通用参数 

★1.检测模块：荧光强度(包括荧光共振能量转移)，时间分辨荧光，发光，紫

外-可见吸收光、可升级荧光偏振 5种检测模式。 

2.检测方法：终点法，动力学，光谱扫描，孔域扫描 

3.孔板类型：6-384孔板；兼容超微量多体积检测板。 

4.温度控制：室温 +4℃至 45℃， 

#5.温控精度：在 37℃时温控精度为±0.2℃，可对孔板进行温度梯度设置，减

少蒸发，带盖检测。 

#6.震荡：线性、轨道、双轨道振荡，振荡速度和振荡时间数字可调，并可配合动

力学检测模式，进行长达 7天持续振荡检测。 

7.自动化兼容：可兼容自动化仪器，进行高通量微孔板处理工作 

#8.探头高度调整：探头高度可在 0-16mm范围内进行自动扫描，选择最佳检测探

头高度 

#9.孔域扫描：高精度孔域扫描，最多可选 99×99点矩阵扫描，并可根据扫描结

果给出模拟热感图。 

10.气体控制：可选配独立外置气体控制模块，可控制 O2和 CO2浓度。 

11.检测速度：96 孔：11 秒；384 孔：22 秒 

#12.认证：ISO13485，CE，（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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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名称 单位 数量 技术参数 
是否接受

进口产品 
13. 电源：220±10%，50Hz。 

二、系统参数 

1荧光强度 

#1.1.光源：双光源设计，配合不同检测模块 

光源 1：高能量氙闪灯（荧光强度检测，时间分辨荧光，光谱扫描）有低、高两

种能量强度 

可升级光源 2：高能量氙闪灯（荧光强度，荧光偏振，时间分辨荧光）有低、

中、高三种能量强度 

1.2.波长范围：单色器: 250-850 nm，1nm步进；可升级滤光片系统: 200-850 

nm  

1.3.波长选择： 四光栅单色器 (顶/底部);可升级滤光片/二向色镜系统 

1.4.带宽：单色器：激发 16nm，发射 16nm； 滤光片：依滤光片而定 

5nm->100nm  

1.5.顶部检测灵敏度： 单色器: 2.5 pM 荧光素 ( 0.25 fmol/孔 384孔板 );

滤光片：0.25pM 荧光素（0.025fmol/孔 384孔板） 

#1.6.底部检测灵敏度： 单色器: 4 pM 荧光素 ( 0.4 fmol/孔 384孔板 ) 

1.7. 荧光光谱扫描：可进行激发光及发射光扫描，1nm步进  

1.8 可升级均相时间分辨荧光（HTRF）、荧光偏振（FP）功能。HTRF 灵敏度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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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名称 单位 数量 技术参数 
是否接受

进口产品 
4amol/孔，FP灵敏度可达 1.2 mP 

2.发光 

2.1.波长范围：300-850nm 

2.2.动态范围： > 6 个数量级，具有动态扩展功能，动态扩展检测范围 

#2.3.灵敏度(ATP)：10 amol /孔 ATP闪光分析 ( 96孔 ) 100amol/孔 辉光分

析 

2.4. 发光扫描：可在 300-700nm范围内进行发光扫描,1nm 步进，绘制发光扫描

图 

3吸收光 

3.1.光源：高能量氙闪灯 

3.2.波长范围：230-999 nm, 1 nm 步进 

3.3.带宽：4nm (230-285nm), 8nm (>285nm) 

3.4.测量范围：0-4.0 OD 

#3.5. OD分辨率： 0.0001 OD 

#3.6.光路径校正：具备光路径长度校正功能。 

4.时间分辨荧光 

4.1.光源：高能氙闪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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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名称 单位 数量 技术参数 
是否接受

进口产品 
4.2.波长范围：250-850nm，1nm步进 

4.3.波长选择：四光栅单色器 

4.4.灵敏度：Eu 120amol/孔 384孔板  

5.软件 

5.1.软件可选择安装中文或英文。对仪器进行控制并可同时完成数据分析及报告

生成。 

5.2.模块化功能操作：可任意调整程序编辑步骤 

5.3.内置模板文件：方便客户参考 

5.4.数据运算及编辑：可对原始数据进行多重运算，生成标准曲线和样品检测数

据。  

5.5自动休眠模式：具有自动休眠模式，在仪器停止运行时进入休眠状态，并可

以随时激活，可节省仪器用电量。 

5.6认证：21CFR Part II 认证 

#5.7跳孔检测模式：可随机选择任意几个孔检测 

5.8荧光成像图形分析： 细胞图像色彩叠加，细胞计数及亚群分析。自动聚

焦，自动 XY轴高度调整，自动 LED强度调整，背景扣除 

三、配置清单： 

3.1四光栅主机 1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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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名称 单位 数量 技术参数 
是否接受

进口产品 
3.2 软件 1套 

3.3 电脑 1台,Intel处理器，64位操作系统 

四、到货期限 

4.1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到货。 

五 安装调试及技术培训 

5.1 设备免费运送至指定现场，根据设备使用说明安装调试，并完成现场培训 

5.2 所有技术文件齐全 

六 售后服务 

6.1 保修期一年 

6.2 保修期内，售后服务及维修满足 48小时内应答及服务 

6.3 保修期内，设备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发生故障或损坏，供应商负责免费维修，

所需换件费用和人工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 

2 离心机 套 1 

1. 运行环境 

1.1. 电源：220±10%，50Hz 

1.2. 环境温度：5℃～35℃  

1.3. 相对湿度：≤80% 

2. 主要技术参数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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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名称 单位 数量 技术参数 
是否接受

进口产品 
#2.1. 最高转速：6,200 rpm；最大相对离心力：6,446×g。 

#2.2. 最大处理量：16 块多孔板，或 80 个采血管或 24 个 50ml 圆锥管。 

#2.3. 自动化整合：可整合到实验室自动化系统中。由外部机械臂整合，机械臂自 
动将微孔板或适配器送至离心腔，离心腔配备四位吊篮，移动和转换吊篮可通过

串口指令进行，实现自动化操作。  

2.3.1. 自动化控制：所有自动化离心机操作均可通过 RS232 串口指令进行操 作
（除校正外），端口开放，提供相关文档和技术支持，可实现全流程自动化 无人

值守操作。 

2.3.2. 转子校正：根据位置需求，可对转子进行初始矫正，以满足各种初始 转子

位置需求。 

#2.4. 三种操作模式：手动操作，校正模式，串口控制模式。手动模式下，串口控 
制将被锁定; 在串口控制模式下，主面板将锁定，无法呼叫离心程序。  

#2.5. 平衡许可误差≤ 45 克。  

#2.6. 转子移动：具有快速和慢速 2 种模式，从 1 位到 2 位最快速度可以 7 秒。 

2.7. 实验器材相容性：符合 ANSI 标准的最高 80mm 微孔板。  

2.8. 主控功能面板：微电脑控制，包括 LCD 主控面、旋钮、时间、速度（RPM）、 
相对离心力（RCF）、加减速、温度、程序、预制冷、开始以及结束/停止按钮. 简
单快捷设定运行条件和运行参数。 

 2.8.1. 运行时间设置：可设置 1-99 小时 1-59 分钟 1-59 秒或者连续运行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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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名称 单位 数量 技术参数 
是否接受

进口产品 
 2.8.2. 加减速：1-9 档可调加减速。 

★ 2.8.3.温度控制范围: -20℃至+40℃。 

# 2.8.4. 程序：可预存 99 个程序。并可以编辑预制冷程序来提前冷却转子。 程
序之间可相互联系执行多程序操作。程序可选择密码保护，使用于多用户 环境。 

 2.9. 噪音：＜68dBa。 

 2.10. 操作模式有设定转速、设定离心力和设定积分值三种模式。  

2.11. 附带简易操作软件。 

2.12. 证书及标准：EN/IEC 61326-1, Klasse B。 

3. 配置清单： 

 3.1. 落地离心机主机 1 台  

★3.2. 4 位转子，1 个  

3.3. 吊篮，一组（4 个） 

3.4 测试软件 1 套 

4、到货期限 

4.1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到货。 

5 安装调试及技术培训 

5.1 设备免费运送至指定现场，根据设备使用说明安装调试，并完成现场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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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名称 单位 数量 技术参数 
是否接受

进口产品 
5.2 所有技术文件齐全 

6 售后服务 

6.1 保修期两年 

6.2 保修期内，售后服务及维修满足 48小时内应答及服务 

6.3 保修期内，设备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发生故障或损坏，供应商负责免费维修，

所需换件费用和人工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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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要求 

本项目招标范围为北京化工大学自动化酶标仪和离心机购置教学仪器设备

的设计、制造、运输、保险、装卸（指定卸货地点）、安装、调试、验收、培训

及保修等。 

1、中标人生产及安装过程要求： 

（1）招标人有权对货物的制造工艺、产品及原材料的质量进行监督和检查。

出厂发运前应通知招标人进行货物出厂检验，货物的设计、工艺、制造、材料、

功能均应达到合同要求后方可发运。整个项目实施完毕后，按双方确认的产品规

范及合同条款进行验收，并签订验收报告。招标人监督和检查过程中出现的费用

由中标人负责。 

（2）产品安装完成后，招标人如对货物质量和技术参数有质疑，可选取招

标人所在地国家权威检验检测机构对产品进行抽样检测 1 次，费用由中标人负

责。检验结果可作为验收是否通过的依据。 

（3）安装过程中须向招标人提供所有进场人员（含管理人员及工人）的身

份证件，并按招标人要求办理相关准入证件。 

2、其它要求： 

（1）工期要求： 

交货期（含安装）：签订合同之日起 3个月内。  

             

交货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5号北京化工大学用户指定地点。 

（2）售后服务： 

进口设备必须提供至少 1年免费质保服务，质保期内提供免费上门服务。 

非进口设备必须提供至少 3 年免费质保服务，质保期内提供免费上门服务。 

必须保证提供的货物是全新的未经使用的产品。 

中标商在合同签订后两周内以书面形式向用户提出安装场地环境要求，用户

负责如电源、地线、温度和湿度设备、静电和防尘设备等安装场地的准备。 

中标商提供货物齐全的资料，对仪器的完整性和配套性负责，保证仪器的正

常使用，提供仪器的中英文使用说明、安装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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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货物出现的任何问题，做到 1 小时电话响应，2 小时上门，7×12 小时

服务，如当日无法解决问题，需提供备用货物，确保不影响正常使用。 

在质保期满后，须对所提供的货物定期进行检查和保养，并负责终身维护，

对于损坏的零部件，应承诺以不高于市场的价格提供。 

（3）培训： 

中标人应负责对招标人的相关人员进行专业培训，直至招标人能完全操作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列明具体培训计划方案），提供详细培训计划。 

免费提供技术培训、咨询、现场指导。负责培训 1-2名能对设备正常使用和维护

的操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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