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院 2019 年仪器设备部门集中采购项目（第一批）

采购需求

一、总 则

1、投标要求

1.1 投标人在准备投标书时，务必在所提供的商品的技术规格文件中，标明型

号、商标名称、目录号。

1.2 投标人提供的货物须是成熟的全新的产品，其技术规格应符合招标文件的

要求。如与招标文件的技术规格有偏差，应提供技术规格偏差的量值或说

明（偏离表）。如投标人有意隐瞒对规格要求的偏差或在开标后提出新的偏

差，买方有权扣留其投标保证金或/并拒绝其投标。

1.3 投标人提供的产品样本，必须是“原件”而非复印件，图表、简图、电路

图以及印刷电路板图等都应清晰易读。买方有权不付任何附加费用复制这

些资料以供参考。

2、评标标准

2.1 除招标文件中指定的附件和专用工具外，投标人应提供仪器设备的正常运

行和常规保养所需的全套标准附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投标人在投标书

中需列出这些附件和工具的数量和单价的清单，这些附件和工具的报价的

总值需计入投标价中。

2.2 对于标书技术规范中已列出的作为查询选件的附件、零配件、专用工具和

消耗品，投标书中应列明其数量、单价、总价供买方参考。投标人也可推

荐买方没有要求的附件或专用工具作为选件，并列明其数量、单价、总价

供买方参考。选件价格不计入评标价中。选件一旦为用户接受，其费用将

加入合同价中。

2.3 为便于用户进行接收仪器的准备工作，卖方应在合同生效后 60 天内向用户

提供一套完整的使用说明书、操作手册、维修及安装说明等文件。另一套

完整上述资料应在交货时随货包装提供给用户，这些费用应计入投标价中。



2.4 关于设备的安装调试，如果有必要的安装准备条件，卖方应在合同生效后

一个月内向买方提出详细的要求或计划。安装调试的费用应计入投标价中，

并应单独列出，供评标使用。

2.5 制造厂家提供的培训指的是涉及货物的基本原理、操作使用和保养维修等

有关内容的培训。培训教员的培训费、旅费、食宿费等费用和培训场地费

及培训资料费均应由卖方支付。

2.6 在评标过程中，买方有权向投标人索取任何与评标有关的资料，投标人务

必在接到此类要求后，在规定时间内予以答复。对于无答复的投标人，买

方有权拒绝其投标。

3、工作条件

除非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说明，所有仪器、设备和系统都应符合下列要求：

3.1 适于在气温为摄氏 0℃～40℃和相对湿度≤80％的环境条件下运输和贮存。

3.2 适于在电源 220V（10％）/50Hz、气温摄氏+15℃～＋30℃和相对湿度小

于 80％的环境条件下运行。能够连续正常工作。

3.3 配置符合中国有关标准要求的插头，如果没有这样的插头，则需提供适当

的转换插座。

3.4 如产品达不到上述要求，投标人应注明其偏差。如仪器设备需要特殊工作

条件（如水、电源、磁场强度、温度、湿度、动强度等）投标人应在投标

书中加以说明。

4、验收标准

除非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说明，所有仪器、设备和系统按下列要求进行验收：

4.1 仪器设备运抵安装现场后，买方将与卖方共同开箱验收, 如卖方届时不派

人来, 则验收结果应以买方的验收报告为最终验收结果。验收时发现短缺、

破损, 买方有权要求卖方负责更换。

4.2 验收标准以中标人提供的投标文件中所列的指标为准（该指标应不低于招



标文件所要求的指标）。任何虚假指标响应一经发现即作废标，卖方必须承

担由此给买方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和其它相关责任。

4.3 验收由采购人、中标人及相关人员依国家有关标准、合同及有关附件要求

进行，验收完毕由采购人及中标人在验收报告上签名。

5、本技术规格书中标注“*”号的为关键技术参数，对这些关键技术参数的任

何负偏离将导致废标。

6、如在具体技术规格中有本总则不一致之处，以具体技术规格中的要求为准。



第 1 包 质谱四极杆质量分析器及二元高压系统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拟通过招标方式购置质谱四极杆质量分析器及二元

高压系统一套，以实现对原有设备——ThermoFisher Exactive Plus 液质联用仪的

升级，使其新增母离子选择功能和超高效化合物分离功能，从而具备进行蛋白组

学和代谢组学分析的能力。该系统将在研究所生命科学多个领域的研究中成为不

可或缺的检测及研究手段。

1工作条件

1.1 电源要求

1.1.1 电源：230V±10%，AC(交流)，50/60Hz

1.2 环境要求

1.2.1 温度：15-27℃

1.2.2 湿度：20-80%

2设备用途

2.1用于质谱母离子选择和化合物超高效分离。用于蛋白组学和代谢组学分析（包

括数据依赖性采集二级质谱模式）。

3技术规格

#3.1 本套系统配置需求中所有的硬件、软件等均需与原有设备 ThermoFisher

Exactive Plus 质谱仪兼容。配件需要与升级后设备兼容。

3.2 质谱四极杆质量分析器性能指标

*3.2.1 金属钼双曲面四极杆

*3.2.2 质量范围：50-2500 m/z

#3.2.3 四极杆分辨率（Isolation window）：0.4m/z

#3.2.4 升级后质谱灵敏度：全扫描 Full Scan（m/z 100-900）灵敏度（分辨率

保持在 70000 FWHM 或以上）：50fg 利血平进样， S/N>500:1；选择离子扫描灵

敏度（分辨率保持在 70000 FWHM 或以上）：50fg 利血平进样 S/N>1000:1

#3.2.5 二级子离子扫描分辨率：利血平二级子离子 195m/z 分辨率>70000

#3.2.6 升级后设备扫描模式：高分辨选择离子扫描、高分辨平行反应监测子离

子扫描

3.3 二元高压系统性能指标

3.3.1 泵



3.3.1.1 二元高压梯度混合泵

*3.3.1.2 泵最大耐压：≥100Mpa

#3.3.1.3 流速范围：0.001-8mL/min

3.3.1.4 压力波动：< 0.2Mpa

3.3.1.5 淋洗液数量：4个

3.3.1.6 流速精密度：< 0.05%RSD

3.3.1.7 流速准确度：±0.1%

3.3.1.8 梯度延迟体积：≤35µL，且不随反压变化

3.3.1.9 梯度组成比例精密度：<0.15%

3.3.1.10 泵清洗：带柱塞杆及密封圈自动清洗系统，同时监测泵头微漏，提示

维护信息

3.3.1.11 带过压保护功能，能进行漏液监测

3.3.2 自动进样器

#3.3.2.1 自动进样器样品容量：120 位 2ml 样品瓶

3.3.2.2 样品盘温度范围：4-40℃

3.3.2.3 加样体积：0.01-100ul，增量 0.01 ul

3.3.2.4 具有泄漏传感器，有样品盘和样品自动识别功能，全程监控与记录仪器

状态

3.3.3 柱温箱

#3.3.3.1 柱温箱控温范围：室温以上 5-110℃

3.3.3.2 温度精确度：±0.5℃

3.3.3.3 温控稳定性：±0.1℃

3.3.3.4 柱容量：最多 2根色谱柱

3.3.4 二极管阵列检测器

3.3.4.1 波长范围：190 到 680 nm

3.3.4.2 二极管阵列检测器最大数据采集频率：100Hz

3.3.4.3 波长准确度：±1nm

3.4 代谢组学软件

3.4.1 使用同位素和加合物分组完成非靶向化合物检测



#3.4.2 匹配化合物高分辨二级质谱谱图数据库进行数据库搜索，该数据库提

供>7000 个化合物的二级谱图

3.4.3 自动背景处理

3.4.4 交互式 PCA 和差异分析

3.5 脂质组学软件

#3.5.1 包含>150 万脂质离子及其预测碎片离子的脂质数据库

3.5.2 用于子离子、母离子和中性丢失扫描的识别算法

3.6 小分子结构确证分析软件

#3.6.1 可对不同碎片离子及其所对应的结构进行自动归属

3.7 配置要求

3.7.1 质谱四极杆质量分析器 1 套

3.7.2 二元高压系统 1 套（含泵、自动进样器、柱温箱、二极管阵列检测器）

3.7.3 小分子结构确证分析软件 1 套

3.7.4 代谢组学分析软件 1 套

3.7.5脂质组学分析软件 1 套

3.7.6 工作站电脑 1 套（不得低于以下配置：CPU 酷睿四核 3.0GHz，内存 32G，

硬盘 2TB，DVD-ROM，64位 Win7专业版操作软件，23'显示器）

3.7.7 配件及耗材：数量和具体需求如下：

3.7.7.1疏水性聚合树脂分析色谱柱 2 根，可用于完整蛋白分析

3.7.7.2体积排阻分析色谱柱 3 根，可用于完整蛋白非共价结合分析

3.7.7.3 Nano 捕集柱 3根（填料 C18，用于蛋白组学分析中多肽的捕集）

3.7.7.4 Nano分析柱 6根（填料 C18, 粒径≤2μm，直径≤75μm, 长度≥250mm, 适

用于复杂蛋白组学样品中的低丰度肽分析）

3.7.7.5纳升 ESI 离子源金属喷针 32 根

3.7.7.6样品瓶（聚丙烯 300μL）及配套瓶盖各 1000个

3.7.7.7通用型 C18 色谱柱 3 根（粒径≤1.9μm，长度 100mm, 直径 2.1mm）

3.7.7.8亲水性填料色谱柱 3 根，可用于极性化合物分析

3.7.7.9极性封端色谱柱 3 根，可用于代谢组学分析

3.7.7.10氨基色谱柱 1 根（粒径≤2.6μm，长度 100mm，用于聚糖化合物分析）



3.7.7.11普通 ESI 离子源喷针 3 个

3.7.7.12宽口螺口样品瓶 1000 支（带瓶盖，2 mL）

3.7.7.13脂质组学分析色谱柱 2 根

4 技术文件

4.1 仪器设备详细配置清单、各项技术参数及 技术证明文件；

4.2 技术服务条款、技术培训条款及售后服务承诺。

5 技术服务

5.1设备安装、调试和验收

5.1.1 供方应在合同生效后 30 天内向用户提供详细的安装准备条件及安装计划。

设备安装、调试的费用由供方承担。

5.1.2 仪器到达用户所在地后，在接到用户通知后 15 天内安排技术人员执行仪器

安装和调试，45天内对仪器分析指标验收完成。

5.1.3 供方安装人员对现场安装安全负有责任。与需方共同开箱检验，检查仪器

设备及随机附件是否全新、完整无损；技术资料与图纸是否与需方的要求相符。

如发生破损、缺件等问题，供方应及时地提出解决方案，并尽快地给以解决。

5.1.4 验收标准以供需双方签订的技术协议为准（参考招标文件指标）。任何虚假

指标响应一经发现即作废标，投标者必须承担由此给用户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和

其它相关责任。

5.2技术培训

仪器安装验收后，供方应及时派遣有丰富经验的技术人员就仪器升级后软硬件操

作、仪器维护、故障排除、注意事项以及蛋白组学、代谢组学相关的样品制备、

检测和数据分析等进行免费培训，在用户现场,工程师将对用户进行仪器的使用

操作，日常的维护保养及简单的故障维修方面的培训，并使用实际样本对蛋白组

学、代谢组学样品的制备、数据采集和分析进行系统培训，使用户能够独立使用

和获取正确的数据。

5.3保修期

保修期：保修期一年，从仪器验收合格，双方签字之日起保修期开始生效。在保

修期内，任何由制造商选材和制造不当引起的质量问题，厂家负责免费维修。出



现故障后，在收到用户正式通知后 24 小时之内响应，如果需要到现场，将安排

就近的工程师到现场。保修期后，厂家提供终身维修，并保证零配件的供应。

5.4维修响应时间

供方应在24小时内对用户的报修申请做出响应。一般性问题应在48小时内解决；

对于在 48 小时内无法解决的其它较大的问题，应在 3 天内给以解决；对于在 3

天内不能解决的问题，应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案，得到用户的认可后，在预定的期

限内解决问题。

5.5 备件中心和技术中心

5.5.1 生产厂家在上海或北京具有独资建立的备件库。它将包涵设备重要的备品

备件。一般在备件库中储备的配件问题在 5 个工作日内解决，如需要由海外总厂

或海外备件中心空运零配件，运输时间将不超过 4 周；生产厂家在上海和北京

具有独资建立的全套技术中心和演示实验室，可给客户提供预培训和高阶培训的

场地和设备；

6 订货数量

1套

7 目的港

要求设备交付地为昆明动物研究所指定地点，由销售方承担货物进口和运输费用。

8 交货期

中标合同签订生效后 90个日历日内



第 2 包：快速超高分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一、设备主要用途

该设备用于获取清晰的高质量的以及高速、高分辨率的共聚焦荧光图像，

可用于活体样品长时间培养低损伤成像解析，亚细胞结构的超高分辨成像和

快速动态研究，较厚的动植物细胞或组织的光切三维成像。

二、工作环境

1. 电源 220V±10%；50Hz±1%，环境温度 19℃-25℃，环境相对湿度≤65%

2. 其它：防尘，抗震动

3. 电源插头符合中国制式，或提供转接插座

三、技术参数指标

1. 激光照射系统

1.1 激光器波段及功率

-激光器：405nm，功率≥30mW，寿命≥10000小时；

-激光器：488nm，功率≥25mW，寿命≥10000小时；

-激光器：543nm，功率≥25mW，寿命≥10000小时；

-激光器：594nm，功率≥8mW，寿命≥10000小时；

-激光器：639nm，功率≥25mW，寿命≥10000小时；

1.2 内置快速 AOTF 激光谱线控制器，多个通道之间切换时间≤5微秒，可实现

连续调节激光强度范围 0.01%-100%。

1.3 #有激光强度检测系统，实时监视激光强度的变化，维持激光输出稳定性。

激光器远程维护可读取能量、寿命、温度、电流等参数。

1.4 软件可直接调节所有激光器的开关和强度。

2. 扫描检测系统

2.1 扫描系统与检测系统一体化设计，扫描检测系统与显微镜直接耦合，增加

荧光信号检测效率。

2.2 采用 X、Y轴独立的双镜扫描，扫描方式为线性扫描，可保证扫描区域内

每像素点扫描时间相同，适用于任何定量实验。绝对线性扫描提高扫描效

率，在线扫描占时比≥80% 。

2.3 扫描速度：高分辨率成像模式下扫描速度可同时满足以下面指标：≥13幅

/秒（512x512 像素，16位）；≥425幅/秒（512x16像素，16 位）；线扫



描速度≥6830线/秒（512x1像素，16位）。

2.4 ≥4 个独立荧光检测通道，一个 DIC透射光检测通道，所有通道可以独立设

置参数。

2.5 # 荧光检测器类型：≥1个 32通道 GaAsP超高灵敏度线性检测器；≥1个

GaAsP超高灵敏度线性检测器；≥2个 PMT线性检测器。

2.6 * 可执行光谱扫描、光谱拆分等功能，光谱扫描分辨精度（最小光谱检测

范围）≤3nm。

2.7 扫描方式：点扫描，矩形扫描，任意线/面扫描，任意图形区域扫描，及 X、

Y、Z、T、λ任意结合或同时组合。

2.8 * 在所有扫描方式下，均可以进行≥360°任意旋转扫描，同时可以变倍以

及移动扫描区域的中心。

2.9 # 扫描分辨率：各通道扫描分辨率达到 8192 x 8192的分辨率，及 16位灰

度级（65536个灰度级）。

2.10 扫描光学变倍：变倍范围 0.6X-40X，步进≤0.1X。

2.11 扫描视场对角线≥20mm。

2.12 具有独立的实时电路系统（Real time）监控扫描过程，同步及数据采集，

可选择使用 16位和 8位 A/D转换的动态范围。

2.13 # 硬件制冷方式稳定，减少信号干扰：扫描头，检测器，扫描模块中的电

子部件，均采用液态制冷方式，高效率制冷保证系统工作温度的稳定，同

时避免风扇制冷带来的系统振动，有效减少系统误差和信号干扰。

3. 超高分辨率系统

3.1 超分辨率装置与共聚焦系统整合一体，使用同一台显微镜和激光系统。

3.2 超高分辨率成像速度可满足： 不低于 4.7幅/秒 （512*512像素，16位），

XY方向上不低于 120nm，Z方向上不低于 350nm。

3.3 # 超高分辨率快速模式成像速度可同时满足： 不低于 25幅/秒 （512*512

像素，16位），XY方向上不低于 140nm，Z方向上不低于 450nm，每像素

点成像时间≥500纳秒，以保证获取高信噪比的实验结果。

3.4 荧光样品选择：超分辨率应用的样品类型与普通共聚焦完全相同，无需特殊

荧光标记物或对样品进行特殊处理。

3.5 超高分辨率成像深度：同一样品具有与普通共聚焦相同的成像深度。

3.6 超高分辨率成像定量分析：所有超高分辨率成像可以用作定量分析：如荧光



强度分析、荧光漂白后恢复实验分析、荧光共振能量转移分析等。

3.7 在实现超高分辨率成像时，针孔≥1.25AU。
3.8 可用于超高分辨率成像的物镜：所有物镜都可用于超高分辨率成像，提升 2

倍分辨率。

3.9 * 超高分辨率成像实现方式：只接受 Airyscan、PALM、SIM、STED、STORM

（字母顺序排名，选择不计先后）以硬件方式实现的超高分辨率成像方式。

4. 全自动倒置显微镜系统

4.1 研究型全自动倒置显微镜，电动 X、Y、Z轴，电动物镜转换器，电动荧光

滤色镜转换。

4.2 显微镜内置电动调焦驱动马达，最小 Z 轴步进精度≤10nm，可调节最小增

量≤1.5nm。

4.3 高精准电动载物台行程范围≥130×100mm，XY精度≤0.1μm，同时配有

扫描台控制手柄，配套多孔板、35mm 培养皿和切片三种专用样品夹适配

器，具备多位点记忆及高分辨率大视野拼接成像功能。

4.4 高精度自动对焦系统：红外监测，具有自动聚焦、实时锁焦功能，实现长

时间观察无焦点漂移，支持自动拼图和多位置采图过程漂移补偿（含多点）；

高速稳定模式，采样频率最高可达 200Hz。

4.5 电动荧光附件：电动 6 孔位荧光转盘，含 DAPI、FITC、CY3、CY5激发滤色

镜；配≥120W 长寿命荧光光源，寿命≥2000小时。

（1）EX 365 ,BS FT 395,EM BP 445/50 DAPI 荧光滤色片

（2）EX BP 470/40, BS FT 495, EM BP 525/50 GFP 荧光滤色片

（3）EX BP 545/25, BS FT 570, EM BP 605/70 Cy3 荧光滤色片

（4）EX BP 640/30, BS FT 660, EM BP 690/50 Cy5 荧光滤色片

（5）滤色镜均带有自动识别环，进行滤色镜位置调整后，显微镜主机和操

控软件可以自动识别所有滤色镜信息，不需要再进行软件设置，保证实验

数据的绝对准确性。

4.6 明场观察附件：全套电动微分干涉（DIC）部件，保证所有物镜下都能实现

DIC效果，≥100W卤素灯或是 LED透射光源。

4.7 共聚焦专用荧光物镜，保证物镜对可见光与紫外齐焦性。

-≤2.5x 导航物镜，数值孔径≥0.08，



-10x 干镜，数值孔径≥0.45，

# -20x 干镜，数值孔径≥0.8，

-20x 水镜，数值孔径≥1.0，nd=1.38透明化介质浸入式，带有矫正环，工

作距离≥5.6mm，

-40x 油镜，数值孔径≥1.3，工作距离≥0.2mm，

-60x 或 63x 油镜，数值孔径≥1.4，油镜，工作距离≥0.19mm，

-100x 油镜，数值孔径≥1.4，工作距离≥0.17mm，

-物镜均带有自动识别环，进行物镜位置调整后，显微镜主机和操控软件可

以自动识别所有物镜信息，不需要再进行软件设置，保证实验数据的绝对

准确性。

4.8 活细胞培养系统：

4.8.1 大型透明恒温外罩式恒温环境系统，保证显微成像光路在长时长工作中的

稳定性。

4.8.2 活细胞孵育系统可通过共聚焦操控软件控制，操作方便。

4.8.3 系统温度控制范围：室温至 60℃，温度调节精度为 0.1℃。

4.8.4 CO2自动混气：浓度控制范围 0至 8%，浓度调节精度为 0.1%。

4.8.5 加湿装置：≥200ml纯水大容量加湿装置，加湿装置同时也可加热。

4.8.6 三层式样品孵育仓室，可匹配 35mm和 60mm培养皿、多孔板培养皿、

标准载玻片。

4.9 专业共聚焦显微镜系统专用防震台，采用主动气垫式防震方式。

4.10 UPS稳压电源 1套。

5. 软件及图像工作站

5.1 透射荧光样品导航器：用激光激发，T-PMT成像，对样品整体进行自动化

全地形成像。之后在任意物镜下鼠标双击全貌图像的任意一点，载物台可

以自动将该视野移动到物镜中央。

5.2 多点实验模块和大图拼接模块：配置电动扫描载物台高级应用模块，支持

多位点实验和自由大图拼接功能。

5.3 多维实验程序设计模块：具有 Z轴序列扫描、时间序列扫描、多点扫描等

多维图像获取功能，并配置多维实验程序设计模块，可以进行多维复杂的



实验流程编写与拍摄。

5.4 Z轴荧光深度补偿功能：随成像深度不同，自动补偿由于样品深度增加造

成的信号衰减。

5.5 折射率校正功能：校正折射率不同对三维扫描的影响，保证空间定位的精

确。

5.6 FRAP（荧光漂白后恢复）模块：用于检测所标记分子在活体细胞表面或细

胞内部运动及其迁移速率，能够套用公式，以图形及表格形式导出实验结

果。

5.7 FRET（荧光共振能量转移）模块用于检测荧光能量由供体转向受体的转移

情况，可以根据转移效率确定供体与受体空间相对距离程度。

5.8 生理学模块分析模块：具有图形化的感兴趣区域荧光强度平均值分析，实

时或在扫描完成后显示和计算离子浓度。

5.9 三维图像重建模块：三维/四维可视图象重建，随意进行空间切割，交互立

体显示，能够进行快速 3D/4D重构与动画演示。

5.10 多模态跨尺度图像关联模块：即图像联用功能，可处理多种来源（包括但

不限于扫描电镜、X射线、光学显微、数码相机）的图像：从样品的全部

宏观视图放大到纳米级的细节，实现管理、纠正、对齐和导出图像。也可

以将样品导航器中的全地形图像和共聚焦或超高分辨拍摄的图像自动联用。

5.11 共定位定量分析模块：可定量分析不同标记之间的定位关系，可显示定位

关系的荧光分布图，可分别提取单标记和共定位图像。

5.12 图像分析和测量模块：图像运算功能，包括图像可进行加、减、乘、除、

比例、位移、滤镜等。并具有直方图分析工具，可测量直线和任意形状曲

线的荧光强度分布，可测量长度、角度、面积、荧光强度。

5.13 软件的智能化设置功能：根据染料或不同应用要求，软件可一键设置自动

配置整个光路。

5.14 软件的自动预扫描功能，可以自动、快速设定扫描参数，减少荧光淬灭。

5.15 扫描条件再调用功能，从已保存图像中快速调用并将硬件设定的原始扫描

参数迅速处理。

5.16 光谱扫描及拆分功能，用于发射光谱有重叠的多重标记荧光燃料的分离，



可以去除自发荧光，及荧光串扰。

5.17 图像浏览软件，可用于共聚焦系统以外的任意计算机，以便于浏览、输出

共聚焦图像。并且单独配置离线桌面版图像分析软件一套，具有专业测量

模块、专业图像分析模块、景深拓展模块。

5.18 图像、图像的备注信息和原始扫描条件可保存于同一文件，以图像数据库

方式管理组织数据，可以浏览缩略图及相关信息。

5.19 图像工作站一套：经共聚焦厂家验证其稳定性和匹配性，硬件配置不低于

以下要求： Intel® Xeon 4核处理器，主频≥3.6 GHz； ≥512G SSD高速

硬盘以及 2个 4TB SATA 7200 upm硬盘，≥128GB内存，≥8GB独立显存，

DVD刻录机，≥32英寸液晶显示器，分辨率不低于 3840 x 2160；Windows

7/10 Ultimate x64操作系统。

四、配置要求

1. 全电动倒置荧光显微镜 1台

1.1 目镜 10× 2个

1.2 物镜≤2.5x 、10 x、20 x、20 x W、40 x oil、60x或 63 x oil、100xoil各 1

支

1.3 微分干涉附件 1套

1.4 长寿命荧光系统（DAPI、GFP、CY3、CY5） 1套
1.5 长寿命汞灯 2个
1.6 高精度电动载物台 1套

1.7 Z 轴防漂移完美聚焦装置 1套

1.8 无荧光镜油 10

瓶

2. 激光光源系统（5根激光器） 1套

3. 扫描检测单元 1套

4. 超高分辨率成像装置 1套

5. 快速扫描采集单元 1套

6. 活细胞培养装置 1套

7. 硬件控制及图像采集分析软件 1套

8. 图像工作站 1套



9. 在线软件、离线软件 各 1

套

10.气压专用防震台 1个

11. UPS稳压电源 1套

12.工作平台 1套
13.必配的附件、配件、专用工具、消耗品等

五、技术文件

提供仪器设备的安装手册、操作手册、工作软件说明书、维修保养手册等技术文

件中、

英文各一份，及产品合格证、质量保证书和产品软件等全套资料。

六、技术服务和培训

1 设备安装调试

1.1 当货物到达买方指定的交货地点后，买卖双方依据设备供货清单共同对设

备进行开箱验收，并对设备的数量、品质进行逐项检查。如买方发现所提

供设备的品质和技术规范不符合合同要求时，或有明显损坏，买方有权向

投标商提出退、换和索赔；

1.2 如设备安装有特殊要求，投标商应在设备安装之前 30天以书面形式向买方

提出安装场地环境要求，并对买方就安装场地环境的咨询提供技术支持；

1.3 在设备到达买方场地后，投标商应尽快组织完成整套设备的安装调试；

1.4 投标商拟定并包括买方需要的验收指标,在测试过程中如有任何软、硬件故

障发生，投标商必须更换不合格的部件，并重新进行安装测试，由此引起

的全部费用由投标商承担；

1.5 在安装、调试过程中，投标商应对买方技术人员所提出的技术问题给予满

意的答复，并向买方提供安装调试过程中的各种文档资料,以便买方今后能

掌握操作方法和维护方法；

1.6 安装调试完毕通过验收后，用户根据测试结果提交验收报告，并在验收报

告上签字确认。

2 用户培训

2.1在用户所在地由专业工程师免费对用户进行有针对性的（主要使用人）、有层

次的技术培训，内容包括仪器的技术原理，操作，数据处理，基本维护，直



至用户能基本独立操作为止；

2.2首期（安装调试合格后）保证用户熟悉操作要领，能完全独立使用；培训内

容包括仪器的技术原理、 仪器操作、数据处理、仪器基本维护等；

2.3二期为用户独立使用后三个月，按用户要求由工程师对操作者进行集中问题

解答，并较深入讲解仪器原理； 三期为用户独立使用后半年至一年，由应用

专家对操作者进行深入培训和优化操作。每年按用户要求对新进实验室操作

人员安排一次集中培训讲座；

2.4培训费用：所发生的培训费用由投标商承担。

3 维修和技术支持

3.1质保与维修: 安装验收合格后（从最终用户签字之日算起）提供 3年的整机

质保，提供五年以上免费软件升级。终身维修，终身免费移机和调试；

3.2技术支持：厂家在国内要有维修中心，要有专职的维修工程师，要有备品备

件库。当设备发生任何故障或不能正常运转时，卖方需提供 24小时电话咨询。

维修响应时间情况≤24小时；

3.3提供的现场免费安装、调试设备，进行操作试验，直至运行正常；

3.4若投标方为代理商，须提供生产厂商出具的针对本项目的正式代理授权文件。

七、订购总数量：

一套

八、交货地点：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九、交货日期：

合同签订后 3月内交货



第 3 包 透射电镜直接电子探测相机

1. 技术参数

1 安装合适的接口法兰，及信号控制，能够配合现有的 Titan Krios 透射电镜

使用。

2 配备高电子辐照耐受芯片，耐受度≥每像素 50 亿个电子

3 探测器有效区域：＞20mm x 20mm

#4 探测器像素：＞ 5000 x 4000，2000万像素

#5 最大图像尺寸：＞10000 x 8000，8000万像素

#6 读取模式：具备电子计数功能、并具备超级分辨率（Super-Resolution）

功能。

7 物理像素点尺寸：＜ 6.0 μm

#8 探测器读取速度：≥ 1400FPS

#9 图像传输速度：≥75FPS

10 配备 10GB 网口用于数据传输

11 探测器可伸缩设计。

12 图像存储模式：.dm4 图像存储格式，并可与.tiff 格式、.jpg 格式、.emf

格式、.bmp格式、.gif 格式等自由转换

#13 量子探测效率（DQE）：>0.50（在 0.5Nyquist频率处）

14 软件：64位操作系统软件，具备图像的获取，存储，编辑等功能

#15把现有配备在 Titan Krios 透射电镜上的 K2 相机移机安装于 Talos 透射电

镜上。

2. 售后服务

4.1 仪器到达用户所在地后，在接到用户通知后两周内进行免费安装调试。

4.2 设备安装后，在用户现场对用户进行免费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仪器的操

作、软件的使用和仪器基本维护等。

4.3卖方提供一年的免费保修，保修期自仪器验收签字之日起计算。接到用户

维修通知后，24工作小时内工程师电话响应，5个工作日内到达现场。

3. 订货数量：1套



4. 交货地点： 北京机场

5. 交货期：签订合同后 6个月内



第 4 包 扫描离子电导探针显微镜-高分辨膜片钳联用仪

（一）货物名称：

扫描离子电导探针显微镜-高分辨率膜片钳联用仪

包括：各设备单元之间的连接管路和电线、电缆、设备专用工具、设备详

尽的使用与维护技术资料。

除技术规格中列明为“可选”的指标项之外，其它均为必选项。

安装仪器时所发生的所有费用，均由中标方承担。

（二）数量：壹套

（三）设备用途和技术要求：

1、工作条件

1.1 电源电压： 220V（±10％）/50Hz

1.2 环境温度：+15℃～＋30℃

1.3 相对湿度：＜ 90％

1.4 长时间连续工作

1.5 本技术要求中的所有数据皆为实际测量值

2、用途

本仪器设备主要用途：

2.1 用于在液体环境下对活细胞等进行非接触纳米级三维成像，并能测量相关尺

寸；

2.2 利用细胞或膜表面结构信息可对样本进行精准膜片钳、细胞精细部位的给药

等；

2.3 用于记录离子通道的离子电流研究细胞膜离子通道分子活动的相关机理；

2.4 用于药物筛选、药物作用机制、神经生理学、细胞电学、脑片、细胞力学等

研究。

*3、仪器主要功能要求

可对活细胞、膜结构等表面进行精细结构成像，具有高分辨率膜片钳、脑片、

细胞表面电荷测定以及细胞精细部位的注射给药等功能。



4、主要技术规格与要求

4.1 扫描离子电导探针显微组件

4.1.1 扫描离子电导显微镜成像模式：包含直流模式、调制模型、跳跃模式，真

正实现液体环境下生物样品的无损微观三维形貌检测，包括活体细胞检测等。

*4.1.2 放大倍数：1,000×～100,000×；扫描分辨率，X/Y轴向等于或优于 20 nm，

Z 轴向等于或优于 2 nm；扫描速度：50s~20 min（典型情况下，按扫描区域

5μm×5μm 和 100μm×100 μm 分别计算）；图像分辨率：64×64~1024×1024。

4.1.3 采用 XYZ三轴分离的平板扫描器。

4.1.4 进针方式：智能自动进针方式，最大自动聚焦范围：≥10 mm，保护探针

及样品。

4.1.5 微滴管探针

4.1.5.1使用微滴管探针类型：微滴管探针针尖开口孔径：最优可为 30 nm（玻

璃）；最优可为 10 nm（石英）；微滴管直径：1 mm。

#4.1.5.2 探针制备：带有激光光源，能对 0.6 mm 以上玻璃/石英管进行有效加

工，带有不同孔径 10nm、30-50 nm、100 nm 探针的制备程序。

4.1.5.3 探针内压力可调，压力源压力范围-250 mm Hg 到+250 mm Hg, 压力分

辨率+/- 1.5 mm Hg, 压力最小持续时间 7 ms，压力最小间隔 7 ms。

4.1.6 微滴管内电极和样品池电极：银/氯化银导线。

4.1.7 样品定位扫描

4.1.7.1样品定位

可XYZ轴坐标定位，XYZ轴定位范围可达25 mm，定位精度等于或优于50 nm。

*4.1.7.2 样品扫描

XYZ轴扫描范围 100 μm，分辨率等于或优于 1 nm；Z 轴扫描范围为 25μm 时，

分辨率等于或优于 0.02 nm。

#4.1.8 具有电化研究功能，可实现细胞表面电荷及细胞化学物质和细胞膜渗透性

不均匀分布的测定。

4.1.9 光学辅助

具 有 350/488/560 nm 3 波 长 LED 激 发 光 及 相 应 滤 片 ， 可 观 测

FITC/TRITC/GRP/GRP等荧光基团和荧光蛋白样品，CCD 不低于 200万像素成像。

#4.1.10 可进行纳米级细胞定量力学分析，如弹性模量、刚度、力学响应、样品



变形量等。

4.1.11支持模式

扫描离子探针成像、扫描离子探针成像介导高分辨率膜片钳、扫描离子探针

成像和荧光成像联用、细胞精细部位的给药、细胞电荷与细胞力性能分析等。

4.1.12 防震性能：具有主动与被动防震功能，仪器电源启动后，自动调整水平面，

不需人为校正，可有效隔离大于 0.6 Hz 的外界干扰震动。

4.1.13 具有活细胞培养功能，控制 CO2、温度、湿度与 pH值。

4.1.14 具有细胞精细部位的给药功能。

4.2 膜片钳组件

4.2.1 单通道放大器

4.2.1.1 单通道放大器探头内有电阻反馈与电容反馈电路，电容反馈电路的设计

以及探头具有冷却系统的特点，使得热噪声显著降低。

#4.2.1.2 记录时(β=1)噪声≌0.045 pA rms；全细胞记录时(β=1) 噪声≌0.55 pA

rms；全细胞记录时(β=0.1) 噪声≌1.6 pArms。

4.2.2 双通道放大器

#4.2.2.1 具有两个相同且独立的探头，一个用于电压钳记录模式，一个用于电

流钳记录模式。

4.2.2.2 具有电压钳与电流钳模式，能够测量通道电流、静息膜电位、动作电

位、电极电阻、串联电阻、封接电阻、膜电阻和膜电容等。能用于细胞内和细胞

外记录、膜片钳记录(全细胞、巨膜片、游离膜片)、离子选择电极的测量、人工

脂双层记录。

#4.2.2.3 电压钳模式下提供不少于 3 种反馈电阻，可以测定 0.2 pA～200 nA 范

围的电流。电流钳模式下提供不少于 2 种反馈电阻，可以测定 2 nA～200 nA 范

围的电流。

#4.2.2.4 双电极膜片钳放大器的探头设计可满足在电化学测量(电流测定法，伏

安法)时输出大的电压(±2 V)。

4.2.2.5 双电极膜片钳放大器为计算机控制，可在 Windows 操作平台上运行。

4.2.3 数模转换功能：ADC(模数转换）：8 通道，16 bit , ±10 V；DAC(数模转换）：

8通道，16 bit , ±10 V；带有可拓展信号输入接口；取样频率：50KHz。

*4.2.4 能实现脑片钳的制片和无震电干扰、渗透压可控的脑片分析功能。



4.2.5具有细胞精确部位给药功能。

4.2.6 能实现 8 通道脉冲电刺激功能。

4.3 软件控制与数据系统

4.3. 1 包含有现场可编程门阵列模块和实时反馈模块的集成软件；带有噪音消

减软件模块，系统升级可通过通用电脑完成。

4.3. 2 软件操作系统

包含仪器操作、参数设定和状态监控软件；软件可显示、设定离子电流、电

压、探针在溶液中的浸润状态、探针接近样品和远离样品的速度、扫描区域与起

始点；软件可显示和设定探针跳跃扫描的离子电流、最小跳跃扫描高度上升和下

降的速度。

软件可控制仪器完成各种参数设定、图像扫描获取、逼近曲线和相应测量实验。

4.3.3 扫描离子探针显微镜图像与荧光图像整合软件

具有扫描离子探针显微镜图像与光学图像的重叠功能，可输入及重叠多个光

学及扫描离子探针显微镜图像；可通过软件路径选择光学及扫描离子探针显微镜

图像。

4.3. 4 图形数据显示、加工和存储

带有快速数据传输接口；双显示器；高级 CPU 处理器，内存不低于 8GB, 硬

盘不低于 1Tb,高速运行软件操作系统、扫描和图像分析软件包；离线数据处理

软件。

#4.4 应用业绩：至少在 5 家国内外著名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仪器装机使用（需提

供用户名单和合同复印件）；使用仪器系统在用户认可的科研工作专业期刊上有

高质量论文发表。

4.5 拓展功能：能和其他仪器系统联合使用，实现精准膜片钳以及细胞精细部位

的给药等研究。

4.6 其他必要附件。

5、系统构成、附件、零配件及消耗品(包括专用工具)

#5.1 系统构成

5.1.1 扫描离子电导探针显微组件 1 套（扫描头、控制器、放大器、压力控制器、



主被动防震台、拉针器、光学辅助、数据采集软件工作站等）

5.1.2 膜片钳组件 1 套（放大器、数模转换器、示波器、蠕动泵、制片、刺激器、

定位辅助、数据采集及分析软件等）

5.2 附件、维修、维护专用工具一套（要求列出备件包中备件的详细清单）

5.3标准样品一套

6、 技术文件

6.1 主机、各功能部件的基本结构和使用说明书 1套。

6.3 软件（包括控制、数据采集与处理、数据库）的操作手册或使用说明书 1

套。

6.4 主机和各功能部件的全套维修保养说明书 1套。

7、 安全保证

7.1 仪器硬件运转和电子线路控制的安全防护设计，应符合中国国家技术标准，

或通用的行业标准。

7.2 仪器应有背景噪音防护装置。

*7.3 中标方承担因汇率波动引起的差价和贸易战带来的包括关税在内的等全部

商务风险及所有费用。

8、 技术服务

8.1 设备安装、调试

8.1.1 中标方到买方现场进行设备安装、调试、技术指导；安装调试所需工具和

材料由中标方自备；安装设备所需费用由中标方承担。

8.1.2 中标方应于设备安装前 45 天向买方提供安装技术要求，以便买方做好准

备。

8.1.3 所供设备应按有关的国际标准和规范提供有效的检验实验报告，试验费用

由中标方承担。

8.1.4 设备交付时，提供出厂试验记录(QA 报告)，有专试人员签字。

8.1.5 检定方法：由中标方提供符合国际、国内标准的检定方法（如无国际、国

内标准，也可提供行业或企业标准），并由中标方进行首次检定，检定所



用的标准物质必须是有证标准物质。

8.2 技术培训

8.2.1 安装调试后，中标方委派专家进行至少三个工作日的现场基本操作培训。

8.2.2 安装工程师在安装调试完毕后，对系统进行全面的培训，培训保证用户使

用人员熟练使用系统。该阶段培训同时也作为仪器验收过程。如仪器工作

正常，达到工程师的验收标准，符合验收要求，签署仪器验收文件。

8.2.3 在使用前期阶段和以后的过程中，供货公司维修和应用工程师根据用户

使用人

员要求可通过电话或随时上门解决使用中发现的问题。

*8.2.4 3 年免费的售后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

8.3 保修期及维修

*8.3.1 主机及配套设备免费保修 2年(自设备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保修期内

提供全免费保修。

8.3.2 保修期内外，卖方应在 24 小时内对用户的服务要求作出响应；如仪器有

维修必要，3个工作日内工程师到现场实施维修，重大问题或其它无法迅

速解决的问题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解决或提出明确解决方案，否则卖方应

赔偿相应损失。保修期内仪器故障、维修等时间从保修期扣除，保修期自

动顺延。

8.3.3 免费保修期满后，卖方须提供终身维修服务，并保证 10 年零配件的低价

供应；

8.3.4 供货方在中国大陆应设有专人从事维修等售后服务。投标时需说明供货

方的售货服务政策及提供售后服务部门的基本情况（网点分布、单位名称、

联系方方式）。

9、 验收

9.1 验收标准：卖方须提供该设备出厂质量检测标准、试验方法和验收标准。按

照前述标准、招标书要求、投标书参数进行验收。总的要求是主机和各附件均能

按指标完成既定的工作任务，各应用软件测试合格。



10、包装要求

包装应使用崭新坚固的包装箱(标准出口包装)，适于空运、陆运等长途运输；

适应气候变化；抗震，抗潮，防雨，防锈，防冻。投标商应对由于不当包装或防

护措施不力而导致的商品损坏、损失、腐蚀、费用增加等后果负责。

11、交货时间和地点

11.1 交货时间：合同生效后 120 天内交货。

11.2 交货地点：用户指定地点。



第 5 包 三维 X 射线显微镜(MicroCT)系统

1．总体要求：

1.1在亚微米至微米级空间分辨率对动植物及化石等样品进行无损伤测量和无损

评价，对样品进行三维成像，分析表征样品内部的二维和三维结构，构建样品内

部微结构的三维模型，支持升级为原位状态(如拉伸/压缩、腐蚀等环境)条件下微

米级分辨率三维成像。设备应符合国家 X射线安全防护标准，距离设备外壳 25mm

处 X 射线泄漏<1μSv/hr。

1.2*系统应采用几何+光学两级放大的成像架构，具备大样品高分辨率成像能力

1.3 所有投标产品的技术指标要求，厂家需提供产品彩页等相关证明文件，并在

投标文件中进行标注，否则将视为无效响应。

2．配置要求

2.1. 三维 X 射线显微镜(MicroCT)系统检测主机及附属设备

2.1.1 X 射线源 1 套

2.1.2 CCD 探测器 1 套

2.1.3 * 0.4X大视场相机组件 1 套

2.1.4 #高对比度、低分辨率 4X 探测器 1 套

2.1.5 #高对比度、高分辨率高能量 10X , 20X探测器 1 套

2.1.6 高精度 4 轴断层扫描马达样品台 1套

2.1.7 高精度花岗岩工作台 1套

2.1.8 四门式辐射安全屏蔽罩 1 套

2.1.9 机箱内部可见光相机 1 套

2.1.10 24 英寸 LCD显示器 1 套

2.1.11 五种样品座（针钳式，夹钳式，夹持式，高铝基座，针钳式） 1 套

2.2. UPS 电源 1 套

2.3. 配套软件：“搜索-扫描”数据采集软件 1套

2.4. 控制和三维重构工作站

2.4.1人体工学用户操控台 1 套

2.4.2 基于 GPU 单元的三维断层扫描图像重构软件 1 套

2.4.3带单图形加速的高速工作站 1 套

2.5. 操作手册



2.5.1印刷版和电子版 各 1套

3．设备主要参数：

3.1．3D 重构功能

3.1.1 可实现无损伤、三维和虚拟断层成像，样品制备简单，不需真空观察环境。

#3.1.2能够自动对样品≥20 个不同区域进行 3D成像扫描和重构。

3.1.3 可以获得样品的吸收衬度像或相位衬度像，可以对高原子序数和低原子序

数材料等各种材料都能获得高衬度图像。

3.2．光源与滤镜支架

3.2.1利用微聚焦 X 射线源和光学放大进行高分辨成像

3.2.2 X 射线源高压范围 40-150kV，可自由调节，最高电压 ≥150KV，最大功率

≥10W #3.2.3 配置≥12 个 X 射线滤片及支撑架，可以选择不同能量的 X 射线；

符合国家 X射线安全防护标准，具有联锁或警告放 X射线装置，安全环保。

3.3． 分辨率

*3.3.1 样本实测分辨率: 依据我单位化石和动植物样品尺寸大，局部分辨率要求

高的研究特点，需要对大尺寸样品实现高分辨观察，在不破坏样品的情况下对面

积≥50mm×30mm 的新鲜叶片样品能实现体素分辨率（voxel size）≤1 μm 的

清晰扫描三维成像.需提供全套的测试数据 Tiff文件.

3.3.2 系统稳定机制：最佳空间分辨率 0.9μm，工作距离 50mm 时的空间分辨率

可达 1.5μm；最小体素分辨率≤100nm

3.4．样品台和样品室

3.4.1 全电脑控制 4 轴精密样品台

3.4.2 旋转运动范围：360 度旋转；

#3.4.3 X 轴最大移动行程≥45mm；Y 轴最大移动行程≥100mm；Z 轴最大移动

行程≥50mm；

#3.4.4 样品台最大承重质量≥25kg，可承载最大样品直径≥300mm，工作距离

连续可调。工作距离最小 30mm，最大≥300mm。

3.4.5 配置原厂针钳式、夹钳式、夹持式、高铝基座和高精度针钳式 5 种功能样

品支架，以及带对准球的分辨率测试样品；

#3.4.6 X 射线源最大移动范围≥350 mm；探测器最大移动范围≥280 mm；



3.5．物镜及探测器

#3.5.1 采用几何＋光学物镜两级放大成像架构，光学探测物镜应包括 0.4X大视野

物镜系统，包括 4X、10X、20X总计 4 个不同放大倍数的物镜探测器

#3.5.2探测器 CCD 相机：配置 2048 x 2048 像素 16 bit CCD 探测器

3.6 成像和分析软件系统

3.6.1 数据采集软件，高速工作站，高速图形加速卡；

3.6.2 基于高速 GPU 的三维断层扫描图像重构软件；

#3.6.3 配置专业的 Scout-and-Scan™数据采集软件、基于 GPU 单元的三维断层扫

描图像重构软件和 3D 视图软件；

#3.6.4 ORS 专业的三维图像处理分析软件：功能包括高级三维重构后视图展示、

高级数据处理于分析，包括定量化统计分析、高级滤镜、图像分割、动画制作等。

3.7控制和三维重构工作站配置

3.7.1 CPU：2× Quad Core CPU；

3.7.2 专业图像卡。实现高速三维重构计算，2000个 2k×2k投影的重构时间< 4

分钟；

3.7.3 内存：≥32GB；硬盘容量：≥4×2TB；可刻录式 DVD光驱；

3.7.4 显示器：≥24 寸液晶显示器；

4. 软件：基于高速 GPU 的三维断层扫描图像重构软件；功能包括高级三维重构

后视图展示、高级数据处理于分析，包括定量化统计分析、高级滤镜、图像分割、

动画制作等。可终生免费升级控制和数据处理软件。

5.售后服务需求

5.1 全部产品提供≥12 个月的全免费质保，质保期自验收合格签字之日起计算。

5.2 卖方应在合同生效后的 2 个月内向买方提出详细的安装要求和提供技术咨

询。

5.3 在用户现场免费对用户使用人员（2～4 人）进行为期 4天的培训。培训内

容包括仪器的技术原理、操作、数据处理、基本维护等。设备安装后的 3-6

个月内，根据用户要求在用户现场进行共计 2 天高级应用培训。



5.4 维修响应时间：卖方应在 24 小时内对用户的服务要求做出响应，一般问题

应在 48 小时内解决，重大问题或其他无法迅速解决的问题应在一周内解决

或提出明确解决方案。

5.5 维护保养：定期的专业维修工程师现场巡访。

5.6 软件升级：在不涉及硬件升级的情况下终生免费升级控制和数据处理软件。

6.相关特殊要求

6.1.价格应包含可能产生的附加关税。

6.2.交货期：合同签订后 4个月内交货。

6.3.交货地点：云南省勐腊县勐仑镇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中心实验

室

7.付款方式

采用 100%不可撤销信用证,国际贸易支付条件支付：其中，90％L/C 凭发票货运

等

单据解付，10％L/C 凭采购方、供货方双方授权代表签章的验收单解付。



第 6 包 原子层沉积设备

一、 功能用途

用于二维纳米材料的微纳器件以及光电子器件等前沿课题的研究，主要用于

制备超薄、厚度精确、均匀性好的 Al2O3、TiO2、MgO、ZnO、W、Mo 等金属氧化物

和贵金属单质薄膜材料，实现在高深宽比或大长径比（20: 1 ~1000:1）的沟槽、

微孔阵列内表面制备均匀的纳米级到微米级厚度的功能薄膜。

二、 配置及组成（硬件、软件、配件、备件、工具）

原子层沉积设备至少需要包括以下配置：

（1） 1套原子层沉积设备主机

（2） 1套反应腔（直径≥300mm，高度≥25mm）

（3） 2套适用于不同尺寸基底的载片装置

（4） 3套常温液态源管路，包含 3个料源瓶。

（5） 2套加热源管路，包含 2个料源瓶。

（6） 3套气体前驱源管路，用于 WF6、MoF6和 Si2H6。

（7） 1套安装于泵前的带有水淋的尾气处理和颗粒过滤器。

（8） 1套安装于泵后的尾气吸附处理器

（9） 1套用于液态源水浴的循环水冷却器。

（10） 1 套石英晶体微天平

（11） 1 套干式真空泵

（12） 1 套备品备件

三、技术指标

3.1 总体性能：

3.1.1 适用于标准的实验室环境条件，对实验室环境条件无特殊要求和限制；

#3.1.2 前驱体源 8路，可沉积 W/Mo 金属单质；

#3.1.3 反应腔内部直径不小于 300mm，高度不小于 25mm；

3.1.4 反应腔最高加热温度不低于 350℃，温度控制精度±2℃；

#3.1.5 在硅晶圆上沉积 50nm 的 Al2O3 薄膜。在平面基底上十字交叉取 9个点进

行测试。薄膜厚度不均匀性≤1%。, 1 sigma, 边缘去除 5mm, 薄膜厚度采用椭

偏仪测试。

3.1.6 PLC 控制系统，控制系统具备安全互锁功能。

3.1.7 设备的操作和工艺菜单采用计算机处理，提供操作用 PC 并安装所需的具

有授权的操作软件。



3.2 腔体技术性能

#3.2.1 反应腔尺寸：直径≥300mm，高度≥25mm。

*3.2.2 原子层沉积设备的腔体结构为双腔体结构，即真空腔加反应腔，反应腔

安装于真空腔内部。反应腔为全热壁型，真空腔为冷壁型。反应腔内部加热至工

艺温度时，真空腔体外壁温度应不大于 35oC。真空腔外壁采用循环水冷却，以防

止设备外壁过热。在正常的工艺操作过程或待机过程中真空腔压力始终大于反应

腔压力，其压力差维持在约 10mbar，以防止前驱体向真空腔泄漏。配置用于真

空腔和反应腔之间压力监控和调节装置。

3.2.3 所有加热元件安装于真空腔与反应腔之间，采用环绕对称式辐射加热模式，

以确保反应腔内部在任何位置上温度的一致性，最高加热温度不低于 450oC，反

应腔温度均匀性应控制在±2oC。

3.2.4 包含用于反应腔压力和温度监控和调节的传感器。

3.2.5 反应腔可方便快捷地从设备中取出和安装，保证在反应腔需要清洗的易操

作性。

3.3 气体管路技术性能

3.3.1 工艺气体管路采用电抛光不锈钢材料，联接接头须采用 VCR 金属密封。

3.3.2 载气管路系统采用 N2或 Ar 气体，通过质量流量计进行控制。

#3.3.3 工艺气体管路具备软硬件的安全互锁功能以满足非兼容性气体和有毒、

易燃、易爆工艺气体的使用要求。

3.3.4 工艺气体管路包含双脉冲阀路。

3.3.5 包含真空腔内的压力脉冲监控互锁功能。

3.3.6 包含内置的净化管路。

*3.3.7 为确保在原子层沉积设备阀切断后的瞬间在原子层沉积设备脉冲阀和反

应腔之间的管路内没有前驱体残留，在设备的工艺气体管路系统中须配置惰性气

体在线净化系统。投标人需提供惰性气体在线净化系统的工作原理说明。

3.4 常温液态源装置技术性能

*3.4.1 每个常温液态料源装置均配置循环冷却水水浴装置用于稳定常温液态前

驱体源的温度。

3.4.2 常温液态源料瓶采用 AISI316 不锈钢材料。最大容积≥600ml。

3.4.3 在更换料瓶前后，管路及其与之相联接的管路和阀门系统具有在线净化功

能，以方便料源瓶的更换。

3.4.4 配置液态源脉冲压力调节和监控功能。

3.5 加热源装置的技术性能

3.5.1 加热料源装置及其与之相联接的管路的最高加热温度为 300oC。温度控制



精度为±2oC。

3.5.2 料源装置及其管路具有保温装置。

3.5.3 加热源料瓶采用 AISI316 不锈钢材料。最大容积＞500ml。

3.5.4 在更换料瓶前后，管路及其与之相联接的管路和阀门系统须具有在线净化

功能，以方便料源的更换。

3.5.5 配置加热源脉冲调节和监控功能。

3.6 真空泵技术性能

3.6.1 配置干式真空泵。

3.6.2 峰值抽速: >100m
3
/h（50Hz）。

3.6.3 极限压力: ≤2x10-2mbar（50Hz）。

#3.6.4 提供泵前用前躯体或颗粒吸附降解和过滤冷阱。

3.7 水循环冷却器技术性能

3.7.1 用于常温液态源水浴的水循环冷却器。温度控制精度±2
o
C。

3.7.2 投标人提供循环水冷却器的供应商名称、型号、产地等信息。

3.8 泵前尾气过滤器技术性能

#3.8.1 包含固体废物收集容器，过滤器元件、气动阀和液位指示。

#3.8.2 连续的水蒸汽供给，用于降解和灭活所有与水反应的前驱体物质。

#3.8.3 旋转马达，用于保持过滤器清洁。

3.8.4 安装在工艺真空泵和原子层沉积设备之间, 保持真空泵免受颗粒残余物

的污染。

3.9 泵后尾气处理器

#3.9.1 采用干式吸附尾气处理器，最多 4层颗粒化学吸附材料，容积≥25 升。

#3.9.2 须有效吸附尾气中的化学成份，如 HCl、WF6、MoF6以及 Si2H6等化学成分。

四、环境约束

4.1 电源：380 VAC（±10％），50Hz, 32A、三相五线制。

4.2 温度：环境温度：5-40℃。

4.3 湿度：相对湿度：30-95%。

4.4 洁净度：常规万级洁净实验室。

4.5 水源：常规自来水。

4.6 气源：高纯 N2（99.99999%）；普通 N2（99.9%）。



4.7 设备占用面积：≤15 平方米，承重：≤900kg/m2。

五、质量要求

5.1 设备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要求，经过正确安装、合理操作和维

修保养，在货物寿命期内有满意的性能。

5.2 在合同规定的质量保证期内，对因提供的设计、工艺、制造、安装、调试或

材料缺陷等所有因卖方责任引起系统的损坏负责。

5.3 提供设备制造商取得的 ISO9001 质量认证证书复印件。

5.4 提供设备制造商取得的设备净化间安装适用性认证证书复印件。

5.5 提供同类设备的具有相同应用的实际项目案例。

5.5.1 国际用户项目案例

提供用户公司名称、设备型号、安装和投入使用的时间等信息。如有相关的

公开发表的技术文献或可以佐证的图片，须作为项目案例的文件的附件在投标文

件中提供。

5.5.2 国内用户项目案例

提供国内用户的公司名称、联系人名称、联系电话和电子邮件信息。同时提

供设备型号、安装和投入使用的时间并将这些项目的相关合同的首页和签字页的

复印件和项目验收证明的复印件作为项目案例的文件的附件在投标文件中提供。

六、文件要求

6.1 合同生效后一个月内，卖方需提供详细的设备公共配套设施技术要求和设备

布局尺寸图给最终用户。

6.2 设备交付时，卖方需提供净室使用的设备安装指导文件、设备操作说明、设

备电气联接图表、设备维护及故障排除说明等文件。

6.3 以上文件需分别提供纸质文件一份和电子版文件一份。

七、服务要求

7.1 运输、安装、调试要求

7.1.1 运输方式：空运

包装应使用崭新坚固之木箱（标准出口包装），适合于空运、陆运等长途运

输方式；适合气候变化；抗震、防潮、防雨、防锈、防冻。投标商应对任何由于

不当包装或防护措施不利而导致的商品损坏、损失、锈蚀、费用增长等后果负责。

7.1.2 安装和调试:



7.1.2.1设备到达用户所在地后, 供应商在接到用户书面通知后1周内安排调试

工程师执行设备的安装和调试。设备的安装调试和验收时间不应长于 15 个工作

日, 用户的原因除外。卖方负责所交付设备的安装；买方负责备妥水、电、气等

配套安装设施。

7.1.2.2 卖方工程师负责验收样品的制作。

7.1.2.3 卖方工厂验收时所需的试验材料、水、电、气以及测试仪器由卖方提供。

7.1.2.4 买方安装现场验收时所需的试验材料、水、电、气以及测试仪器由买方

提供。

7.1.2.5 测试结果符合设备的验收性能指标后双方签署验收报告。

7.2 培训

设备的培训将由卖方技术人员实施，包含以下两个阶段的培训：

7.2.1 在设备预验收时在卖方工厂的技术培训

地点：设备制造商工厂。

参加人员：买方 3人。

培训语言：中文（普通话），英文部分将提供中文翻译 （如需要）。

7.2.2 在设备安装调试时在买方工厂的技术培训

地点：买方中国设备安装现场。

参加人数：买方 2-5 个人。

培训语言：中文（普通话），英文部分将提供中文翻译 （如需要）。

7.3 售后服务的要求

7.3.1 设备质量担保期：保修期自验收签字之日起计算 12 个月或自设备发运之

日起 18 个月，以二者先到为准。在保修期内，若因非人为因素造成设备硬件出

现问题，供应商免费提供各种零部件及更换服务。

7.3.2 设备维修响应时间：供应商应在 48 小时内对用户的服务要求作出响应。

一般问题应在 3个工作日内解决，重大问题或其它无法迅速解决的问题应在一周

内解决或提出明确解决方案。

八、交货期、交货地点

8.1 交货期：合同签订后并在买方开具信用证后 6个月内交货。

8.2 交货地点：中国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九、 验收



9.1 预验收：卖方工厂验收 （FAT）

-卖方提供设备验收测试用原材料。

-卖方将提供验收计划和日程安排。

9.1.1 交货范围查验

- 双方检查交货范围，确认所发货物是否符合合同规定要求

- 设备配置的完整性 （包括硬件、电气控制和软件）

- 查验技术文件

- 查验 CE 规范和安全性

- 技术培训

9.1.2 真空测试

- 真空基础压力测试

- 真空漏率测试：满足在<10-6mbar.L/sec 的范围

9.1.3 安全性测试

- 检查设备的安全互锁功能（包括：水、电、压力等）

- 紧急停机测试

- 紧急停机后系统的再开机测试

9.1.4 功能性测试

- 测试所有操作模式

- 测试所有料源加热时间到稳定工作状态的条件

- 温度精度范围±2℃（目标工艺温度 200
o
C）, 测试反应腔壁

温度。

- 沉积 Al2O3 薄膜工艺。测试薄膜厚度均匀性。

参数 性能要求

基底 直径200mm的硅晶圆

镀膜材料 Al2O3 采用TMA 和 H2O前驱体材料

工艺温度 200℃

膜层厚度 50nm

片内膜厚不均匀性 ≤±1%, 1σ 薄膜厚度的不均匀性采用脱偏

仪测试，边缘去边5mm。

9.2 最终验收：用户现场验收 （SAT）



- 买方提供用户现场验收测试用材料和测试设备。

- 买方在设备调试前需要把前驱体源罐装到卖方提供的料源瓶内。

- 卖方工程师将负责测试样品的生产。

- 买方需在镀膜完成后的 48 小时内提供可靠的测试结果。

- 在买方工厂成功完成验收测试后，双方签署设备的验收报告

9.2.1 交货范围查验

- 双方检查交货范围，确认所发货物是否符合合同规定要求

- 设备配置的完整性 （包括硬件、电气控制和软件）

- 查验技术文件

9.2.2 真空测试

- 真空基础压力测试

- 真空漏率测试：满足在<10
-6
mbar.L/sec 的范围

9.2.3 功能性测试

9.2.4 测试所有操作模式

9.2.5 镀膜完整性和均匀性测试

薄膜材料 ZnO

前驱体 DEZ、H2O

基底 - 微通道板（MCP）基板

- 双面抛光硅片作为参考测试样品

沉积薄膜厚度 50nm

1. MCP 镀膜完整性测试

采用 SEM 测试，在 MCP 剖开面上自上而下在两端和中间不同位置取 10 个测试点。

沉积的 ZnO 薄膜应在 MCP 通道内连续完整地覆盖整个通道内壁。

2. 参考样品(双面抛光硅片)镀膜厚度均匀性测试

镀膜均匀性测试将采用参考样品进行测试。作为参考样品，一片双面抛光硅片将与

MCP 样品一起放入反应腔，并在相同的工艺条件下沉积相同的薄膜材料。镀膜样品的

均匀性将在该硅片上进行测试，薄膜不均匀性≦2%。1σ, 取 9 个测试点, 去边 5 mm，

采用椭偏仪测试。

十、 其他要求

无



第 7 包 超高分辨率共聚焦显微镜

1. 工作条件：

1.1 房间温度：15 ~ 25℃

1.2 相对湿度：小于 60%

1.3 适用电源：单相，220V±10%，50/60Hz，要求连续供电。

2. 设备用途：

2.1 超高分辨共聚焦显微镜兼具多光谱激光共聚焦荧光成像以及超高分辨率荧

光成像的功能，可对现有原来无法观察的样品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如细胞内单个

蛋白质分子的空间定位；蛋白与蛋白间的相互作用；不同细胞间的相互作用等。

阐明生物大分子的定位与实际功能间的关系。

2.2 系统包括普通激光共聚焦部分和超高分辨共聚焦部分，从毫米至纳米级别上

显示生物样品的超微结构信息。

3. 技术规格：

3.1 共聚焦部分：

3.1.1 固体激光器：405nm/488nm/514nm/561nm/639nm；

3.1.2稳定的可见光 AOTF，同时控制激光各波长的激光强度，≥3 通道，切换时间

<5us；

3.1.3 AOTF对激光强度的控制连续可调（0~100%），步进 0.1%，并要具备良好的

激光管寿命保护装置；

3.1.4 每支激光器必须通过独立的光纤连接到扫描器部分，光纤即插即用，无需

校准。光纤末端要具有可对激光进行聚焦的集光镜，电动调节；

3.1.5 扫描头、检测器、扫描模块中电子部件，必须采用液态制冷方式。这样制

冷方式更稳定，减少信号干扰；

#3.1.6 扫描光谱分辨率：≤3nm；步进精度≤1nm。

3.1.7检测器：

3.1.7.1 要具有光谱扫描分析功能，并对不同标记的信号光谱进行分析和分离，

可以解决同时使用多种荧光标记时（如 GFP/FITC 双标记、TRITC/PI 双标记、

CFP/GFP/YFP 三标记）激发光或发射光波长重叠造成的串色问题；



#3.1.7.2 荧光检测器要具备通道数≥30 个，所有荧光通道均为光谱检测通道，荧

光信号经光栅分光后必须直接到达检测器，尽量避免经过滤色片造成荧光损失；

#3.1.7.3 系统具有≥7 个 HyD或 7 个 GaAsP 超高灵敏度检测器通道；

#3.1.7.4 成像颜色：一次扫描可以同时采集≥8 个荧光通道和 1 个透射光通道图像

（非顺序成像模式）；

*3.1.7.5 选择比棱镜更为先进的光栅分光方式，并且具有减少信号损失的循环光

路设计；

3.1.7.6 透射光检测器可用于明场/DIC 法检测；

*3.1.8 扫描振镜：优先选择采用独立式、高速 X、Y 轴独立的双镜扫描，扫描为

线性扫描，而非三镜扫描；

*3.1.9 在所有扫描方式下，均可以进行 300°任意旋转扫描线的方向，同时可以

变倍以及移动扫描区域的中心。旋转、变倍、移动中心均可以实时（扫描过程中）

进行；

#3.1.10 扫描光学变倍：必须具备＜0.9 倍的光学变倍扫描功能，在任何扫描速度

下都可以保证步进 0.1 x的连续变倍；

#3.1.11扫描分辨率：可以在 4 x 1 至 8000 x 8000之间自由选择。所有通道同时

使用时，各通道均要达到 8000 x 8000的分辨率，及 16位灰度级（65536 个灰度

级）；

#3.1.12在线性扫描模式下必须同时满足以下速度指标：≥12 幅/ 秒（512x512 像

素，16 位）；≥430 幅/秒（512x16 像素，16 位）；≥27 幅/秒（256x256 像素，16

位）；线扫描速度 4 线/秒至 6875 线/秒（512x1 像素，16 位），以上参数必须是

在线性扫模式下，并且不能为隔行扫描，不能为共振扫描和快速扫描模式，在满

足速度指标的模式下，必须具备旋转、自由线扫描、感兴趣区域（ROI）扫描、

CROP成像、光谱成像、同时成像等功能；

3.1.13 实时光谱拆分：从 400nm 到 720nm 全可见光谱成像时，在≤10nm 精度下

进行光谱拆分，实时速度全可见光谱拆分最终成像时间（包括计算处理时间）满

足速度指标： ≥5 幅/秒（512*512 像素，16 位， 320nm 拆分范围，10nm 拆分

精度）；

3.2 快速超高分辨共聚焦系统：



#3.2.1分辨率及成像速度：针孔≥1.2个艾里斑（1AU）时，xy轴≤120nm；z轴≤350nm；

成像速度 (包含计算及处理时间)≥5 幅/秒（512*512像素，16 位）；

3.2.2 超高分辨率图像采集为特制的 32 通道 GaAsP 检测器或 EMCCD 获取，不能

只是常规的 GaAsP 或 HyD获取搭配反卷积软件获取；

#3.2.3在实时获取快速超高分辨率（X方向≤145nm，Y方向≤180nm，Z方向≤450nm）

图像的同时满足以下成像速度：512x512 时≥18 幅/秒，480x480 时≥23 幅/秒，

480x128时≥80幅/秒；

3.3光活化定位系统：

#3.3.1 分辨率：xy 轴分辨率≤20nm，Z 轴分辨率≤50nm；

3.3.2 高功率激光器：405nm laser; 488nm laser;

561nm laser; 640nm laser

3.3.3 3D 超高分辨率成像模式下，在保证 Z轴解析度高达 50nm 的情况下，Z 轴

的单层捕获范围≥1.4um；同时，可通过多层采集扩展超高分辨率 z轴成像范围；

3.3.4 要具有多点拟合算法（Multi-emitter Fitting Algorithms），以实现高密度荧光

标记的高精度分析，并加速图像采集过程。一次可同时拟合计算高达 20相邻分

子的定位点；从而保证最终图像成像速度由为 1～2 分钟；

3.3.5 XY轴横向漂移校正功能：需含基准点标记校准和自我校准两种模式；

3.3.6 照明模式：包括全电动落射荧光（EPI）、斜照明（HILO）及全内反射照明

（TIRF），并可以在不同的模式之间电动切换；

3.3.7检测器：高质量 EMCCD 探测器；

#3.3.8 激光安全控制装置：显微镜上需含大型黑色避光防漂移外罩，显微镜聚光

镜、载物台、物镜等光路都在防漂移外罩中，同时要具有激光安全控制装置，只

要打开外罩舱门，激光就会自动关闭。

3.4 显微镜部分：

3.4.1 全自动电动显微镜及配套 DIC部件

3.4.2 物镜：10x NA≥0.45，20x NA≥0.80，40x NA≥0.95，63x NA≥1.20，100x NA≥1.46；

3.4.3 电动载物台：行程：X 轴≥130mm，Y 轴≥100mm，速度：≥50 mm/s，精度

0.2um，重复精度，< 1 μm，匹配电动扫描台控制手柄；

3.4.4 长寿命荧光装置：120W金属卤化物灯，长寿命（≥2000小时）；



3.4.5 滤光镜组：含紫外激发、蓝色激发、绿色激发滤镜组；

3.4.6显微镜透射光源：根据所用物镜，光源自动匹配适当亮度；

3.4.7外置 Z 轴高精度超高速 PIZEO控制器，最小步进 5nm，最大行程 100um。

3.5软件部分及图像工作站

3.5.1 CPU: PentiumIV 1.5G以上

3.5.2 内存：≥16GB

3.5.3 硬盘：≥2TB

3.5.4 显卡：≥1GB

3.5.5 光驱：可读写式光驱

3.5.6 显示器：液晶显示器≥30寸

3.5.7 软件包：超高分辨率成像及分析模块；高级三维图像处理：3D 和 4D 图像

的渲染及分析，有四种渲染方式（阴影、透明、表面、及最大强度投影）并可进

行不同渲染方式的结合（如透明结合表面渲染）；可做 Z 轴颜色编码视图及浮雕

立体视图；可实现三维空间的距离和角度测量； 自定义式的 3D 视频以及 4D视

频制作与导出。

3.6 显微系统专用防震台及防震台压缩机。

4. 产品配置要求：

4.1 产品主体部分说明：

4.1.1 全自动电动倒置显微镜，一台；

4.1.2 用于超高分辨共聚焦系统激光器，一套；

4.1.3 用于光活化定位系统；一套；

4.1.4 用于超高分辨共聚焦系统扫描头，一套；

4.1.5 超高分辨率成像模块，一套；

4.1.6 图像工作站，一套；

4.2 要求的附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

4.2.1 主要附件：

4.2.1.1 UPS 电源：著名品牌，满足本标书中仪器及相关配套设备的使用要求，延

时不低于 1小时；



4.2.1.2 配套电脑一套；

4.2.2 专用工具：提供仪器使用及日常维护需要用到的所有工具；

4.2.3 耗材：

4.2.3.1 油镜专用浸镜油不低于 1 年正常使用量；

4.2.3.2 仪器安装，调试，一年维护所必须的其他耗材及配件；

4.3 其它保证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和常规保养所需的附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

(由投标人提供，请参考总则第 2.1 条)

5. 选购附件、备件及消耗品：（请参考总则第 2.2条）

5.1 请逐项列出日常消耗品的技术规格以及报价，但这些是供选购的，它们的价

格不计入评估价；

5.2 投标人推荐的其它选件。

6. 技术文件：

6.1 请参考总则第 1.2 条。

6.2 一套中文或英文说明书随仪器到货提供给用户。另一套完整的中文或英文说

明书、维修说明书、线路图随仪器包装提供给用户。

6.3 请参考总则第 2.3 条。

7. 技术服务：

7.1 设备安装调试

7.1.1 合同签订后，一个月内提供实验室仪器安装要求，提出实验室环境，电源，

气源，管道连接等具体技术要求；

7.1.2 仪器到达最终用户现场并且实验室条件合格后，在接到用户通知后，中标

商需在一个月内安排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到用户现场免费进行安装、调试，

按验收指标逐项测试，直到达到验收要求；

7.1.3 如用户有需求，需免费提供一次仪器搬场服务；

7.2 技术培训

7.2.1 在安装验收期间，在用户所在地对用户进行免费现场培训。培训内容包括



仪器的技术原理、操作、数据处理、基本维护等；

7.2.3 供应商需在北京有多名专职工程师，在仪器安装后，根据用户的样品要求，

帮助用户尽快正常使用仪器，并长期提供必要仪器技术咨询；

7.3 保修期：提供 1年免费保修，保修期自验收签字之日起计算。保修期满前 1

个月内卖方应负责一次免费全面检查，并写出正式报告，如发现潜在问题，应负

责排除。保修期满后，优惠提供所需配件、耗材；

7.4 维修响应时间：卖方应在 24 小时内对用户的服务要求作出响应，一般问题

应在 48 小时内解决，重大问题或其它无法迅速解决的问题应在一周内解决或提

出明确解决方案，否则卖方应赔偿相应损失；

7.5 软、硬件升级：卖方应免费向用户提供自验收之后未来 3 年的仪器软件升级

和优惠提供与之相关的硬件升级。

8. 订货数量：

超高分辨率共聚焦显微镜，一套。

9. 目的港：

DAP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10. 交货日期：

合同生效后 3个月内

11．执行的相关标准

无



第 8 包 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1、货物名称、数量及组成：

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一套，包括超高效液相色谱仪（含二元高压

梯度泵，自动进样器，多功能柱温箱）；串联三重四极杆线性离子阱质谱仪（含

独立的 ESI和 APCI源），工作站控制软件及数据处理软件、代谢组学软件、脂质

组学软件；品牌电脑（两台）以及品牌打印机；品牌 UPS不间断电源；进口品

牌氮气发生器、配套使用的空压机以及其他的相关附件和装置。

2、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有机物结构及脂质的定量、定性研究，有机残留物的定量定性分析

以及食品及环境中的兽药残留、农药残留、合成激素类的定性筛查分析和小分子

化合物的研究及日常分析工作。

3、工作条件：

3.1环境温度：10℃～30℃。

3.2环境湿度：< 80%。

3.3电源：220V，50Hz，30A 交流单相，带地线，中线对地线电压<3V，地线阻

抗<4Ω。适用于中国电源。

4、主机技术参数：

4.1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4.1.1二元高压混合梯度泵

4.1.1.1带在线真空脱气机，内置三通道脱气系统及以上；

4.1.1.2流速范围为 0.001-5.0mL/min，递增率 0.001 mL/min；

4.1.1.3流量精度：RSD≤ 0.06%；

4.1.1.4流量准确度：±1％；

#4.1.1.5压力范围：0～100Mpa或更高；



4.1.1.6梯度混合准确度：±0.5%；

4.1.1.7柱塞清洗配件：标准配备自动清洗套件；

4.1.1.8 每路流动相配备溶剂安全瓶盖，避免溶剂挥发及化学品泄漏。

4.1.2 自动进样器

4.1.2.1 样品处理数：105位（1.5 mL以上样品瓶）及以上；

4.1.2.2 进样范围：1～20ul，0.1 uL步进；

4.1.2.3 进样精度：≤ 0.25% RSD；

4.1.2.4 样品污染度：<0.0015%以内；

4.1.2.5 控温功能：4～40 ℃。

4.1.3 柱温箱

4.1.3.1 控温范围：（室温+10）℃至 85℃；

4.1.3.2 温度稳定性：±0.1℃；

#4.1.3.3 柱容量：至少可同时放置 3根 30 cm的柱子；

4.1.3.4 具有漏液安全系统：溶剂传感器、漏液传感器、温度熔断器、温度上限

限制。

4.2质谱仪：串联三重四极杆线性离子阱质谱

4.2.1 检测性能：

4.2.1.1 质量数范围：m/z 5-1250 amu；

4.2.1.2 扫描速度：20000 amu/s；

4.2.1.3 线性范围：定量超过六个数量级；

#4.2.1.4 质量准确度：＜0.01% amu(全质量数范围内)；

#4.2.1.5 质量稳定性：±0.1 amu/24hr；

*4.2.1.6 MRM 最小驻留时间：≤1ms；

4.2.1.7 实际定量分析，一般设置驻留时间(dwell time)为 1ms。可满足一次进样



不分时间窗口＞4000对 MRM 分析（约 15 分钟），并且保持良好的重现性和定量

准确性（验收指标，需要数据支持）；

4.2.1.8 最高分辨率：分辨率＞12000（扫描速度为 50amu/s）；需提供有效质谱轮

廓图计算分辨率。

#4.2.1.9 灵敏度及重现性

4.2.1.9.1 ESI 正离子灵敏度：1pg 利血平（柱上量），信噪比 250000:1。50fg 和 1pg

利血平分别连续进样 10 次，峰面积 CV 小于 2% 。需要提供原始谱图，谱图应

包含峰高和信噪比的信息；

4.2.1.9.2 5ppb和 50ppb 的氧化胆固醇连续 5次进样 RSD＜3%；

4.2.1.9.3 50fg 和 1pg 氯霉素分别连续进样 10次，峰面积 CV 小于 2%。需要提

供原始谱图，谱图应包含峰高和信噪比的信息。1pg 氯霉素信噪比大于 250000:1。

4.2.1.9.4 增强子离子扫描灵敏度：200fg 柱上量克伦特罗在二级全扫描模式下，

可以获得不少于 4 个大于 10%相对丰度子离子，并能够准确的在谱库中检索，且

匹配系数≥60%。（需要附图证明，包含正匹配和反匹配数据）。

4.2.2 离子源

4.2.2.1 具备独立的 ESI 和 APCI 源；

#4.2.2.2 ESI 和 APCI 源电喷雾离子源流速范围：在确保灵敏度不损失的前提下，

均可实现高流速，无需分流，即可达到 3ml/min；

#4.2.2.3 离子源内要求有至少两路加热雾化气，确保离子化更为充分，辅助加热

气温度>750℃；

4.2.2.4 大气压离子源采用锥孔结构，要求采用气帘气或其它技术，以同时保持

高灵敏度和优异的抗污染能力；

4.2.2.5 离子源内有废气排放装置；

4.2.2.6 插拔式可互换 ESI 及 APCI 喷针，可在实现 ESI 源及 APCI 源的快速更换；

4.2.2.7 能兼容同品牌离子淌度差分装置，便于仪器升级需要。

4.2.3 碰撞室

4.2.3.1 采用高纯氮气作为雾化气和碰撞气，无需额外氩气；

4.2.3.2 Q0 离子引入部分拥有高压离子聚焦技术，压力至少达 8mtorr；

#4.2.3.3 Dwell time低至 1ms 时，灵敏度不损失；



4.2.4 检测器系统：单偏轴高能打拿极脉冲电子倍增装置，±3KV连续可调，±15KV

转换电极设计保证高质量数的灵敏度及定量、定性分析性能，特别是在检测限附

近能保证检测的重现性。

4.2.5 真空系统：特殊设计的抽溶剂大抽速机械泵和长寿命涡轮分子泵组合差分

抽气高真空系统，无需额外水冷却系统。自动断电保护功能。

4.2.6 质量分析器：串联四级杆和线性离子阱质谱仪，同时满足三重四极杆质谱

仪的定量功能和线性离子阱质谱仪的定性功能。

4.3 工作站控制软件和数据处理软件

4.3.1 工作站控制软件

4.3.1.1 工作站控制软件：同一软件平台控制所有的液相部分和质谱部分。实现数

据采集、数据分析、液相和质谱的同步控制、在线监测、反馈显示和序列采集。

自动优化分析目标物，自动建立 MRM的定量分析参数，达到最佳检测限；

#4.3.1.2 数据采集模式：具有三重四极杆扫描功能，线性离子阱的同时定性和定

量的多种扫描模式；

4.3.1.3 串联四级杆扫描方式：全扫描、子离子扫描、母离子扫描、中性丢失扫描、

MRM扫描；

4.3.1.4 线性离子阱扫描模式：增强全扫描(EMS)，增强子离子扫描（EPI），增强

高分辨扫描（ER），增强多电荷扫描和时间延迟碎裂扫描；

4.3.1.5 具有四级杆+线性离子阱复合扫描方式，以及 MRM3定量功能；

4.3.1.6 具备串联质谱功能：具有 MS/MS 和 MS/MS/MS 功能，一次进样同时获得

MRM 定量图谱及各组分子离子二级/三级全扫描质谱图，可做到三级碎裂谱库

的确认。

4.3.2 数据处理软件

4.3.2.1 专用高通量数据处理平台，能同时处理多组数据，进行数据间比较、处

理，背景扣除等基本功能，自动积分定量处理；

4.3.2.2 专业定量软件可处理 MRM 以及全扫描数据用于定量，在一张谱图中检查

所有碎片离子确认序列；

#4.3.3 专业代谢组学软件：适用于大、小分子的统计学差异比较；且适用于高、

低分辨率质谱数据的处理；仅需将液质联用的数据导入，软件自动将色谱峰保留



时间按规律重排和按 m/z 的非规律重排，按统计学方法比较特定 RT时间下，特

定m/z的色谱峰的强度和峰面积；包括常见的统计学处理方法，如：PCA，PCA-DA，

T-test等；可以导出网络兼容的数据格式，方便利用网络数据库和网络软件的使

用，不同实验室数据间的交流。

#4.3.4 专业的脂质组学软件：内含不少于 50 个脂质类别，不少于 28,000 多条脂

质信息；不少于 600多种脂类特征碎片离子信息；支持大样品量数据分析；支持

脂质目录和脂质计算器功能。

4.3.5 所有软件支持大样品量数据分析，并永久免费更新（包括谱库数据）。

4.4计算机系统

4.4.1仪器控制工作站：2TB双阵列硬盘、8GB内存、21.5英寸液晶显示器、英特

尔四核 i5-4570sCPU、集成 2GB英特尔高性能显卡，DVD光驱；正版WINDOW操

作系统和抗病毒软件；

4.4.2数据处理工作站：固态硬盘、8GB内存、23英寸液晶显示器、英特尔四核

i7CPU、集成 2GB英特尔高性能显卡；正版WINDOW操作系统和抗病毒软件；专

门用于处理数据。

4.4.3激光双面打印机：打印速度：40 ppm，最高分辨率：1200 x 1200 dpi，处理

器速度: 540 MHz；标配端口：1个高速 USB 2.0 端口、1 个前置 USB2.0 端口、

2 个用于合作伙伴解决方案的内置附件端口、1 个 EIO 插槽，内存：最大

640MB ，纸张处理：进纸 100 页、出纸 250页，支持的介质尺寸：A4、B5、A6。

4.5 外围设备

4.5.1品牌 UPS不间断电源：220V 10kVA，具备在线切换功能，保证断电后正常

运行 1小时。

4.5.2 进口品牌氮气发生器和配套使用的空压机：

4.5.2.1采用高性能复合型常温低压中空纤维膜分离技术；



4.5.2.2 输出压力≥100psi/6.9bar，能够完全满足多级质谱气源要求；

4.5.2.3 氮气流速、纯度：流速范围 0-32L/min；产生的气体无液滴残留、颗粒物

小于 0.01um，气体质量符合 FDA医药研究级要求；

4.5.2.4氮气压力露点低: ≤－40℃；

4.5.2.5无邻苯二甲酸酯、碳烃化合物残留；内置多级超精密高通量压缩空气净化

系统，且带过滤单元失效预警提示；

4.5.2.6极易维护，低成本维护，年度滤芯更换需求，用户可自行在数分钟内完成

全部更换工作，无特殊工具需要；

4.5.2.7 整体系统具有国际标准的压力保护装置，当系统压力出现超压等异常状

况，系统具有自我保护功能。系统采用功率不低于 2.2kw的大功率无油空气压缩

机，降低系统负载，延长整个氮气发生器的寿命；

4.5.2.8 系统带有消音器装置，采用噪音隔离机箱设计。发生器主机确保没有噪

音；

4.5.2.9 空压机系统和氮气发生器主机采用外置式连接方式，确保质谱运行环境

的友好性；

4.5.2.10 配备该设备正常运转所必备的工具包及所需的零配件。

5、售后技术服务

5.1仪器的开箱验收

仪器到货后, 供应商应及时联系采购方协商安装事宜，并向采购方发出书面

安装要求，采购方按照供应商的要求准备安装条件。若安装条件中的相关项目购

买方无法判断是否符合要求，供应商应派有经验的工程师上门指导，协助准备。



双方同意安装条件符合要求之后，购买方需向供应商发出安装时间、地点的

邮件或书面通知（如征得供应商同意，也可口头或电话通知），供应商接到通知

后应及时作好相关的安装准备工作。仪器开箱时须双方在场，按合同和招标货物

清单和产品质量要求中规定的质量、性能、规格指标开箱验货，对产品的数量、

品质逐项检查，如发现有仪器缺损、破坏、缺少等，由供应商按合同清单更换或

补齐。如有争议以商检报告为准裁决。

5.2仪器的安装和调试

开箱验收合格后，供应商负责给购买方进行安装调试和培训。供应商需委派

一名富有经验的工程师到采购方现场进行技术服务，内容包括：

5.2.1设备的调试：设备通电至本地软件输出测量数据且设备正常工作，供应商

需按照投标文件响应的技术指标的要求逐项测试，测试合格双方签署安装报告。

设备单价超过 50万元，需运行 3个月，由采购方组织社会专家对设备进行验收，

投标方需按照要求配合验收，若验收通过，此验收表作为货物验收报告进行尾款

结算。若验收无法通过采购方有权要求供应商无条件更换。如有争议以商检报告

为准裁决。

5.2.2培训：供应商的工程师对设备的原理，操作和校准提供培训讲解；供货方

必须提供采购方 2人次仪器课程的全免费培训；不少于 2位实验人员进行免费现

场培训。培训的内容包括仪器的基本理论，结构和性能，应用软件操作，分析条

件的设定，故障处理和维护，日常维护保养及注意事项。使得采购方实验人员能

够完成独立操作和日常维护等工作。

5.2.3现场服务为期 2周， 包括设备的调试和现场培训。出差费用（交通，住宿

等）由供应商自行承担。调试和现场培训均在安装现场内进行。



5.3售后服务

5.3.1协议项下产品免费保修期为 12个月（含主机、零部件、附件等），质保期

的计算从技术验收合格并签署验收报告之日算起。

5.3.2供应商负责设备终身维护，在设备的质保期内，如设备出现非不可抗拒的

原因以及非使用不当导致的故障，供应商无偿予以保修，包括提供备件及易损件，

由此发生的一切费用由供应商承担。每台仪器在质保期内，若出现 3次以上故障，

须整机更换，新仪器到货后重新质保 12个月。

5.3.3保修期内，仪器出现故障时，供应商在接到采购方的通知后，48小时内做

出响应，一星期内派技术工程师上门维修，超出此时间供应商应赔偿相应的损失

（损失按商业公司完成相应的工作所收取的费用计算）同一部件在保修期内若出

现二次以上故障须整部件更换。保修期满前 1个月内供应商应负责一次免费全面

检查，并写出正式报告，如发现潜在问题，应负责排除。

5.3.4在保修期之外，仪器出现任何故障，供应商负责提供终身维修维护（至少 10

年时间）。若负责维修的主体发生变更，需及时通知采购方。包括停产后相应配

件亦保证有足够的库存量，价格不高于初次签订合同时约定的优惠价。

5.3.5供应商提供终身技术咨询,并无偿提供软件的升级服务。

5.3.6供应商提供所有设备安装专用工具，设备装卸说明书、故障排除说明书、

详尽的中、英文使用说明书或操作手册等。

5.3.7供应商安装调试期间可能产生的元器件损坏、测试材料的准备，如因时间

关系，可以使用随机的易损件进行更换，但供应商必须及时补足给采购方，所产

生的所有费用，由供应商负责。

6、汇率风险说明



对于进口产品的供应商，设备结算金额以本次人民币报价为准，汇率风险由供应

商承担。7、配置要求

名称 数量 规格及使用说明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1台
原装进口，符合技术参数要求，配置完整，包含溶

剂瓶、安全瓶盖、保护柱及柱套等相关配件；

自动进样器 1台
原装进口，符合技术参数的要求，可配套主机使用，

配套样品瓶及瓶盖、瓶垫若干

质谱仪（含独立的

ESI 和 APCI 源）
1套

原装进口，符合技术参数的要求，可配套超高效液

相色谱仪使用，含调谐标样 1套

工作站控制软件

及数据处理软件
1套 原装进口，符合技术参数的要求，可配套主机使用

代谢组学软件 1套 原装进口，符合技术参数的要求，可配套主机使用

脂质组学软件 1套 原装进口，符合技术参数的要求，可配套主机使用

品牌电脑两台 2台
仪器控制电脑原装进口，符合技术参数的要求，可

配套主机使用

打印机 1台 符合技术参数的要求，可配套主机使用

10KVA UPS
不间断电源

1套 符合技术参数的要求，可配套主机使用

进口品牌

氮气发生器
1套 原装进口，符合技术参数的要求，可配套主机使用

耗材 1套 满足 2年使用



第 9 包 质子转移反应质谱

2. 工作条件：

1.1 见总则第 3 条。（如无特殊要求）

3. 设备用途：

2.1 高分辨质子转移反应质谱是用于监测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超灵敏检

测器，能够对痕量挥发性有机物进行持续定量监测，具有超高的灵敏度和极

快速的响应时间。

2.2 将质子转移离子源和质谱结合在一起，能对痕量挥发性有机物(VOCs/SVOCs)

实现在线检测，可在数秒内对 pptv 量级的 VOCs/SVOCs 进行定性定量，具有响应

速度快、无需前处理、灵敏度高和检出限低等优点。仪器基本配置及性能满足：

1) 实时在线监测，无需样品收集和预处理

2) 高灵敏度，检出限低至 pptv量级，可检测痕量污染物（包括无机气体 CH4,

CO, CO2, NO2, SO2）

3) 响应速度快，可在 50～100ms 内完成快速分析

4) 具备高质量分辨率质谱检测器，可准确识别化学组分

5) 无需载气，少耗材、维护成本低

6) 坚固耐用，维护量小，可长时间稳定运行，适于现场和野外工作

7) 采用独特设计，减少离子损失，所需样品量少，适合微环境监测

8) 分析范围广，可用于大气、水和土壤中 VOCs/SVOCs 的检测

9) 灵活的进样方式：配备毛细管进样、带顶空和吹扫的自动进样器以及多

通道进样阀

10) 野外和运输使用的航空运输箱：保证仪器运输和使用安全

4. 技术规格：

1) *离子源: 利用质子转移技术 PTR (标配 H3O+)

2) #同时具备可切换的高级软电离模块（含NO+, O2+ ,Kr+ 离子源)

3) #质量范围：1～300amu或更高

4) #分辨率：< 1amu

5) #响应时间：100ms



6) #检测极限：50pptv

7) #线性范围：50pptv～10ppmv

8) 可调流速：50-500sccm

9) #进样系统采用随机标准软件控制切换的自动进样器和多通道进样阀（至

少8通道）

10) #进样系统内置惰性聚醚酮毛细管，加热温度范围包括40℃- 180℃

11) #自动进样器：含静态顶空进样和动态吹扫进样两种装置，样品瓶容纳>60

12) 反应室加热范围：40-130℃

13) 供电：100-230V

14) #接口：以太网10/100M (TCP/IP)，可交互式触摸显示屏

15) #状态指示器：触摸屏显示真空、电压、流量、温度、分子泵等状态，也

可显示测量结果

5. 产品配置要求

4.1 产品主体部分说明

主机：对挥发性有机物进行在线定性及定量分析的质谱仪，由以下部分组成:

4.1.1 进样系统：快速和简洁的毛细管直接进样，无需预处理和载气；

4.1.2 离子源：高效软电离技术，利用质子（H2O˙H+）传递反应，将中

性 VOC 分子离子化。同时具备高级软电离反应模块（NO+, O2
+ ,Kr+）。

4.1.3反应室：为了提高离子化率，反应室要求可被加热到一定温度

4.1.4真空系统：配备 2 台涡轮分子泵和前级真空泵的自动高真空系统；

不使用油扩散泵，减少油气对反应室及分析室内部的污染

4.1.5质量分析器：质谱分析器

4.1.6数据采集和处理系统：包括可通过网线连接的计算机和软件系统

4.1.7 自动进样器：含静态顶空进样和动态吹扫进样两种装置，可装>60

个顶空瓶

4.2 要求的附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

4.2.1 含厂家提供的标配航空运输箱，占地体积小，拆卸方便，可循环使用，

方便运输和野外使用。

4.2.2 随主机配备预装操作系统、仪器控制、数据采集和处理的高性能台式



工作站（i7，16G，1TSSD，含预装 windows和控制、数据采集和处理软

件）

4.2.3 随主机配备可供野外工作的高性能移动工作站（i7，16G，1TSSD，含

预装 windows和控制、数据采集和处理软件）

4.2.4额外进样系统：多通道进样阀（至少 8 通道）

4.3 其它保证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和常规保养所需的附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

(由投标人提供，请参考总则第 2.1 条)

至少包括标准备件包：含离子源密封法兰工具包：离子源密封圈，接头密封

圈，各种紧固件；离子源密封圈：PTFE 材质；离子源清洁工具包：专用砂石，

专用砂纸，备份螺母等厂家标准套装；润滑块；VOC 过滤器；

包括自动进样器使用的顶空瓶一套（>100个）

5. 选购附件、备件及消耗品（请参考总则第 2.2条）

5.1 查询项目

5.1.1

5.1.1.1 逐项列出需要询价的物品，技术性能指标

5.1.2 这些是供选购的，它们的价格不计入评估价

5.2 投标人推荐的其它选件

5.3 询问延长保修期半年、1 年、2 年、3年的价格。

6. 技术文件：

6.1 请参考总则第 1.2 条。

6.2 请参考总则第 2.3 条。

︰

7. 技术服务：

7.1 设备安装调试（请参考总则第 2.4 条）

7.1.1卖方需在项目现场就所供货物的运行、维护和修理为用户免费提供原厂



工程师的仪器操作培训，为所供货物的每一适当的单台设备提供详细的操作和维

护手册，保证使用人员能够独立操作仪器设备。

7.1.2安装调试时间不晚于用户通知后的两周内。

7.2 技术培训 (请参考总则第 2.5条)

7.2.1 卖方需为用户提供对买方不少于 2人的使用人员进行仪器硬件组成、安

装、操作、应用、数据分析与处理、常见问题的处理方法以及故障诊断与处理等

方面的内容进行详细讲解与培训。

7.3 保修期

7.4 维修响应时间

7.5 要求卖方提供的其它技术服务内容（如软、硬件升级要求等）

卖方为用户免费提供终身的电话咨询及技术服务。

8. 订货数量：

在此列出本品目的仪器的总台件数。

9. 目的港：

在此列出各到货港口的台件数，到货港口要写明是空港或是海港。

10. 交货日期：

如几台仪器设备的到货时间要求不同，则应分别列出。

11．执行的相关标准

如有，需在此列出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

规范

如没有，请写“无”



第 10 包 热电离质谱仪

1. 工作条件：

1.1 电源：独立动力电源，380V/220V±10%, 50 Hz交流电；

1.2 实验室温度：18℃ - 24℃（波动±1℃/hr）；相对湿度：50 - 60%；

1.3 地线要求：独立地线，接地电阻小于 1 欧姆,相当于零地电压小于 0.4V；

1.4 要求投标者提供适合仪器正常工作的水循环冷却系统，工作温度范围 15～

40℃；

1.5 仪器可连续运行。

1.6 UPS 稳压电源：20KVA三进三出, 输出电压 400V/230V，输出电压稳定度优

于 2%，延时 2小时；

2. 设备用途：

2.1 可进行 U-Th-Pb 高精度同位素定年测试研究，同时可以开展 Sr、Nd、Os、

Ca 等同位素比值分析。

3. 技术规格：

3.1 质谱仪

3.1.1 质谱仪主机，1 台（包括进样、分析、控制和数据采集处理系统、标准配

备件、计算机、打印机及起始专用工具包等）。

*3.1.2 具有正负离子测定功能。

3.1.3 能确保测试性能参数的真空系统：

a) 离子源室真空由前级机械泵、分子泵和冷阱组成，须具备快速抽真空

的能力；

b) 分析器室和检测器室各具备一个≥40L/s 的离子泵；真空度要求：离子

源室≤ 5×10－8mbar（冷阱），分析室和检测器室≤ 5×10－9 mbar；

c) 放大器室处于真空状态；

d) 离子源室与分析室之间有自动隔离装置；

e) 由计算机自动读取各部分真空值，高/低真空具备检测指示；

f) 具备自动启、停，意外保护真空控制系统功能。

3.1.4 扇形磁场分析器：

a) ≥450的分辨率；

#b) 质量测量范围：3～310 m/z，10 kV 加速电压；



c) 磁场极性由计算机控制翻转，可适应正负离子检测；

#d) 同时满足磁铁、分子泵冷却的循环水冷系统，保证系统稳定性。

3.1.5 接收器：

#a）接收系统：包含 8 个可移动的法拉第杯，定位精度<10m；中心通道

的检测器位置固定；固定中心通道可采用双检测模式，即可在法拉第杯和

SEM之间切换；要求 40Ca 检测不跳峰检测。

b） 法拉第杯：使用更大更深的全石墨法拉第杯，减少二次电子溢出，保

证了 100%的接收效率，消除法拉第杯杯系数；

c） 使用更大更深的全石墨法拉第杯减少二次电子的溢出，保证 100%的

接收效率，法拉第杯没有杯因子；

#d）标准杯配置以外，还必须额外配置 4 个 1012Ω和 4 个 1013Ω放大器高

阻，用于与法拉第杯连接，测量超低含量或丰度的同位素；

#e） 配备可用于 1013Ω放大器增益校正的校正板，可同时自动对 1011Ω、

1012Ω和 1013Ω三种放大器进行增益校正（gain calibration）。

3.1.6 放大器系统：

a) 可同时安装 10 个放大器；

#b) 放大器与法拉第杯之间采用矩阵方式连接，测量不同的同位素体系时，

方便切换放大器到不同的法拉第杯上；

c) 测量中所用到的所有法拉第杯均可依次连接到所选择的放大器上，所

有信号均用同一组放大器测量并被用于同位素比的计算，抵消放大器增益

的微小变化；

d) 采用虚拟放大器系统，无需交叉校正，减少同位素比值的检测时间；

通过软件控制实现每个法拉第杯与每个放大器连接，无需破坏放大器室真

空即可实现法拉第杯与不同放大器的切换；

e) 法拉第杯检测信号范围：信号强度 5 fA-5 nA（即相当于 1011Ω放大器信

号强度 0.5 mV-500 V）的离子流均可采用高灵敏度和高稳定性的法拉第杯

进行测量；

f) 中心通道配备阻滞过滤器：改善丰度灵敏度（237U：<0.02 ppm）；

#g) 放大器室恒温精度：±0.1℃/h。

3.1.7 样品加载系统：



*a) 具有不少于 20个样品位的样品转盘及其相应支撑架；

b) 样品转盘在不破坏分析室真空情况下，可单独取出。

3.1.8 适合同位素比值测定要求的高可靠、高稳定电子系统：

#a) 10 kV 加速电压；

b) 样品离子束宽窄可通过变焦透镜系统调节；

c) 各环节控制、信号处理电子线路、部件；

d) 计算机控制样品带电流调节系统、预热带控制系统。

3.1.9 内置烘烤装置，可以分别对离子源和整个分析系统进行烘烤；

3.1.10 具有带温测定装置。测温范围优于 700℃～2400℃，精度优于 1℃；

3.1.11 具有冷阱装置；

3.1.12 离子源和分析室之间具有自动隔离阀装置，停电等紧急情况时会自动关闭，

维持分析室和检测器室的高真空；

3.1.13 具有微量气体引入装置；

#3.1.14 具有循环水冷装置，同时满足磁铁和分子泵的冷却。

3.2 数据处理系统

3.2.1 配备齐全的用于仪器软件运行的计算机（Intel i7 处理器，内存≥8G，硬盘

容量≥2TB，液晶显示器≥24 寸）

3.2.2 Windows 7计算机操作系统和 Office 2016或更高版办公软件；

3.2.3 可用于优化仪器状态、样品测试、数据处理的全套软件安装包；

3.2.4 整套数据采集和处理软件，可同时监视仪器各种工作参数，可作内标修正，

可作在线与离线数据处理，可实现单杯、多杯跳扫测量等；

4. 产品配置要求

4.2 熱电离质谱仪主体部分技术指标

*4.1.1 内精度：Sr：≤5ppm (SRM 987，500 ng，1 RSE)；

Nd：≤5ppm (JNdi-1，300 ng，1 RSE)；

*4.1.2 外精度：Sr：≤5ppm (SRM 987，500 ng，1 RSD)；

Nd：≤5ppm (JNdi-1，300 ng，1 RSD)；

#4.1.3 准确度 : Sr：87Sr/86Sr=0.710220-0.710260 (SRM 987，500 ng)；

Nd：143Nd/144Nd=0.512090-0.512115 (JNdi-1，300 ng)；

4.1.4 真空度：离子源≤5×10－8mbar（冷阱），分析室≤5×10－9mbar；



4.1.5 半峰高稳定性 (系统稳定性)：±30 ppm/30 min；

4.1.6 丰度灵敏度：

不带过滤器≤2ppm(用 238U 对质量数 237U 拖尾检查 )；

带过滤器≤20ppb(用 238U 对质量数 237U 拖尾检查)；

4.1.7 接收器质量色散范围：17%（L4-H4，静态接收模式，无变焦参数），如 6Li

和 7Li

变焦透镜色散范围：＞10%

4.1.8 离子光学放大倍数：2，法拉第杯可以更大更深；

4.1.9 法拉第杯放大器：

a） 放大器 1011 Ω，动态范围：正离子模式 50V，负离子模式 12V；

b） 噪声 ≤ 2×10－16 A rms(4s 积分时间)；

c） 信号衰减 ≤ 10ppm/2s，≤ 2ppm/8s（1011 Ω）；

d） 漂移 ≤ 1×10－16 A/h。

4.1.10 离子计数器：

a） 暗流噪声 ≤ 10 cpm；

b） 效率：无过滤器  93%，有过滤器  90%。

#4.1.11 增益稳定性：< 10ppm/24hr；

4.1.12 峰型和套峰：Li, Sr, Nd, U, Pb, Re, OsO3, BO2；

4.1.13 法拉第杯峰平坦度：质量宽度超过 400ppm时，优于 50ppm；

4.1.14 磁场稳定性：＜25ppm/30min。

4.2 要求的附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

4.2.1 额外法拉第杯-高质量数及内插件，各 1 套

4.2.2 额外法拉第杯-低质量数及内插件，各 1 套

4.2.3 标准杯配置内插件，1 套（用于 Ca 同位素检测消耗）

4.2.4 离子计数装置(SEM)，1 套

4.2.5 阻滞四极杆过滤装置 1 套

4.2.6 水冷循环器，1 套

4.2.7 零备件与消耗品包，能保证仪器两年的正常工作，1 套

4.2.8 冷阱，2 套

4.2.9 微量气体引入装置，1 套

4.2.10 参考光学高温计，1 套

4.2.11 样品带成型和焊接装置，2 套



4.2.12 点样装置，2 套

4.2.13 进口质谱灯丝去气装置，1 套

4.2.14 高分辨入口狭缝，1 套

4.2.15 额外法拉第杯 1012高阻放大器，4 套

4.2.16 额外法拉第杯 1013高阻放大器，4 套

4.2.17 校正板 3.3pA，1 套

4.2.18 高性能无油泵系统，1 套

4.3 其它保证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和常规保养所需的附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

4.3.1 备用隔离阀，1 套

4.3.2 离子源后狭缝，5 套

4.3.3 满足主机应用的备用离子源，1 套

4.3.4 额外样品转盘，1 套

4.3.5 单灯丝支架，100 个

4.3.6 双灯丝支架，100 个

4.3.7 其他备件（配置屏蔽片 50 个／无脚空白支架 20个／出口狭缝 10包／防护

片 10包）

4.3.8 铼带（zone-refined），40米

4.3.9 铂样品锥（无硼），2 套

4.3.10 铂截取锥（无硼），2 套

4.3.11 UPS 稳压电源，20KVA 三进三出，输出电压 400V/230V，输出电压稳定度

优于 2%，延时 2小时（国内采购）；1 台。

5. 选购附件、备件及消耗品（请参考总则第 2.2条）

5.1 选购附件

5.1.2 超净工作台（双人单面，垂直净化，国内采购），2台；

5.1.3 干燥箱（国内采购），2台；

5.1.4 激光打印机（A4纸幅），1 台。

6. 技术文件：

6.1 请参考总则第 1.2 条。

6.2 请参考总则第 2.3 条。

6.3 一套中文或英文说明书在合同签定后 45 天内提供给用户。另一套完整的中

文或英文说明书、维修说明书、线路图随仪器包装提供给用户。

7. 技术服务：

7.1 设备安装调试（请参考总则第 2.4 条）



7.1.1 仪器到达用户所在地指定地点后, 在接到用户通知后 7 天内，安排经验

丰富的工程师到现场免费安装、调试仪器，并在 45天内安装、调试完毕。

7.1.2 在安装、调试过程中，厂家工程师须对用户进行仪器的原理、操作、维

护、注意事项以及常见故障检测等培训，对用户提出的问题须认真给予

正确、完整的讲解和回答。

7.1.3 安装、调试过程中，工程师须将购买合同中提出的仪器性能指标逐项演

示给用户，所有验收指标要求一次完成。

7.2 技术培训 (请参考总则第 2.5条)

7.2.1 在用户所在地对用户提供不少于 20 个工作日的免费培训（可以和安装、

调试工作同步进行）。培训内容包括仪器的技术原理、操作、数据处理、

基本维护等。

7.3 保修期

*7.3.1 整机提供贰年免费保修，法拉第杯提供 5 年免费保修。保修期自验收

签字之日起计算。

*7.3.2 三年内提供一次免费拆机、搬迁、安装调试。自安装调试验收签字之

日起计算。

7.3.3 保修期内，卖方对仪器提供免费保修、免费零部件更换和免费人工服

务，若同一部件维修一次后仍出现相同故障，则须免费更换该部件。

7.3.4 保修期内，由于仪器设计缺陷或仪器本身的质量问题，出现故障而连

续 3个月未能修好，卖方保证免费更换全新的仪器。

7.3.5 保修期满前 1个月内卖方应负责一次免费全面检查，并写出正式报告，

如发现潜在问题，应负责排除。

7.3.6 保修期后，卖方须为用户提供为保证仪器正常运行和维护所需要的零

部件、配件、专用工具、常用消耗品等，其价格按成本价收取。

7.4 维修响应时间：卖方应在 24 小时内对用户的服务要求作出响应，一般问题

应在 48 小时内解决，重大问题或其它无法迅速解决的问题应在一周内解决

或提出明确解决方案，否则卖方应赔偿相应损失。

7.5 要求卖方提供的其它技术服务内容（如软、硬件升级要求等）：卖方应免费

向用户提供应用软件终生免费升级服务，并优惠提供必需的硬件升级。



8. 订货数量：

1台

9. 目的港：

CIP 南京禄口机场，1 台

10. 交货日期：

合同生效后 5个月内。

11．执行的相关标准

无



第 11 包 X 射线粉末衍射仪（XRD）

本仪器能完成多晶样品的物相定性、定量分析，包括无标样定量

分析，结构精修，粉末衍射解结构；纳米级薄膜材料的物相分析，

以及多晶材料的高温原位分析等。

1. X 射线光源

1.1. X 射线发生器部分

#1.1.1 最大输出功率：≥3kW

1.2 X 射线光管部分

*1.2.1 X 射线光管：Cu 靶，陶瓷 X 光管，2.2 kW，国际标准尺

寸，能与其它厂家通用

#1.2.2 焦斑大小：0.4 x 12 mm，点线焦斑两个出口

1.2.3 额定电压：≥60kV

1.2.4 额定电流：≥80mA

1.3 电流电压稳定度：<0.005% (外电压波动 10%)时

1.4 X 射线防护：安全连锁机构、剂量符合国标;防护罩外任何

一点的计量小于 1Sv/h

2. 测角仪部分

#2.1 测角仪：/立式测角仪，样品水平放置，且测样时不会倾斜



#2.2 2 转动范围：-100≤2≤168

2.3 测角仪半径：≥200 mm，测角圆直径可连续改变

#2.4 可读最小步长：0.0001，角度重现性:0.0001o

2.5 最高定位速度：≥1200/min

#2.6 采用智能虚拟测角仪全自动控制，硬件自动识别、自动纠

错

2.7 验收精度：国际标准样品现场检测，全谱范围内所有峰的角

度偏差不超过±0.01 度

3. 探测器部分：

#3.1 子探测器个数：>190 个

*3.2 整个探测器的背景：<0.1 cps

*3.3 探测器本身的能量分辨率，即无需在光路上使用任何类型

的镜子、滤波片或者单色器的情况下，优于 400eV (相对于 CuKa

能量分辨率优于 5%)，在用户提出要求时，投标商必须提供国内

现有用户进行此项指标验证。

3.4 确保所有子探测器全好，具有静态扫描功能，具有点探测器

功能，无需再配备闪烁或者正比探测器

#3.5 提供的半导体阵列探测必须适合小角和广角测试，小角最

小从 0.3 度开始

3.6 具备元素分辨能力，可完成成份分析



3.7 具备二维衍射功能，能直接得到二维德拜环图像，并配备将

二维图像转化为一维数据的软件

4. 功能附件

4.1 纳米级薄膜物相分析附件

*4.1.1 提供聚焦光路和平行光路两套系统，平行光路采用平行

光反射镜加平行光索拉狭缝组合，聚焦光路与平行光路的切换采

用全自动计算机控制，无需做任何的硬件手动切换，且切换后无

需对光。

4.2 高低温一体化原位分析附件

#4.2.1 温度范围：-180-+450oC，可在真空/惰性气氛/大气氛围

下工作

#4.2.2 温度范围：室温-+1100oC，可在真空/惰性气氛/大气氛

围下工作

#4.2.3 配备相应的真空装置

5. 仪器控制和数据采集系统

5.1 计算机：四核主频 3.3G Hz 以上，8G 内存，1T HD，CD-RW，

24”LED 显示器，网卡，Windows 操作系统

5.2 仪器控制和数据采集软件



6. 应用软件：要求提供以下应用分析软件

6.1 物相检索软件：含原始数据直接检索功能

6.2 物相定量分析：可编程定量分析软件

6.3 无标样晶粒大小分析及微观应力分析

6.4 粉末数据指标化、结构精修、从头结构解析以及无标样定量

分析软件

6.5 随机提供最新正版数据库，并可免费升级

7. 循环水冷系统：满足相应系统连续满功率运行（国内供货）

8. 培训、安装、技术文件

制造商提供免费的国内培训（买方负责受训人员差旅费）、安装

调试及现场培训，并提供有关的全套技术文件。

9 工作条件

9.1 电力供应：单相 220V（10%），50Hz

9.2 工作温度：10C-40C

9.3 相对湿度：≤75％

9.4 仪器运行的持久性：能够满足长时间连续工作

10. 仪器及生产商必须满足的相关国际安全标准

10.1 质量标准：ISO9001 & EN29002 认证



10.2 安全标准：CE 认证

10.3 射线防护标准：DIN 54113 认证

11. 技术服务

制造商在国内要有自己的展示实验室、培训教室及备件库。要有

专职的维修工程师，要有备品备件库。在提出维修要求后，能在

2 小时内做出维修响应，2- 4 个工作日内到达用户现场。

12. 质保期：整机自安装验收合格之日起保修期壹年

13. 报价要求：

13.1. 投标报价应包含货物单价、用备品备件价、易损件价、专

用工具价、运输装卸费、安装调试费、保险费用、税费以及一切

技术和售后服务费等费用，如涉及软件许可使用或技术服务和人

员培训，还应包括软件许可费以及一切技术服务费、人员培训费

等。投标人漏报的，由投标人承担。投标报价为人民币 CIP 北京

机场价。

13.2. 采购人为科研单位，享受进口设备免税优惠政策。投标人

如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外货物，且该货物纳入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科创免税目录范围，报免进口环节税的价格并提供海关

税号。



14. 验收要求：

设备的配置、功能和技术指标必须满足招标文件要求，所有技术

指标必须能够现场验收或提供第三方权威机构的证明材料，投标

商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完备的现场验收方案。

15. 目的港：中国北京

16. 发货时间：合同生效后 5 个月内

标“*”号的指标为必须满足指标



第 12 包 全正交双系统四维高分辨飞行时间质谱系统

1. 设备名称

全正交双系统四维高分辨飞行时间质谱系统

2. 设备数量：1套

全正交双系统四维高分辨飞行时间质谱系统

本系统包含一套由超高效超临界流体色谱/超高效液相色谱/四极杆/离子淌

度/飞行时间质谱组成的 LC-MS/MS 串联系统，并由同一软件控制本系统。

3. 设备用途

用于环境复杂体系化合物的分离；可用于对环境污染物中极性化合物进行定

性分析，还可以对一些未知的新型环境污染物开展鉴定筛查工作；此外对自

由基反应中中间体的确认以及反应机理的推断也可以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

4. 工作条件

4.1 电源：220V, 50Hz 交流电

4.2 环境温度：10℃~30℃

4.3 相对湿度：20-80%

5. 主要技术和性能规格要求

5.1 液相色谱系统

5.1.1 两个二元梯度超高效输液泵（或更高配置）

5.1.1.1 混合方式：高压混合；梯度模式：线性，步进，凹线，凸线

等；具有柱塞清洗功能；六通道在线脱气机

5.1.1.2 流速范围：0.010-2.000ml/min, 以 0.001ml/min 为增量

5.1.1.3 流量精密度：≤0.06%RSD

5.1.1.4 流量准确度：< ±0.2 %

5.1.1.5 梯度延迟体积：<100µL，不随反压变化

#5.1.1.6 操作压力：全流速范围≥15000psi

5.1.1.7 混合范围：0%~100%以 0.1%为增量

5.1.1.8 梯度准确度：± 0.5%，不随反压变化

5.1.1.9 梯度精度：±0.15%，不随反压变化

5.1.2 自动进样器



5.1.2.1 样品瓶数：不少于 90 位样品瓶

5.1.2.2 进样精度：＜0.3% RSD

5.1.2.3 样品交叉污染：通常值＜0.001%

5.1.2.4 进样范围：0.1-100µL, 以 0.1 µL 步进，最大可扩展至单次

进样 400L 以上

5.1.2.5 进样针清洗：针内外每次进样后通过专用流路自动清洗

5.1.2.6 带样品冷却控温：4℃－40℃

5.1.2.7 自动进样循环时间：<30 秒

5.1.2.8 在线稀释和在线衍生功能

5.1.3 柱温箱

*5.1.3.1 控温范围：室温以上 5 ℃至 90℃或更广

5.1.3.2 温度稳定性：＜± 0.1℃

5.1.3.3 温度准确度：±0.5℃

5.1.3.4 柱切换：有 2 个柱切换阀预留位，配置相应的六通阀或十通

阀，完成串联分析、并联分析、在线样品前处理或方法切换等

应用

5.1.4 DAD 检测器

5.1.4.1 二极管数：1024

5.1.4.2 波长范围：190-800 nm 或以上

5.1.4.3 波长精确度：± 0.1 nm

5.1.4.4 数据采集频率：≥100HZ，越高越好

5.1.4.5 噪音：≤1×10-5AU，越低越好

5.1.5 二维和在线富集

5.1.5.1 具有二维液相泵系统，不低于双二元泵

5.1.5.2 进样量最大可以到 2.5ml

5.2 超临界流体色谱部分

5.2.1 二元高压输液泵

5.2.1.1 流速范围: 0.010-3.000ml/min，0.001mL/min 为增量单位

*5.2.1.2 最大耐压：≥40MPa



5.2.2 自动进样器

5.2.2.1 进样位数：不少于 90 位

5.2.2.2 进样量：0.01-45uL，0.1uL 增量

5.2.2.3 进样重现性：＜1%RSD

#5.2.2.4 交叉污染：＜0.005%

5.2.2.5 样品控温：4-40 ℃

5.2.3 柱温箱

5.2.3.1 控温范围：室温以上 5℃至 90℃

5.2.4 流路切换阀可实现自动色谱柱、废液流路以及旁路切换

5.2.5 背压调节器

5.2.5.1# 压力控制稳定性：±7.25psi（100% CO2下测量）

5.2.5.2 背压控制方式：主动、被动控制

5.3 离子淌度飞行时间质谱部分

*5.3.1 质量范围：四极杆选择质量范围（不小于）：m/z 20-4,000；TOF

质量范围（不小于）：m/z 20-40,000。

#5.3.2 质谱分辨率：高速采集情况下，≥30Hz（越高越好）采集速度下

≥50,000 (全质量数范围) 且不损失灵敏度，同位素峰，淌度 CCS

值。

5.3.3 淌度分析器

#5.3.3.1 最大离子淌度分辨率可达 120

#5.3.3.2 离子淌度可调，不同的离子淌度分辨率操作模式

5.3.3.3 可通过软件直接控制离子淌度切换

#5.3.4 准确度：

内标校准：平均误差≤ 1.0 ppm

外标校准：平均误差≤ 1.0 ppm

#5.3.5 采样频率（越高越好）：MS 为 30Hz，MS/MS ≥50 Hz，同时保持高

灵敏度和分辨率，以及同位素峰。

*5.3.6 检测器采集模块：

模拟数字转换（ADC）；ADC 频率：5GHz。



*5.3.7 灵敏度：

MS：1pg/uL 利血平，信噪比>1000: 1 RMS；

MS/MS：1 pg 利血平，柱上进样，信噪比≥ 3000:1。

#5.3.8 同位素峰误差≤2%

#5.3.9 谱内动态范围：≥105

5.3.10 离子源

ESI 离子源与 APCI 离子源各 1个，或复合离子源 1个

5.3.10.1 冷源 1个（可选配）

5.3.10.1.1 温度范围:–100℃–+100℃

5.3.10.1.2 温度稳定性：±0.2℃

5.3.10.2 MALDI 离子源 1个

5.3.11 联用技术

5.3.11.1 可扩充与 GC 连接，扩展应用范围，实现 GC 条件下的软电离

5.3.11.2 可扩充与 DART，DESI 等离子源连接，扩展应用范围。

5.3.11.3 飞行时间质量分析器

#5.3.11.3.1 具有长时间的超稳定性，无需时时较正。72 小时质量

轴漂移小于 2ppm，1000 个以上样品平均误差小于 1ppm。

5.3.11.3.2 具有真实同位素峰型功能，根据精确分子量、真实同

位素分布和二级质谱三维数据。

5.3.12 真空系统

具有真空监测和泵控制单元。

5.4 软件

5.4.1 数据采集工作站需安装仪器控制及数据采集软件；数据采集软件免

费升级。

5.4.2 分子式确认和未知物分子式推断：

同时处理和采集保留时间、通过分离同分异构体得到一级和二级或更多

MS/MS 谱图，包含精确的质量数（ppm 级误差），真实的同位素分布，

准确的碰撞截面值 CCS 值（<0.5%）结果，从而获得更多的化合物

的轮廓信息，自动确定分子式，为分子式确认和未知化合物分子式



推断提供可靠结果，实现 CCS 数据在所有软件平台均可无缝转换和

实现批处理、筛查等工作。

5.4.3 可视化的离子淌度漂移时间，色谱，质谱三维软件。

5.4.4 不同化合物不需要优化特定参数，且能够提供大于 1万种化合物碰

撞截面积（CCS）数据库。

5.4.5 自建图谱库和谱图搜索软件 ：

根据正、负电模式下的 MS 和 MS/MS 图谱搜索，采用高级匹配算法，简捷、

可靠地鉴定化合物。支持 NIST 图谱数据库和用户自建数据库。

5.4.6 定量分析软件：

用于批量质谱数据的定量分析，包括外标法和内标法。

5.4.7 代谢和代谢组学软件功能：

具体功能包括：LC-MS 数据分段（分桶），主成份分析（PCA）包括试验数

据组和交叉验证，储存、加载和输出；用户友好界面包括：相关联

的显示样品表和数据桶表格、统计学图表、数据桶密度图，分组显

示和放大图表等。

5.4.8 环境化合物数据库：

环境污染物数据库大于 2500 种物质。

5.5 配置要求

5.5.1 全正交双系统四维高分辨飞行时间质谱系统

液相色谱/SFC-离子淌度-四极杆-飞行时间质谱主机 1台

离子源：ESI 离子源与 APCI 离子源各 1个，或复合离子源 1个；冷源 1 个

(可选配)；MALDI 离子源 1个。

5.5.2 二维在线富集超高效液相色谱 1套

5.5.2.1 二元泵（或更高）系统（实现二维液相） 2套。

5.5.2.2 在线脱气机 1台

5.5.2.3 自动进样器 1台

5.5.2.4 柱温箱 1台

5.5.2.5 二极管阵列检测器 1台

5.5.3 在线固相萃取组件 1套



5.5.4 超临界色谱 1套

泵、自动进样、柱温箱各 1台。

DAD检测器 1台或可同时与二维液相的 DAD检测器联用

5.5.5 数据处理用计算机及打印机

6. 附件、备件及消耗品

6.1 备件及消耗品

2 根 C18 色谱柱；40L 氩气钢瓶 1 瓶；超临界色谱柱 1 根；氮气发生器一

台；不间断电源 UPS 一台。

其它保证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和常规保养所需的附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

6.2 用户手册

7. 技术文件

7.1 设备制造厂商提供的销售、售后服务授权书。

7.2 仪器设备详细清单、各项技术参数，以及具体参数的测试条件。

7.3 技术证明文件

7.4 技术服务条款、技术培训条款，以及售后服务承诺。

8. 技术服务

8.1 设备安装、调试和验收

8.1.1 供方应在合同生效后 30 天内向用户提供详细的安装准备条件及安装

计划。设备安装、调试的费用由供方承担。

8.1.2 仪器到达用户所在地后，在接到用户通知后 15 天内安排技术人员执

行仪器安装和调试，对仪器分析指标验收完成。

8.1.3 供方安装人员对现场安装安全负有责任。与需方共同开箱检验，检查

仪器设备及随机附件是否全新、完整无损；技术资料与图纸是否与需方的要求相

符。如发生破损、缺件等问题，供方应及时地提出解决方案，并尽快地给以解决。

8.1.4 验收标准以供需双方签订的技术协议为准（参考招标文件指标）。任

何虚假指标响应一经发现即作废标，投标者必须承担由此给用户带来的一切经济

损失和其它相关责任。

8.1.5 安装、调试和验收期间，供方人员的差旅费、食宿及其它费用应由供

方自理。



8.2 技术培训

仪器安装验收后，供方应及时派遣有丰富经验的技术人员就仪器软硬件操作、

仪器维护、故障排除、注意事项等进行免费培训，在用户现场,工程师将对用户

进行仪器的使用操作,日常的维护保养及简单的故障维修方面的培训，并使用户

能够独立使用和获取正确的数据。办事处还定期举办专门的培训班和用户会议,

以加强用户间的技术交流,提高用户的仪器使用水平。

培训期内有关的差旅费、食宿及其它费用应由供方支付。其后在使用过程中

如遇到问题时，供方应及时派遣有经验的技术人员提供技术指导。

8.3 保修期

保修期：保修期一年, 从仪器验收合格, 双方签字之日起保修期开始生效。

在保修期内，任何由制造商选材和制造不当引起的质量问题，厂家负责免费维修。

出现故障后，在收到用户正式通知后 24 小时之内响应，如果需要到现场,将安排

就近的工程师到现场。保修期后，厂家提供终身维修，并保证零配件的供应。

8.4 维修响应时间

供方应在 24 小时内对用户的报修申请做出响应。一般性问题应在 48 小时内

解决；对于在 48 小时内无法解决的其它较大的问题，应在 3天内给以解决；对

于在 3天内不能解决的问题，应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案，得到用户的认可后，在预

定的期限内解决问题。

9. 报价要求：

9.1. 投标报价应包含货物单价、用备品备件价、易损件价、专用工具价、

运输装卸费、安装调试费、保险费用、税费以及一切技术和售后服务费等费用，

如涉及软件许可使用或技术服务和人员培训，还应包括软件许可费以及一切技术

服务费、人员培训费等。投标人漏报的，由投标人承担。投标报价为人民币 CIP

北京机场价。

9.2. 采购人为科研单位，享受进口设备免税优惠政策。投标人如提供中华

人民共和国关境外货物，且该货物纳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科创免税目录范围，

报免进口环节税的价格并提供海关税号。

10. 验收要求：

设备的配置、功能和技术指标必须满足招标文件要求，所有技术指标必须能



够现场验收或提供第三方权威机构的证明材料，投标商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完备

的现场验收方案。

11. 目的港

北京机场

12. 交货期

外贸合同签订后三个月内。



第 13 包 双通道碰撞池多接收器质谱仪

13.设备名称

双通道碰撞池多接收器质谱仪

14.设备数量：1套

包含 1套双通道碰撞池多接收器质谱仪

双通道碰撞池多接收器质谱仪具备与自动进样器、机械臂等设备整合的能力。

15.设备用途

用于非传统稳定同位素组成的高精准分析，尤其是钾同位素，钙同位素，铁

同位素等收到 ICP 载气 Ar 离子的干扰比较严重的元素，可以很好的保持常用

同位素的正常测量，也可以对上述同位素获得最佳的分析效果，比如：最低

的同位素质量歧视，最小的样品需求量。解决环境中 K，Ca，Fe 等同位素分

析的困难

16.工作条件

4.1 电源：220V, 50Hz交流电，电压波动为额定电压的 ± 10%

4.2 环境温度：5℃~40℃

4.3 环境湿度：≤ 80%

17.主要技术和性能规格要求

17.1 性能参数

17.1.1 样品引入系统,可与多种进样系统驳接，比如激光烧蚀系统，自

动进样器系统，等

17.1.2 离子源：

17.1.2.1 射频发生器：2.0kW，27.1MHz

17.1.2.2 氩气等离子体控制调节器，XYZ 三方向软件控制调节

17.1.2.3 冷却旋流玻璃喷雾室系统，玻璃一体化炬管，200ul/min 玻

璃雾化器，PFA雾化器可供选购

17.1.2.4 5路气体质量流量控制控制系统

17.1.2.5 多通道蠕动泵控制器

#5.1.3 双通道离子束系统：

同时配备具备标准光学系统的高能量通道以及装备碰撞池的低能量



通道。

带碰撞池的通道，须具有碰撞前的离子减速离子镜，和碰撞后的再聚

焦加速的离子镜，两个通道的相互不干扰。

4路碰撞池气体控制，全部采用质量流量控制

六级杆碰撞池备用 1一个，便于更换

5.1.4 静电分析器：半径 35 cm

5.1.5 磁场分析器： 半径 25cm，层状叠压电磁铁，及全自动变焦离子镜

*5.1.6 检测器：16个法拉第杯及相应的前置放大器，其中 6个配阻值

可切换的前置放大器，1011和 1012欧姆切换。还需配 3个 Daly检测器，

3个 SEM检测器，前置放大器置于真空恒温腔室以获得高稳定性

5.1.7 拟高分辨系统：

部分解决分离干扰；保持峰值平台以进行高精度测量；软件控制可变

alpha 狭缝

分辨率有两种模式提供

传统分辨率，（10%峰谷），伪分辨率（5-95% 峰侧）

5.1.8 真空系统：

高真空系统为完全受保护的多级分子泵混合真空系统，分析室最佳

真空>10-9mbar

5.1.8.1 3 个爱德华兹 300 L/s 的涡轮泵

5.1.8.2 1 个爱德华兹 75 L/s 涡轮泵

5.1.8.3 2 个 nXDS10i 爱德华兹干泵

5.1.8.4分析器 UHV2 个 300 L/s 涡轮泵

5.1.9 电源：

5.1.9.1 软件控制电压和磁铁电源

5.1.9.2 16 通道程序控制 DVM

5.1.9.3 等离子体程序控制装置

5.1.9.4 板载系统控制单元

5.1.10 丰度灵敏度，在一个 SEM 前配静电减速过滤器，以获得 0.5ppm

（+/-1amu）的丰度灵敏度



5.1.11 控制及软件：配套运行软件、用于工厂支持和诊断的远程控制软

件

至少 i5 CPU，8G内存，500G硬盘，DVD+/- RW光驱，23”液晶

显示器，激光打印机，Windows 10 系统和 MS Office 系统

仪器控制软件：质谱分析器和等离子体调节软件,炬管和自动进样控制软件。

静态和动态多接收器、法拉第杯接收器和离子计数器混合模式的数据采集软

件。

同位素稀释法和标准加入法处理软件。

质量歧视校正软件。

内标归一软件。

丰度校正软件。

干扰校正软件。

部分和全部数据存取的软件。

激光剥蚀瞬时信号采集和处理软件。

5.1.12配件及消耗品：提供 2年备用量

5.1.13膜去溶系统 1套

5.1.14 24 位自动进样器系统 1套

#接口升级为增强灵敏度接口，并提供 12 个月保修

5.1.15安全保护系统：对 RF 发生器，真空系统，ICP 接口和质量分析器

和检测器应带有安全保护装置。

5.2 主要技术指标

5.2.11 # 分辨率: >10000 (M/ΔM≈5%, 5，95%)

>8000 (M/ΔM≈10%, 5，95%)

传统分辨率 （10% 峰谷）>3000,获得平顶峰

5.2.12 # 质量范围: 3-300 m/z

5.2.13 # 法拉第杯（1011Ohm 电阻）:噪音: <2x10-5 V(5S 积分时间)

测量范围 0-55V ，

5.2.14 # 离子计数器: 噪音: <0.1 CPS (关上截取阀)

Daly 检测器：噪音：<1CPS



5.2.15 # 稳定性: <0.1%/h

5.2.16 # 灵敏度（干法进样）: Li: 300 V/ppm

Sr: 500 V/ppm

Nd: 550 V/ppm

Hf: 600 V/ppm

Pb: 1000 V/ppm

U: 800 V/ppm

5.2.17 # 外精度: 7Li/6Li: 0.3‰

87Sr/86Sr: 20 ppm

143Nd/144Nd: 15 ppm

176Hf/177Hf: 10 ppm

207Pb/206Pb: 20 ppm

206Pb/204Pb: 100 ppm

235U/238U: 300 ppm

234U/238U: 0.2%

39K/41K: 0.1‰

40Ca/44Ca: 0.1‰

42Ca/44Ca: 0.1‰

丰度灵敏度: <3 ppm(无强峰拖尾过滤器)

<0.5 ppm(有强峰拖尾过滤器)

5.2.18 # 仪器稳定性: 所有稳定性以测定平台峰稳定性为准（包括磁场

和电场漂移）: <50ppm/h

18.附件、备件及消耗品

6.1工具：包括安装所用特殊工具。

6.2仪器使用手册，维修手册，等中英文版本各两套，一套随机发送，一套在

合同签署后 3个月内交付最终用户

6.3提供一年的耗材和备品备件，附清单

# 6.4备用六级杆碰撞池一套

19.技术文件



7.1 设备制造厂商提供的销售、售后服务授权书。

7.2 仪器设备详细清单、各项技术参数，以及具体参数的测试条件。

7.3 技术证明文件

7.4 技术服务条款、技术培训条款，以及售后服务承诺。

7.5 投标人应提供全套、完整的书面技术资料，包括仪器说明书、操作手册、

简单维修说明、结构图及电路总框图等，提供用于设备检测校准用标准设备一套。

20.技术服务

8.1设备安装、调试和验收

8.1.1设备安装、调试：在合同生效后的 1 个月内向用户提供详细的安装要

求并提供技术咨询；在仪器全部到达用户安装地点且用户现场具备仪器安装调试

的条件下的前 1个月，卖方应通知用户水、电、气及其他仪器必备辅助设施的具

体要求，从而让用户提前做好仪器安装准备。

8.1.2仪器到达用户所在地后，在接到用户通知后 15天内安排技术人员执行

仪器安装和调试，对仪器分析指标验收完成。

8.1.3供方安装人员对现场安装安全负有责任。与需方共同开箱检验，检查

仪器设备及随机附件是否全新、完整无损；技术资料与图纸是否与需方的要求相

符。如发生破损、缺件等问题，供方应及时地提出解决方案，并尽快地给以解决。

8.1.4验收标准以供需双方签订的技术协议为准（参考招标文件指标）。任何

虚假指标响应一经发现即作废标，投标者必须承担由此给用户带来的一切经济损

失和其它相关责任。

8.1.5安装、调试和验收期间，供方人员的差旅费、食宿及其它费用应由供

方自理。

8.1.6 软、硬件升级：投标人应免费向用户提供自验收签字之后与投标仪器

分析技术有关的不少于 3年的软件升级。

8.2技术培训

仪器安装验收后，供方应及时派遣有丰富经验的技术人员就仪器软硬件操作、

仪器维护、故障排除、注意事项等进行免费培训，在用户现场,工程师将对用户

进行仪器的使用操作,日常的维护保养及简单的故障维修方面的培训，并使用户

能够独立使用和获取正确的数据。办事处还定期举办专门的培训班和用户会议,



以加强用户间的技术交流,提高用户的仪器使用水平。

培训期内有关的差旅费、食宿及其它费用应由供方支付。其后在使用过程中

如遇到问题时，供方应及时派遣有经验的技术人员提供技术指导。

出厂前卖方需安排买方技术人员对所购仪器做工厂内技术指标验收，2人 7

天，合格后双方签字方可发货。

8.3保修期

保修期：保修期三年, 从仪器验收合格, 双方签字之日起保修期开始生效。

在保修期内，任何由制造商选材和制造不当引起的质量问题，厂家负责免费维修。

出现故障后，在收到用户正式通知后 24小时之内响应，如果需要到现场,将安排

就近的工程师到现场。保修期后，厂家提供终身维修，并保证零配件的供应。

8.4维修响应时间

供方应在 24小时内对用户的报修申请做出响应。一般性问题应在 48小时内

解决；对于在 48小时内无法解决的其它较大的问题，应在 3天内给以解决；对

于在 3天内不能解决的问题，应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案，得到用户的认可后，在预

定的期限内解决问题。

9. 报价要求：

9.1. 投标报价应包含货物单价、用备品备件价、易损件价、专用工具价、运

输装卸费、安装调试费、保险费用、税费以及一切技术和售后服务费等费用，如

涉及软件许可使用或技术服务和人员培训，还应包括软件许可费以及一切技术服

务费、人员培训费等。投标人漏报的，由投标人承担。投标报价为人民币 CIP

北京机场价。

9.2. 采购人为科研单位，享受进口设备免税优惠政策。投标人如提供中华人

民共和国关境外货物，且该货物纳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科创免税目录范围，

报免进口环节税的价格并提供海关税号。

10.验收要求：

设备的配置、功能和技术指标必须满足招标文件要求，所有技术指标必须能

够现场验收或提供第三方权威机构的证明材料，投标商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完备

的现场验收方案。

11. 目的港



北京机场

12.交货期

外贸合同签订后八个月内。



第 14 包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1. 工作条件：

1.1 环境温度： 20℃ (±5℃)；

1.2 相对湿度： < 80 %RH；

1.3 电源：230V(-6% 到 +10%), 50Hz (±1%)；

2. 设备用途与功能：

主要用于各种材料的形貌和元素分析，并要求对一些容易受电子束损伤的样品在

低加速电压实现高分辨观察，还要求对磁性材料样品、导电性较差的样品在不喷

镀条件下直接进行高分辨观察。

3. 技术规格：

3.1 电子光学系统：

#3.1.1 高真空二次电子像分辨率：15kV 时优于 0.7nm; 1kV 时优于 0.8nm；10mm

能谱分析工作距离条件下 1kV 分辨率优于 1.0nm

#3.1.2 低真空二次电子像分辨率：15kV 时优于 1.0nm; 3kV 时优于 0.8nm；

#3.1.3 高真空 STEM 像分辨率：30kV 时优于 0.6nm；

3.1.4 放大倍率范围：6倍到 2,000,000 倍；

*3.1.5 电子枪：肖特基热场发射电子枪或冷场发射电子枪，自动烘烤、自动启

动、无需机械合轴；灯丝保证寿命 2年；

#3.1.6 加速电压：100V ~ 30kV；着陆电压：20eV ～ 30keV；

#3.1.7 配有电子束减速模式，减速偏压范围-4000V ～ +600V；

#3.1.8 电子束流：1pA ～ 400 nA 连续可调；

3.1.9 物镜光阑：有加热自清洁功能，无需拆卸镜筒即可更换物镜光阑；

#3.1.10 配有静电透镜、无磁场和磁浸没透镜，可直接观察磁性样品；

3.1.11 像散器：自动消像散或手动控制调节；

3.2 探测器及成像系统：

#3.2.1 配备高真空模式下适合低电压检测的物镜内二次电子探测器 2 个和物镜



外二次电子探测器 1个；

#3.2.2 配备低真空模式下工作的二次电子探测器 1个；

*3.2.3 配备高灵敏度的纯背散射电子探测器 1个和扫描透射 STEM 探测器 1个；

3.2.4 成像模式：可获得纯二次电子像、纯背散射电子像以及二次电子和背散射

电子混合信号图像以及扫描透射模式的明场像、暗场像和 HAADF 像；

3.2.5 配备样品室红外 CCD 相机 1个和彩色光学导航相机 1个；

3.3 样品室和样品台：

3.3.1 样品室：左右内宽不小于 340mm；

3.3.2 样品台尺寸：可装直径不小于 150mm x 高度 85mm 的样品；

3.3.3 样品台控制：五轴马达驱动全对中样品台；

#3.3.4 样品台移动范围指标：X / Y=110 mm；Z= 65mm；R=360连续旋转；T=-15º～

+90º；

3.3.5 样品台重复精度：˂3.0µm (X/Y @ 0º倾角)；

3.3.6 分析工作距离 10mm；能谱仪采集角 35；

3.3.7 附件接口：样品室提供包括二次电子探测器、背散射电子探测器、扫描透

射 STEM 探测器、X 射线能谱仪（EDS）、背散射电子衍射（EBSD）系统、波谱仪

（WDS）等不少于 12 个附件接口，且各个接口分布应有利于多种手段的原位综合

分析的最优化设计。

3.4 真空系统：

3.4.1 完全无油真空系统，由涡轮分子泵，离子泵和前级无油型 PVP 干泵组成；

#3.4.2 具有高真空和低真空两种模式；真空度：镜筒极限高真空度优于 1x10-7Pa；

样品室高真空优于 6.3x10
-4
Pa；样品室低真空度为 10 ~ 500Pa；

3.4.3 抽真空时间：≤ 3.5 分钟；

3.5 图像记录和处理系统：

3.5.1 图像扫描：100%数字化扫描，电子束驻留时间为 25 纳秒到 25 毫秒，最高

扫描像素为 6144 x 4096 像素；

3.5.2 单幅图像显示和 4分屏图像同时显示；文件格式为 TIFF(8、16、24 位)、

JPEG 或 BMP 类型；



3.6 控制和数据处理系统：

3.6.1 扫描电镜控制工作站系统 1台，配置不低于：Intel Xeon 四核 3.0GHz 以

上 CPU；DDRIII 16GB 内存；500GB 硬盘；1G 独立专业图像显卡；DVD 刻录机；

1920×1200 分辨率的 24 英寸液晶显示器，键盘、鼠标；

3.6.2 基于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图像用户界面；

3.6.3 标准应用软件应包括：具有样品台图像导航功能和蒙太奇导航功能的软件；

可进行图像的处理、测量和编排实验报告的图像处理软件和图像编辑软件；具有

图像漂移补偿帧积分功能的校正软件；具有消除荷电效应的智能扫描功能软件。

3.7 能谱仪技术要求：

*3.7.1 能谱探测器：马达伸缩超薄窗高灵敏度电制冷硅漂移探测器，活性面积

100mm
2
；

3.7.2 元素探测范围：铍 Be4~锎 Cf98；

3.7.3 能量分辨率(Mn-Ka)：优于 129eV；

3.7.4 数据处理器为高计数率设计，采用数模混合处理模式保证极低死时间；最

大输入计数率大于 1500 KCPS；

3.7.5 智能化能谱分析平台：智能诊断和监控扫描电镜、能谱探测器及样品台的

状态；智能进行无标样定量分析、超快线扫描分析和元素面分布分析；软件自动

控制并校准硬件等；

3.7.6 完整的能谱定性定量分析软件，带图像系统，能进行线、面扫描；具有 SE

和 BSE 两种图像采集，图像最高分辨率可达 4096 x 4096 像素；

3.7.7 配有能谱仪控制用工作站和 24 英寸液晶显示器；

4．配置要求：

4.1 场发射电镜主机系统，包括电镜控制工作站 1套；

4.2 等离子清洗仪 1套；

4.3 能谱分析仪(EDS)系统 1套；

4.4 附属设备包括空气压缩机和冷却循环水机等必要的附属装置

4.5 离子溅射仪 1台；



4.6 备品备件：备用场发射灯丝 1个、备用物镜光阑一套（由厂商代保管，在

用户需要时由厂商的售后服务部门送到用户现场并负责更换、安装、调试直至仪

器正常工作。所有费用计入投标价。）

4.7 导电胶等必要的耗材和专用工具一套

5. 选购附件、备件及消耗品：

5.1 投标人推荐的其它选件。

6. 技术文件

6.1 投标人应提供仪器主体及主要附件的详细的操作，安装，及调整说明书。

6.2 投标人应提供仪器使用软件的所有说明书。

6.3 投标人应提供电子版说明书。

6.4 投标人应提供仪器的详细性能指标参数。

7. 技术服务

7.1 设备安装、调试和验收

7.1.1 卖方应在合同生效后的 1 个月内向买方提出详细的安装要求并提供技术

咨询，为客户提供前期的实验室建设和布局方案，并负责对安装场地进行磁场和

振动测试并提供相关报告。

7.1.2 仪器到达买方所在地后，在接到买方通知后 2周内卖方进行安装调试，直

至通过验收。验收合格后须出具验收报告。采购人应提供必须的基本条件和专人

配合，保证各项安装工作顺利进行。仪器的安装调试应在一个月内完成。

7.1.3 仪器到达买方现场后，买方提供常规的三相 380V50Hz/单相 220V50Hz 电

源和场地；卖方提供所有仪器的连接件和连接件电缆及各种必需的附件/软件进

行安装调试，安装调试时不需要买方提供任何零配件的情况下完成所有系统技术

指标。

7.1.4 仪器生产厂家授权的技术人员现场安装调试。

7.1.5 卖方提供仪器验收和校正的标样。

7.2 质量保证：



7.2.1 卖方保证所提供产品是全新的、其功能与指标满足制造商的技术标准，并

保证无条件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强制性执行标准，确保人身安全和劳动保护

条件。

7.2.2 卖方保证所提供的产品完全符合满足合同签订时所提供的技术指标。

7.3 技术培训：

中标人应根据新仪器特点，免费对采购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进行操作、维修、

保养等方面的专业培训，直至能独立操作。中标人委派的专业技术人员所需费用

均由中标人承担。

7.4 保修期：

仪器（包括电镜整机和能谱仪附件等）提供 3年质保。在此期间仪器的维修和零

件的更换以及软件升级全部免费。保修期外，卖方应免费向用户提供仪器软件升

级服务，与之相关的硬件升级收取成本费。保修期从双方签署验收报告之日起计

算。保修期内出现故障导致仪器停用的时间，从保修期中扣除。

7.5 维修响应时间：

中标方应在 24 小时内对用户的服务要求做出响应，接到用户维修通知后 3个工

作日内必须到达客户现场。一般问题应在 7个工作日内解决，重大问题或其他无

法迅速解决的问题应在 2周内解决。

8．目的地：中国厦门。

9. 交货时间：合同签订后 6个月内。

10. 投标方提供的报价为 CIF 厦门稀土材料研究所指定地点价(报价中含货物到

达用户安装现场的运保费，进口仪器不含外贸代理服务费及相关进口费用)



第 15 包 多元共沉积红外复合材料生长系统

一、 综述

1 设备名称：多元共沉积红外复合材料生长系统

2 数 量：1 套

3 交 货 期：合同生效后 4个月内

4 质 保 期：到货最终验收合格后免费质保 1 年

二、 计量标准

设备的设计和制造符合出厂技术指标要求，并符合 ISO 国际标准；所有的可更换零部件

和各种仪表的计量单位和标出单位应全部采用国际单位（SI）标准；设备符合有关国际和中

国国家安全标准，以及相应的安全与健康及环保要求。

三、技术要求

3.1 核心技术指标：

仪器的主要配置有工艺腔室，真空泵，真空测量，冷却水分配系统，气路系统，双腔室，每

个腔室包括一个电子束蒸发源，两个热阻蒸发源（其中腔室 1 独立电源控制），膜厚控制。

#3.1.1 系统的极限压强需≤5 x10-7 Torr；

#3.1.2 6 英寸基片薄膜均匀性需优于+/-5%；

#3.1.3 电子束双腔室：每个腔室电子枪至少配置 4 个或以上容量不小于 8CC 的坩埚；

#3.1.4 电子束蒸发源坩埚到样品台距离不小于 450mm，以适用于 Lift off 工艺；

#3.1.5 腔室 1 基片水冷功能，带偏压功能；腔室 2 基片可加热 350 度；

#3.1.6 双腔室兼备热阻蒸发功能，且腔室 1 需满足两个热阻蒸发源共蒸功能，以适用于部

分红外材料的蒸镀；

#3.1.7 系统抽真空在 30 分钟内可达 5X10-6Torr；

#3.1.8 单个腔室可独立控制，双腔室通过中间传递腔室在不破真空的情况下相互传递样品；

#3.1.9 系统可程序精确控制沉积速度和厚度；

#3.1.10 系统需成熟的全自动控制软件，要求稳定性，兼容性好，满足多层复杂超薄膜的应

用；



3.2 其它技术指标：

3.2.1 双腔室均为方形 304 不锈钢腔室设计，配有 1 个 8 英寸 CF 法兰观察窗，观察窗带有

手动开启的挡板；

3.2.2 两套泵抽系统采用前级机械泵+主泵分子泵组合，主泵与主腔室间配有 VAT 三位门阀；

3.2.3 全量程真空计可测量大气至 10-9 Torr,自动量程切换；

3.2.4 KL-6 或者同级别型号电子枪，电子枪功率 5kW；

#3.2.5 电子束蒸发源坩埚到样品台距离可调，调节范围为 450-600mm，以适用于 Lift off

工艺；

3.2.6 适合基片最大尺寸不小于 6 英寸直径，基片加热/水冷可选；基片可接射频偏压，输

出功率 100W；

3.2.7 膜厚控制系统集成在设备控制软件内，最多可控制 5 个晶振传感器；

3.2.8 系统沉积速率，以金为例不得低于 5埃每秒；

3.2.9 全自动程序控制，独立的实时控制，电脑死机或程序退出不影响设备运行，

3.2.10 集成总控电源,配紧急制动按钮,安全互锁装置。

3.2.11 验收前对基片加热功能进行温度定标，并将以下样品的制备结果性能加入验收指标：

条形光栅：周期：200nm；线宽：150nm；沟道 50nm。电子束光刻胶类型：4%950K PMMA；

胶厚：130nm；沉积金属厚度：30nm ；超声波清洗设备超声功率不超过 108W，能够实现

器件完全剥离。光栅条纹清晰，没有金属在光刻胶上挂壁。

3.2.12 样品台可以主动进行倾斜操作，以适用于沉积要求；

四、包装与运输：

4.1 卖方需要准备包装箱，包装箱应用全新的坚固的经过熏蒸后的木箱，适于长途运输，

防潮、防锈、防震、防粗暴装卸，适于海、陆运输和整体吊装，保证货物到达之后各项功能

完好无损；木质包装应当由出口国或地区政府植物检疫机构认可的企业按中国确认的检疫除

害处理办法处理，并以红色和橙色以外的颜色在木质包装相邻四面加施清晰易辨的 IPPC 专

用标识；

4.2 如果在目的港的检疫中发现昆虫侵害，由于熏蒸或更换包装问题而产生的相关费用应



由卖方负担；

4.3 包装箱内和包装箱外应分别放置装箱单和质量凭证书各一份；

4.4 卖方发货前应先通知买方，得到买方确认，并通知后装运、发货；

4.5 进口设备由卖方投保并提供保险凭证，按发票金额的 110%承保（一切险和战争险），

以买方为受益人，且在保险凭证上注明可在中国索赔。该保险含海运、陆运、空运全程保

险，保险责任直至项目现场。

五、安装与调试

5.1 货到客户现场后，供货商负责就位、安装、调试的所有工作。并按招标要求、技术协议、

验收大纲和合同条款对各项技术参数逐条验收。

5.2 卖方提供货物应满足买方场地的实际情况，实地踏勘测量买方现场，卖方须充分理解配

合买方使用要求，卖方在产品交付时不得以现场实际情况与场地说明不符作为其产品最终性

能无法符合技术协议要求的理由。

六、验收

6.1 正式验收分类

正式验收分开箱验收与运行验收两个阶段进行：

开箱验收：设备到达买方现场后、安装调试前，由买卖双方对设备到货情况进行查验。

运行验收：安装调试完成后，由买卖双方按招标要求、技术协议、验收大纲和合同条款对各

项技术参数逐条验收。

6.2 开箱验收

6.2.1 验收人员：买卖双方人员，必要时连同买方当地国家商检机构；

6.2.2 验收地点：买方工厂现场；

6.2.3 验收时间：设备到达买方工厂现场后、在买方工厂安装调试前；

6.2.4 验收内容：主要就订购设备的品种、数量、规格型号和随机配件等进行开箱清点货物；

6.2.5 开箱验收通知：由买方通知卖方，要求进行设备开箱验收；卖方在接到买方的通知后



七个工作日内派人员到买方工厂进行设备开箱验收；

6.2.6 根据开箱验收情况，由买卖双方代表签署设备开箱验收备忘录。如发现设备损坏或规

格型号与合同不符等情况，将按合同由供货方承担责任。

6.3 运行验收

6.3.1 验收人员：买卖双方有关人员，必要时请买方当地国家商检机构参加；

6.3.2 验收地点：买方现场；

6.3.3 验收时间：卖方在买方工厂完成设备安装与调试后；

6.3.4 验收内容: 设备安装与调试后，按照合同、及技术协议中的验收标准、验收大纲规定，

买卖双方验收人员就设备配置的品种、数量、规格型号、材料、设计结构、运行性能、技术

参数、产品生产能力等进行检查核对。

七 提供相关培训与资料

7.1 卖方负责对客户设备操作、维修等相关人员进行现场培训；保证买方人员能够熟练使用

设备。

7.2 培训时间不小于 3 天，培训内容包括：仪器技术原理、操作、数据处理、基本维护等。

7.3 卖方应提供设备使用说明书；提供设备质量合格证书、出厂检验报告。

7.4 供货商应提供纸质的设备装配结构图、安装图及维修保养的说明书。

7.5 以上资料需要同时提供电子文本。

八、质保及服务：

8.1 验收合格后免费质保一年。设备中涉及到软件部分随设备终生免费升级。

8.2 服务响应：在机器发生故障时,保修期内卖方应在工作日 24 小时內明确回复；如果未能

解決问题,工程师应在工作日 72 时内到达现场,遇到重大故障时,在工作日 48 小时内到达现

场。

8.3 服务费用：在设备保修期内的，所有服务费用（包括交通、住宿、工资）均由卖方承担,

因设备本身原因造成的设备损坏则由卖方承担（不含耗材）；在设备质保期外的，请据实报

出维修的收费标准。

8.4 买方在设备运行期间，如发生机器的零件损坏，卖方应在工作日 24 小时内明确回复维



修供货期限。

8.5 投标人需在国内设有一定规模的维修备件仓库、售后服务队伍及维修培训基地，在中

国境内必须设有维修站（点），制造商需具备工艺开发设施和团队。

九、对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9.1 投标人是代理商的需提供最近时期制造商的授权证明、以及投标人的税务登记证和营

业执照、有效期内的银行资信证明。

9.2 投标人交纳投标保证金的复印件。



第 16 包 高分辨率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三、 综述

4 设备名称：高分辨率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5 数 量：1 套

6 交 货 期：合同生效后 6个月内

4 质 保 期：到货最终验收合格后免费质保 1 年

四、 计量标准

设备的设计和制造符合出厂技术指标要求，并符合 ISO 国际标准；所有的可更换零部件

和各种仪表的计量单位和标出单位应全部采用国际单位（SI）标准；设备符合有关国际和中

国国家安全标准，以及相应的安全与健康及环保要求。

三、技术要求

3.1 核心技术指标：

*3.1.1 分辨率：0.8nm @15kV 1.6 nm @1kV

*3.1.2 放大倍数：10-1,000,000X

*3.1.3 加速电压调整范围：0.02-30 kV

*3.1.4 探针电流范围：4pA-20nA

#3.1.5 样品室： 358mm（φ）x 270.5 mm（h）

#3.1.6 样品台：5 轴优中心全自动

#3.1.7 样品行程：X=130mm；Y= 130mm；Z=50 mm；T=-10°~90°；R=360º ；

#3.1.8 系统控制：基于 Windows 7 的 SmartSEM 操作系统，可选鼠标、键盘、控制面板控制

3.2 其它技术指标：

#3.2.1 灯丝：肖特基场发射

#3.2.2 探针电流：最大电流不小于 20nA，束流稳定性优于 0.2% /h

#3.2.3 能谱仪

1)探测器：电制冷探测器，探测器晶体面积 40mm2.

2)能量分辨率：Mn Ka 保证优于 127eV（计数率 130,000cps）。

3)元素分析下限: Be4～Cf98.

4)独立封装 FET 场效应管

5)具备零峰修正功能,可以快速稳定谐峰,开机后无需重新修正峰位

6)能谱仪图像处理器及脉冲处理器均与计算机采用分立式设计



7)可自动标识谱峰,无禁止自动标定的元素,可进行谱重构,对重叠峰进行手动峰剥离。

8)具备全谱面分布和全谱线扫描分析功能

9)能谱仪在 35º出射角分析时，工作距离为 9 mm 以内

#3.2.4 关联光学显微镜 1台，能够实现扫描电镜与光学显微镜的快速同视场观测，无需进

行图片比对，可实现光镜和电镜系统共用样品台，高倍显微系统操作控制软件装入电镜操作

系统中，利用高倍显微系统进行定位，可一次性同时导入大量的不同光镜视野区域的照片，

不需要任何比对，点击光镜图片，可在电子显微镜下自动到对应的光镜观察的区域。

#3.2.5 预留拉曼接口，后续可在原机型上直接扩展原位拉曼系统，无需对机器机型改造。

#3.2.6 样品室真空度：高真空模式不低于 2×10-4 Pa，电子枪真空度：优于 10-7Pa；

#3.2.7 样品室内红外 CCD 相机；

四、包装与运输：

4.1 卖方需要准备包装箱，包装箱应用全新的坚固的经过熏蒸后的木箱，适于长途运输，

防潮、防锈、防震、防粗暴装卸，适于海、陆运输和整体吊装，保证货物到达之后各项功能

完好无损；木质包装应当由出口国或地区政府植物检疫机构认可的企业按中国确认的检疫除

害处理办法处理，并以红色和橙色以外的颜色在木质包装相邻四面加施清晰易辨的 IPPC 专

用标识；

4.2 如果在目的港的检疫中发现昆虫侵害，由于熏蒸或更换包装问题而产生的相关费用应

由卖方负担；

4.3 包装箱内和包装箱外应分别放置装箱单和质量凭证书各一份；

4.4 卖方发货前应先通知买方，得到买方确认，并通知后装运、发货；

4.5 进口设备由卖方投保并提供保险凭证，按发票金额的 110%承保（一切险和战争险），

以买方为受益人，且在保险凭证上注明可在中国索赔。该保险含海运、陆运、空运全程保

险，保险责任直至项目现场。

五、安装与调试

5.1 货到客户现场后，供货商负责就位、安装、调试的所有工作。并按招标要求、技术协议、

验收大纲和合同条款对各项技术参数逐条验收。

5.2 卖方提供货物应满足买方场地的实际情况，实地踏勘测量买方现场，卖方须充分理解配

合买方使用要求，卖方在产品交付时不得以现场实际情况与场地说明不符作为其产品最终性

能无法符合技术协议要求的理由。



六、验收

6.1 正式验收分类

正式验收分开箱验收与运行验收两个阶段进行：

开箱验收：设备到达买方现场后、安装调试前，由买卖双方对设备到货情况进行查验。

运行验收：安装调试完成后，由买卖双方按招标要求、技术协议、验收大纲和合同条款对各

项技术参数逐条验收。

6.2 开箱验收

6.2.1 验收人员：买卖双方人员，必要时连同买方当地国家商检机构；

6.2.2 验收地点：买方工厂现场；

6.2.3 验收时间：设备到达买方工厂现场后、在买方工厂安装调试前；

6.2.4 验收内容：主要就订购设备的品种、数量、规格型号和随机配件等进行开箱清点货物；

6.2.5 开箱验收通知：由买方通知卖方，要求进行设备开箱验收；卖方在接到买方的通知后

七个工作日内派人员到买方工厂进行设备开箱验收；

6.2.6 根据开箱验收情况，由买卖双方代表签署设备开箱验收备忘录。如发现设备损坏或规

格型号与合同不符等情况，将按合同由供货方承担责任。

6.3 运行验收

6.3.1 验收人员：买卖双方有关人员，必要时请买方当地国家商检机构参加；

6.3.2 验收地点：买方现场；

6.3.3 验收时间：卖方在买方工厂完成设备安装与调试后；

6.3.4 验收内容: 设备安装与调试后，按照合同、及技术协议中的验收标准、验收大纲规定，

买卖双方验收人员就设备配置的品种、数量、规格型号、材料、设计结构、运行性能、技术

参数、产品生产能力等进行检查核对。

七 提供相关培训与资料



7.1 卖方负责对客户设备操作、维修等相关人员进行现场培训；保证买方人员能够熟练使用

设备。

7.2 培训时间不小于 3 天，培训内容包括：仪器技术原理、操作、数据处理、基本维护等。

7.3 卖方应提供设备使用说明书；提供设备质量合格证书、出厂检验报告。

7.4 供货商应提供纸质的设备装配结构图、安装图及维修保养的说明书。

7.5 以上资料需要同时提供电子文本。

八、质保及服务：

8.1 验收合格后免费质保一年。设备中涉及到软件部分随设备终生免费升级。

8.2 服务响应：在机器发生故障时,保修期内卖方应在工作日 24 小时內明确回复；如果未能

解決问题,工程师应在工作日 72 时内到达现场,遇到重大故障时,在工作日 48 小时内到达现

场。

8.3 服务费用：在设备保修期内的，所有服务费用（包括交通、住宿、工资）均由卖方承担,

因设备本身原因造成的设备损坏则由卖方承担（不含耗材）；在设备质保期外的，请据实报

出维修的收费标准。

8.4 买方在设备运行期间，如发生机器的零件损坏，卖方应在工作日 24 小时内明确回复维

修供货期限。

8.5 投标人需在国内设有一定规模的维修备件仓库、售后服务队伍及维修培训基地，在中

国境内必须设有维修站（点），制造商需具备工艺开发设施和团队。

九、对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9.1 投标人是代理商的需提供最近时期制造商的授权证明、以及投标人的税务登记证和营

业执照、有效期内的银行资信证明。

9.2 投标人交纳投标保证金的复印件。



第 17 包 活体双光子显微镜

1、工作条件：

Working condition:

1.1 环境温度：18C -25C

Ambient temperature: 18C -25C

1.2 环境湿度：20%-40%

Ambient humidity: 20%-40%

1.3 电力供应：220V

Room power supply: 220V

2、设备用途：

System fuction:

2.1 整套系统功能要求：固定正置显微镜，自由旋转物镜，适用于离体标本以及

活体动物（包括：果蝇、线虫、斑马鱼、小鼠、大鼠、兔、猫、狗、猴等）深层

组织内部（超过 800微米）细胞的形态学、生理学、光遗传学研究。

Whole system function requirements: fixed upright microscope, freely rotating

objective lens, suitable for in vitro specimens and in vivo deep tissues imaging of

living animals (including: fruit fly, C. elegans, zebrafish, mouse, rat, rabbit, cat, dog,

monkey, etc.). Enable morphology, physiology, and optogenetic studies of cells (over

800 microns).

2.2 整套系统要求红外透过率高，可使用 690 nm －1040 nm 的锁模脉冲红外激

光进行成像和光刺激、光损毁。具有色散补偿功能，利于优化成像深度。

The whole system requires high infrared transmittance, and can be used for imaging,

light stimulation and light damage with a 690 nm -1040 nm mode-locked

femtosecond IR laser. Has dispersion compensation to help optimizing imaging

depth.

2.3 整套系统提供第三方设备整合硬件和软件功能模块，方便后续厂家与用户合

作开展相关技术开发工作。

The whole system provides hardware and software function module for third-party

equipment integration to allow future co-development of application and

technologies between user and manufacturer.



3、技术规格：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3.1 光路

Optical path

3.1.1 激光出口含激光能量衰减器，可手动连续调节激光能量输出。

Laser exit contains laser power attenuator, which can adjust laser energy manually

and continuously.

3.1.2 成像光路含 1个高速 Pockels Cell对激光能量进行控制，响应时间≤10 μ

s，可用成像软件控制。

The imaging light path contains one high-speed Pockels Cell to control the laser

power, and the response time is less than 10 microseconds, which can be controlled

by imaging software.

#3.1.3 常规 Galvo扫描和高速振镜 Resonant扫描自动切换部件。

Conventional Galvo scanning and high-speed resonant scanning with switching

components.

3.2 显微镜主体

Microscope body

#3.2.1 固定正置显微镜，显微镜底部有大空间，镜下空间≥36.8cm，适合离体

标本，脑片、视网膜、斑马鱼、以及大、小鼠大脑活体观察。

Fixed upright microscope with large space beneath the microscope objective, the

space under the microscope objective is ≥ 36.8cm, suitable for in vitro sample,

brain slices, retina, zebrafish, and rodent brain in vivo sample.

*3.2.2 包含一组 X-Y Galvanometer mirrors (6 mm) 组成的高精度常规扫描成

像装置。

A high-precision conventional scanning imaging device consisting of a set of X-Y

Galvanometer mirrors (6 mm).

*3.2.3 包括由一个 X-Resonant scan mirror 组成的高速共振扫描装置：6 mm 扫

描振镜；8 kHz resonant scan speed，可进行每秒 30 帧全幅高速成像，常规扫描

和共振扫描通过软件控制可电动切换。

High-speed resonance scanning device consisting of an X-Resonant scan mirror: 6



mm galvo mirror; 8 kHz resonant scan speed for full-frame high-speed imaging at 30

frames per second. Galvo and resonant scanning can be switched by software

control.

#3.2.4 显微镜镜体固定，可通过移动高精度电动载物台的方式对样本进行定位，

观察，和 2D/3D拼图实验。

The microscope body is fixed, and the sample can be positioned, observed, and

2D/3D atlas imaging and stitching are enabled with high-precision motorized stage.

*3.2.5 物镜可自由旋转，可对样品进行离轴成像。

The objective lens can rotate freely and can perform off-axis imaging.

#3.2.6宽场荧光照明光源，包括显微镜光路引入模块和显微镜光路准直适配器。

Wide field fluorescent illumination light source, includes import module and

collimator.

3.2.7 绿红双荧光滤块，适用于 GFP/FITC/CY2/DSRed/TRITC/CY3 等荧光探针。

Greed/Red dual Epi-fluorescence filter for GFP/FITC/CY2/DSRed/TRITC/CY3.

3.2.8 软件控制电动显微镜 Z-focus 部件（可手动聚焦）,最小步进≥200 nm，

行程≥30 mm，速度≥0.5 um/s。

Software controlled motorized microscope Z-focus components (manually

focusable), step size ≥ 200 nm, moving range ≥ 30 mm, moving speed ≥ 0.5

um/sec.

3.2.9 提供 XYZ 移动控制器及显示面板电动操作。

Motorized XYZ stage controller with display panel.

*3.2.10 提供 2 个外置超高敏 GaAsP PMT（External non-descanned detectors）:

量子效率＞45％。

Two external ultra-sensitive GaAsP PMTs (External non-descanned detectors):

quantum efficiency >45%.

#3.2.11 配备 2 个 PMT 前置高速快门（含高速快门适配器和控制器），用于防

止意外的强光照射造成 PMT不可逆损伤。

2 PMT has front mounted high-speed shutters (including high-speed shutter

mounts and controllers) to protect PMT from excess light exposure.



3.2.12 物镜：

Objectives:

3.2.12.1 进口 10倍双光子物镜, 数值孔径 NA≥0.30, 工作距离 WD≥3.3mm

10X two photon objective, NA≥0.30, WD≥2mm

#3.2.12.2 进口 20倍双光子物镜, 数值孔径 NA≥1.00, 工作距离 WD≥2mm

20X two photon objective, NA≥1.00, WD≥2mm

#3.2.13 提供电动 XY 载物台（可手动调节 XY 位置），X 方向移动距离大于（含）

14 cm，Y 方向移动距离大于（含）7 cm，软件控制精度优于（含）0.1 微米，

重复精度优于（含）1 um。

Motor XY stage (has manual XY adjustment), X-direction moving distance is greater

than (including) 14 cm, Y-direction moving distance is greater than (including) 7 cm.

Software control accuracy is better than (including) 0.1 micron, excellent

repeatability with error below 1 um.

3.2.14 提供标准玻片和培养皿样本适配器

Provide standard slides and petri dish insert.

3.2.15 提供板面包板样本适配器

Provide breadboard stage insert.

3.3 配套系统扫描控制和图像采集软件

System scanning, control, and image acquisition software

3.3.1 成像点阵和速度：

Scanning resolution and speed

3.3.1.1 常规振镜成像：支持行扫和螺旋扫描 2 种成像模式；支持点阵 64x64

- 2048x2048；扫描速度（full frame, 即 1xZoom 时），行扫: 1.5 fps at 512 x 512, >12

fps at 64 x 64，螺旋扫描: 6 fps at 512 x 512, >30 fps at 64 x 64。

Conventional galvo imaging: Supports two imaging modes: raster and spiral

scanning; supports 64x64 - 2048x2048; scan speed (full frame, ie 1xZoom), raster: 1.5

fps at 512 x 512, >12 fps at 64 x 64, spiral: 6 fps at 512 x 512, >30 fps at 64 x 64.

#3.3.1.2 高速共振扫描速度（512x512 full frame）≥30 fps，支持 ROI 成像，

成像速度 >1300 fps。



High-speed resonance scanning speed (512x512 full frame) ≥ 30 fps, support

ROI imaging, imaging speed >1300 fps.

3.3.2 支持单向扫描成像和双向扫描成像（包括常规的慢速振镜成像和高速振

镜成像），在双向扫描成像时软件可自动校准和对齐图像。

Supports raster scanning one and two-way scanning (including conventional slow

galvo imaging and high-speed resonant imaging). Automatically calibration and

image alignment are enabled for two-way scanning.

#3.3.3 功能包括但不限于：Z-Series 成像，T-Series 成像，内外触发，电生理实

验软件模块，可以使用各种触发信号，可以同时记录和显示 8 个通道的电信号，

2D/3D拼图和 Atlas 成像。

Include but not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features, Z-Series imaging, T-Series

imag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iggering, electrophysiology experiment software

module support, various trigger signals, simultaneous recording and display 8

channels of electrical signals, 2D/3D stitching and atlas imaging.

3.3.4 提供软件的至少一年的免费升级服务

Provide at least one year of free software upgrade

3.4 高性能图像工作站，包括：

High performance imaging workstation, including:

2 个 512 GB 固态硬盘用于数据采集，2 个 128 GB RAID1 固态硬盘阵列用于操

作系统，1 个 6TB 硬盘用于数据存储，32 GB 内存，Intel Quad Core i7 CPU，主

板，DVD 读写驱动器，7-port USB hub，4-port USB-serial hub，Acronis data backup

and recovery software，机箱电源功率大于 700W，超宽屏显示器（≥27-inch 液

晶监视器），Window 10操作系统，扫描控制和图像采集软件，7 口 PCI 拓展箱，

鼠标、以及背照式键盘等。

Solid state drive for data collection (1 TB M.2)

Solid state drive for OS (256 GB)

Hard dive for short-term data storage (6 TB; 7200 RPM)

32GB DDR 4 memory

Intel i7 4.2 GHz Quad Core CPU

Motherboard



Gigabit ethernet port

DVD Recorder with dual layer support

Windows 10 Enterprise 64-bit operating system

7-port USB hub

4-port USB-serial hub

Acronis data backup and recovery software

Computer case with ≥ 700W power supply

3.5 光学隔振台：配备气浮光学平台，尺寸大于等于 1500 mm X 1800 mm。

Optical table: air optical table, dimension is larger than 1500mm X 1800mm.

3.6 飞秒激光器

Femtosecond laser

*3.6.1 调谐范围至少：690-1040 nm

Tuning range at least: 690-1040 nm

#3.6.2 最高平均功率：>2.4 W

Average power at peak > 2.4 W

3.6.3 脉冲宽度：≤140 fs

Pulse width: ≤ 140 fs

#3.6.4 含色散预补偿功能

Equipped with Dispersion Compensation.

3.6.5 功率稳定性<1%

Power stability <1%

3.6.6 光束质量 TEM00(M2<1.1)

Spatial Mode TEM00(M2<1.1)

3.7 保修

Warranty

3.7.1 免费保修期：整机保修 12个月，保修期自仪器验收合格后起计算。在此

期间，设备发生任何非误操作造成的故障和损坏，均由供货方负责免费修复，失

效零件予以免费更换，更换时所发生的商检、运输、清关等费用均由供货方负担。

Warranty period: the whole instrument has 12 months warranty, and the warranty

period starts from the acceptance of the instrument. During this period, any faults



and damages caused by non-maloperation of the equipment shall be repaired free of

charge by the supplier, and the failed parts shall be replaced free of charge. The cost

of commodity inspection, transportation and customs clearance incurred during the

replacement shall be borne by the supplier.

3.7.2 保修期满前 1 个月内卖方应负责一次免费全面检查，如发现潜在问题，

应负责排除。质保期结束后卖方应提供终身维保服务（只收取成本费）。质保期

内应安排不少于 2次技术回访。

The seller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a free comprehensive inspection within one

month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the warranty period. If potential problems are

discovered, it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exclusion. After the end of the warranty

period, the seller shall provide a lifetime maintenance service (at minimal reasonable

cost). Arrange at least 2 technical return visits during the warranty period.

3.7.3 维修响应时间：设备出现故障时，卖方在接到买方通知后 24小时到达现

场。

Response time: When service case happens, the seller should arrive onsite within

24 hours after receiving buyer's notice.

3.9 供应商/制造商自 2016 年起在中国境内有不少于 3个的业绩（须提供业绩清

单及合同复印件或用户的书面证明）。

The vendor/manufacturer has supplied more than 3 similar systems in China (user

list, copy of contract or user's written certificate are required).

3.10 验收条件和规格：根据出厂和现场验收方案验收所有的硬件配置、功能和

工艺指标。

Acceptance criteria: must meet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and paramete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ecified shipping and on-site acceptance

inspection criteria.

4. 订货数量：1 套。

Order quantity: 1 set.

5. 交货地点：用户指定实验室地址。

Delivery place: customer’s assigned lab location.



6. 交货日期：开出信用证后 4个月内交货。

Delivery date: 4 months after L/C is valid.



第 18 包 聚焦离子束扫描电子显微镜

5. 工作条件：

1.1 电压：230V（-6%, +10%）

1.2 环境温度：20°C (+/- 3°C)

1.3 相对湿度： < 80% RH

1.4 噪音：< 50dBC

1.5 可持续运行

1.6 独立接地由厂家完成

6. 设备用途：

2.1 拟购买的聚焦离子束双束系统用于金属、半导体、电介质、多层膜结构等样

品的二次电子和背散射电子的形貌观察

2.2 同时增加离子束加工和气体注入刻蚀、沉积等功能，实现微结构的加工

7. 技术规格：

3.1 电子束核心指标：分辨率

Electron beam resolution

#3.1.1 高电压分辨率 0.6nm@ 15kV（二次电子）

High voltage resolution 0.6nm@15kv (SE)

#3.1.2 低电压分辨率 0.7nm@ 1kV（二次电子）

Low voltage resolution 0.7nm@1kv (SE)

#3.1.3 超低电压分辨率 1.0nm@ 500V（二次电子）

Ultra-low voltage resolution 1.0nm@500v (SE)

#3.1.4 超低电压分辨率 1.2nm@ 200V（二次电子）

High voltage resolution 1.2nm@200v (SE)

3.2 电子束其他性能指标

#3.2.1 配备专利技术的单色器，降低电子能量的色差系数

UC+ monochromator technology, reducing the chromatic aberration coefficient of

electronic energy

#3.2.2 电子能量分辨率≤0.2eV



Electron Energy resolution ≤0.2eV

3.2.3 电子着陆能量范围：20eV–30keV；

Electron Landing energy range: 20eV–30keV

#3.2.4 电子束束流：0.8pA-100nA，1pA以下可以成像观察

Electron beam current range: 0.8pA-100nA, image observation is available at the

current of <1pA

3.3 离子束系统

Ion beam column

#3.3.1 Ga 离子束分辨率：2.5nm@ 30kV

Ga ion beam resolution 2.5nm@30kv

#3.3.2 Ga 离子束流强度：0.1pA–65nA

Ion beam current range: 0.1pA–65nA

3.3.3 离子束电压：500V–30kV

Accelerating range: 500V–30kV

3.4 样品室

#3.4.1 大样品仓，仓门内径≥370mm

Large chamber, inside width≥370mm

3.4.2 至少具有≥20 个附件/ 探测器接口

3.4.3 减速样品台

3.5 样品台

*3.5.1 五轴样品台 XYZRT；X、Y 方向移动范围≥150mm，样品台倾斜范围：-10°

至+60°，旋转尺寸 360°

High precision 5-axis motorized stage; XY range≥ 150 mm, tilt range: -10° to

+60°, rotation: 360°

#3.5.2 高精度 piezo-driven压电陶瓷驱动，样品台回复精度≤1.0μm

High resolution pioze-driven ceramic stage, repeatability≤1.0μm

*3.5.3 纳米机械手

Nano-manipulator

1）电镜观察和机械手控制由同一电脑同一软件完成，实现边操纵边观察

Integration of electron beam observation and manipulation controlling, precise in



situ sample manipulation simultaneously view the images.

2）XYZR 全自动纳米机械手，最小步长≤50nm，旋转角度≤0.1°

XYZR automated nano-manipulator, set up ≤50nm，rotation angle ≤0.1°

3.5.4 专用倒切样品座

3.5.5 用户游戏手柄和操作盘

3.6 辅助气体注入系统

3.6.1 可进行 Pt 的沉积

3.6.2 可进行 C 的沉积

3.6.3 可进行 W 的沉积

3.6.4可进行绝缘层刻蚀

3.6.5每种气体配备独立的气体注入器，防止不同气体交叉污染

3.6.6 配备等离子清洗，保证腔室和内壁的洁净度

3.6.7 额外增加镜筒内中高位探测器保护阀

3.7 真空系统

3.7.1 完全无油真空系统，减少污染

3.7.2 由机械干泵、磁悬浮涡轮分子泵和离子泵构成

3.7.3样品室真空度可以达到 3*10-4Pa级

3.8 探测器

3.8.1 样品室二次电子探测器

*3.8.2 透镜内 SE/BSE 探测器(同时具有二次电子和背散射电子模式)

In-lens SE/BSE detector (include SE and BSE modes)

3.8.3镜筒内低损失 BSE 检测器

Low-loss In-lens BSE detector

3.8.4镜筒内零损失 BSE 检测器

Zero-loss In-lens BSE detector

3.8.5样品室红外 CCD 相机

IR camera CCD

3.8.6样品导航光学显微镜探测器

Sample navigation with in-chamber Camera



3.8.7二次离子探测器

High performance ion conversion and electron (ICE) detector for secondary ions (SI)

and electrons (SE)

3.8.8可伸缩性定向背散射电子探测器 DBS

Retractable low voltage, high contrast directional solid-state backscatter electron

detector (DBS)

3.9 冷却水、空压系统

3.9.1要求有空压机和冷却循环水系统，分别用于冷却镜筒及其它部件

3.10 控制系统

3.10.1 基于 Windows 7 或 10 操作系统图形用户界面，键盘、鼠标及手动用户

界面

3.10.2图像显示：2 台 24” LCD 显示器, 显示器分辨率 1900 x 1200

3.10.3图像处理：单张图片 65k x 65k像素

3.10.4文件存储格式：TIFF，BMP或 JPEG 格式，单幅或 4幅显示

3.10.5拍摄的图片包含样品位置信息，通过高精度样品台，可通过图片点击，

进入原始拍摄位置

3.11 稳压电源(1 小时)一套

8. 产品配置要求

4.3 产品主体部分说明

4.1.1 具有高分辨扫描电镜功能

4.1.2 具有高精度离子束加工功能

4.2 要求的附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

4.2.1 配备 UPS 稳压电源。

4.2.2 配备机器日常维护工具箱。

4.2.3 配备一根场发射电子枪。

4.3 其它保证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和常规保养所需的附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

(由投标人提供，请参考总则第 2.1 条)



5. 选购附件、备件及消耗品（请参考总则第 2.2条）

5.1 查询项目

5.1.1 质保期后人工服务费现行标准

5.1.2 场发射电子枪价格

5.2 投标人推荐的其它选件

无

5.3 询问延长保修期半年、1 年、2 年、3年的价格。

基于现行配置的质保延长价格

6. 技术文件：

6.1 请参考总则第 1.2 条。

6.2 请参考总则第 2.3 条。

7. 技术服务：

7.1 设备安装调试（请参考总则第 2.4 条）

7.1.1 合同生效后卖方负责对用户实验室现场进行预安装检测（包括磁场、震

动测试等），并向买方提出详细的安装要求和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7.1.2 仪器到达用户所在地后在接到用户通知 2 周内进行安装调试直至通过

验收。

7.2 技术培训 (请参考总则第 2.5条)

7.2.1 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后，卖方应对用户技术人员进行调试、操作、仪器

维护、故障排除等方面的现场培训，时间不少于 5个工作日。

7.2.2 如要求卖方提供国外培训的有关事项（如人数，时间等）在此列出：

无

7.3 保修期：卖方至少提供壹年的免费保修, 保修期自仪器验收签字之日起计算。

7.4 维修响应时间：卖方应在 24小时内对用户的服务要求给以响应；需要在现

场解决问题的，应在 3个工作日内到达仪器现场。

7.5 要求卖方提供的其它技术服务内容（如软、硬件升级要求等）︰卖方应提供



设备主体及主要附件的详细的操作说明书及相关技术资料和软件说明书

8. 订货数量：1 台

9. 目的港：上海

10. 交货日期：合同签订后六个月

11．执行的相关标准

无



第 19 包 200 kV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9. 工作条件：

1.1电力供应：220V（10%），50Hz，单相；380V（10%），50Hz，三相

1.2工作温度：15C-25C

1.3工作湿度：≤60%

1.4仪器运行的持久性：连续使用

1.5独立地线：≤100欧姆

10.设备用途：

2.1主要用于材料的高分辨形貌观察和微区的晶体结构分析、原子级的成分分析。

要求系统由电子光学系统、高压系统、真空系统等部分组成。可以在极短时间内

得到高分辨率的图像观察和成分分析，结合高灵敏度的能谱仪可以实现快速的成

分分析。

2.2除要求高电压分辨率保证外，还要求保证低电压分辨率，并配有洛伦茨模式，

适合包括易受电子束辐射的二维材料、磁性材料在内所有样品的表征。

2.3 另外要求配有自动进样系统，减少人为误操作几率。超稳定样品台，保证重

复精度及精细步长。

2.4除样品二维透射像外，还可以同时得到样品表面的立体信息。

11.技术规格：

3.1仪器主体构成本套设备最少包含以下构成：

场发射电子枪、电子光学系统、样品台、能谱系统、真空系统、高压系统、自

动控制系统、扫描透射附件(STEM)、不少于 2 种样品杆（单倾样品杆和双倾样品

杆）、底插 sCMOS 相机、侧插 CCD 相机、三维重构软件、电子枪用 UPS、冷却循

环水系统、空气压缩机系统、稳压电源、计算机系统和控制及分析软件、高真空

镀膜仪、主动消磁器、装修、备品耗材。

3.2透射(TEM)模式分辨率

3.2.1点分辨率：≤0.23nm@200KV；

3.2.2线分辨率：≤0.10nm@200KV；0.14nm@80KV，低电压分辨率保证。



3.2.3信息分辨率：≤0.12nm@200KV

3.2.4 TEM模式下放大倍数：20-2,000,000×

3.3电子枪

#3.3.1电子枪类型：高亮度热场发射电子枪

3.3.2 分析束流：2.5nA(束斑尺寸为 1nm 时)

3.3.3能量分辨率：0.8eV

3.3.4 束斑漂移：<1nm/min

#3.3.5 加速电压范围：20-200kV，预设 200/80kV 两个自动合轴参数，切换不

需要拷贝合轴数据直接软件更改电压即可。

3.3.6加速电压稳定性：≤1ppm/min（峰峰值）

3.3.7 采用超高稳定度的高压箱，系统无需降低电压过夜，在夜间不使用时也

无需退高压预约复苏，电镜会自动调整到所需要模式，简单轻松

3.3.8 污染防止功能：自动整机烘烤系统，可将原位实验等外来污染物清除。

#3.3.9 电子枪 UPS：断电可坚持真空度长达 200小时。

3.4聚光镜与物镜系统

3.4.1球差系数：≤1.0mm

3.4.2色差系数：≤1.4mm

3.4.3最小聚焦步长：≤1.4nm

3.4.4 相机长度: 15–2000mm

3.4.5 全自动光阑双物镜光阑系统，可以通过计算机系统直接控制和观察光阑

进出，光阑采用至少 4 孔设计，具有高衬度、高倾转能力，适合材料和生物样品

观察。

3.4.6 采用四级聚光镜系统，可以实现会聚角度和亮度的单独控制，进一步保

证光路的平行性。同时放大倍数自动与亮度联动。

3.4.7 阿尔法(α)角控制器内置：软件内部预置了几百种束斑尺寸条件，使得用

户进行自定义设定也特别方便，另外还配有自动放大倍数与亮度联动功能，可以

避免高亮度束流对数字化成像系统的伤害等人性化设计。



3.4.8物镜电流稳定性：≤1ppm/min（峰峰值）

#3.4.9标配有洛伦茨模式，可进行磁性样品的磁畴、磁壁表征。

3.5高精度全自动进样测角台

3.5.1 六轴马达样品移动范围：X: 2mm；Y: 2mm；Z:±0.2mm；TiltX:±35°；TiltY:

±30°；R:360°

3.5.2 样品杆的插拔全部自动化，只需点击按钮即可实现样品杆的全自动插入

或者退出，退出时样品台坐标自动清零，探测器也自动退出，避免人为误操作带

来的机械损坏。

3.5.3 样品移动速度：2mm/7s

3.5.4 样品移动精度：≤0.2nm/步

3.5.5 样品漂移：1nm/min

3.5.6 标配大容量液氮冷阱，单次添加液氮持续使用时间可达 23 小时

#3.5.7 样品杆：包括单倾样品杆和低背景双倾样品杆各一支

3.6扫描透射附件(STEM)模式分辨率

3.6.1 HAADF图像分辨率：≤0.16nm（200kV）；≤0.31nm（80kV）

3.6.2 SEI 图像分辨率：≤1nm（200kV）

3.6.3 STEM/SEI 模式放大倍率：×100-150,000,000

3.6.4 TEM、STEM模式通过软件点击即可快速切换，热稳定时间小于 2 秒，保

证图像采集的无缝式切换。同时操作界面以不同颜色标注现阶段所处模式状态

3.6.5 具有四象限成像功能(STEM-DF\BF\SEI\EDS)

3.6.6 驻留时间:不慢于 100ns/pixel

3.6.7 图像分辨率：4K×4K

3.7 X 射线能谱分析仪

#3.7.1 探测器类型：无窗型一体化轴对称电制冷型探测器，总面积≥100mm2

3.7.2 能量分辨率：≤133eV(Mn-Kα峰)

3.7.3 EDS固体角：≥1srad



3.7.4 EDS发射角：≥21°，更短的 X 射线行程，更小的吸收效应

3.7.5 最小驻留时间：10μs/pixel

3.7.6 元素分析范围：B5-U92

3.7.7 具有 Probe-Tracking 漂移矫正功能

3.7.8具有 Playback 时间回放功能，实时提取电子束驻留时的每一帧图像与成

分信息，利用此功能，操作人员可以得到被电子束污染前的成分信息

3.7.9 峰背比(P/B Ratio): ≥4000:1(Ni K 峰)

3.7.10 杂散峰与背底比值：＜1%

3.7.11 标配有 winner过滤器，可对 1-2nm 纳米颗粒进行突出表征

3.7.12可伸缩设计，带有自保护

3.8数字化成像系统

#3.8.1侧插 CCD 成像系统：

3.8.1.1像素：感应尺寸 4,872×3,248

3.8.1.2动态范围：≥14-bit

3.8.1.3成像面积：35mm x 24mm

#3.8.2 底插式快速 CMOS 成像系统：

3.8.2.1像素尺寸：9μm

3.8.2.2像素：感应尺寸 40964096

3.8.2.3动态范围：≥16-bit

3.8.2.4具有快速成像功能，拍摄速度：20fps

3.8.2.5可伸缩设计，兼容其他后置设备

3.8.2.6 DQE在 0.5 奈奎斯特频率(Nyquist)下：6

3.8.2.7 可直接给出 STEM 衍射模式下的晶面间距，无需与标准样品比对

3.8.2.8配有最新 Gatan DM软件，具备常用图像分析编辑功能；电子衍射分析；

图像实时自动漂移矫正；视频处理（编辑，漂移矫正）

#3.8.3配有远程操作用样品室观察相机

3.9主动消磁器



3.9.1 主动式消磁器设置在主机附近的传感器感知到外界干扰磁场后，传递给

控制器，控制器通过三个方向消磁线圈发出相反方向的抵消磁场，将外界干扰磁

场消除；

#3.9.2 主动式消磁器磁场衰减率最大-40dB，最大补偿磁场 5.0μT 以内，对应

磁场频率范围包括 DC(0Hz)～3kHz，信号处理通过模拟信号处理系统实现；

3.9.3 X，Y，Z 轴传感器可以根据实测磁场，分别独立安装，达到最佳消磁效果；

3.9.4 与电镜主机无缝匹配，由电镜主机制造商负责安装

3.10三维重构系统

3.10.1 样品杆最大倾角：±80°

3.10.2 倾角步长：0.25°~10°

#3.10.3 三维重构硬件和软件: 三维重构硬件包含专用大倾角样品杆一套和三

维重构软件，包括：数据采集软件包和数据对中重构及可视化处理软件包

3.10.4 样品重复定位精度：＜100nm

3.10.5 具有 FBP、SIRT以及 SART多种算法

3.10.6 配有第三方重构软件，如 Serial EM等

3.11软件操作

3.11.1 全数字化操作系统，基于 Windows 计算机控制系统，所有图像都在 27

寸显示器上显示。可以无需暗室。同时配置荧光屏观察模式，荧光屏和功能键盘，

也可以实现对电镜的控制。

3.11.2 具有专用的用户图形界面和操作键盘。可以通过鼠标、键盘、以及专用

的操作键盘完成电镜的所有操作。可以方便地实现包括样品移动、光束移动、放

大倍数、模式切换及探测器切换、聚焦、合轴操作等。

3.11.3 操作可以实现自动化和程序化，抽真空后，可自动实现亮度对比度、自

动调节样品 Z 方向位置、自动样品倾斜、自动聚焦、自动象散矫正的调节，搜寻

观察区域然后完成图像观察和记录。各种模式例如 TEM、STEM、DIFF 可以实现

鼠标点击（或功能键盘控制）的瞬间快速切换。

12.产品配置要求



4.4 产品主体部分说明

4.1.1 电镜基本单元

4.1.1.1 肖特基热场发射电子枪

4.1.1.2 热场发射高压箱

4.1.1.3 高压电缆

4.1.1.4 高分辨物镜极靴

4.1.1.5 离子泵三级真空系统

4.1.1.6 马达驱动四孔聚光镜系统光阑

4.1.1.7 马达驱动四孔照明系统光阑

4.1.1.8 In-Gap物镜光阑

4.1.1.9马达驱动物镜光阑

4.1.1.10 计算机操作单元

4.1.1.11 27英寸主显示器

4.1.1.12 观察区监控数字化成像系统

4.1.1.13 预存透镜数据(200/80kV,无需拷贝合轴数据)

4.1.1.14 肖特基热场发射主机罩

4.1.1.15离子泵用 UPS

4.2 要求的附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

4.2.1 主机基本附件

4.2.1.1 自动稳压电源(国内供货）

4.2.1.2 循环冷却水箱(一体式,水-空气散热交换)

4.2.1.3 循环冷却水箱使用的降压变压器(国内供货）

4.2.1.4 JUN-AIR 无油静音空压机(国内供货）

4.2.1.5 自动挡针

4.2.1.6 低背景双倾样品杆(单倾标配)

4.2.1.7 三维重构用样品杆及三维重构软件安装

4.2.1.8明场像成像单元(暗场标配)

4.2.1.9自动进样装置

4.2.1.10背散射和二次电子探测器(带有能量过滤器)



4.2.1.11远程操作面板

4.2.1.12寻找视野用目镜

4.2.1.13 Rio 16底插相机、软件包及电脑

4.2.1.14 Emsis Morada G3 侧插 5K×3K 大视野相机、Raidus软件及电脑

4.2.1.15 高真空蒸镀仪及变压器

4.2.1.16 主动消磁器及安装

4.2.2 超大固体角无窗型电制冷能谱仪

4.2.2.1 电路控制板

4.2.2.2 标准控制软件

4.2.2.3 数字化面分析软件

4.2.2.4 电缆线

4.2.2.5 27英寸主显示屏

4.2.2.6 高起飞大固体角电制冷探测器

4.2.2.7 100平方毫米无窗型

4.2.2.8 马达驱动硬 X 射线光阑

4.2.2.9 绝缘变压器(国内供货）

4.3 其它保证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和常规保养所需的附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

(由投标人提供，请参考总则第 2.1 条)

5. 选购附件、备件及消耗品（请参考总则第 2.2条）

5.1 查询项目

5.1.1 电子枪系统，包括发射体、阳极、离子泵等

5.1.1.1 电子枪类型：高亮度热场发射电子枪

5.2 投标人推荐的其它选件

5.3 询问延长保修期半年、1 年、2 年、3年的价格。

6. 技术文件：



6.1 投标人提供的货物须是成熟的全新的产品，其技术规格应符合招标文件的要

求。如与招标文件的技术规格有偏差，应提供技术规格偏差的量值或说明（偏离

表）。如投标人有意隐瞒对规格要求的偏差或在开标后提出新的偏差，买方有权

扣留其投标保证金或/并拒绝其投标。

6.2为便于用户进行接收仪器的准备工作，卖方应在合同生效后 60 天内向用户提

供一套完整的使用说明书、操作手册、维修及安装说明等文件。另一套完整上述

资料应在交货时随货包装提供给用户，这些费用应计入投标价中。

7. 技术服务：

7.1 设备安装调试（请参考总则第 2.4 条）

7.1.1 卖方应在合同生效一个月内对可能作为机房的房间进行地面振动、杂散

磁场的测量，向买方提供详细的安装方案；并于合同生效六个月内完成机房改造

服务，保证设备的分辨率验收。

7.1.2 调试后验收时需达到的指标

7.1.2.1 透射 (TEM)模式下，点分辨率： ≤0.23nm@200KV；线分辨率：

≤0.10nm@200KV；0.14nm@80KV；信息分辨率：≤0.12nm@200KV；TEM 模式下

放大倍数：20-2,000,000×

7.1.2.2 扫描透射(STEM)模式下，具有四象限成像功能(STEM-DF\BF\SEI\EDS)，

HAADF图像分辨率：≤0.16nm（200kV）；≤0.31nm（80kV）；SEI 图像分辨率：≤1nm

（200kV）； STEM/SEI 模式放大倍率：100-150,000,000×

7.1.2.3 X 射线能谱分析仪：无窗型一体化轴对称电制冷型探测器，总面积

≥100mm2；能量分辨率：≤133eV(Mn-Kα峰 )；元素分析范围：B5-U92；具有

Probe-Tracking 漂移矫正功能和时间回放功能

7.1.2.4 电子枪：高亮度热场发射电子枪；分析束流：2.5nA(束斑尺寸为 1nm

时)；能量分辨率：0.8eV；束斑漂移：<1nm/min；加速电压范围：20-200kV，加

速电压稳定性：≤1ppm/min（峰峰值）；具备 200/80kV自动合轴功能

7.1.2.5 聚光镜和物镜系统：球差系数：≤1.0m；色差系数：≤1.4mm；最小聚

焦步长：≤1.4nm；物镜电流稳定性：≤1ppm/min（峰峰值）；具备洛伦兹模式

7.1.2.6 高精度全自动进样测角台：全自动进样系统，配有单倾样品杆和低背

mailto:0.14nm@80KV


景双倾样品杆；六轴马达样品台移动范围：X: 2mm；Y: 2mm；Z:±0.2mm；TiltX:±35°；

TiltY: ±30°；R:360°；样品移动速度：2mm/7s；样品移动精度：≤0.2nm/步；样品

漂移：1nm/min

7.1.2.7 数字化成像系统：侧插 CCD 成像系统：像素感应尺寸 4,872×3,248，动

态范围：≥14-bit；底插式快速 CMOS 成像系统：像素尺寸 9μm，像素感应尺寸

40964096，拍摄速度 20fps，动态范围≥16-bit；配有远程操作用样品室观察相

机

7.1.2.8 三维重构系统：样品杆最大倾角±80°，倾角步长：0.25°~10°，样品重复

定位精度：＜100nm，配有第三方重构软件

7.1.3 安装调试的费用应计入投标价中，并应单独列出，供评标使用。

7.2 技术培训

7.2.1 设备安装后，在用户现场对用户进行免费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仪器的操

作和仪器基本维护等，使用户达到独立操作水平。

7.2.2 应用工程师上门培训 2-3次，共计 10 日。

7.2.3 培训教员的培训费、旅费、食宿费等费用和培训场地费及培训资料费均

由卖方支付。

7.3 保修期

卖方提供主机 2 年，其它附件 1 年的免费保修，保修期自仪器验收签字之日起

计算。

7.4 维修响应时间

买方提出维修申请后，3个工作日内。

7.5 要求卖方提供的其它技术服务内容（如软、硬件升级要求等）

硬件支持下，所有软件免费升级。

8. 订货数量：

1套

9. 目的港：

中国主要港口。



10. 交货日期：

签订合同后 8个月内。

11．执行的相关标准

如有，需在此列出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

规范

如没有，请写“无”



第 20包 复合四极杆-轨道阱质谱仪

1.工作条件

操作环境：温度：15˚C ~26˚C；湿度：40~70%

电源要求：230V10％, 50/60 Hz 15Amps
电源插头符合中国制式，或提供转接插座

2.设备用途

2.1 适用于蛋白质组学：蛋白质组学研究中的蛋白质鉴定、翻译后修饰、生物大

分子相互作用、多肽和蛋白质的定量分析。

2.2适用于新药研发，药物杂质鉴定、代谢物鉴定、研究与疾病有关的标记物和

代谢组学、脂质组学、小分子和生物大分子的相互作用、 天然产物结构分析等

领域。

3.技术要求及参数

3.1 离子传输系统必须配有离子传输管设计，保护分子涡轮泵，减少真空负担；

#3.2 弯曲且有轴向直流电场的四极杆离子束导向装置：阻挡中性粒子和高速分

子团，保持离子传输通道的干净，减少噪音，提高灵敏度；

#3.3 仪器分辨率：240,000 FWHM ( m/z≤200)；≥4档可调

3.4 前级四极杆母离子选择：前级四极杆为三段式金属钼共轭双曲面四极杆，高

分辨母离子选择≤0.4Da；提供超高的离子传输效率和方形的离子传输窗口，对

窗口两边的离子歧视效应降到最低。

#3.5 线性范围：分辨率设定为不小于 60000 (FWHM）时，以克伦特罗为目标物，

线性范围≥105 （1ppt~100ppb 的浓度水平），每个浓度点偏差均小于 10%；

#3.6 动态范围：>5000

#3.7 质谱采集速率：最高 40Hz；分辨率≥60000 FWHM 时，不少于 3张/秒

3.8 梯度流速：20-2,000 nL/min；推荐流速：100-1,000 nL/min，实现稳定的、

无脉冲梯度

#3.9 上样线性：BSA 0.999 at 0.5-10µL（进样体积）；Caffeine 0.999 at

0.3-1.6µL (进样体积)

3.10 流量范围：0.001~10.000 mL/min，步进 0.001 mL/min

3.11 温控范围：5~80℃

#3.12 喷针采用 60 度喷雾设计，前后，左右，上下可调，正对废液出口。雾化

后，废产物直接进入废液出口，确保离子源腔体洁净

#3.13 可加热 ESI 源，离子源加热温度最高可达 600℃，不分流的情况下采用纯

水作为溶剂，流速为 1ml-2000ml/min；

#3.14 正负离子切换速度：小于 1秒（即每秒可获得正负离子谱图各一张），在

进行快速正负切换模式下连续运行 2小时，质量轴的稳定性<3ppm；即用 0.5ppb



氯霉素和 0.5ppb 克伦特罗混合溶液作为测试液，蠕动泵连续进样 2小时，正负

快速扫描同时监测氯霉素和克伦特罗分子离子峰，两者质量偏差小于 3ppm

4.技术服务条款

4.1 安装、调试及培训

4.1.1 为方便用户设备的正常接收及顺利开展安装前期准备工作，中标人须在合

同生效后 30天内向购方提供一套完整的产品资料，包括使用说明书、操作

手册、维修手册、电气线路图、安装要求，本项资料的提供不影响随机资

料、投标资料的提供。

4.1.2 合同签定后，仪器公司协助用户进行安装前的准备工作，提供相关的布局

图和设计要求。

4.1.3 供应商在接到用户安装通知后，须在 15 天内安排有经验的工程师到现场安

装仪器，并在 30天内安装调试完毕；仪器公司免费提供全面安装工具，安

装工程师费用由仪器公司承担。

4.1.4 安装调试过程中，安装工程师有义务对用户讲解仪器操作及注意事项，对

用户提出的问题安装工程师须认真讲解和回答。

4.1.5 安装验收期间，仪器供应商需在用户所在地对用户进行 3 天以上的仪器操

作和日常维护的现场免费培训，包括仪器原理、使用方法和维护方法等。

4.2 售后服务保证

4.2.1 中标仪器公司应具有正规注册的办事处、维修站及零备件保税库。在中国

境内应有专门负责的经验丰富的维修工程师和专门的技术应用支持工程师。

#4.2.2 安装验收后壹年内，全机免费保修。质保期内的售后服务方式均为仪器供

应商上门保修，即由仪器供应商派人员到用户设备使用现场维修。

4.2.3 保修期外的维修奉行先维修后付款。

4.2.4 如果仪器出现故障，无论保修期内还是在保修期外，在接到用户维修服务

的请求后，仪器公司要在 24 小时内作出响应，并在 48 小时到达现场，重

大问题或其它无法迅速解决的问题应在一周内解决或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案。

4.2.5 电话技术支持：应提供免费电话服务，为用户提供免费的电话咨询及技术

服务。主要是对一般情况的小故障，在问题不算复杂、或者维护人员对技



术人员存在疑问时使用，通过电话、传真、EMAIL的指导方式解决问题。

#4.3 供应商需确保质谱和色谱联用

5.订货数量：1套

6交货地点：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

7.交货日期：合同签订 3个月内

8.报价：美元或欧元

*为必须达到的要求



第 21 包 单神经元分辨率介观活体成像多光子显微镜

13.工作条件：

1.1 环境温度：18C -25C

1.2 环境湿度：20%-40%

1.3 电力供应：220V

14.设备用途：

2.1 整套系统功能要求：高精度整体可移动正置显微镜，大镜下空间，双角度自

由旋转物镜，适用于离体标本以及活体动物（包括：果蝇、线虫、斑马鱼、小鼠、

大鼠、兔、猫、狗、猴等）深层组织内部（超过 800微米）细胞的形态学、生理

学、光遗传学研究。

2.2 整套系统要求红外透过率高，可使用调谐范围不小于 690 nm － 1040 nm

的锁模脉冲红外激光进行成像和光刺激、光损毁。具有色散补偿功能，利于优化

成像深度。

2.3 提供定制改造的光学防震台，有开口，可以配合例如固定猕猴脑部的定位器

实现系统的稳定成像，进行精细观察。

15.技术规格：

3.1 光路

3.1.1 激光出口含激光能量衰减器，可手动连续调节激光能量输出。

3.1.2 成像光路含 1个高速 Pockels Cell对激光能量进行控制，响应时间≤10 μ

s，可用成像软件控制。

3.1.3 常规 Galvo扫描和高速振镜 Resonant扫描自动切换部件。

3.2 显微镜成像主系统

*3.2.1 可移动正置显微镜，显微镜底部有大空间（高度≥36.8cm），适合离体

标本，脑片、视网膜、斑马鱼、以及大、小鼠、兔、猫、狗、猴等大脑活体观察。

显微镜镜体置于 XY 电动载物台之上，可通过移动显微镜镜体而不移动样本的方

式对样本进行定位和观察。

3.2.2 整体系统光学稳定性由光学隔振台维持，在移动显微镜的同时，作为激

发光源的飞秒激光器桌面光路固定，输出光接入一个固定的镜组并且转向移动显

微镜的光学路径。显微镜整机移动的时候，移动光路保持绝对平行，使得成像视

野在移动的过程中保持恒定。



#3.2.3 包含一组 X-Y Galvanometer mirrors (6 mm) 组成的高精度常规扫描成像

装置。

#3.2.4 包括由一个 X-Resonant scan mirror (6 mm) 组成的高速共振扫描装置：8

kHz resonant scan speed，可进行每秒 30 帧全幅高速成像，常规扫描和共振扫描

通过软件控制可电动切换。

#3.2.5 提供长寿命宽场 LED 荧光照明模块。

#3.2.6 配备红绿双色宽场滤片组。

3.2.7 提供 XYZ 移动控制器及显示面板电动操作。

3.2.8 含有软件控制的电动显微镜 Z-focus 部件（可手动聚焦），最小步进≥200

nm，行程≥30 mm，速度≥0.5 um/s。

#3.2.9 配备高精度多通道触发系统可以输入/输出信号进行同步/通讯。

3.3 检测器模块

*3.3.1 大于等于 2个外置超高敏GaAsP PMT（External non-descanned detectors）：

量子效率＞45％，暗电流﹤1 nA，GaAsP PMT 高压控制电路、PMT 信号预扩增

电路等。

#3.3.2 大于等于 2 个 PMT 前置高速快门（含高速快门适配器和控制器），用于

防止意外的强光照射造成 PMT不可逆损伤。

#3.3.3 可以升级至光纤检测器模块，用于缩短样本到检测器距离，并且可以利

用大尺寸光学滤片组增加检测光信号的搜集，增加检测效率。

3.3.4 提供双色可更换双光子主成像滤块： Red-Green emissions 565lpxr

595/50nm, 525/70nm。

3.4 物镜模块

*3.4.1 物镜成像角度至少可以手动双角度自由旋转，可对样品进行离轴成像。

可升级为电动双角度旋转模块。

3.4.2 提供 4 倍双光子专用物镜，数值孔径 NA=0.13，工作距离 WD=17.2mm。

#3.4.3 提供 16倍双光子专用物镜，数值孔径 NA=0.80，工作距离 WD=3.0mm。

3.5 高性能图像工作站

3.5.1 主机：①2 个 512 GB固态硬盘用于数据采集，②2 个 128 GB RAID1 固态

硬盘阵列用于操作系统，③1 个 6TB 硬盘用于数据存储，④32 GB 内存，⑤Intel



Quad Core i7 CPU，⑥主板，DVD读写驱动器，7-port USB hub，4-port USB-serial hub，

⑦Acronis data backup and recovery software。机箱电源功率大于 700W。

3.5.2 液晶监视器：≥27-inch，Windows 10 操作系统，扫描控制和图像采集软

件，7口 PCI 拓展箱，鼠标、以及背照式键盘等。

3.5.3 可移动工作站支架：放置主机、监视器、键盘及显微镜控制模块等电子

设备，预留放置其它电子设备的空间。

3.6 软件功能

#3.6.1 常规 Galvo 成像：支持 Raster scan和 Spiral scan 2 种成像模式；支持点

阵 64x64 - 2048x2048；扫描速度（full frame, 即 1xZoom 时），Raster scan: >1.5 fps

at 512 x 512, >12 fps at 64 x 64，Spiral scan: 6 fps at 512 x 512, >30 fps at 64 x 64。

#3.6.2 高速共振扫描速度（512x512 full frame）≥30 fps，支持 ROI 成像，成

像速度 >1200 fps。

3.6.3 支持单向扫描成像和双向扫描成像（包括常规的 Galvo 成像和高速振镜

成像），在双向扫描成像时软件可自动校准和对齐图像。

3.6.4 常规 Galvo 成像支持用户定义的 straight, freehand, and circular (infinite)

line scan （with included software）; 用户可定义 pixels per line and lines per scan

from 1 to 2048; 支持直至 128x 的 scan zoom 和直至 360°的旋转扫描；支持

point scan。

3.6.5 电动 XY 载物台控制和 Z-轴聚焦控制：（1）软件可控制 XY 载物台的移

动， 并记录多个（大于 9999 个）位置，在成像时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调用这些

位置。（2）软件可控制显微镜的 Z-轴聚焦以及压电物镜聚焦，用户可以根据需要

切换用于 Z-轴聚焦的设备。（3）Grid Defintion 功能：软件可以定网格的形式允

许用户预定义一系列 XY 载物台的位置，用于后续的 Atlas 成像，允许设置网格

间的重迭区域。

3.6.6 Z-Series 成像：（1）可以定义、save、load Z-stack 实验参数，可定义的最

大 Z 位置数目大于 9999。（2）具有 Z-Correction 功能：在 Z-Series 成像时，可

以根据成像深度使用不同的激光强度和 PMT 增益，这些参数可以随着成像深度

的变化而做相应的变化， 使得不同深度的图像具有一致的亮度。（3）在 T-Series

实验中可以进行双向 Z-Series 成像， 以提高 Z-Series 成像的时间分辨率。（4）



可以使用记录下的 XY 载物台位置，进行多位置的 Z-Series 成像，可以对所有记

录下的 XY 位置（位置数大于 9999）进行连续的 Z-Series 成像。（5）当记录到

的图像亮度小于一个预设的阈值时，软件可以自动停止 Z-Series 成像。（6）可

以使用压电物镜聚焦进行高速 Z-Series 成像：Z 设备的移动和成像可以同步进

行，或可定义在成像进行前等待 Z 设备到位的时间，使聚焦和成像同步。软件

可对 Z 设备的运动速度进行校准，以最高速度进行 Z-Series 成像。（7）软件可

按安装的物镜重量对压电物镜聚焦设备的行程和驱动电压进行校准，以达到最精

确的 Z-Series 成像。（8）当使用多个 Z 轴聚焦设备时（使用显微镜的 Z 设备

和压电物镜 Z 设备），软件允许用户选择用来进行 Z-Series 成像的 Z 设备。（9）

可以进行触发的 Z-Series 成像：可以使用触发信号来触发 Z-Series 成像或触发

Z-Series 的每个层面的成像（仅限独立的 Z-Series 成像实验）。（10）所有的有关

Z-Series 实验的设置可以被单独储存，并可被 T-Series 实验调用。

3.6.7 T-Series 成像：（1）使用一系列用户定义参数，包括 regions of interest

（ROIs）、XY locations、Z-Series、Photoactivation、external triggets、Script、电压

输入输出、Wait 等进行复杂综合的时间序列实验。（2）包括 T-Series 实验的设

计、设计参数输出、设计参数输入。（3） 具有循环、等待、和硬件配合最快速

度执行、外部触发执行等功能。（4）可以整合进行 T-Series实验的模块：图像序

列（包括各种模式的图像采集、ROI 成像、图像平均、参数设置等）、Z-Series 实

验、Line Scan 实验、Photoactivation（序列进行的光刺激、3D 光刺激）、亮度测

量（BOT，Bright Over Time acquisition）、XZ／YZ scan、Script、Wait、标记点刺激

（Mark Points）、触发信号输入和输出、电压输入、输出、XY position 和 Z-轴控

制、Shutter 控制等。（5）各个模块可以异步的方式执行：如在成像和光刺激、

电压输入输出等可以序列执行。（6）多种触发方式：包括触发开始(Trigger before

starting)、帧触发(Frame trigger, 包括 Start of frame trigger、End of frame trigger、

计数触发等)。（7）在 T-Series 中可以触发成像的信号有：Trigger first repetition、

Trigger every repetition、Start and stop trigger、Start with input trigger 等。

3.6.8 实验参数的存储和设置：（1）允许用户将实验参数以文件的形式存储下

来，并可在后续实验中应用。（2）实验参数也可以 Label 的形式存储下来， 以

便用户快速调用， 以及在 T-Series 实验中调用。



3.6.9 Line Scan：（1）可以定义、执行 Line Scan 实验，并可显示 Line Scan 结

果。（2） Line Scan 的类型包括： Straight Line、Circle、Freehand、Action （用

户使用外部程序如 Matlab 等设置）、Spiral、Lissajous、Segmented pattern 等。

（3）Line Scan 实验可以被触发执行。（4）Line Scan 实验可以和电压输入输出、

光（点）刺激、等同步执行。（5）在执行 Line Scan 实验时，用户可以同时使用

压电物镜聚焦设备，获得标本一定厚度内的 Line Scan信号。

3.6.10 Point Scan：（1）使用户可以测量标本上多点信号随时间的变化。（2）允

许多点测量，可以定义单个点、多个点、点阵、点组、以及点成像的次序等。（3）

可以设置 Duration、Inter Point Delay、Interval、Dwell Time 等测量参数。（4）可

以和光刺激、电压输入输出同步进行，可以触发执行。（5）Point Scan 结果显示、

定量分析、实验结果存储等。

3.6.11 XZ／YZ 成像：（1）软件可以使用显微镜的 Z 部件和压电物镜 Z 部件

定义和进行 XZ 和 YZ 成像。（2） XZ／YZ 成像可以在 T-Series 中使用。

3.6.12 ROI 成像：（1）可以定义、存储、和使用 ROI 信息，可以定义不同层

面的 ROI。（2） Dual ROI 成像：本系统包含 2 个独立的 galvo 扫描器（成像扫

描器和光刺激扫描器），可以使用这 2 个独立的扫描器进行 ROI 成像。此功能

使用户可以同时对不同的区域进行成像（使用不同的双光子波长），或进行同时

的成像和区域光刺激。（3）ROI 成像可以在 T-Series 中使用。

*3.6.13 触发：（1）有 1 个触发信号用于同步压电物镜 Z 部件的移动。（2）可

以定义多种类型的触发信号， 包括输入触发和输出触发等用于成像和光刺激。

（3）系统应自动发出各种和成像有关的触发信号（如：frame-out, line-out，V-

同步信号等），用于同步电压输入输出、光刺激。触发信号可以外接，供其它设

备、计算机使用。（4）系统可选的触发信号还应该包括 Start of Frame trigger、

End of Frame trigger、Count frame triggers，用于同步光刺激、电压输入输出。（5）

在进行高速共振成像时，由共振扫描头发出帧触发信号。（6）触发信号可以在

T-Series 中使用。

3.6.14 Scripts：（1）用户可以编写脚本单独执行或整合在 T-Series 中执行。（2）

可以控制激光强度、Z 部件、XY 载物台、成像、触发等。（3）可以通过 TCP／

IP 使用其它软件（如：MATLAB or C）发出指令控制系统。（4）Scripts 命令包含：



常规的软件控制命令、文件操作命令、成像命令、信号采集命令、线扫描命令、

Z-Series 命令、参数设置命令、硬件控制命令、激光 PMT 控制命令、快门开关

命令、XY 载物台控制命令、Z 部件控制命令等。（5）Actions：允许使用外部软

件或 Scripts 进行自动化成像实验。（6）可以在 T-Series 中使用 Scripts。

3.6.15 系统的光路校正和对齐功能：（1）包括：光刺激 Galvo 扫描头的校正；

物镜分辨率、视野的校正；双光子激光器能量校正；压电物镜聚焦部件的校正；

扫描头居中功能等。（2）光刺激 Galvo 扫描头校正模块：使成像和光刺激在 XYZ

方向对齐， 含 Burn Spots 方法、Spot Detector 方法、Quick Offset 方法等。

3.6.16 电生理实验：（1）包括 电压输出、电压记录、和光刺激同步、Seal Test、

和 Spiral 光刺激同步、Functional Mapping 等功能。（2）电压输出可以与成像、

光刺激、Spiral 光刺激同步进行。（3）电压输出可以让用户定义各种电压波形，

包括：Pulse Train、Patch Clamp、Ramp、Fixed Voltage、Custom 等。（4）电压输

出可以使用 Trigger 信号， 可以使用 Start with next scan、Start with external

trigger、Start after N frame triggers 等信号。（4）电压记录可以独立进行， 也可

以与成像、电压输出、光刺激、Spiral 光刺激等同步进行。可以使用各种触发信

号。可以同时记录和显示 8 个通道的电信号。

3.6.17 Spiral Activation：（1）Spiral 刺激允许以图像的多个点为中心高速进行圆

形区域的光刺激， 使用独立的光刺激 Galvo 扫描头进行。（2）Spiral 刺激可以

和成像、电压输入输出同步进行， 可以在 T-Series 中使用，可以使用各种触发

信号，可以设置每个 Spiral 的大小和速度、使用的激光强度、重复次数等。

3.6.18 Function Mapping：（1）用户可以使用点阵刺激的同时记录各个点的电

生理反应（通过电压记录）。（2） Function Mapping 结果的显示以及结果输出。

3.6.19 Atlas Imaging：（1）允许用户快速设置 2D 和 3D 大范围拼图成像的参

数。（2）可以设置 Overview 的大小、点阵、重迭范围，可以生成直至 100x100

的大范围网格。（3）可以进行 2D 和 3D 大范围拼图。（4）可以将拼图使用的

所有 2D XY 位置（网格）储存在 XY Stage Tab 中并可在 T-Series Tab 和 Z-Series

Tab 中使用（在 Z-Series Tab 中选中 AT all XY stage locations 选项，使得可以在

所有存储的 XY 位置进行 Z-Stack 成像）。

3.6.20 Image-Block Ripping Utility：用户可以选择在成像后将数据存储为 raw



data 格式（而不是立刻转换成 Tiff 格式或 CSV 格式），允许用户在实验后使用

Image-Block Ripping Utility 工具将 raw data 格式的数据转换为 Tiff和 CSV 格式。

3.6.21 Templates：用户可以将常用的实验设置、步骤以模板的形式存储起来以

便以后调用。

3.7 光学隔振台：尺寸 1.8x1.5 米，定制一侧开口 40x55cm，适配用户提供的猴

椅。

3.8 可自动调谐飞秒激光器

*3.8.1 波长调谐范围不小于 690-1040nm。

3.8.2 最高平均功率不小于 2.4W。

3.8.3 功率稳定性<±1%。

3.8.4 光束质量 TEM00(M2<1.1)。

#3.8.5 含色散预补偿功能。

4. 技术服务：

4.1 安装、调试与培训：仪器到货后，厂家需在接到用户通知后 10 个工作日内

进行安装调试，安装调试后, 卖方工程师和应用专家对用户技术人员免费现场应

用操作培训，提供一个月的现场高级培训及支持。

4.2 验收：实现系统成套联调并达到标书的技术要求。

4.3 保修期：保修期为安装验收合格之日起一年(包括合同项下所有主机及部件)，

保修期内，仪器的零配件费用、人工费用、差旅费用(耗材除外) 均由卖方承担。

4.4 仪器正常运行后，厂家与用户合作开展相关技术开发工作。

5. 订货数量：1 台。

6. 交货地点：上海岳阳路 320 号，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7. 交货日期：开出信用证后 3 个月内交货。



第 22 包 单细胞质谱成像系统

1. 工作条件：

1.1环境温度：15°C --26°C

1.2相对湿度：30--70%

1.3电源要求：230V+6% / -10%，50/60Hz

1.4仪器可连续正常运行

1.5工作条件及安全性要求符合中国及国际有关标准或规定

2. 设备用途：

耦合高速共聚焦成像单元、激光耦合器、超高灵敏度探测器、研究级全自动

倒置荧光显微镜、XYZ 闭环线性编码控制电动载物台、精确同步控制器、图

像工作站、质谱正相包和质谱代谢流软件等部件，能够长时间观察并记录细

胞、组织的生理变化过程，检测小分子的代谢组学信息，满足细胞动力学、

发育生物学、信号转导、光致细胞凋亡自由基释放、囊泡运输、蛋白表达分

析、胞内离子信号、荧光共定位等领域的应用。

3. 技术规格：

3.1 共聚焦显微成像单元

3.1.1 #增强型微透镜双转盘，精准对齐的微透镜转盘和共聚焦针孔转

盘，针孔直径≤40μm，满足不同物镜的共聚焦成像效果，支持激光

光波长≥400nm-800nm，发射波长≥420nm-850nm

3.1.2 *最大转速≥5000 转/min，支持最大采集速度≥400 帧/秒

3.1.3 扫描视野≥13mm ×13mm, 扫描分辨率≥2048 × 2048

3.1.4 具有 XYZT 4D 实时显示功能，3D GPU 计算实时去卷积功能, 包

含共聚焦和宽场成像算法，可以实现 XY 分辨率≤ 140nm

3.1.5 #具有激光照明宽场荧光成像模式，用于弱光样品的高速采集

3.1.6 硬镀膜 405/488/561/637 激光专用二向色镜，防灰尘串色设计，

分别用于 405nm， 488nm， 561nm，637nm激光成像

3.1.7 电动高速滤片转轮装置，满足放置所有滤光片, 用于不同探针成

像之间的快速切换；切换时间≤40ms, 保证多通道荧光快速切换成

像



3.1.8 单带通滤光片, 中心波长 445nm, 带宽 46nm

3.1.9 单带通滤光片, 中心波长 478nm, 带宽 37nm

3.1.10 单带通滤光片, 中心波长 521nm, 带宽 38nm

3.1.11 单带通滤光片, 中心波长 538nm, 带宽 20nm

3.1.12 单带通滤光片, 中心波长 594nm, 带宽 43nm

3.1.13 单带通滤光片, 中心波长 698nm, 带宽 77nm

3.1.14 四通荧光滤片，中心波长分别为 445/521/594/698nm，用于多

色荧光快速成像

3.1.15 检偏镜片，用于 DIC和荧光之间的切换快速成像

3.1.16 #全视野成像均匀度≥90%

3.2 成像探测器

3.2.1 sCMOS 芯片面积≥13.3mm×13.3mm，有效像素 2048×2048，正方形

像素尺寸：6.5μm×6.5μm

3.2.2 峰值光电转化效率 QE≥82%

3.2.3 最大采集速度≥100 帧/秒@2048×2048,400 帧/秒@2048×512

3.2.4 最低读出噪音≦0.9e

3.2.5 #具有 12bit 低噪音，12bit 高动态范围, 16bit 低噪音输出

3.3 激光耦合单元及激光器

3.3.1 激光器光路耦合，模块式激光耦合器，并且采用精准冷却模式。 长

寿命固态激光器。

3.3.2 #采用多模光纤照明技术，具有均匀光斑调制器，激光通过扫描单元

的通光效率≥20%，用于共聚焦及宽场激光照明成像。

3.3.3 激光输出模式：单线/多线混合，光谱范围：400-800nm, 输出功率

连续可调，光谱分辩率(FWHM)：1-4nm

3.3.4 #激光开关可与相机曝光自动同步，保证激光只在相机曝光时间打开，

相机读取时间可自动关闭，最大程度减小激光对样品损伤。保证相机

曝光与转盘转速自动匹配，防止图像出现转盘旋转条纹

3.3.5 固体激光器：波长：405nm, 光束出口功率：≥100mW

3.3.6 固体激光器：波长：445nm, 光束出口功率：≥75mW

3.3.7 固体激光器: 波长：488nm, 光束出口功率：≥150mW



3.3.8 固体激光器：波长：514nm, 光束出口功率：≥45mW

3.3.9 固体激光器: 波长：561nm, 光束出口功率：≥100mW

3.3.10 固体激光器：波长：637nm, 光束出口功率：≥140mW

3.4 研究级全自动倒置荧光显微镜

3.4.1 电动 6孔物镜转盘、具有自动齐焦复位功能、电动聚光镜、电动滤

色镜转盘，电动荧光光闸, 电动 DIC 检偏镜滤块

3.4.2 #透射光 LED 光源，可以通过相机触发频闪开关，保证光源只在相机

曝光时间打开，相机读取时间可自动关闭，最大程度减小激光对样

品损伤。保证相机曝光与转盘转速自动匹配，防止图像出现转盘旋

转条纹

3.4.3 具有 10×目镜观察筒, 目镜成像视野≥22mm

3.4.4 显微镜内置电动调焦驱动马达，最小步进：25nm，调焦速度≥10Hz,

调焦限位，电动从聚焦位置移出/复位功能。配有闭环 Z轴闭环反馈

伺服控制器：IR 激光监测，由系统软件控制，实时反馈，防止热漂

移而造成的显微镜焦面离焦

3.4.5 具有硬件近红外焦点防漂移装置，不影响 Cy5，Cy7 等染料成像，采

集软件完美控制，具有连续模式和采集时间前对焦模式，保证长时

间观察样品焦面的稳定性

3.4.6 聚光镜：电动多功能聚光镜，分辨率：N.A=0.55 ，工作距离≥28mm,

内置 DIC 棱镜，保证 DIC 棱镜自动切换

3.4.7 荧光光源：长寿命金属卤素灯光源，使用寿命≥2000 小时，可用于

DAPI，GFP，RFP 等成像

3.4.8 宽场荧光系统，配有：荧光滤色镜转盘：电动 6孔转盘式荧光滤色

镜盒，内装光闸，配有以下荧光滤块：

3.4.8.1 蓝紫长滤色镜组: DAPI, Hoechst, AMCA, Alexa Fluor

350，激发波长 340/40，二色分光镜 400，发射滤光片 425nm

长通

3.4.8.2 绿色长通滤色镜组: FITC, GFP, rsGFP, BODIPY, Alexa

Fluor 488，激发波长 470/40，二色分光镜 510，发射滤光片

515nm 长通



3.4.8.3 绿色带通滤色镜组: FITC, GFP, rsGFP, BODIPY, Alexa

Fluor 488，激发波长 480/40，二色分光镜 505，发射滤光片

527/30nm 带通

3.4.8.4 红色带通滤色镜组: TRITC, RFP, Cy3, MitoTracker Red,

Alexa Fluor 568 激发波长 560/40，二色分光镜 585，发射

滤光片 630/75nm 带通

3.4.8.5 近红外带通滤光镜组：Cy5，Alexa647 等激发波长 620/60，

二色分光镜 660，发射滤光片 700/75nm 长通

3.4.8.6 DIC 检偏镜滤光块

3.4.9 物镜

3.4.9.1 10×物镜, 平场复消色差 NA≥0.45, WD ≥2.8mm

3.4.9.2 # 20×物镜, 平场全复消色差 NA≥0.8, WD ≥0.4mm

3.4.9.3 20×长工作距离物镜，平场半复消色差，NA≥0.4，

WD≥6.9mm

3.4.9.4 # 25×水镜，平场半复消色差 NA≥0.95，WD≥2.2mm

3.4.9.5 40×油镜, 平场全复消色差 NA≥1.3, WD≥0.22mm

3.4.9.6 40×水镜，平场全复消色差 NA≥1.1，WD≥0.6mm。

3.4.9.7 40×长工作距离物镜，平场半复消色差，NA≥0.6，

WD≥3.3mm

3.4.9.8 63×油镜, 平场全复消色差 NA≥1.4, WD≥0.14mm

3.4.9.9 100×油镜镜, 平场全复消色差 NA≥1.4, WD≥0.09mm

3.4.10 具有 1.0×，1.6×电动光学变倍

3.4.11 无荧光镜油 10 瓶，长寿命金属卤素灯泡一个

3.5 高精度 XYZ 电动平台

3.5.1 #闭环线性编码反馈 X-Y-Z 电动伺服载物台

步进精度：≤20 nm; 重复精度：≤300 nm; 行程：114 mm×76 mm, XY

轴最大速度≥30 mm/s，压电陶瓷 Z轴快速调焦，行程 300μm，精度

≤2.5nm，通过 0-10V 模拟信号电压输出控制，利于高速采集

3.6 细胞培养系统

3.6.1. 可控制，底部、顶部、物镜三重加热



3.6.2. 可利用 100% CO2 输出 5% CO2 或利用 5%预混 CO2，CO2 浓度设定

精度 0.1%， 控制精度≤0.25%

3.6.3. 利用软件可根据室温不同进行校准，具有触摸屏实时显示功能

3.6.4. #可以主动控制湿度，湿度可调控范围 50%-95%，精度 1%

3.6.5. 具备 96 孔板，6 孔板，35mm 平皿，chamber slide 插件，具备

35mm，chamber slide sensor lid

3.7. 图像采集工作站

3.7.1. Intel Xeon Processor 4112 (4 Cores, 2.6GHz, 8.25MB Cache)

3.7.2. 硬盘: 4x 1TB(2TB RAID-0) + 256GB SSD 系统驱动盘+512TBSSD

缓存驱动盘

3.7.3. 独立双显卡: 8GB NVIDIA P4000 双显卡

3.7.4. 显示器：30 英寸 monitor, 2560x1440 resolution，动态对比最

大值 2,000,000:1

3.8 图像采集软件

3.8.1 高速获取动态细胞图像，可以控制周边硬件高速获取图像并进行

同步的相关分析

3.8.2 自动控制功能包括： 控制电动显微镜：包括电动 z调节、物镜

切换、聚光镜附件、透射光光强、激发滤色镜快速切换、快速光闸、

荧光激发光强等。多维显微成像快速控制：x，y，z，t，λ及多位

点等多维控制，大视野 3D 图像拼接，实现多时间、多标荧光、z序

列以及多位置的自动采集和处理

3.8.3 荧光定量实时数据显示

3.8.4 FRET 效率图像分析模块

3.8.5 软件具有高速采集模式，保证软件控制相机可以达到最大采集速

度

3.9 3 D 图像处理分析软件及图像分析工作站

3.9.1 可对数据进行分类管理，建立检索并进行标注，并支持多线程运

行



3.9.2 #可以打开所有著名厂家的共聚焦和宽视场显微的 3D、4D 图像原

始格式，自动识别各个采集图像软件获得的采集数据

3.9.3 有最大强度投影，混合投影，普通阴影，阴影投影和最小强度投

影 5种模式，对切片，切面，图像库，Surpass 正交面，Surpass 斜

切面和 Surpass 体积进行渲染

3.9.4 正交以及任意角度斜切时可以自由选择保留不变的通道和需要

被切割的通道

3.9.5 可通过 surfaces 或者 spots 对图像进行 3D 渲染和展示

3.9.6 可显示标尺，并能在 3D 图像后面显示标度网格，为图像提供其

结构尺寸信息

3.9.7 自带的影像编辑功能，能轻而易举地创建电影，展示实验结果

3.9.8 #支持超大数据，可打开单帧 50G 的图像

3.9.9 图像处理工作站，处理器 W-2145，主频 3.7HZ，8 核，16 线程，

64G 内存，512G 固态硬盘，20TB 机械硬盘，显卡，NVIDIA P4000 8GB

显卡，30 英寸显示器.

3.10 气浮式光学防震平台，1500mm X1000mmX800mm，具有空气压缩泵

3.11 不间断 UPS 电源，≥2KW, 延时 30 分钟以上

3.12 万分之一天平，量程≥220g，可读性 0.1g

3.13 台式离心机

3.13.1 最大转速(转/分):15,000

3.13.2 最大容量:24 x 1.5-2ml

3.14 微量离心机（2台）

3.14.1 最高转速[rpm]:7000

3.14.2 转子:8 x 0.2/0.5/1.5/2.0ml

3.14.3 适用 16 x 0.2ml PCR 管，2 x 0.2ml PCR8 排管

3.15 旋涡振荡器振荡速度：600-3200

3.16 恒温混匀仪：对样品进行加热和混匀，适用于 1.5 mL 微量离心管，

进行 1,500 rpm 有效混匀



3.17 组织细胞破碎仪：快速破碎微生物（细菌、酵母和真菌等）、植物（根、

茎和叶等）、动物各种组织器官和土壤等样品，方便提取 DNA、RNA、

蛋白质或亚细胞结构，也可作为漩涡混合仪使用

3.18 质谱正相包

3.18.1 正己烷/四氢呋喃流动相包

3.18.2 30 微升进样针 不锈钢 用于 FTN

3.19 质谱代谢流软件：

3.19.1 不同于传统的数据模式是在数据全部采集好后再进行数据分析，

该软件可以实现每采集一个数据就可同步将数据上传至服务器

3.19.2 自动运行 MSConvert 和 El-Maven 进行数据转化和峰提取，然后

再应用 Polly 进行天然同位素矫正

3.20 塔式服务器：T640 2 颗金牌 5118 3.2 高性能计算 32G 内存 3×4TB

硬盘 H730P 2G

4. 技术文件：

4.1 仪器设备详细配置清单、各项技术参数及技术证明文件。

4.2 技术服务条款、技术培训条款及售后服务承诺。

5. 技术服务：

5.1 设备安装、调试和验收

5.1.1 供方应在合同生效后 30 天内向用户提供详细的安装准备条件及安装

计划。设备安装、调试的费用由供方承担。

5.1.2 仪器到达用户所在地后，在接到用户通知后 15 天内安排技术人员执行

仪器安装和调试，对仪器分析指标验收完成。

5.1.3 供方安装人员对现场安装安全负有责任。与需方共同开箱检验，检查

仪器设备及随机附件是否全新、完整无损；技术资料与图纸是否与需方的要

求相符。如发生破损、缺件等问题，供方应及时地提出解决方案，并尽快地

给以解决。

5.1.4 验收标准以供需双方签订的技术协议为准（参考招标文件指标）。任何

虚假指标响应一经发现即作废标，投标者必须承担由此给用户带来的一切经



济损失和其它相关责任。

5.2 技术培训

5.2.1 仪器安装验收后，供方应及时派遣有丰富经验的技术人员就仪器软硬

件操作、仪器维护、故障排除、注意事项等进行免费培训，在用户现场,工程

师将对用户进行仪器的使用操作，日常的维护保养及简单的故障维修方面的

培训，并使用户能够独立使用和获取正确的数据。供方还应该定期举办专门

的培训班和用户会议，以加强用户间的技术交流，提高用户的仪器使用水平。

5.2.2 制造厂家提供的培训指的是涉及货物的基本原理、操作使用和保养维

修等有关内容的培训。培训教员的培训费、旅费、食宿费等费用和培训场地

费及培训资料费均应由乙方支付。

5.3 保修期

保修期：保修期一年。从仪器验收合格，双方签字之日起保修期开始生

效。在保修期内，任何由制造商选材和制造不当引起的质量问题，厂家负责

免费维修。出现故障后，在收到用户正式通知后 24 小时之内响应，如果需要

到现场，将安排就近的工程师到现场。保修期满前 1 个月内卖方应负责一次

免费全面检查，并写出正式报告，如发现潜在问题，应负责排除，此次仪器

设备全面检查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中。保修期后，厂家提供终身维修，并保

证零配件的供应。

5.4 维修响应时间

供方应在 24 小时内对用户的报修申请做出响应。一般性问题应在 48 小

时内解决；对于在 48 小时内无法解决的其它较大的问题，应在 3天内给以解

决；对于在 3 天内不能解决的问题，应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案，得到用户的认

可后，在预定的期限内解决问题。

仪器验收合格之日起，供货方向买方提供的所有维修服务和检修测试，

免上门服务费。

6. 订货数量：

一套

7.供货地点：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发育与干细胞科学研究设施大楼

8.交货日期：

合同签订后 90 天内

9. 投标报价要求：

所有投标报价均以人民币：元为计算单位报价。

此次投标报价包含设备运至采购人指定地点运费、装卸费、安装调试费、外贸代

理服务费、运输费、保险费、仓储费、税费、易损件及资料、培训、仪器设备迁

移、拆装调试、仪器设备检查等所有费用，同时须包含采购需求中要求的所投设

备质保期内的质量保证和软件升级所需费用全部费用，以上全部投标报价费用需

要在投标报价明细表中单独列出。采购人将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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