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技术需求书

一、项目背景（或系统现状）

荧光及光谱属于分子光谱，分子光谱是四大谱学之一。荧光光谱与紫外吸收

光谱、核磁共振光谱、质谱一样，是确定分子组成和结构的有力工具。根据待测

物的荧光和吸收光谱的峰位和峰强，可以确定该待测物的有哪些生色基团，从而

推断该物质的分子轨道结构及电子排布情况，同时确认该物质的浓度。该设备主

要用于各种新型材料的开发和研究，着重研究材料的吸收和发光性质，是分析材

料的分子轨道结构及电子排布的重要手段，使研究向纵深发展。随着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的发展和学科建设的长足进步和发展，为了适应科研项目、学生培养和教

育条件等多方面需求，有步骤搞好实验硬件建设，拟计划购置高性能的分子荧光

光谱仪，对促进教学科研，提高研究论文质量，提升专业整体实力和知名度发挥

重要的作用。

二、采购产品清单

荧光光谱仪，1套，主要用途：科研。

三、技术指标参数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

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 主机要求

1.1 系统由光源、参比检测器、反射光路、样品架、单色仪、荧光检测

器等部分组成。

1.2 L 型光学系统，发射光谱仪同时连接两个探测器覆盖 230-1700nm

光谱范围，配置 T端通道，可升级第二个光谱仪。

1.3 ★全反射光学系统：包括灯室和样品仓，无透镜导致的色差。

1.4 校正的激发光谱、发射光谱、三维光谱、同步扫描光谱、光度计定



量、比率荧光。

1.5 ★单波长动态扫描，多波长动态扫描。

1.6 光致发光绝对量子产率（粉末、薄膜和液体）。

2 光源

2.1 光源：450W 无臭氧氙灯和闪烁氙灯，同一灯室垂直安装，消除双

光源切换时非共点照射样品。

3 激发光谱仪

3.1 光谱带宽：0-30nm 0.05nm 步进。

3.2 ★波长准确度：≤±0.1nm。

3.3 波长重复性：±0.1nm。

4 发射成像光谱仪

4.1 一体化铸铝壳体结构。

4.2 配置光栅数量：≥2块，分别为 600gr/mm、1200gr/mm。

4.3 #光栅面积：≥68mm x 68mm。

4.4 相对孔径：f/4.1。

4.5 ★光栅转动方式：采用在轴扫描技术。

4.6 焦距：≥320mm。

4.7 ★最小步长：≤0.005nm。

5 皮秒光子检测器（PPD）

5.1 ★波长范围 230~920nm。

5.2 ★T.T.S. ≤180ps，提供技术证明文件。

5.3 同时 TTL 和 NIM 输出模式。

5.4 #同一个检测器满足稳态光谱和寿命（30ps~1s）测试。

6 近红外 PMT 检测器

6.1 #稳瞬态PMT检测器，TE制冷，无需液氮，响应波长范围950~1700nm。

7 荧光寿命部分

7.1 荧光寿命范围：≤30ps~1s。

7.2 寿命软件功能

7.2.1 ★寿命拟合指数：1~5 指数，提供软件截屏等技术证明文件；



7.2.2 #高级功能：FRET 能量共振转移寿命分析、胶束猝灭寿命分

析、Global/Batch 指数分析，提供软件截屏等技术证明文件。

7.3 #Deadtime≤10ns，提供公开的样本等技术证明文件。

7.4 皮秒级脉冲激光光源

7.4.1 ★宽波长范围（260-1310nm）脉冲 LED 寿命光源可选，提供

公开样本资料；

7.4.2 LED 型脉冲光源：270 LED；

7.4.3 激光型脉冲光源：405 激光；

7.4.4 即插即用脉冲光源，无需光路调节，提供实际测样过程中光

路实物图作为技术证明文件；

7.4.5 #镀金防护膜，避免射频辐射；

7.4.6 根据测试时间窗口，软件自动控制脉冲频率，无需手动调节

脉冲频率，提供技术证明文件；

7.4.7 #脉冲能量：≥1pJ/pulse 。

8 磷光寿命部分

8.1 采集模式：MCS 和门控技术（非虚拟门控）。

8.2 #门控技术技术覆盖光谱范围 230-1700nm。

8.3 光谱扫描功能

8.3.1 延迟光谱，提供软件功能截屏等技术证明文件；

8.3.2 #信号采集有累计功能，累计次数：1~900 次，提供软件参数

设置截屏等技术证明文件；

8.3.3 ★延迟时间 0μs~10s，步进 1μs，提供软件参数设置截屏

等技术证明文件。

8.4 闪烁光源：闪烁氙灯

8.4.1 测试寿命范围： 10µs~1s。

9 样品仓

9.1 大样品仓设计，样品仓配有专用的隔离板，有效隔离光学器件，避

免了样品对光学元件的污染和腐蚀，提供样品仓实物照片等技术证



明文件。

10 附件

10.1 绝对量子产率附件：积分球

10.1.1 #球内无反射镜，避免能量损耗；

10.1.2 #使用过程中，样品仓内无透镜等光学部件调节；

10.1.3 耦合外置激光器，无需光纤，避免光纤和透镜造成能的量损

耗；

10.2 滤光片套组，295,305,320,380,400,420,435 和 455nm。

10.3 BX53 显微镜光纤耦合包

10.3.1 #包含 1.5m 紫外可见激发/发射光纤，工作范围 250-900nm；

10.3.2 #包含激发耦合适配器和 C-mount 适配器，pinhole 支架和六

个针孔，范围 100~1000μm；

10.4 微孔板阅读器

10.4.1 适用于 384 孔板，可自动扣除背景，标准曲线和动力学分析。

光纤耦连外接设备，可用于激发端和发射端任意波段和强度测量；

10.4.2 #高精度步进电机控制，支持≥384 孔及定制化孔板；

10.4.3 #单点测量模式下，扫描速度≤1min(96 wells)；

10.4.4 #可自动背景扣除，标准曲线获得和动力学分析；

10.4.5 软件对微孔板阅读器自动化控制，可对板上微孔进行位置选

择。

10.5 样品仓密封用石英窗，配合氮气吹扫使用。

10.6 液氮型低温变温恒温器

10.6.1 #温度范围：77K-500K ；

10.6.2 控温稳定性：≤±0.03K。

10.7 耐酸性固体池： 聚四氟乙烯材质。

10.8 #DAC 金刚石压砧： 带金刚石 1对，用于钙钛矿材料 压致发光。



10.9 双激光激发耦合装置：两束激光可同时聚焦到同一样品点，可选连

续或者脉冲激光，用于分子开关，光催化等应用。

11 控制器及软件功能

11.1 主流机型：Intel i7 中央处理器，8G 内存，硬盘 500GB，刻录机，

24 英寸液晶显示器，Windows 7 操作系统，无线鼠标键盘。

11.2 #多波长对动态扫描（≥8对），独立参数设置。

11.3 #数据包括光谱、数据表及实验条件三部分。

11.4 可批量执行测试方法文件，可以暂停和继续测试过程。

11.5 自动消除 3D 光谱的 1阶 2阶散射峰带。

11.6 #自动绘制标准曲线，直接获得未知样品浓度。

11.7 #附赠 Origin 正版软件及密钥。

落实政府采购政策：

本项目为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项目；本项目鼓励开展信用担保，使用信用

记录结果，接受进口产品，扶持中小企业及监狱企业发展、扶持残疾人就业，鼓

励节能环保产品，支持自主创新等

（二）采购标的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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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供货产品需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如遇相关标

准更新以最新标准为准。

（三）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

求：

同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或优于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

（四）采购标的的数量、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供货数量：1 套；交货期：合同签订且支付预付款 20 周内；交付地点为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化学学院，按照甲方要求送至指定地点，并负责安装调试。



（五）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5.1 交货时间为合同签订之日起 8个月内。

5.2 交货形式及地点：由供方将中标产品直接送到甲方指定地点。

5.3 卖方应免费提供安装、部署和调试工作。

5.4 对安装有特殊要求时，卖方应在设备安装之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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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向买方提供技术咨询。

5.5 在安装调试过程中，由于卖方原因造成的缺损由卖方负责补充、更换。

5.6 最终验收在买方现场进行，如果验收不合格，卖方应予以免费更换。

5.7 卖方应有常设机构以响应买方的技术服务要求，以提供维修和其他服务。

5.8 卖方须提供设备最新版本的软件，提供终身的技术咨询服务；在质保期

内，如果软件设计厂家对买方购买的软件有了升级版本，卖方应及时通知买方，

并向买方免费提供相同功能的系统软件升级和技术支持。

四、质保期及售后服务要求、培训要求等

（一）质保及售后服务要求：

1、整体货物质保不低于 1年，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2、质保期内，接到招标方报修，响应时间不超过 4小时，一般问题 12 小时

内解决，重大问题 24 小时内解决，超过 24 小时无法正常解决的，需书面向招标

方呈报解决方案，征得招标方同意之后方可实施，期间如需进行返厂维修或更换

的设备（配件），维修（更换）期间，中标人应当提供同规格替代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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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期后，厂家提供

终身维修，并保证零配件的供应。

（二）培训要求：

厂家将负责在用户单位安装与调试，并进行操作演示、数据处理等培训。质

保期范围内，中标人应当组建线上售后咨询团队，负责随时解答招标人在运行过

程中的技术、服务问题。

五、项目验收要求

按本招标文件所要求的技术参数验收中标产品，供货产品如低于标书中的技



术要求，采购人有权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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