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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名称

光吸收型单功
能酶标仪

厂家/型号

技术参数

数量

1、连续光谱，可 96 孔微孔板进行检测
2、吸收光：
波长范围：190nm-850nm，1nm可调，带宽2nm
波长精确度：<±2nm
波长重现性：±2.0nm
吸光度量范围：0—4.0OD
光度测定分辨率：0.001OD
光度测定线性：(405nm) 0—3.000OD
测定准确度 (190-850nm)：<±0.006OD/±1.0%/0-2.0OD
测定精确度 (190-850nm)：<±0.003OD/±1.0%/0-2.0OD
Pathcheck 精确度：<5%与 1cm 比色皿比
杂色光：≤0.05%@230nm
3、温度控制：室温+4℃---45℃
4、温度均一性(微孔板)：±0.5℃在37℃下，孔间差距
5、震荡方式：线性
6、光源：长寿命氙灯
7、检测模式：终点法、动力学法、光谱扫描
8、微孔板测读时间：
终点法：12秒
动力学：9秒 最小间隔
9、一般参数：
尺寸(cm) ：22(长)*58(宽)*38(高)
重量(kg) ：13.6
耗电量(w) ：<250wat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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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V)： 90—250Vac, 4 A,50/60Hz
机械臂兼容性：兼容
10、软件可自动进行数据的运算及存储；可完成图表曲线制作，并可完成坐标轴的自由定义和转
换，17 种曲线拟合方式；完成自编公式和程序的存储及运行；仪器的各种功能均可通过计算机控
制完成；软件符合 GLP/GMP 规范要求，数据不得修改；（SoftMax Pro 验证包、IQ/OQ/PQ 验证
手册可选）Windows 7 兼容。

配置清单:
1、主机一套：含光吸收模块
2、专业分析和控制软件一套
3、防尘罩、使用手册、鼠标垫
4、配套电脑一台，独立显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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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检测仪

核酸自动提取
仪

电源要求：220V
测试功能：手动泡点测试，基本泡点测试，增强泡点测试，
保压测试，扩散流测试，水浸入测试；
打印功能：手动/自动两种打印模式；
记录保存：支持 SD 卡及 U 盘数据导出
语言选择：英文/中文
操作简便、安全可靠。
检测用时短，整个检测过程花费时间不能超过 20 分钟。
能输入不同的预定检测方案，检测时，根据需要只需选择相应的检测方案即可。
能连接在线蒸汽灭菌系统使用，为以后的在线滤器的使用做基础。
2.1 仪器硬件参数：
2.1.1 核酸提取工作站：
仪器名称：多功能核酸提取工作站
仪器尺寸（cm）：约 45 x 57 x 54。配置清单：工作盘面（6 个工作位）
、单机械臂、组合液体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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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模块（8 通道 1000uL 空气活塞注射器以及脱 tips 装置，包含所有电控部分）
、移盘装置、加热
震荡器、棒状磁盘（24 根磁棒）
、 VERSA 10 高效过滤 UV 外罩、5*Tips 盒适配器（适用 10µLTips、
50µLTips 、200µLTips、1000µLTips）
、锥形/圆形 96 孔板适配器、3*单道 tip 盒适配器（适用
10µLTips、200µLTips、1000µLTips）
、96 孔平底板 Cooler 、1.5ml EP 管适配器（4x6，24 管）
。
2.1.2 仪器组件及参数：
2.1.2.1 环境保护装置：含 VERSA 10 高效过滤 UV 外罩，包含 HEPA 空气过滤器，紫外杀菌、LED
灯。高效过滤网的等级为 EN1882 H13 级，保障操作过程中人身及样品安全，高效过滤器过滤效
能达 99.99%，高能效马达耗能少于 1 安，配有紫外线灯支架和按钮定时器的门锁装置，荧光灯支
架，抗紫外线透明树脂玻璃密闭保护挡板。
2.1.2.2 标准微孔板位：至少 6 个，可放置标准 96 孔板、384 孔板、深孔板、枪头盒和试剂槽等
各种孔板、耗材（对孔板、耗材厂家无选择性）
2.1.2.3 废枪头和废液容器：至少各 1 个，不占用标准微孔板板位
2.1.2.4 移液器机械臂：≥1 个高精度快速移液机械臂，≥8 通道移液分液，电动自动反馈，定位
准确到≤0.05mm，保证使用标准 96/384 孔板等高密度实验材料的位置精度
2.1.2.5 具备单通道移液分液：移液范围：1μL-1000μL，移液精度：500µL,CV <0.2% ， 100µL,CV
<0.5%，10 µL, CV <5% 。
2.1.2.6 移液方式：移液速度可根据液体的不同物理特性分别选择，并有多种其它操作模式，如
预润湿、上下反复吸放液混匀、一吸多喷等，移液过程中无泄漏、无滴落。
2.1.2.7 开放的系统：试剂耗材均开放，适配多种试剂和实验耗材，无厂家选择。
2.1.2.8 配备台式电脑。

2.2 仪器技术参数：
2.2.1 核酸提取工作站参数
2.2.1.1 核酸提取方法：磁珠法核酸提取
2.2.1.2 通量：1—48 个样品/轮
2.2.1.3 加热震荡：≥1 个，温度范围：室温-90℃
2.2.1.4 棒状磁板（24 根磁棒）
：≥1 个，能有效吸附任何厂家试剂盒的磁珠，无选择性，吸附率
≥99%。
2.2.1.5 移板装置：一个，无倾斜，无脱落。
2.2.2 PCR 反应体系构建参数
2.2.2.1 反应体系构建速度：384 孔板 PCR 体系构建≤25min
2.2.2.2 温控模块：可选，控温范围 2-90℃，可以对试剂或这个孔板进行温度控制，在 PCR/qPCR
体系构建中避免核酸降解、保证试剂稳定。
2.2.2.3 反应体系构建均一性：分配反应体系 CV <5%。
2.3 仪器软件参数
2.3.1 软件：永久免费升级，可提供中文软件
2.3.2 预 设 操 作 模 板 : 为 每 个 应 用 建 立 了 操 作 模 板 ， 方 便 进 行 浓 度 倍 比 稀 释 、 梯 度 摸 索 、
“cherry-picking”
、PCR 前处理等复杂操作
2.3.3 直观的图形化用户界面：具备，程序需采用直观的图形化界面以提示桌面摆放、试剂消耗
体积、耗材的局部使用；

2.3.4 兼容多种实验器具：具备，工具及实验器具可命名、储存及调用，简化方法的建立；鼠标
拖放即可设置标准或自定义实验器具
2.3.5 系统拓展性能：仪器和软件可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
2.4 仪器维护参数
2.4.1 整机免费质保期：自安装验收合格之日起至少 1 年，出现任何仪器及技术问题需无偿提供
售后服务。
2.4.2 供货时需提供相关加盖公章的油印彩页，软件安装光盘，纸质版和电子版软件操作说明书。

1、选型：容量为 800L，存放 500ml 梅森瓶的容量为 300 个/台。
2、熟练：拟存放 500 个梅森瓶，共需要 2 台液氮罐。建议先采购 1
台试用。
3、配置要求：
A．精准的温度控制、记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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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氮罐

B.

全自动温度梯度降温系统（+50℃ ~ -180℃）
；

C．箱体外壁采用粉末涂层，具有均匀的外表面，防腐蚀，耐刮擦；
D. 内壁采用 304 优质不锈钢材料；
F．断电报警、低液位报警、温度异常报警系统；
G. 全自动液氮注入系统（包括管路、液氮暂存罐、阀门等）；
H．样品存放架需依据 500ml 梅森瓶以及每罐存放瓶数设计、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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