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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检验实验室设备新增项目（子包 1）

用户需求书

一、采购范围

1、云康医学与健康学院需采购实验器材一批，用于建设病

理检验实验室，满足云康医学与健康学院教学需要。

2、项目从 2021 年 9-12 月设备预算列支，预算***元，明细如

下表：
序

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

1 冰冻切片机 1 台

2 生物组织脱水机 1 台

3
包埋机 +包埋机

冷台
1 套

4 组织切片机 1 台

5 摊片机 2 台

6 烤片机 2 台

7
液基细胞制片染

色设备
1 套

8 鼓风干燥箱 1 台

9 蜡块柜 1 组

10 玻片柜 1 组

3、供应商报价需包括货物及相关附件的设计、采购、制造、

检测、试验、包装、送货、安装、验收、培训、税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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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包括技术资料、图纸的提供）、保修期保障、其它费

用等一切支出。

二、商务需求

1、对供应商的资格要求：国内注册（指按国家有关规定要

求注册）注册资金 300 万元（含 300 万元）以上，具备独立

法人资格，注册生产或经营本次采购货物的合格供应商，同

时需要提供近期病理项目中标通知书。

2、采购样板：投标方于投标同时，需根据“设备技术参数”

的要求提供以下样板运送到评标现场，作为评标评分依据。

供应商提供样板、样材，根据甲方确认的样板进行生产。样

板清单如下：
类别 序号 设备名称 送样数量（单位）

冰冻切片机 1

生物组织脱水机 1

液基细胞制片染色设备 1

3、包装要求：内用防磨泡沫，外用硬纸，包装带捆绑，按

类型堆放。

4、运输要求：采用全国性专业货运公司或铁路运输部门承

运，能确保产品安全，准时到达目的地。

5、安装要求：安装人员必须是经过专业培训的专业人员，

安装过程将严格按照规范的程序实施，确保安装货物和

周边设施的安全。

6、合同签字生效后，以甲方发出书面通知之日起，40 个日

历天内将货物运达目的地并安装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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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付款方式：

（1）设备验收合格后，甲方一个月内完成结算手续，支付

结算款的 90%。

（2）余款 10%作为质量保证金，乙方在 1年产品质量保证期

满后向甲方提出申请，甲方确认后无息向乙方结清余下

货款。

三、技术需求

1、设备数量及技术参数需求：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技术指标 数量 备注

1 冰冻切片机

★1、切片厚度：1-100μm；设置范围：

当设定值为 1μm ～20μm时，步进量为 1μm

当设定值为 20μm ～50μm时，步进量为 2μm

当设定值为 50μm ～100μm 时，步进量为 5μm

2、修片厚度：1μm～600μm；设定范围：

当设定值为 1μm ～50μm时，步进量为 5μm

当设定值为 50μm ～100μm 时，步进量为 10μm

当设定值为 100μm ～600μm 时，步进量为 50μm

★3、回缩距离：0-200μm ，可设步进量 5μm；

4、水平行程：25mm；垂直行程：59mm；

5、样本进样速度两档可调：300μm/s、900μm/s；

★6、冷台可同时冷冻 20 个组织，温度最低可达到-40℃；具有 2

个半导体快速制冷位点最低温度-50℃。

7、冷冻室温度范围-35℃～+40℃，具有自动除霜功能。

8、使用样品定位系统和零点档位位置指示，样品目标定位 X 轴和

Y轴通用 12°；Z轴达到 360°。

▲9、液晶触摸屏，任何可通过触摸显示屏进行参数设置和功能制

定。

10、手轮带有手轮锁定装置。

11、单压缩机制冷，最大切片标本尺寸 55mm*55mm。

▲12、具有自动休眠（可按键进入休眠模式，也可设置程序达到

指定时间即可进入休眠模式）、除霜、消毒功能。

13、刀架底座与样本头骨架为一体化构造，提高切片机的结构强

度，避免切片震动。

1 台

带“★”为必

须满足的

参数要求

2 生物组织脱水机

▲1、彩色液晶触摸显示屏，观察角度三挡可调，适应不同操作角

度，屏幕可防二甲苯和酒精的腐蚀。

2、一体化大理石台面设计，可有效隔离来自处理缸的热量。

1 台

带“★”为必

须满足的

参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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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技术指标 数量 备注

3、脱水缸最大浸泡容积 4.0L，最大组织处理量：300 个组织盒。

全不锈钢方形组织篮，低残留，耐腐蚀，自润滑，清洁方便。

▲4、两种开关盖方式：一种为触屏电子锁自动开关盖，减少手动

锁的磨损，省力、防松脱和误开设计，保障压力充足，保护人员

及样本安全；同时配备手动备用开盖方式，双重保险。脱水缸盖

可加热，室温至 65°C可调，内表面为铁氟龙镀层，交叉污染低，

耐腐蚀。

▲5、脱水缸内部具有超声波液位传感器，3层液位监控，可以精

准的监测到液位，不易受石蜡等杂质的影响，浸渍液位稳定可靠，

防止试剂溢流。

6、浸渍真空 0-负 60 kPa 可调，浸渍压力 0-60 kPa 可调。

7、4个抽屉式石蜡缸，位于反应缸正下方，便于更换或补充石蜡

及清洁废蜡，其中 3 个石蜡缸容量分别为 4.2L，1 个备用蜡缸容

量为 5.6L。

8、共 13 只抽插式试剂瓶，通过透明仓门可见全部试剂瓶，其中

脱水用试剂瓶 10 只 5L、清洗瓶 3只 5L，冷凝瓶 1只 5L,试剂瓶容

量全部为 5L。废蜡收集盒 1个。

9、石蜡温度范围：室温至 65°C可调；试剂温度范围：室温至 45°

C可调，控温精度：±1°C。

10、脱水机正面中央具有灯光提示功能，绿色表示设备处于正常

运行，黄色表示设备处于自检状态，红色表示设备处于预警状态，。

11、试剂瓶设计蓝光透射，方便液位观察，同时可以一目了然观

察试剂浑浊度，为试剂更换带来参考；试剂瓶设置位置检测，确

保放置到位，无缺漏。

12、具有常压、加压、真空、加压和真空交替等四种搅拌方式，

可自行设置搅拌的时间间隔和是否+开启搅拌功能。泵入：-40kpa，

泵出：30kpa，PV加压：0-60kpa 可设置，真空：-60-0kpa 可设置。

★13、应用陶瓷材料制作多向旋转阀，使用陶瓷旋转阀可以减少

粘连组织掉落的脂肪或石蜡杂质，极大的减少管道或阀孔堵塞的

风险。

★14、云服务软件实时监控设备运行的功能参数，记录并自动形

成功能质控表格。软件实时监控设备运行的性能参数，记录并自

动形成性能质控表格。可预测机器状况并提醒厂家主动维护。同

时，设备具有远程报警、远程监控和远程维护功能。

15、试剂质控功能，可以对包埋盒数量、试剂使用次数、使用天

数等设计阈值，多维度监测试剂状态，提示更换试剂。

16、石蜡或试剂自动轮换功能，每次更换石蜡或同一种试剂后，

系统将以正确的顺序 (根据清洁度由低至高排列)自动使用试剂，

无需手动轮换。同时，设备具有石蜡自动补液功能。脱水中石蜡

不足时，可以进行自动补液，保障本次脱水程序的顺利完成。

3
包埋机 +包埋机冷

台

★1.包埋操作时的余蜡经台面上的溢蜡槽直接回流保温盒循环使

用，不需要接蜡盒，石蜡无损耗；
1 套

带“★”为必

须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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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技术指标 数量 备注

2.配有手动和脚动开关，可同时实现包埋模定位和出蜡。当包埋

模触碰到微动开关触头时，包埋模的定位和出蜡同时完成，

▲3.有定时开/关机的功能。全自动程序控制，1周每天开关机时

间可预设；

4.对包埋微小组织的观察采用 LED 作为照明光源；

5.硅橡胶加热膜系统：有自动开关和熔断器双保险，

6.储蜡缸和保温盒具有双重过载保护。

7.压缩机噪音≤90 分贝，以降低操作员的噪声疲劳；

8.操作台设置了刮蜡器 60*100mm，可用于整修蜡块和包埋盒周边

的余蜡；

技术参数:包埋机

加热器温度设定范围：室温-99℃

温度显示误差：±1℃

保存盒尺寸：180X210X50mm（S * W *H）；185X245X45mm （S * W

*H）

蜡缸容积 ：6.5L

功率：1200W

冷冻台

台面温度：-10 至 0℃

冷台尺寸：355X300mm （S * W）

功率 ：90W

参数要求

4 组织切片机

1）配置：主机一套，刀片一盒

2）技术参数

1、切片厚度：0.5-100μm;

2、设置范围：0.5-5μm（以 0.5μm 增量），5-20μm（以 1μm

增量），20-60μm（以 5μm增量），60-100μm（以 10μm增量）；

★3、修片厚度：0-800μm;

4、设置范围：0-10μm（以 1μm增量），10-20μm（以 2μm 增

量），20-50μm（以 5μm增量），50-100μm（以 10μm增量），

100-800μm（以 50μm 增量）；

★5、样本回缩：0-200μm 可调，可关闭此功能；

6、水平行程范围：30 ㎜；垂直行程范围：70 ㎜

7、粗进样速度两档调节，300μm/S 和 900μm/S，工作效率更高；

8、最大样本尺寸：60 ㎜×50 ㎜×40㎜

★9、具有样品定位系统，样品目标定位 X轴和 Y轴通用 8°；Z

轴达到 360°；

10、具有手轮平衡精细调节系统（大手轮可任意位置悬停）

▲11、具有两套锁定装置，手轮锁可在最高位置锁定，机器底部

锁可在任意位置锁定手轮；

12、刀架可精准侧向位移，无需移动刀片即可保证刀片全长刀口

使用，充分利用刀片；

13、刀架内置护手装置（内含护刀板防止误碰刀片）

▲14、液晶显示屏，所有参数和功能的设定都可通过触摸显示屏

1 台

带“★”为必

须满足的

参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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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技术指标 数量 备注

进行设置和制定；

5 摊片机

技术参数：

温控范围：室温～100℃

温控精度：±1℃

加热功率：480W

工作环境：环境温度：5℃-40℃；相对湿度≤80%

工作电压：AC220V 50Hz

产品特点：

▲1.采用可移动式盛水容器，方便换水；

2.高效铸铝加热盘；

▲3.高亮度水下 LED 照明系统，切好的薄片在水中清洗可见，加

快工作效率；

4.高精度微电脑控制组成，温控准确。

▲5.数显控制屏，摊片温度和 LED 电源开关独立控制，可根据需

要设置。

2 台

带“★”为必

须满足的

参数要求

6 拷片机

1.保温上盖：有，可放染色架

2.加热功率：200W

3.工作面积：100*640mm

4.温控范围：RT+5℃～75℃

5.温控精度：±2℃

6.烤片容量：75张标准载玻片

7.工作电压：AC220V/50Hz or AC110V/60Hz

2 台

带“★”为必

须满足的

参数要求

7
液基细胞制片染色

设备

1.保存瓶无需开盖，直接上机：标本无需转移、离心；标本保存

瓶含过滤网，可去除粘液、血液等杂质，

▲2.自动制片染色一体化：通过移动机械臂转移标本及试剂至玻

片上自动制片染色；制片染色全过程通过触摸屏监控，无需电脑，

可实时显示当前实验运行步骤，程序可分步运行，能根据需要选

择只制片或只染色功能。

▲3.制片效率：1-48 片/批，约 50 分钟/48 片；设备可采用四支

取管头同时转移标本和试剂。

★4.每个标本的制片染色都在独立的制片染色仓中进行，染液一

次性使用，避免标本交叉污染，保证制片的一致性，无批间差。

5.设备具有管路自动清洗功能，节省日常维护的时间；

▲6.使用一次性吸嘴滴加染液，染液不经过管道，以避免管道堵

塞现象，日常维护简便。

★7.具备吸嘴检测、试剂检测及废液检测等报警提示功能，当设

备运行过程中无吸嘴、试剂不足、废液达到上限等均可检测并报

警提示，有效防止人为错误。

8.中文的 TBS 报告系统，具备多机联网功能。

9.适用范围：(1)宫颈细胞系列；(2)痰细胞、内窥镜刷取细胞、

灌洗液细胞系列；(3)浆膜腔积液细胞；(4)尿液细胞；(5)针吸细

胞等系列。

1 套

带“★”

为必须满

足的参数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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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技术指标 数量 备注

8 鼓风干燥箱

产品均有定时功能，定时范围：0~9999 min；控温精度：0.1℃；

温度波动度±1℃；超温报警+10℃；RT+代表室温。台式带鼓风，

水平强迫对流。有观察窗。

内腔尺寸：300x280x275mm

1 台

9 蜡块柜

规格：500*435*390mm（长*宽*高）

说明：一组 4 节，每节 6 抽，每组配一个底座，每个抽屉可存放

标准塑料包埋盒蜡块不少于 500 块，每组可存不少于 12000 块。

柜体采用优质冷轧板加工成型，柜体表面处理脱脂除油、表调，

锌系磷化、钝化、静电粉末喷塑。（防止试剂腐蚀柜体表面）

1 组

10 玻片柜

规格：500*435*130mm（长*宽*高）

说明：一组 12 节，每节 6 抽，每组配一个底座，每个抽屉可存放

标准载玻片不少于 800 张，每组可存放不少于 57600 张，柜体采

用优质冷轧板加工成型，柜体表面处理脱脂除油、表调、锌系磷

化、钝化，静电粉末喷塑。（（防止试剂腐蚀柜体表面））

1 组

四、服务需求

1、乙方交付的产品质量保证期为 2年，自该产品经甲方验收

合格签字之日起算。

2、自质量保证期到期之日起，由供应商提供不少于 2年免费

上门保修服务（另有特别说明的，按其要求执行）。免费保

修期届满后，如甲方需要乙方继续提供维护服务，由甲乙双

方另行协商。

云康医学与健康学院

2021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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