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超高效液

相色谱三

重串联四

极杆质谱

联 用 仪

（进口）

1.用途：

食品中痕量和超痕量农兽药残留、非法添加剂、真菌毒素

的筛查和定量分析等。

2.工作条件：

2.1 工作电压：220 ± 5% V

2.2 操作温度：（15 – 30）℃

2.3 湿度：< 85 %

3.技术参数

3.1 超高效液相色谱部分

3.1.1 高压混合二元梯度泵

3.1.1.1 串联双柱塞往复泵设计，可自主溶剂压缩因子设

置，自动连续可变冲程驱动，保证在不同流速及不同流动

相组成下的最佳流速稳定性；

3.1.1.2 为保证仪器寿命，以及长期使用后的性能，要求溶

剂泵传动装置采用金属滚珠螺杆，而非皮带轮设计；

★3.1.1.3 流量范围：0.001mL/min–4.0mL/min，递增率

0.001mL/min；

★3.1.1.4 压力范围：0 – 18500 psi 或更高；

3.1.1.5 混合精度：< 0.18 %RSD；

3.1.1.6 混合准确度：< ±0.40%；

★3.1.1.7 延迟体积：< 50 µL；
3.1.1.8 耐受 pH 范围：1-12；

3.1.1.9 内置真空在线脱气装置;

3.1.2 自动进样器

★3.1.2.1 样品容量：≥130 位 2mL 样品瓶，或者≥200 位

1.5mL 样品瓶；

★3.1.2.2 压力范围：0–18500psi 或更高；

3.1.2.3 进样范围：0.1–20µL；
3.1.2.4 进样精度：<0.20%RSD；

3.1.2.5 交叉污染度：<0.004%（以氯己定为测试对象，而

非咖啡因）；

3.1.2.6 控制：自动洗针程序，柱前自动衍生程序，取样及

进样速率；

3.1.3 智能化温控柱箱

3.1.3.1 柱温范围：室温上 5℃至 80℃；

3.1.3.2 温度稳定性：0.1 ℃；

3.1.3.3 温度准确度：0.5 ℃；

★3.1.3.4 柱容量：可同时放置至少 2根 25cm 色谱柱；

3.2 三重串联四极杆质谱仪部分

3.2.1 离子源：为提高仪器的抗污染能力，要求离子源喷雾

针垂直于质谱入口，并具有反吹氮气设计，以最大程度去

除中性粒子干扰（需提供离子源结构图证明并加盖生产厂

商公章）；

3.2.2 四极杆质量分析器;



3.2.2.1 四极杆采用钼合金材质，且为提高四极场纯度，要

求四极杆质量分析器采用双曲面设计；

★3.2.2.2 四极杆可加热控温至 90 度以上，能够消除温度

变化对四极场的影响，提高数据稳定性。而且，加热控温

能够提高四极杆的抗污染能力，在使用过程中不需要对四

极杆进行清理维护。（需提供软件截屏，若不能控制温度，

需额外提供两套原装四极杆备用）；

3.2.3 碰撞反应池

3.2.3.1 碰撞反应池采用弯曲或波浪式设计，能够有效消

除中性碎片粒子干扰；

3.2.3.2 碰撞气采用氮气，无需氩气；

3.2.4 检测器：采用偏轴设计的电子倍增器或光电倍增器；

3.2.5 真空系统：带有差动抽气真空系统，由 2个独立的分

子涡轮泵和大抽速的前级机械泵组成；具有自动断电保护

功能。

3.2.6 扫描方式：全扫描、子离子扫描、母离子扫描、中性

丢失扫描、MRM（用于定量分析）、选择性离子监测，手动

时间编程、自动时间编程 MRM 等。

3.2.7 检测性能：

★3.2.7.1 质量范围：可设置上限 m/z≥ 2150；

★3.2.7.2 最大扫描速率：≥15000amu/s

3.2.7.3 动态范围：> 4×106

★3.2.7.4 ESI+灵敏度：液质联用柱上进样 1pg 利血平，

检测离子对 m/z 609->195，信噪比≥200,000:1，RSD≤2%，

并提供官方谱图数据证明；柱上进样 10 fg 利血平，检测

离子对 m/z 609->195，连续进样 10 针，峰面积的重复性

≤12%，仪器检出限（IDL）< 4fg；

★3.2.7.5 ESI-灵敏度：液质联用柱上进样 1pg 氯霉素，

检测离子对 m/z 321->152，信噪比≥200,000:1，RSD≤2%，

并提供官方谱图数据证明；柱上进样 10 fg 氯霉素，检测

离子对 m/z 321->152，连续进样 10 针，峰面积的重复性

≤12%，仪器检出限（IDL）< 4fg；

★3.2.7.6 正负模式切换时间：≤30ms

3.2.7.7 MRM 最小驻留时间：<1ms

3.3 工作站软件

★3.3.1 液相色谱部分与质谱部分必须为同一厂家产品，且

可通过同一软件平台实现对液相色谱和质谱的控制，能够

充分保证系统的整体性能以及售后培训、维护等的系统性。

为保证仪器使用效率，质谱关机状态下，该软件平台可独

立控制液相色谱，作为现场验收指标，如果不能单独控制

液相色谱，需提供额外一套液相控制软件以单独控制液相

使用；

3.3.2 全自动调谐系统，调谐液自动输送，自动参数优化，

无需蠕动泵，无需手动步骤；



3.3.3 自动方法优化软件：采用自动进样器流动注射功能，

自动优化每个目标化合物的质谱参数，如最佳碰撞电压，

MS/MS 的碰撞能量。

★3.4 氮气发生器（进口）

3.5.1 最大气体输出流速：≥ 30 L/min

3.5.2 最大气体输出压力：≥ 6.9 bar

4.配置和要求

4.1超高效液相色谱系统包括：高压混合二元梯度泵1套（含

真空在线脱气机，溶剂选择阀，柱塞清洗附件，溶剂瓶，

液相工具包等），自动进样器 1套，柱温箱 1套。

4.2 三重四极杆质谱系统包括：★独立的 ESI 离子源 1 套

(（GB/T 20770-2008 测 486 种谷物中农药残留和 LS/T

6133-2018 测谷物中 16 种真菌毒素必须具备的离子源 ），

三重四极杆质谱主机 1 套，真空系统 1 套，质谱工作站 1

套。

4.3 消耗品：C18 2.1mm×100mm，粒径≤3.5μm 色谱柱 2

根；样品瓶（含瓶、盖和垫）500 个；在线过滤器 1只；在

线过滤器滤芯 5个；PEEK 管线 10ft；Peek 接头 10 个；ESI

调谐标样 100mL；1/8 英寸铜管接头 1 个；1/4 英寸铜管接

头 1个；机械泵真空泵油 5L。

4.4 辅助设备：10KVA UPS 不间断电源 1套，延时不低于 1

小时；进口氮气发生器 1 套，以及相关安装验收所需备；

高纯氮气钢瓶气（带减压阀）1套。

★4.5 投标商必须提供生产厂家针对本项目的授权书及售

后服务承诺书（原件加盖公章、扫描无效），招标方有权

在中标后对设备进行检验，如果存在虚假应标进行废标处

理，并上报财政厅。

2 面 筋 仪

（进口）

1.主要用途：测定面粉、粗粉和小麦的干、湿面筋数量和

面筋质量指数。设备超长使用寿命，测量出的结果可靠、

可信。

2.技术指标：

★2.1 符合 AACC No.38-12 标准，ICC No.137 标准，ICC No.

155&158 标准，须含 AACC、ICC 标准的相关证明

★2.2 符合中国 GB/T 5506.2-2008(代替 GB/T14608－93)

标准、SB/T10248-95 标准，须含标准的相关证明

2.3 离心机转速 6000±5 转/分钟

2.5 PC 控制板由控制面团混合时间，洗涤时间和全麦粉停

止时间的“计量开关”组成，自动控制面团的混合、洗涤

时间和全麦粉停止时间。

★2.6 双测试单元

★2.6.1 全麦粉洗涤室：镀铬环型标记筛架配 840μm 聚氨

酯粗筛网

★2.6.2 面粉洗涤室：镀铬无环形标记筛架配 88μm 聚酯

细筛网



2.7 标准测定时间 10 分钟

2.8 储液桶：10 升带盖容器，带浸入式过滤器 1个

★2.9 测量筛网和混合钩距离用塞规：0.6,0.7,0.8mm 一

套，标准距离 0.7mm

2.10 可调节自动加水定量移液器：0-5ml

2.11 洗涤液流量：50-60ml/分

2.12 面筋指数测定专用镊子和刮板

3 配置和要求

3.1 全自动面筋洗涤仪 1台

3.2 离心机 1台

3.3 烘干炉 1台

3.4 仪器附件：混合钩：2 个；洗涤室：4 个；88my 细筛

网：60 个；840my 粗筛网：50 个；3 x 1 泵管：8个；12 V

T5.5 灯：5 个；T1 AL 250 V 保险：3 个；T315 mAL 250V

保险：3个；面筋质量指数筛盒：2个；24 V 灯：1个；

★3.5 投标商必须提供生产厂家针对本项目的授权书及售

后服务承诺书（原件加盖公章、扫描无效），招标方有权

在中标后对设备进行检验，如果存在虚假应标进行废标处

理，并上报财政厅。

3 水分磨

（保水

磨）（进

口）

1、主要用途：研磨谷物，保持水分，用于谷物水分含量定

2、工作条件：

电源：单相 220--240 伏，AC，50Hz

环境温度：0℃— +45℃

相对湿度：10—85%

3、技术指标

3.1 磨盘式，磨碎试样水分没有明显损失。

3.2 磨盘直径：75 毫米

3.3 粉碎速度：10-15 秒研磨 50 克。

3.4 收集容器：250 毫升，带盖，20 个

3.5 磨盘间距可调：粉碎细度有 1、2、3、4、5、6档

3.6 符合美国谷物化学协会 AACC No.55-30 规定（需提供

加盖厂家公章的相关证件复印件）

4、配置和要求;

4.1 主机 1台

4.2 自动喂料器 1台

★4.3 投标商必须提供生产厂家针对本项目的授权书及售

后服务承诺书（原件加盖公章、扫描无效），招标方有权

在中标后对设备进行检验，如果存在虚假应标进行废标处

理，并上报财政厅。

4 真菌型降

落数值仪

(带冷却

系统）（进

口）

主要用途：测定小麦、黑麦和面粉的α-淀粉酶和真菌α-

淀粉酶活性。

1主机

★1.1 具有测定真菌降落数的功能，通过内置程序实现降

落数值和真菌降落数测定方式的转换



★1.2 符合AACC 56-81.03标准，ICC107/1标准，ISO3093

标准（需提供加盖厂家公章的相关证件复印件）

1.3 符合中国 GB 10361－89 标准

★1.4 仪器具有自动设定降落数值目标值功能，达到目标值

后仪器自动停止，并报告结果大于目标值

1.5 海拔高度自动报警及校正：用于海拔高度高于海平面

610 米（2000 英尺）的校准

1.6 自动定量加液器：每次加水容量 25±0.2mL

1.7 隔热式恒温水浴装置，具有自动水位控制系统，保证水

位维持在最佳水平

1.8 四个 USB 接口，用于连接打印机，条形码扫描器等外置，

Ethernet 以太网接口，用于连接计算机及实验室信息管理

系统

1.9 自动按水分计算修正样品功能

1.10 自动计算混和比例功能

2控制系统

★ 2.1 内置5.7及以上英寸彩色触摸屏操作，内置Windows

CE 操作系统，语言可选

3振荡器参数

3.1 配合真菌降落数值仪使用。

3.2 同时自动振荡摇匀两个粘度管，克服手工振荡造成的误

差。

3.3 仪器具有安全门和安全开关。

3.4 混合时间：3S（不包括启动和停止时间）

4 配置及要求

4.1 主机一台

4.2 快速粘度清洗器 1台

4.3 粘度计试管 30 个

4.4 粘度计试管架 1个

4.5 试管支撑盒 1个

4.6 振荡器 1台

4.7 冷却系统 1套

4.8 投标商必须提供生产厂家针对本项目的授权书及售后

服务承诺书（原件加盖公章、扫描无效），招标方有权在

中标后对设备进行检验，如果存在虚假应标进行废标处理，

并上报财政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