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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二司 

文 件 

财库便函〔2021) 551 号 

关于印发《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 

标准》（2021年版）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工业和

信息化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工业和信息化 

局： 

现将财政部会同工业与信息化部制定的《政府采购进口 

产品审核指导标准》(2021 年版）印发给你们，供参考。 

附件：《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 202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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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4207A年麟 

序号 品目．码及名称 产品名称 主要性能拍标 

审核建议比例 

一各注 功的成应用场最 全．采 

臀 
．比果．本国产晶 

~，丽’ ’拼 2麟 

．百．达 

1 
A02070199 其他地面留

达 

车载式大深度三维探地
香达系统 

高动态范田，130km/h高速采集、典型探侧深度＞5口・ 
用于城市道路场陷预防性探侧、地下人工设
施探侧． 

护
  

2 
A02070199 其他地面君

达 

手推式大深度二维探地
口达系统 

高保真致字天线、典型探侧深度＞s口． 
用于城市浅层地质异常体探侧，陇道、堤坝
娜月害探侧． J

  
｝二
 

一
  二

一
 

无晚电・・设告 

3
  

A02080 103 航空无线电

通信设备 

甚高颇通信收发机及配
套软件 

i.5J:羚熟 118-144101z, 忽 $ft魏:魏5硫 IX纂; 2.{嘿2
25/12. 5/8. 33kHz; 3. mt: 	fxjj$25W; 4. 3W 口：so a. N型孔座（收／发共用）;500. 明：型孔座（收天线接 

口〕． 

用于空中交通管创中心、机场、从空公司等
与飞机进行地空通伯． 护

  

4 
A02080103 航空无线电

通信设备 

中小型语音通信文换系

统 

I. 中央处理子系统故障间隔平均时间‘100000!,, 席位平均故障间隔平

均时间《l0000h. 空管语音通信交换系统平均修复时间＜30,iiii; 2. 语
音颐率范困，300-340011z, 插入损耗：+J--ldB (I000H红：3.可命
压>99. 9999%，可维性＜30mmn: 弓．可用性1 系统及使用的唇件至少有 

15年以上使用寿命，寿命期内系统具有工年365天每天24h不间断运行能

九舟命期内系统可用性达到9g.ggg‘. 

用于空中交通锌刨提供地空通信和地面协调
移交通信等． 护

  

}
  

~, 

5
  

A02080 103 肮空无线电

通信设备 
二次口达 

I.母大仪表作用距离：常规体制空管二次监视雷达〕200n mile. 单脉

冲体制空管二次监视留达 '250 n 口ile:2‘级小作用距离：高度角‘ 

0.5 n mile (0.5' _5Q‘时）:,．距离参跳距离分拼力蕊7sm, 侧
距梢度蕊29m, 巨离鉴别力蕊 l8m;4．方位参她：单脉冲体制空管二次

监视留达的方位分挤力蕊0.6“．侧角精度簇0. 05”，方位角鉴别力‘ 

0. 022':5.系统处理廷时‘0. 6s. 

通过地面询问机的询问和空中机级应菩机的
应答，用干给装有机胶应答机的飞行居定位
的留达系统． 

一
  

I
  

一
  一

 
 

6
  

A02080103 航空无线电

通信设备 
全向信标／测距设备 

I.( tii需:默怂k l08舀 1l?.)9?5MBzt。。黔 Ii&' 	0.005%( 	l00kHz20OkHzBqiIFX), 	0.002% (MY50kHz 

J2); fl黯; lfltt2 	2.思ffk黑粼髦 
劣？002%: 	fl*&{t; R。万济； tftikflI? l曝：发 flA5恐0p 

s：应谷效率＞7‘冷． 

为飞机提供相对地面导航台的无线电洲向及
洲距导杭系统，提供较为栩确的方位和距离信

总． 

护
  

先攀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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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2021年版） 

序号 品目偏码及名称 产品名称 主要性能指标 功能成应用场景 

审核建议比例 

藉
  

全部垂 
’本国 
产． 

巴比来．本・产品 

75% 晰 2" 

R
  

A02100301 显微镜 iE盈荧光显微镜 

r．采用研究级正且荧光显微祖．可以采集Fish 荧光图像：2. 显微谈与
拍摄分析软件一致，保证系统兼容稳定性：3．光路系统无限远光路系
统设计，含透射光和反肘荧光光路：弓．按探针要求配月F is!！专用窄通
荧光论片：a. 荧光光源显微镜照明系统．512W透射光光评）i00w卤索
灯泡，金属卤索灯泡】个；6 系统可完成多通道荧光图像的摘获和柏摄
系统：7，具各高级平场泊色差同步亮度物佼，可接Cc0及图像系统． 

用于病原必与布主相饭作用显橄规察研究， 
开展荧光原位杂交技术、外周循环肿痛细胞

检测等. 
护
  

{
  
}
  

一
  

一
 

 

A02 100301 显微镜 偏光显微镜 
I. lOX数值孔径小小干0.9, eax数值孔径不小干O.9; 2. 三日镜座． 
20',50%, 50%分允 同一盼距提供两个视高；3. lox日镜，宽视外
要23grn; 生视高调协最高到 I0mii: 5. 制冷创CCD. 像索）200O万． 

川于地质科研等领域，必！矿产品晶教分折、 
放大摄像．固胶属性鉴定，煤炭、石油地厕
行业允学结构日f究，岩扣鉴定、徽观组织观察

分析等． }
  

-一二 
三～'~ 

0
  

A02100301 显微镜 扫描电镜 

1. 分阴率：，次电了像‘3. Onm(30k哟 ,Rnm(3kv). l5nr(tkV): 2. 放大
倍效： x j5-.x800000: ’．采用电了光学系统，加速电U0. 5-30kv, 
连续可调，图像电平移士SOpm (WD=iOm);,．行程：X〕8Onn, Y爵
刁a四，,z)1R．刀． 

川干纺织类材料及探抓 l’产品等进行表现形
貌观测表征． 护

  

田
  

A02100301 显微镜 体视显微镜 

1. 变倍比：1:8.5（大变济）;2.放大倍数：X6. 6--x55 (3. 25-220 
配0.5X, 2X辅助物镜．20 x日镜）:3. 	作距离： IOSnn: 晚即范 
田：SI -?Sno; 视场范田；".2,~67'?m口：唯．光学系统：内拼光路变
热变倍系统：变倍范围：x0，日～ x3,5；变倍比；牛 4. 」：总放火倍
数；x 8~ x 35（扭 x~ 70x). 

用干实较京检疫鉴定，动物、杭物、卵细胞、 
胚胎标本的观察：川于进口植物类产品进行
初两 l书！．要求 l’作匹离大井“放大倍数适
合：用于人样木的立休观察以汉解的或分类 

l 作等. 

俨
  

A02100301 显微镜 生物显微镜 
月．光学系统：无限远光学矫｝系统：2. 放人倍牢：X40~X1000: 3. 
级物台：尺寸为188X13如刀刀，活动范田x轴向76X丫轴向SOm. 双片标
本火：生三日观察筒：镜筒倾角为30'. 

用于牛物切片、牛物细胞，细阴以及活体组
织培养、流质沉淀等的观察和研究，用于规
察其他透明或者半透明物体以及粉末、细小

顺粒等物体．用于临床 t 作等． 

4
  

}
  灌 

胜 2 
A02 100302 光学计最仪

器 
全站仪 0. 扩测角枯度． 

用于城市岩溶娜地质灾补的助察所需高挤度
的侧角和侧即敌据的测经. 了 

门
  

A02 100308 红外仪器 可视对讲生命探测仪 

1 探头连接方式可为有线连接、蓝牙或引曰无线连接，其中有线连接 
)2口，无线控制及传轴距离）5m: 探杆最人长度）2m; 可视即离多 
5.：探头官径小于SOur: 2. 显示终峭配各彩色液晶显示屏，尺寸）7英
寸．支持最高分辨串大于等于1021x600: 3.防护等级多 IPfi7. 4. 连续 

l 作时问〕lh. 

川于地震、习方、建筑物坍场灾冉现场褥． 护
  

州
  

14 A02 L00308 红外仪器 红外生命探侧仪 
I
l
l
;

侧
 
距
 

响
‘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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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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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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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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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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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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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于尖冉事故现场人负搜索、搜救等.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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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互互～附件廷几二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2021年版） 

序号 品目．码及名称 产品名称 主哭性能指标 功能或应用场景 

审核建议比例 

各注 全．采 

，昔 
．比采劲本・产・  

75% 哪 2" 

'
 
1
5
 

 
A02100308 红外仪器 红外热像仪 

1. 侧温范围）-)40-1150t, 2 使用温度：40-85t, 150℃可使用 
20mmn. 260℃可使用10mmn; 3 热灵敏度：5OmK (0. 05 t+o. 01t); 
4，探侧器类型：非晶硅光谱响应（波长）:7～工‘，.:5．分辨率不低
于320 X 200（探测餐）;6.镜头：材料锗视场角：51' （水平） 
X40' 	（垂直）．间距窗 35cm至无限远．?．帧频幸60Hz，启动时间： 
5s：日．工作时间〕6h. 

用于灭火救援等． 4
  

16 A02100308 红外仪器 夜视仪 
1．光学倍率）5X，电子变倍：I-St 系统倍率：5~20X; 2‘口径：45 
-60mm, 屈光度‘士0.5, 3.物镇光圈：PI.3-'4.4; 4．最短对焦距
离：1.5m. 

用于夜间观察、瞄准、搜救、驾驶车辆等， 
可穿透烟雾、灰尘、黑暗成像，可实时测温

等． 
4
  

四 分析仪． 

l

 1
7
 

 

A02 100401 电化学分析

仪器 
电位滴定仪 

I-团测量范围： 20-+20. 测试分辨率：0. OOt, 侧试误差范围： 
士0.003; 2.p“ 电势测最范围：0～士2400. OmY, 侧试分辨率： 
让 lmV, 侧试误差范围：士0. 2mV; 3. 温度测量范围： 	150～十250C, 
测试分辨率：0.1 t, 侧试误差范围：士0.2t, 

用于酸碱滴定、氧化还原滴定、络合滴定、 
沉淀滴定离子浓度测定等实验． 4

  

18 
A02 100402 物理特性分

析仪器及校准仪器 
测汞仪 

I.测盆范围：0.00fr-lSOOng; 2. 检出限：0.0005ng(0.O5ppt); 3.重
复性RSDCI.0% (0.Ing扭). 

用于对进出口果品、果蔬汁及食品、农产品
中汞元素的快速测定等． 

4 

拍
  

A02100402 物理特性分

析仪器及校准仪器 
粘度仪 

1. 粘度测里范围：0. 6-I0000mm2 ・ S. 密度范围：0. 6-3g/cm'; 2.重
复性CO. 1%; 3，再现性 CO. 5%; 4.测最时间范围：2. 5-1700s，分撰 
率：0. DOts，准确度＜0.05%; 5. 控制温度范围： 	20-+100'C, 分辨 
奉: 0.01'C, ?tWt<0.05t. 

用于航煤、柴油，润滑油、原油、油脂类、 
油漆、塑料、食品等各种流体的粘度测纽． 护

  

20 
A02100402 物理特性分

析仪器及校准仪器 
表面张力仪 

I- 测量范围：I -2000mN/m; 2.显示分辨率‘0.001mN/m; 3. 密度范
围：0-3g1话 密度分辨率tCO. 005g/心：4 样品台速度：0. 01- 
500mm/join，样品台移动精度：O.016pm; 5. 控温范围： 	20--'-200t 4

  

用于侧里表面张力、界面张力、临界胶束浓
度、动态接触角、固体表面自由能、粉体润
湿性、悬浊液沉降速度和液体密度等． 

21 
A02 100402 物理特性分

析仪器及校准仪器 
密度计 

1. 密度测盆范围：0-3g/c&; 2.密度侧蚤重复性标准差：ixim 
‘盯cm3; 3. 密度侧量准确度：5X 1O飞/cm’; 4.温度控制范围：0'-- 100 
℃：5. 温度控制准确度：0.03t. 

用于“固废”检侧等． 了
  

22 闪点仪 

卫．测试所需样品量，工～2口L:2．测盆时间：3~5.in.3．测量温度范 
鼠 	25-400t, 温度精度0.lt, 4.盆复性r续士1. 9t．再现性RC 

用于测量各种化学品的闪点等． 4
  

A02 100403 热学式分析

仪器 士3.lt; 5。压力传感器全自动结果校正．自动检测当地实验室大气压
力．压力检测阀值可调，通常为2O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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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2021年版） 

      

序号 品目编码及名称 产品名称 主要性能指标 功能或应用场景 

审核建议比例 ｝
 
各
 
吐
注
 

采

U
'
  

粼
怒
  

．比采助本国产品 

7" 琳 2" 

23 
A02 100403 热学式分析

仪器 
差示扫描最热仪 

1. 温度准确度：优于士0. 05t. 温度枯确度优于士0.oLt: 2.最热准
确度优干士0. 2%. 量热挤确度优于士0. 03%: 3 最人效据采集速率多30 
点IS: 4.量热灵吸度：优干0.1RuW: 5 捏控升报速度范田t0.01-
300t加in, 程控降温速率范围：0. Ofr-150t/min. 

用于侧且与材料内部热转变扣关的盗度、热

流的关系：研究材料的特性，如玻润化转变
温度、冷姑晶、扣转变、熔触、结品，产品
论定性、周化I交联、认化诱导期等． 

一
  
I
  

24 
A02 100404 光学式分析

仪器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训 

I.检出限‘铜‘0. 007 ii g/ml.（火焰法），锅缤1. Opg（不．级炉） :2. 
重复性RSDCO.g%（火焰法）.Rs0‘唯．5%（石喂炉）:3‘波长分拼率 
'O. 百 5n口． 

川于地质、医学、农业、食品等领城徽全和

琅量的元索分析等． 俨
  

子
  

一
 
一
 

一
；
主
 

25 
A02 100404 光学式分析

仪器 

食用汕极性组分快速分

析仪 

I.流速，l-2Oth,I1 2.流速精度；士 2%: 几最高压力：IaspSi（约 
3ohar) ：产：．萦外枪侧・灵敏度； 	0. 5~3AU; 5.具有双拴测器系统， 
分流到ELSD的样品流速低至3OplImin. 

川于制各型快速往层析技术，将非极性组分
和极性织分进行分离等． 

26 
A02工 00404 光学式分析

仪器 

电感摧合等离子休发射

光谱仪 

,．波长范田：165-900nm: 2 光学分拼率CO. 00?nm (O200n口):3.摘
密光空恒温ant. 控温精度士0. it: 4.几备耐高盐和有机进样系统． 

川于各类样品中主觅、微掀改痰扭兀素的定
性、半定虽和定量分折． 护

  

27 
A02 100404 光学式分析

仪器 

电感拙合等离子发射光

讲仪（ IC!') 

I. 波长示值误派土0. O3nm, 波长重复性CO. OOSnm: 
2. 捡山限mg几 7.n213.HSfinm毛0.003: Ni231,fiOlnmCO.0i; 
Mn257. fiOlnmCO. 002; Cr261, 7l6nmCO. 007: Cu224, l54nmCO. 007: 
Rn455. lO3nnCO. 001. 

川干各类样品中主全、徽量及痕量兀索的定

性、半定量和定盆分折． 护
  

28 
A02 10040‘光学式分析

仪路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训 

I.波长重复性误足：0. 3rim: 2. 伦出限 (Ph):0. O5pph; 3. 检侧挤度 
<2%:1‘原了化升祖沮度波动<lot. 川于痕最兀素含旦的定皇分析洲定． 了

  

下
一
 

 
2
9
 

加
  

A02 100404 光学式分析

仪器 
小动物活休影像系统 

I. CCLI成像单兀灰度位：1Gb ii．分拚率：100万像索，1024X 1024. 像

索点尺寸，13. 3umX 13. 3tjn; 2. 最了效率〕90% (500-700nm) ．〕 
80% (460-770n.) ．成像视野： I. SX I. 5-25 X25crn. 

川于食品安全，化妆品奋理、微斗物伦测， 

了
  

}
 
	

}
  

， 	侄七夕 

"~:, 

一
 

 一
 

 

A02 100405 射线式分析 
乎持矿七分析仪 

卜滋发源：‘一体化高性能微塑 x射线光竹．银祀材：管电压6-50kV. 
最大电压〕50kV, 能最人效率橄发测盈史多金属元素；动态可调书电
流，最大电流）2O0uA; 最大功牟〕2W:2‘探测器：采用高性能s00探
测器基干‘CLOD'技术． 

川于现场快速测量碳酸钙类矿石所含元索的
种类和含量． 仪器 

3
1
 

 

A02 100405 射线式分析

仪器 

能最色欣荧光光谱仪 

（桌面式） 

王，侧试范困：7七素周期表F(g) ～人用〔g5）之问的兀索：2，最人功率
要50W: 最大傲发电压）5OkV: 最大滋发电流）2aA: 3. 采川硅派移探
侧器《S00) ．探侧器品休面积）30gm人 

用于矿物类（含珠宝）、地项类（含 l・ 坟和
沉积物）、金属类（含击金日及合金），油

品类（含原油和润滑油）、聚合物类〔含 
R011s）中无机兀索的定性和定见分析：适川
干固体、粉末，屑样、液体、泥策，御胶静
形态样品的检侧． 

了
  

一
 

 

二

一
一
 
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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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2021年版） 

序号 品目翩及名称 产品名称 主要性能指标 

审核建议比例 

豁
  

功能或应用场景 全郁果 ．比采・本国产品 

Rfl
i-I ，肠 踢 2" 

32 
A02 100405 射线式分析

仪器 

能量色散荧光光谱仪 

（便携式） 肆茬赣爵J 魏Mg (23) '-Am: (95*Ft2W; MAfl EFtf 50KV; M头t瞿释;氏 2.SjVtflfltO. 2mA, 

用于矿物类（含珠宝），地质类（含土城和 

4
  

沉积物）、金属类〔含贵金属及合金）、油
品类（含原油和润滑油）、泉合物类（含 
R011S）中无机元素的定性和定盘分析；适用
于固体、粉末、屑样、液体、泥桨、薄膜等
形态样品的枪测：用于规则及不规则样品的

检侧． 

33 
A02 100405 射线式分析

仪器 
测硫仪 

1.检测范围：0'-9. 999%; 2. 具有C/H比误差修正，达到士Sappm以下： 

3. 重复性＜1. Gppii;; 4. 具各自动温度气压修正功能． 
用于检测油品中的硫含量定量分析． 了

  

;
 
3
4
 

 

A02 100405 射线式分析

仪器 
波长色散荧光光谱仪 

1．高压发生器最大功率）峨k,1 最大电压妻60kV. 20-6OkV间1kV连续

可调；最大电流）l6OmA, 5'-l6OmA间ImA连续可调：2. X射线光耸卜端

翻h靶雨蓖无曹：Be窗厚度c50pm1 3.最高设计功率）4. Oh!, 最高

设计电压 '60kV. 最高设计电流）16OgiA. 

用于查验“固体废物”判定，适用于粉体、 

魏 it黑鳃魏「豁 
产品中无机元素的定性和定且分析等． 

了
  

35 
A02100405 射线式分析 x射线衍射仪 

t.Xtflflt;黔隐 3k!,夕卜 M萝黯 50kVi 真t$BOmA, Xt 	P<1pSv/h (P**) 	2.wffi{)tfiift: nW 

:。 T'j't-  liO' '-168
' .

认。 t4 	200mm, Wfl&fl
0.  0001)1,  Thfltt- : 0.  0001w: 3. 	Ma1flh 	H**M*< 
400eV. 2 0 方向探侧脂计数通道数量?2800. 芯片面积）20Oimn2. 

用于进口固废、矿产品和化工品等矿相定性
定量分析，鉴别真假固废以及固废质量． 

4
  仪器 

36 A02 100407 质谱仪 
机质解析时间飞行质谱

仪 

工．最高分辨率：15, 000FWHM; 2．最高灵敏度： lfmol, 信噪比大于 

10:1; 3.质量准确度：内标法Cl5ppm：外标法ElSppm; 4. 激光器： 

激光颇率>100Hz, 激光发射次数>5亿：5. 离子有效飞行距离）1. Sm 

用于食品和化妆品中的微生物致病菌的快速
鉴定、未知致病菌的筛查，以及样品中生物

蛋白质研究． 
4
  

37 A02 100407 质谱仪 
吹扫捕集一气相色谱质

谱联用仪 

1，四极杆分析器独立温控，106'-200t; 2．气相色谱质谱具有保留时

间锁定（RTL〕功能‘ 3. 保留时间重现性<0. 0008mmn, 峰面积重现性 

Rs0<10%. 

用于环境、油气等样品中挥发性有机物、分
析多环芳烃、有机级农药、．类、多舰联苯
类、硝基苯类等物质测定，食品安全，农药
残留分析，非法添加物和违禁添加药物的定
性、定量及确证分析． 

4
  

38 A02100407 质谱仪 三重四极杆气质联用仪 

t.质谱性侧器质量数范围：1. 6-lOSOamu, 以0. Iamu递增：2.质量轴

毯定性 t 优于0. l0amu/48小时：3. 最低位出限（工DL) <2f8 (Sfg 
mni);4．有去中性嗓音的弯曲设计和加热的预四级杆‘ s．质量褪里： 

1. 乏-1100．无需高质量标样再校正：6 分辨率：0. 4'-2. Seen, 手动

调谐可以到5压皿u. 

环分
添
 
境
 
加

等
的
法

．
 
 

废
物
非
析

物
学
分
定

空
品

，
物

积
化
留

、
 
 

沉
机
残

性
  

、
有
药
定

气
中
农

的

绷

、
安
加
  

、
药
全
药

于
品

，
和

水

、
如
违

土
品
品
添
  

、
食
食
禁

用
样
析
物
 

爆
氮
 

 

4
  

3, A02 100407 质谱仪 
电感锅合等离子体质谱

仪 

1. 检出限：Be(9)<0. Sng/L(ppt); In(115)<0. lppt; Bi(209)< 
0. lppt; 2. 信噪比>22011; 3. 质且致范围：5-255amu; 4, 驱动频率・  
2.5姗1z. 

用于各类样品中主量、徽且及痕量元素的定 
4
  性、半定盘和定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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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

一

「
「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2021年版） 

序号 品目编码及名称 产品名称 主要性能指标 功能成应用场景 

审核建议比例 

定
  

全・采 

钾 

比采劝本国产晶 

75% 拼 2" 

挂0 A02 100407 质谓仪 
电感祸合等离子休质谱

仅（ICI'-均 

1、ICP-MS2030带前只分离器：2、可以与液扣连用．做无机砷、甲基
汞． 

用于样品指定兀紧的含见定摄定性检侧分析 
子
  

一
 

 {
  

41 A02 100407 质谱仪 气相色醉质谱联用仪 

1. 全扫描灵敬度：El亚Ipg八氟禁．们描范困50-300amu, S/Na 
ls加 ・ 眨 

(mass2l2. 8145):2、最人扫描速度 	12500amu/s: 3、质童准确 
度：毛士0. 2u, 质量轴枪定性 CO. I0nniu八8h. 质量致花田：1.6-
IOSOnmu或史宽．以0. bnow递增压力设定范围咨0-I40psi. 梢度由于 
0.00Ipsi“度往定性CO. flIt!℃环境变化． 

川于环境、汕伙等样品中挥发性有机物，分
析多环芳烃、右机盆农药、阶类、多瓜联苯
类、翻基苯类等物质侧定，食品女全．农药
残留分析．非法那加物和违禁添加药物的定
性、定量及确证分析． 

一
 

 三 

礴2 A02 100408 色谱仪 离子色谱仪 

I.最大耐压fi000psi (41Mb',.) ，流速范困：0-10.000 nL/min. 流速
增幅0.00 ImLfoiin: 流速设定值误丹<0. 1%: 流速挽定性误差<0. 1%: 
压力脉冲＜系统压力的1.0%；低坛四元梯度准确度Co.s%:2．柱控
盗；温控范田：10~70t: 温度控制伦定性<O.USt: 3．电导检侧
舒：电导池体4ilC0. 7 ML: 全程伯号物出范困：0-16000 uS/cm: 检
测器分块率续0. OOlnS/cm: 检测留耐受最火压力〕8Mpa: 信号采魏顺
率 -1'低于80hz:,．安培检测舒：伦测器噪合 直流安场<SpA. 积分
安培小于“Opt: 电位范田一2. 0~2. OV. 0. 00W增临；里程范围：只 

黯rn:. 0. 00008pA-74 is
slih<0. 2,' L. 	人’积分脉冲女培：0.0008p&-200 tiC: 池 

川于食品中各种食品添加剂们酸盐、亚翻酸

盐、‘酸盐、拭基酸分析，钻分析等伦测， 
常规水质样品、洒类样品中的无机阴离了、 
阳离子含量的侧定，固体废物中的无机报离
了、抓离了、佩报等检侧． 

了
  

}
  
一
  

'7- 	- 

43 A02 100408 色谧仪 
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

分析仪 

上扫描速度〕20O00u/soc的 l‘作要求：2. 在空泵为〕30OL/min的下作 
哭求；3．产品信嗓比 	1500:1. 

川干突发公共 I).斗，什的应急处皿．对病原
擞生物关键成分的检测和分析研究 l‘作． 乞 

国内供应

商少于a家 

44 A02 100408 色谱仪 
液相色讲串联质语分析

仪 

I.质谱定量级件范困不小于5个致童级：2，电喷雾离了面可耐受流全范 
围 (SoiL腼1n-3d加in):3.定毋灵晚陈sl诬 lpg利血平，S/N> 
1000:1. 

川于某共氮基酸代翻病、有机酸血症和脂肪
欣钗化代谢病的校侧． 犷浦 }

 
 

国内供应
商少于二〕家 

弓s A02 100408 色醉仪 高效液相色谱仪 ．压力?r45gPn1 2. 流星准确性‘士0. 2%: 3. 沮度准确性C士0-It- 用于兀索枪洲． 平
  

一
  

咭6 A02 100408 色说仪 气和色谱仪 
!．压力设定范困：0100 psi或更宽‘ 2. 可同时安装2个或更多的进样口
和检侧器；“．保宙时间重现性CO. 001mmn: 4. 峰面积的重现性Sl% 
RSD: 5. 温度准确度‘士0 ・℃：6. 肠度挽定性‘士0.Olt/℃. 

用于农产品、食品和化妆品中的农药残印， 
那加剂和毒索抢测． 孑 

}
 
 

二 
47 A02 100408 色谱仪 液相色讲仪 

1. 泵系统：耐压：.S000psi. 流橄栩度850<0. 07%: 2. 进样舒系统：可
进行编程进样．具各复杂进样方式．交叉污染<0.004%:,．检侧器系
统：＝极管阵列枪侧路葵线嗓声：在25mnm时，优于士0. 3X b0'AU 
《且口dJ/.jn甲醉）. 

用于食品中添加剂、农药、牌药残m、违祛
沛加非食川物项，污染物等打；有稗物硒伦

侧． 
护 
)
  

一
 
	

一
 
「
一
 

 

48 A02100409 色谱仪 气相色谱仪 (CC-Pro) I.基线噪声CO. SnA: 2. 抢侧限CO. 5ng/s(硫）、CO. Ing/s(礴）:3. 
定性重复性CI%: 4 定量重复性C 1%. 

用干农产品，食品等农药残m 添加剂和称
索等的检侧． 子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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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 (2021年版） 

序号 品目编码及名称 产品名称 主要性能指标 功能或应用场最 

审核建议比例 

拢
  

全部采 
’本’ 
产． 

配比采．本国产品 

7" 哪 2" 

49 
A0210041 1 蒸馏及分离

式分析仪 
定氮仪 

1．回收率妻99.5%; 2. 精度‘1%; 3. 检侧范困：0. 02-200mg N; 4. 燕 

巍&: 30%;100%; 5. Mfl1 	0. 02mg N; 6. fl蕊 	麒Th1flUfl4flfl 	ffiThflJfl50mL 400 L$3WJ 
消化管，样品检测时间3. 5mmn／样品〔30mg氮）. 

用于二氧化硫检侧、蛋白质检测、挥发性盐
基的氮检测及其它燕馏实验． 了

  

50 
A02 100411 蒸馏及分离

式分析仪 
全自动蒸馏仪 

1. 测试温度范围：0~450t: 2.温度侧量精度．士o.it; 3.样品体积

测量精度：0-103 SmL, 精度0. lot; 4.收集舱温度设置：0-60t, 
精度士0. It. 

用于石油类产品馏程测定，样品分离、纯化 

4
  

液态混合物等样品的前处理步皿，如化验油
类货物鉴定． 

51 A0210041 1 燕馏及分离

式分析仪 
自动蒸馏仪 

l。回收串）99. 5%（常量范围）:2.重现性RSDCI%; 3. 具备蒸汽力度

自动调节功能． 

用于食品、农产品等行业中水燕汽燕馏的分
机 适用于食品国家标准中如酒精、二氧化
硫检侧等的蒸馏． 

4
  

52 
A021004l5 环境监测仪

器及综合分析装置 
水质分析仪 

I.显示类型：吸光度和浓度：2，吸光度范围： 0. 300~3. 000A, 3.条
形码自动识别铡试方法功能、3种质量控制摸式（A0A）、零点及蚀度
校正功能I 4.存储结果数盈?'lOOO. 

用于定性分析水中的化学物质． 4
  

53 
A02100415 环境监测仪

器及综合分析装置 
水质多参数分析仪 

1 波长范围：320-llOOnm; 2. 波长准确度：士1.5 nm (340- 
900n．时）:3.波长分辨率：mnm; 4．光谱带宽：Snm; 5．扫描速度翔 

nm/s.冀黔; 6.毅黝瑟黔 	5mAbs. (0-0. 5Abs) ; 1%(0. 5-2Abs) ; 7. 	 1S<0. 5% (C2AbsRt) ; 
续1%(>2Abs时）. 

用于生态毒理、环境等领域中COft. 总磷、总
氮、硬度、氮氮等参致的水质分析． 了

  

54 A02 100415 环境监测仪

器及综合分析装置 
高流量空气采样仪 

1.吸引流最月 l00-700L/min; 2. 设定流量范围：100-1200L/min; 3. 
流量精度：设定流最值士3%; & 流量检出：采用差压检测方式；5.吸 

A压力）-)I60hPa(500L/mmn), 

用于户外快速吸取环境中的空气尹配有的聚
氮配泡沫穿梭管可以在绝大部分天气条件下
稳定地捕集空气中二呀英等有害物质． 

4
  

55 
A02100415 环境监测仪

器及综合分析装置 
总有机碳分析仪 

1.检出限：0. O5ppm; 2. 侧量范围，0. 5-S0000ppm; 3. 测定精度：Cv 
L5%；搜．具备未知样稀释倍数与进样体积自动调节功能． 

用于测试水样中总有机碳的含量． 4
  

56 
A02 1004 15 环境监测仪

器及综合分析装里 
有机碳／全氮分析仪 

l．有TN检测模块枪铡氮元素：有固体检测棋块，可以检侧固体样品； 

2．在同一白仪器上一次进样同时检测TT、 TIC、 IC和TN; 3. 采用多通

道宽量程非色散红外检测器 (ND工ID ，具有抗s吸干扰功能：4，测量范

围：bC: 0-100, 000mg/I（非稀释状态）．重现性：bC; 误差＜ 

15飞． 

主要用于测试样品中总有机碳的含量． 4
  

57 
A02 100415 环境监测仪

器及综合分析装置 
笨系物检测仪 

1.程序升温）20阶：2 扫描速度）20000 u/st 3.仪器灵敏度s八妻 

2800:1 ('p“八氛娜J全扫描模式）；组。仪器检出限（工DL) 毛 10fg 
（标准八氮蔡）:5 电子压力控制精度：0. O0lpsi. 

用于进口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固体废物对
环境空气、水质和土城等介质污染程度的检
侧与评估等． 

4
  

58 
A02100416 分析仪器辅

助装置 
快速溶剂萃取仪 1. 巍tfltNfl4黑 2. 0豁 WJj150Opsi;摺黔t; fl200t1 3. fl*lflflLL<1 :1.5; 4. flflt(j<lBmin. 溉黯靛留梦废物、环境样品、食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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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2021年版） 

序号 品目偏码及名称 产品名称 主要性能指标 功能或应用场最 

审核建议比例 

}
｝
邝
 

配比采劝本国产品 各注 

75% 拼 2" 

5g 
A02 1004 16 分析仪器辅

助装置 
均质器 用于食品样品的微生物检测前的样品拍击式

均质处理． 4
  

1．时问范围： lOr-3min. 或连续均质模式；2 使川噪音＜45分贝；3 
均质袋容量：400rnL: 4．拍击速度；6~0次Is. 

60 
A02100416 分析仪器辅

助装置 
冷冻十燥机 

1. 冷凝器；最大捕冰能力C6kg: 冷凝效率）6kgI24h; 冷凝器温度纷 
55t: 2.制冷功率）0. 51KW; 3 真空度范围：0. 001~1000mI,ar, 显示 

精度：0.O0lmbar: 4 隔板温度范围： 	55~60t, 隔板温度均匀性： 
士 1.0 C; 5.真空泵抽气速半多148L/min. 极限真空簇0. O02mhar, 

用于样品制备冻千、试剂冻干保存和菌毒株

冻干保存等。 J
  

61 
A02 1004 16 分析仪器辅

助装置 
振荡器 

l最大负载：10kg; 2.最大振幅：20mm; 3 振动速度资节范围：30~ 
4 00rpm, 

用干样品的混匀．可对试管、分液漏斗、三

角瓶等多种玻璃仪器进行振荡操作，可配合
降麟数值仪使用． 

4
  

62 
A02 1004土6 分析仪器辅

助装置 
索氏提取仪 

I.适用索氏标准法、索氏热抽提法、热抽提法等多种原理萃取法：2. 
全自动设备，可同时处理，个及以！样品；3．溶剂系统具有防暴沸、过
热保护、溶剂量监控等自动保护监控功能． 

用于食品中脂肪浸提、植物油浸提等全自动
提取【作。 4

  

63 
A02 100416 分析仪盟辅

助装置 
全自动石墨消解仪 

1. 石聚块：单个石墨块孔位数）70；最高温度：loot: 石果孔间谧差 
<It: 石裂孔深> Rem;2．机械种：碳纤维x 丫式机械臂，定位传感器
数量?I0: 3 泵体：数量＝R：输液速度；最高达到4mL/s并可调；准确
度优于1%或0. 025m1.: 4. 定容体积：I-bOwL; 定容精度：优于1% (5OmL 
时）. 

用于原子吸收、原了荧光、电感祠合等离了 
体发射光谱、电感祸合等离了体质谱仪分析 
样品元素前的微波消解预处理或消解后赶酸 了

  

t
6

t

4
  

A02100416 分析仪器辅

助装置一—— 
组织研磨仪 

1. 最人进样尺寸提Rmm; 2. 最终出料粒度：约.5gm; 3. 研肺球直径；0. 1 
~30mm: 4．批次加样量：最大2X2OmL; 5, 研磨镶尺寸：可选1.5m1. 
5mL. iOmL. 2SmL, 35mL, SOwL; 

用于组织徉品研脚、混合和样品均样化． 

65 
A02 1004 16 分析仪器辅

助装置 
全自动凝胶净化系统 

l 输液泵：采用高精度双柱塞申联输液泵；流量范围；0.01~ 
50. OOmL/min; 流量重复性：0. l%RSD: 流量准确度：士 lye; 最大 l 作
压力 3000psi: 2. 检测器，采用可变波长紫外检测器，涉长范围： 
土 Y0'-'6OOnm; 波长准确度 tingi. 波长精度：0. 2nm, 

用于净化分离含痕量、超痕量农产品（如粮
食、蔬菜、水果）和含油、脂肪等复杂基质
样品（如肉类、水产品、乳蛋类）. 

4
  

66 
A02100416 分析仪器辅

助装置 
电热板 l温度范围；市温 "350t; 2.控温精度：士St. 

用于食品接触材料检测加热消解、煮沸、蒸
酸等实验处理． 

了 

67 
A02 100416 分析仪器辅

助装置 
热脱附仪 

!．在刁、使用液体冷冻剂的情况下，电了制冷装置可将阱冷却至 40t; 
2 分流流量可白动在0和200mL/min之间任意设定，可与小口径毛细管
柱匹配：3 样品管个数：50支全白动，带样品自动回收的样品管数日 
)SO支：4. 样品管温度范围；50'-'400t. 最小增加值二 it: 5 脱附
时问：I"Y99min. 最小增加值：0. 1mmn, 

用于气体、液体和固体样品的前处理． 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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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2021年版） 

序号 品目．码及名称 产品名称 主要性能指标 功能成应用场景 

审核建议比例 

雄
  

全娜来 

男 
．比果．本国产品 

7" 旗 2" 

6日 
A02 100416 分析仪器辅

助装置 
旋转蒸发器 

1. 祸流功能冷凝器种类>6：自动升降高度：0-220mm; 2.冷凝面积： 

1500'3000; 3. 控温范围：室温'220t; 控温精度：士It; 4.具备 

黔 P袭.瓶豁器憋款黔 zfliiI嗡象黔 
lOnibar（士 2znbar) ；极限真空度‘5uibar; 噪音等级：32-- 57dM. 

用于各类农产品、食品和化妆品中的样品前
处理浓缩． 4

  

6g 
A02 100416 分析仪器辅

助装置 
重量稀释仪 

l．注入时间 (lOs (225mL):2‘称重精确度：0.Olg (200g);3‘称重

精确度：士0.05g (0-iOOg) ：土0.1% (100-5000g):4.稀释倍

数：1/2-1/1000; 5.稀释柑确度＞99%, 

用于化学品、化妆品、食品等各类产品毒理
学和微生物学检测的样品前处理． 了

  

70 
A02 100416 分析仪器辅

助装置 
全自动移液工作站 

1. 最低加样体积：luL; 2.加样精度CV<5%; 3.30分钟内设置多至96个 

I'CR反应；亏．配备板位）6. 
用于进出口食品徽生物及人／动物检验检疫分
子生物学实验中所涉及的移液工作． 孑

  

71 
A02100416 分析仪器辅

助装置 
移液器 

1.精确度：士0.04p1; 2.机身材质：重量轻、耐高温、抗腐蚀：3．伸

缩式弹性吸嘴． 
用于实验液体的徽量栩确移取． 护 

72 
A02100416 分析仪器辅

助装置 
贵金属萃取炉 

l．功率〕25kYi; 2.最高温度）1300t; 3.控温精度：土It; 4.内胆容

量?80L. 炉膛内温度均匀性（士 5℃：5．内胆内部尺寸） 

创犯x400X500m. 

用于稀有金属分析、侧定，原料中稀有金属

含鱼的测定． 
了
  

?3 
A02 100416 分析仪器辅

助装置 
氮气发生器 1.流速范围言 0-7OLImin: 2.最高纯度〕99. 5%, 

用于LC/MS/MS的氮气气源．满足LC/I{SIMS的
持续、安全运行要求． 

4 

74 
A02100416 分析仪器辅

助装置 
全自动样本处理系统 1.主翼ft140cm; 2.憋禁瞿nl 10-5欲L,. fl*1韶uLflt. CV3. 5%: 500L't, CVO. 75%; 1000uLLD. CVO. 75%, 

用于进境动物及国内佼情疫病监控各类动物
疫病的检测． 

护
  

75 
A02 100416 分析仪器辅

助装置 
样本研磨仪 

1.配置自动样品转移系统．最大旋转135。．单次可转移l~8个样本． 

黔黑；瓢 4. 533 n; 2. fln( WWfl48 器/$.〕；窄 
荡时间．lOs'-99 mm; 5.噪音指数C71.4 dB(A). 

用于各类农产品、食品和化妆品中的样本的
前处理。 4

  

花 
A02 10049，其他分析仪

黎 
稀土元素检测分析仪 

1．分辨率(0. OO6nm; 2. 波长植益范围：基本要求为160'80On磁长． 

井具备扩充段盖至 izo--BOOna波长功能：3. 光学分辨率：160-' 

450nm,落赞$C0. O黑; 450800nm. 翼梁絮湍nm;4. RFt 	40.68MHz IStt MtJb*i550L fl&tIti't fl4t黔魏簇欲荔歌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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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2021年版） 

序号 品目偏码及名称 产品名称 主要性能指标 功能或应用场最 

审核建议比例 

徽
  

全甲* 
肾 

配比来・木・产昌 

75% 50% 2" 

刀
  

A02 100499 其他分析仪

器 

全自动在线固相萃取液

相联用系统 

l自动进样器：进样范围：0-9999 ML. 增量HiL或更优：六通阀切
换时间蕊6Oms‘样品容量：2X48 (1,5mL),2X12 (lOmL) ：自动进 

样器温控范围：1-40t或更优．2 	兀梯度泵：流速范即‘001~ 
5mL/min, 增量0. OOImL/win: 最大压力）40Mpa; p11范围：1-l0, 3. 
柱温箱：温度范围：5-90t, 增量且℃‘温度准确度：士0. It: 温度
稳定性：土0. It; 温度重现性；士0. It; 温度梯度：士0.2t. 4.自
动柱交换器 (ACE) ：在线固相萃取小柱容量〕2xg6；高通量在线固
相萃取小柱容量 10X96; 在线固相萃取小柱托盘：优弓拍x12 
(96x128口爪） .5 高压分配器‘11PD) ：高压注射器：2mL不锈钢注射 

用于各类农产品、食品中的斗物毒素检测． 
7
  

器：流速范围：0. l~IOmL/min; 流速准确度＜0. 2%; 流速精确度＜ 
I%RSD：体积范田，0. l-1mL, 增量0.OlmL; P-lOmL. 增呈认 ImL; 10 
~1001,1，增量 lmL; ph 范围侣 1.0-12.5. 6 紫外检测肠：波长范田： 
l?Onuir-700nm或史优；波长准确度；Inni; 6.5波长精密度：0. mnm, 

7吕 
A02 100499 其他分析仪

器 
多功能乳成分分析仪 

1 检测速度：30-45s; 2 样品温度范围：5~55t; 3 定标浓度范
围; 0"50/ (1Lfl), 0'7% (乳糖) . 0'S% (tI). 0"50% (总
乳阎体）：相对准确度CV<上％；相对精确度CV <0.25%. 

用于检验各类原料奶、稀奶油、非发醉乳制
品、酸奶、发降乳品和乳饮料中的各项常规
指标。 

J
  

79 
A02 100499 其他分析仪

器 
低本底总放计数器 

1. 水底：alpha<0. 07 CPM; heta<0. 7 CPM（典型值）:2 效率：对 
a Am241)40% 蜘 'o2I0多 40%; 对 D Sr90/Y90)80%; 3.中道比蕊 
0. 1%; 东坪斜： a 簇 I. 5%/b0OY, 坪长>800V; 	13 续 2. 5%/b0OY. 坪长 
>200v. 

用于测量水样，牛物等样品中。、 p 的总训
数，以评估放射性污染水平． 7

  

80 
A02土00499 其他分析仪 

器 	－ 

抗生素残留快速检测系

统 

1 检侧器；两个光电倍增管同时 l 作，响应时问ESOns; 2 性能：典
划的训数效率hI.3)59%. C14〕90%; 3 重现性：批间变异系数<8%; 4 
l 作容量哥同时检测的同一种类或小同各类样品数量）6、 

川于饲料及肉、蛋、奶，水产等中黄曲霉毒

素，农药残留、抗斗索、及微生物状况等残
们检测 

了
  

81 
A02 100499 其他分析仪

器 
凝胶色谱系统 

1 样品容量>120位；2 进样精度<0. 5%RSD ；进样准确度：士 luL; 
进样线性度>0.999; 3.示差折光范田：1. 00'l. 7511111; 测量范围；
士 600X10"RIU; phi范围：2. 3-'9. 5; 基线噪音＜士1. 25X 10g R工U; 
基线漂移（200X 10' RIIJ/hr; 最大数据采集速率t741hz, 4. 柱温箱系
统温度稳定性：士0. It; 温度准确度：士0. 5 ℃：温度精度：0. 05t 

用干聚合物牛产和使用过程、高聚物及低聚
物的组成分离与分析，共聚物的分折。 了

  

82 
A02 10049，其他分析仪

器 
微波灰化仪 

I.双磁控管控制．微波输出功率?1900W, 最大效率利用微波能量；2. 
控温方式；卜tCr Ni热电偶闭环控制．P工0控制方式；3．最高河作温度
要I200t; 4．控温精度；士 It; 5.升温速率：从室温到I000t所需时 
ISI< 1Gm in, 

用于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包装材抖等样
品的快速灰化处理． 7

  

83 
A02 100499 其他分析仪

器 

实验室高纯锗伽马能谱 

1 探测器部分：能最响应范围：3keV- 10Mev; 能量分辨率PWII(840eV 
〔对5. 9keV峰 (Fe-S 5)) ；蕊1000eV〔对122keV峰 (Co-57)) 	' 
I. 9kM'（对1332MeV峰 (Co60)) ；相对探测效率乡65%; 峰康比多 
72:1：峰形参数：FWO. IM/FWI1M 毛1.9. Fl?. 02M/FWI[M毛3. 0; 2 液抓回
凝制冷器部分：制冷方式：液械回凝制冷：3 数字化谱仪部分：最人
数据通过率>I00keps, 

用于各类农产品、食品和化妆品中的核素活
度测定． 护

  
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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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2021年版） 

序号 品目．码及名称 产品名称 主要性能指标 功能或应用场景 

审核建议比例 

拢
  器

P
M
 

 

．比来．本．产品 

7" 拼 2品 

万 试脸机 

!84 A02100504 测力仪器 测力计 工．断裂负荷）36KN; 2. 精准度误差：士2%:3.重量E400g. 用于抢险救援等． 4 

｛六 试．仪．及端且 

85 A02 100601 分析夭平及

专用天平 
电子天平 

l．万分之一天平技术指标：称量范围 (g); 220；读数精度（mg): 0.1; 
重复性（mg): 0.07; 线性（mg); 0.2; 偏心负载误差 (mg)/测试负载 

(g):0. 2/100; 最小样品盘 (mg):8.2（根据USP(美国药典〕 
UsP31NF26)‘典型稳定时间：ls.2．十万分之一天平技术指标：可
读性，0.1mg. 0.01mg; 重复性〔校验祛码）:0.08mg. 0.02mg 
(200g); 最小称量值（lisP, 0. 1%，典型值）:20mg; 校正：内部／ 

FACt．自动佼正；稳定时间：1. Bs; 重复性（典型）:0.015mg; 线性

误差（典型值）＞土0. 2mg. 

用于各实验室微量的对照品、试剂和侧试样
品的精准称量． 

4
  

86 
A02100604 生物、医学

样品制备设备 
高速／超高速离心机 1.额定最高转速妻100O0rp; 2. 最大容里，6L. 

用于各种细胞、核酸、蛋白等大分子物质的
分离和纯化工作，完成各种外泌体、亚细胞
器和病毒组分分离． 

护
  

87 A02W0604 生物、医学

样品制备设备 
细胞淘洗机器 

工。配置488nm、 640nm、 405mm固态橄光器：2. 采用高灵敏度粗波分复用
半导休检测器阵列．可以检测420- 830n・波长范围内有效的荧光发射

光谱：3.荧光检测灵敏度：PITCC1l0MEFL、 PEC35MEFL、 APCC 
2OMRFL; 4.样本流速：可以达到印pL／分钟，以满足大体积样本及稀
有细胞分析的需要：5.细胞获取速度）35000细胞／s; 6，交叉污染率： 

样本间的交叉污染率<0.l%. 

用于测量细胞大小、内部顺粒的性状，检测
细胞表面和细胞浆抗原、细胞因子、细胞内 
DNA、 RIM含里等． 

矿
  

88 
A02 100604 生物、医学

样品制备设备 
冷冻离心机 

l。最高转速）14000rpm（以、0rpm递增）:2.最大相对离心力） 

2O913g; 3.tktt;: 4X750mL ( 雕纂钉 ) ; 6X8SmL.48X1.5/2mL 20X5mL. 48X15mL (tliTh$) ; 16UP(1! 
板转子）‘功．温度范围:-9--40t. 

用于生物、医学、化学、农业食品及制药行
业的样品特性分析． 了

  

89 
A02 100699 其他试验仪

器及装置 
氨基酸自动分析仪 筱挤暴黯嗯瓢需 	絮0t 斋嗯 0.1t),K; 570mm 440nmJRt1, 4-W*1ifl; 3.tlSft; 1蠕uL. 用于肥料中氨基酸的含量测定． 4

  

g0 
A02100699 其他试验仪

器及装置 
卡尔费水分仪 

1. 侧盆范围：lOppirl00%; 2．分解卿.25 p吕；滴定管驱动器分辨率为

滴定管体积的1/20000; lOmL最大加液偏差不大于2OuL; 3.具有全自动
漂移终止判断参数功能和用户及权限管理功能． 

用于测定肥料中水分含量． 4
  

七 截脚，仪． 

gl A02 1126 磁场测盆仪器 大地电磁仪 
1.磁传感器颇率范围．低颇低至0.0001Hz; 2.采用ROBUST处理技术： 

3．连续采集粉定性强． 
用于深部地热勘查和构造研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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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2021年版） 

序号 品目．码及名称 产品名称 主要性翻．标 功能成应用场景 

审核建议比例 

雏
  

全娜采 比采．本国产品 

哪 75% 姗 2岛 

八 饲并机桩 

92 A03 1016 畜牧例养机械 小鼠I VC笼具 

L 微件物涟膜簇0.3nm，病毒有效过逮性达，9.9999%;2．笼内噪音： 
小鼠听觉范围内（50dB; 3. 笼盒材质达到足够的使用时长及高周转 
〔需要经常高压高温火菌）;4．环境系统对实验小鼠干扰低〔噪音， 
气流）. 

用于sPF级免疫缺陷型小鼠的饲养、繁殖．或
者感染性小鼠的牛物限制性饲养． 了

  

九 手术．桩 

93 A032001 手术器械 骨科乎术器械 
上骨科手术器械，符合于术器械标准；2 产品规格多项，包含骨科川
刀、骨科用剪 骨科用钳、骨科用钩、骨科用针、骨科川锥、骨科用
钻、骨科用锯、骨科用箫 骨科用锉等。 

用于骨科急救治打及丁术治疗． 了
  

94 A032001 乎术器械 腹腔镜乎术器械 

1 通常由头部、杆部或软性导管和手柄组成，通过手柄操作传递、控 
制头部 l 作， 	般头部采用不锈钢材料制成：2‘产品规格多项，包含 
内窥镜丁术剪、内窥镜组织柑、内窥镜取样钳、内窥镜分离钳、内窥
镜用钩、内窥镜组织刮匙、内窥镜用剥离器、内窥祖用牵开器、内窥
镜用给物器等． 

用于丁术中在内窥镜下操作．用于剪切、钳
夹、钳取、分离、火取组织等． 铲

  

95 A032001 乎术器械 电动植皮刀（取皮刀） 
1. 取皮厚度：0. 05--0. 75mni, 最小取皮厚度精确度续0. 05mn; 2 最人
取皮宽度）lOOm;3 】作转速）4500rpm. 

用于烧伤整形科植皮手术。 护 

g6 A032001 乎术器械 
SM无痛麻醉仪（局部麻

醉助推仪） 
l由助推管、土机、充电器和内部电源组成：2 橄机消耗功丰t 
0. 02.5W; 3 进药量分三档连续可调，其误斧小超出设计时间的士10%. 用于口腔局部麻醉． J

  

g7 A03200[ 乎术器械 医用微动力系统 

l马达转速：500-- 40000转/Rhlfl; 2 冲水泵流量可调：30~ 
l3OrnLYmin; 3. 无碳刷马达，支持136‘高温高压消毒：1. 风冷技术， 
自身冷却．可长时问持续 l 价；5 白带温度感应芯片，具有过载保护
功能． 

用于口腔领面手术治疗。 矿
  

9日 A032002 普通诊察器械 自动气退七止血带 
1．双端口设i!．可监测袖带实时压力：2 压力设置范围：3-lOOkPa, 
允并士2kPa; 3 断电保代泄漏速率<lOkPa/h; 4 非安全状态时白动
报普‘ 

用于四肢于术过程中压迫止血。 了
  

十 
医用电子生．今．往洲

仪・设奋 

99 
A032003 医用电子生理

参数检测仪器设备 便携式心电检测仪 1. 具备EC(；多导同步分析，可分析多个心电导联；频率响应范田：0.01 
-150IIz: 2．可现实P1血氧灌注指数，反应血氧状脱。 

用于监测和记录被测者的心电波形和心率
值，为临床诊断提供依据．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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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2021年版） 

序号 品目编码及名称 产品名称 主要性能指标 功能或应用场景 

审核建议比例 

拢
  

全娜采 

，犷 
配比果・本．产・  

75% 朗 2" 

100 
A032003 医用电子生理

参致检测仪器设备 
动态心电图系统 

工，由动态心电图记录器，动态心电图回放分析软件、导联线、传输线

组成；2. 具备全自动诊断功能，具有抗除颇功能：3．导联线，频率响

应：0. 05二艺60llz, - 

用于对患者心电信号进行心律失常、心肌缺
血（AECG-12A, AEcG-128. AECG-12C适用》 

的动态记录和诊断刁 
4
  

101 
A032003 医用电子生理

参数检测仪器设备 

动态血压记录（检SE 

仪 

l．及l量精度共士3iSlg; 2.测量间隔言 5. 10. 12mmn等多种时间选择： 
3. 具备智能模糊技术，具各数据库誉理功能． 

用于244、时内设定不同时间段内睁止倩况下
成人收缩压、舒张压、脉率的侧最。 4

  

102 
A032003 医用电子生理

参数检测仪器设备 
视觉电生理检查系统 

用于视通路、视神经、视网膜疾病的检侧， 
进行视网膜疾病以及视路视神经等疾病的诊
断和评估． 

》
  

1. 刺徽器亮度80-l2Ocd/m2，对比度）90%，可通过软件连续调节：2. 
闪光刺激餐为全视野反射面：3．放大器输入阻抗? lOOM 0 ，具备侧童
阻抗功能；生具备儿童专用的刺徽器，有儿童专用卡通固视标功能． 

103 
A032003 医用电子生理

参数检测仪器设备 
心率变异分析系统 

I.采样频率）l000llz; 2‘支持数据实时采集、专业离线分析：3. 具备

瞬时心率（工1W) 、RR间期、NN间期、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R助s 
、NN20、 NN50、 VLF、 LF、 HF、 LP/HF比值，非线性分析（Pointeare 
plot% SDI. SD2、 SD1/SD2 比值）检测功能等． 

用于侧盘静息状态下息者的心率或脉搏率， 
分析患者的心率变异性．可评价精神心理压
力． 

了
  

国内供应
商少于3家 

工04 
A032 003 医用电子生理

参数检测仪器设备 

l．载荷范围，士5～土8kN;2 载荷传感器测且精度，示值的士0.5% 
（作为验收指标）:3，动态位移行程）士25ur；动态位移测量精度C 
5Pm; 4. 动态扭矩）士49Nm．扭矩传感器校准精度为士0.5%, 最大扭转

角度为士7200':5．试验频率范围：0. 00001-100Hz. 

用于骨科植入物性能评估检测． 4
  

动态生物疲劳分析仪 

土05 
A032003 医用电子生理

参数检侧仪答设备 
除颇监护仪 

1.充电速度：充电至150-200J时间＜6s; 2，心电监护功能；心电图导 

联至少可监侧I,H，工工 I, aWl, aVF, aVL; 3，有血权饱和度及无创血压监 
测功能，可显示P工血氧灌注指数：4．外里电池块妻L块，单组电池支持 

200J除颇次数>100.’呀 	’ 

用于医院、临床机构、救护车、急救现场或
者转运过程中，对新生儿、小儿和成人患者
进行体外除颇治疗，包括手动体外除顺、半
自动体外除颇、体外起搏治疗、心脏同步复

律治疗以及监护． 

4
  一

 
 

106 
A032003 医用电子生理

参数检测仪器设备 
心电信息管理系统 

具备心电致据库管理、统计检索、心电显示、报告输出、・E．浏览软件

等功能． 

用子心电图检查、诊断、心电事件长期储存

和检索调阅． 
4
  

107 
A032003 医用电子生理

参数检侧仪器设备 
尿动力学分析仪 

1. 压力传感器：侧定范围 50-200cm1120; 2 尿流串传感器：精度士2% 用于膀耽尿道功能障碍性疾病诊断，测定尿
流率、膀耽压、腹压和尿道压． 

4 

108 
A032003 医用电子生理

参数检测仪器设备 
动脉硬化检测仪 

J．一次侧旦可同步检测朋I（即臂指数）、baYWV（即臂动脉脉搏波传

导速度）、cfPWV（颈股动脉脉搏波传导速度）、四肢血压〔Sys. 
Via) 、脉压 (Pt" 、脉率 (Pu 1):2.检侧时间Csmin; 3．支持自动

生成检测报告． 

用于枪测人体主动脉，外周动脉硬化和动脉 
阻塞程度，AM指标（晚哥指数）评估动脉阻 
塞，P,v（脉搏波传导速度）评估动脉僵硬度 了

  

tog 
A032 003 医用电子生理

参数检侧仪器设备 
脑电麻醉深度监护仪 

l，具有潮气量实时动态补偿：2. 呼吸模式：具有容且控市qycv和压力控

制PcV模式，还需有SIMV和PEEP模式；3。自动识别，麻醉气体浓度监测 

用于指导个体化麻醉药／镇静药的用且调节r 
适用全麻手术息者以及ICU镇静息者和需要检
测愈识状态的息者． 

4
  

110 
A032003 医用电子生理

参数检铡仪器设备 
科研动态心电监侧系统 1.起搏通道采样率）10000点／5; 2.普通心电采集采样率 4096点Is, 用于创新药早期心脏安全评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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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2021年版） 

序号 品目．码及名称 产品名称 主要性能指标 功能或应用场景 

审核建议比例 

备注 全娜来 

’本’ 
产品 

配比采劝木・产品 

15% 就 2肠 

A032003 医用电子生理

参数检测仪器设备 

数字脑电图〔动态脑电

图） 

1 标准灵敏度： lois V/mm．士6%; 2 噪声电平‘5isV; 3．共模抑制比 
)9OdB; 4.扫描速度：30mm/s. 士 5%. 用于临床肺电信 s.F.的采集和监测． 4

  

医用光攀仪． 十一 

112 A032004 医用光学仪器 数字口腔观察仪 
1. 光线直径爵1mm，光纤长度于100mm; 2. 图像放大倍数?48倍．视野
直径爹3..t3 具备专用探针，具备水冲洗系统． 

川干牙周病治疗．可以通过光纤进入牙周带

内部．观察牙翻下牙根等组织解剖结构和菌
斑牙结石，同时以微创及可视的方式进行牙
周病的治疗． 

7
  

113 A032004 医用光学仪器 根管显微镜 

1.6: 1变倍比．电动调汽 2. 207-470mm I 作题离．可使用电动多焦谈
头调｝‘．可手动调仇 3 高性能180w缸气幻，尤纤传导 t4.LCD图形数
据显示器：5 丁动和电动平衡． 

川于根管治疗、领面外科、牙周手术．取根
管内断针、打通钙化的根管，显微根尖手
术，口腔种植，精细修复治疗等． 

铲
  

ll弓 A032004 医用光学仪器 
眼底成像系统（眼底照

相机） 

l．成像视野：130“透镜．最大可视角130";2.光源照度：2h0-
4A000Lx可调：3. 影像分辨率）200万． 

用于在无需散瞳的情况下．对患者眼底进行
观察、拍摄，获取视网膜图像． 了

  

晰
  

A032004 医用光学仪器 乎术显微镜 

1. 光学变倍：6.3:1, 5步电动和手动调节；2 物镜：F:200nim. 复消色
差物镜/3, 双日镜筒‘ 3．瞳距；55-75ImTI;1，调隽‘电动调节；长寿
命LED照明卜无紫外和红外辐射． 

川干术中显微操作，开展显微外科手术． 护
  

116 A032004 医用光学仪器 免散瞳数字眼底照相机 
1. 传感器分辨率〕2020万像素：2 具备直线式劈裂线对焦、自动对焦
模式． 

用于对眼底进行观察、拍摄及记录． J 

117 A032004 医用光学仪器 角膜地形图 
I.屈光范围；33. 75-61. 36Di 2. 测量偏差：士0.02mm, 测量盖范围） 

10. OOm; 3．可显示轴向曲率图，切向曲率图．高度图，模拟角膜镜图

及角膜3D图． 

用于测量角膜前表面形态，干眼症辅助筛
查，客观定量评估和随访角膜情祝。 创

  

土 18 A032004 医用光学仪器 生物显微镜 
I.明场光源：卤索光源或LED光源：2. 日镜：宽视野日镜lox. 屈光度
可调节，视场数）22. 

用于对临床样本进行摄影摄像，供临床实验
室进行图像观察和处理，用于血细胞、尿液 
、粪便细胞微观结构观察． 

7
  

1
1
9
 

 
A032004 医用光学仪器 电脑验光仪 可以同时迸行角膜曲率和屈光度的参数测量． 

用于测量人眼涌光状态，包括球镜度、柱镜
度、柱镜轴位．为镜片矫 iI 提供较准确的屈
光度数和瞳孔间距离。 

了
  

120 A032004 医用光学仪器 裂隙灯显微镜 
l．裂隙宽度：0~9mm，连续可调，最小宽度毛0,2．皿，最人宽度： 

9mm; 2 裂隙长度 t0~ 9mm‘其中0～日m连续可调；3. 放大率：旋转式

物镜变换系统，提供全少两种放大率。 

川于角膜、虹腆 晶体观察．用于检查眼前
资友其他眼内部病变。 了

  

121 A032004 医用光学仪器 
全自动电脑视野仪（视

野ii、视野检查仪） 

I.刺激光分辨率）0.l。；2. 具备眼位跟踪系统 t 盲点监测，眼球监 

t 自动眼位跟踪。 

川于视野随访分析、预测视野进展．通过主

观察觉一个确定的背景下试骏刺激点的存
在，用于评价视野的光灵敏度．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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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2021年版） 

序号 品目编码及名称 产品名称 主要性能指标 功能或应用场景 

审核建议比例 

摊
  

}
｝
邝
 

配比果．本．产品 

7" 游 2" 

122 A032004 医用光学仪器 
眼表面干涉仪（干眼检

测仪） 
1.测最泪脂质层绝对厚度范围妻0-100nm．可测量不完全眨眼．范围
包含0~10O%; 2．录像采集时间可调．设定最小单位士0.2秒． 

用于千眼疾病的童化和分析 通过患者眼表 
护
  

泪膜干涉成像，用干诊断千眼程度． 

123 A032004 医用光学仪器 
眼科广域成像系统（眼

底成像系统） 
1.像素）200万t2．具备多种角度镜头．最大可视角〕130’ . 

用于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婴幼儿的视网膜疾
病检查及新生儿眼病筛查，眼外成像、眼红
光反射、眼角腆、眼前节房角、视网膜母细
胞瘤等检查．完成新生儿眼底荧光造影． 

了
  

十： 医用．，垃仪．及设备 

124 A032005 医用超声波仪

器及设备 
便携式彩色超声诊断仪 

l．具有多种成像模式：彩色血流多普勒成像模式、彩色能里血流多普
勒成像模式、脉冲波 Cr'）及连续波 (CW）多普勒成像模式，脉冲波
组织多普勒成像模式等：2．可调节频点数量?3; 3．凸阵探头1 频率范

围5-2MHz; 4. 线阵探头借颇率范围13-6MHz. 

用于腹部、妇科、产科、胸腔，盆腔，外周
血管、小器官（乳腺、肇丸、甲状腺）、浅
表组织床旁超声检查． 

护 

125 A032005 医用超声波仪

器及设备 

（全数字）彩色多普勒

超声诊断仪 

工．频率留宽频带或变频探头，变频探头二维显示频率（基波十谐波）可 
用于胸腔．腹部、盆腔．心脏、外周血管、 
浅表组织和小器官、妇科等的床旁超声检
查．以及对胸腔疾病（胸腔积液、肺实变、 
气胸、肺栓塞等疾病》的定性诊断． 

了
  

选择〕9种，彩色显示频率可选择〕亏种，多普勒显示频率可选择） 
4种：2．凸阵探头有效阵元数）192; 3.超声频率：6-I2MHz, 

126 A03 2005 医用超声波仪

器及设备 
自动乳腺超声诊断仪 具有三维彩色多普勒超声技术． 用于女性诊断性乳房超声成像． 	- 护 

127 AD 3 2005 医用超声波仪

器及设备 
超声引导系统 

1.具备剪切波弹性定量．徽细血流成像技术，全新高分辨血流模式． 用于辅助外周血曾穿刺，也可用于人体超声
诊断检查，适应于透析通路的超声诊疗及随
诊、手术术中引导、侧盆、肾穿刺引． 

了
  

可以捕捉更低速细徽的血流信号：2，扫描速率；全视野，帧预）50帧 
/s:3.探头频率：10~ 13Hz, 深度）60mm. 

128 
A032 005 医用超声波仪

器及设备 
内镜超声诊断系统 

l．辅助辅准定位，主机具备机械环扫和电子环扫两种模式：2. 宽频超
声内镜和多种超声诊断提供高画质图像．并且图像可旋转：同时连接
超声电子支气管镜和超声小探头系统． 

用于人体组织（如腹部等）或器官（如心脏
等）的成像诊断． 甲

  

12g A032005 医用超声波仪

器及设备 
超声理疗设备 

1.超声频率：1MHz和3MHz, 超声摸式：持续和脉冲；2 脉冲频率： 

100Hz, 占空比5%. 10%. 20%. 33%, 50%. 80%. 100%; 3．有效声强： 

持续棋式：0 -2W/cm2; 脉冲模式：D-3W/cai'. 

用于暖解疼痛、肌肉痉李、关节挛缩、滑班
炎、上解炎、韧带扭伤、肌硅炎、绝痕组织
愈合、肌肉拉伤． 

了
  

130 A032 005 医用超声波仪

器及设备 

超声手术系统（超声

刀） 

L侧向热损伤平均值续2mmi2．滋励颇率、尖端震动顺率：55土 lk」1z: 
3．尖端主振幅：50'-l00&'m; 4.驱动换能器最大功率：33士10W. 静态

电功率‘20W. 

用于外科手术过程中的分离、抓持、切创、 
凝闭等功能． 了

  

131 A032 005 医用翅声波仪

器及设备 

超声手术系统（吸引

刀） 

1．电致伸缩技术，机电转换率）95%; 2. 具有超声吸引及电凝功能．具

有红外传感无线脚踏‘ 3．四种模式：冲洗摸式、纯凝模式、展动电凝
模式、超吸棋式． 

用于术中对肿瘤进行吸引乳化．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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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2021年版） 

序号 品目编码及名称 产品名称 主要性能指标 功能成应用场最 

审核建议比例 

备注 全部果 

臀 
配比采．本．产晶 

75% 漪 2界 

1
3
2
 

 

A032005 医用超声波仪

器及设备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具各心脏超声） 

l 高分辨率液晶显示器 )21. 5英寸，分辨率1920X 1080; 2. 触换屏可以

与主显示器实时同步显示动态图像；3. 单晶体纯净波探头技术、动态
范围多320Db; 4. 心肌应变定量〔sQ）、支持心脏容积功能；5‘具备弹
性成像、三维成像技术。 

用于成人心脏、儿童心脏，新生儿心脏及胎
儿心脏、血管（外周、脑血管）、腹部、浅 

表器官， 	维和实时三维鲜胸及经食管超声 

心动图成像． 

了
  

133 
A03200.5 医用超声波仪

器及设备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具备乎术定位引导） 

1. 触摸解可以与主显示器实时同步显示动态图像：2，具备单晶休纯净
波探头技术、动态范围）320Db; 3. 具备心肌应变定量 (SU)、支持心脏
容积功能． 

用于泌尿系统（肾卜腺、肾脏、愉尿管、膀
肮、前列腺等）肿瘤占位的影像学诊断，介
入治疗，术中定位，结石病变定位、穿刺1 
引流．膀胧穿刺造续等治疗． 

4
  

＋三 医用．先仪．及设各 

134 
A032006 医用激光仪器

及设备 
二氧化碳激光治疗仪 

工激光介质： 几叙化碳；2. 激光发射的峰值功率）200W;3 平均功率 
?40W; 激光能量）120mj; 穿透深度?8O0IAo 

用于治疗座疮、改再色素沉着和光老化问
题．刺激胶原新斗，用于白斑风、银屑病、 
遗传过敏性皮炎和白斑病的治疗 p 

4
  

135 A032006 医用微光仪器

及设备 
双波长激光治疗系统 

I.光纤终端输出平均功率：50~120W; 2 激光能量输出刁、稳定度（ 

士5%; 3. 脉冲宽度：200-800 ii 

通过对人体组织的汽化、碳化，凝尚和照
射．用于治拧鼻炎、高脂血、高粘血症状的
缓解等疾病．也可用于改稗皮肤质地、座疮
海痕等美容治疗。 

4
  

t36 
A032006 医用激光仪器

及设备 

激光／强脉冲光治疗系统 

（光子） 

I.光纤终端输出平均功率：50~120W: 2. 激光能量输出不稳定度（ 

士 5%; 3 脉冲宽度：200~HOD ps. 

用于治抒 疮、改善色素沉着问题、光老化
问题，刺激胶原新牛，达到面部嫩肤、收缩

毛孔、紧致皮肤、深层改善肤质、祛除色斑 
、抗衰老等治疗． 

4
  

137 
A032006 医用激光仪器

及设备 
激光治疗机 

1 激光发射的峰值功率?r200W: 2 平均功率）40W; 3. 激光能量） 

120rnJ; 4 穿透深度要8OOPm. 

用于软组织的汽化、碳化、凝固和照射，用 
于口腔粘膜病，血管瘤病变．以及血管瘤、 
鲜红斑痣、血管畸形类的血管性疾病治疗等 4

  

138 
A032006 医用激光仪器

及设备 

准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治

疗机 

l 徽光波长：193nm士Snn; 2. 脉冲持续时间：2Ons士20%: 3，激光脉冲

频率：1. 5-lOIIz C标准治疗）;4 术区激光能量密度：160mJ/cgf士 20% 用于切削角膜、矫 11 屈光不 II （除远视）. 4
  

139 
A032006 医用激光仪器

及设备 
钦激光乎术系统一 l劝平）120W; 2 脉冲能量范围：0.2-6玉 3. 频率：4. 5-80h1z. - 

用于经皮肾镜下肾结石（普通结石、铸形结

石、鹿角形结石、复杂性结石等）、经皮肾
镜下肾孟结石〔尤其是大结石）钦激光碎石洁 
1; 手术、经尿道钦激光前列腺汽化切割． 

4
  

140 
A032006 医用激光仪器

及设备 
Q开关红宝右激光治疗机 里输出功率：50-150W; 2 激光输出功率4'稳定度（士5％。 

用于口腔粘膜病、血管瘤病变，血管瘤、鲜
红斑痣、血管畸形类的血管性疾病治疗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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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2021年版） 

序号 品目．码及名称 产品名称 主要性能指标 功能或应用场景 

审核建议比例 

摊
  }

m
a
 

 

．比果劝本国产晶 

7" 拼 2猫 

141 A032 006 医用激光仪器

及设备 
高能激光治疗仪 

1.渔光发射的峰值功率爵20OW; 2．光纤终端输出平均功率50~12O; 
3. 滋光能童输出不稳定度（士5%; 4. 脉冲宽度：200~BOO i's. 

用于治疗局部炎症、疼痛、痉攀及创伤以及
疼病科、骨伤科、运动医学科等科室． 4

  

142 A032 006 医用激光仪器

及设备 
铁激光治疗机 最大功率不小于100w, 具有调节档位． 用于泌尿系统肿油的切除手术． 4 

143 
A032006 医用激光仪器

及设备 
半导体激光治疗机 

1．光纤终端输出平均功率：50~120W; 2.激光能量输出不稳定度‘ 
土5%; 3. 脉冲宽度月 20fr-8001's, 

用于软组织的汽化、碳化、凝固和照射．用 

4
  

于口腔粘膜病卜血管月病变护血管瘤、鲜红
斑痣、血管畸形类的血管性疾病治疗等． 

＋四 医用内．镜 

144 A032 007 医用内窥镜 
内窥镜摄影系统（胆道

镜） 

1．摄像头上遥控功能妻12种留 2．管道内径．直径2・口： 3. 总长度〕 

600mm. 
用于肝胆胰系统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4 

145 A032007 医用内窥镜 
内窥镜摄影系统（推间

孔镜） 

射颇系统输出频率：满足单极频率）3姗lz、双极频率）1. 5Wlz, 增加

增强双极进大输出功率）100W. 
用于所有类型椎间盘突出，部分椎间孔狭窄 
、推管狭窄、臂柱结核等手术． 

4 

146 A032 007 医用内窥镜 
内窥镜摄影系统 (3D腹
腔镜） 

I-. 支持术中同时输出独立的3D和20全高清信号，分别显示3D和20手术

画面：2. 3D电子镜像素为1920X 1080, 双路loBop采集．最大景深不小
于200mm，可远距离观察．视野范围要80。． 

用于内窥镜诊断，治疗或手术中与光学内窥
镜连接．人体体腔视场区域图像采集、处理
井传输至监视器． 

了
  

147 A032007 医用内窥镜 胸腔镜系统 
l．光学图像解析度? 100万像素：2. 物方分辨串?25LP/mm; 3.帧率） 

50帧／秒． 
用于胸外科的内窥镜微创手术． 4

  

l48 .4032007 医用内窥镜 宫腔镜检查镜 30度斜视镜．直径2.9毫米，超广角． 
用于子宫腔内出血性疾病和宫内病变检查、 

4
  

治疗． 

149 A032007 医用内窥镜 关节镜及器械 用于骨科检查和手术． 子
  

L可提供多种直径的刨刀和磨头：2. 刨削手柄可高温高压消毒，感应
式踏板． 

＋五 
物泊疗、・妞及体有

泊拧位．设告 

150 .4032008 物理治疗、康

复及体育治疗仪器设备 
体外冲击波治疗仪 1. 冲击波能盆密度：0. 013M3/cnf 士15%, 2. 机器通道数）2. 

用于治疗因为长期劳作、运动．出现纤雄、 
钙化组织，造成的疼捕以及肌肉肌破、软组 
织挫伤，网球肘、跟痛病、腆映炎等疾病． 

4
  

15L 
.4032008 物理治疗、康

复及体育治疗仪器设备 

下肢外骨骼康复系统 

（下肢康复训练设备） 

1. 步行速度17m/min, 工作温度：10~40t; 2．最大承重：100kg・ 最

低身高言 155cm，最商身高：185cm; 3．行走模式下电池续航时间）8h 鬓雏婴黑装器颤扩然行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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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2021年版） 

序号 品目编码及名称 产品名称 主要性能指标 功能或应用场景 

审核建议！么例 

拢
  

全部采 配比采．本国产品 

，登 7' 漪 2" 

152 
A032008 物理治疗、康

复及体育治疗仪器设备 

射频治疗仪〔静脉腔内

射频闭合发生器） 

1. 测定并显示射频输出的肘频输出功率，负载阻抗．和射频传输的持
续时间；2．射频发斗器可同时与设备中的传感器连接以便在射频传输
时持续显示测定的温度． 

用于消化道内非食管静脉曲张出血的止血以

及消化道肿瘤的摘除以及下肢浅静脉曲张的
射频治疗． 

4
  

153 
A032008 物理治疗、康 

微波消融治疗仪 
l 微波频率：2450士30Mhlz; 2. 微波泄砚蕊1mW/cm4: 3. 具备脉冲、三
角波、【！玄波、连续波！作方式． 

用于肝脏肿栩的经皮、腹腔镜和开腹术中消
融治疗。 

4 
复及休育治疗仪器设备 

154 
A032 008 物理治疗、康

复及体育治疗仪器设备 
射频消融系统 

I.控制台主机具有功能）2种，射频消融和刨削；射频输出功率） 
SCOw: 2 射颇消触切割功率多档可调，调节档位?'ll级． 

用于治疗消化道平坦型卜皮内瘤变．限于粘
膜层病变．用于治疗巴瑞特食管。 护

  

155 
A032008 物理治疗、康 

体外冲击波碎石机 
I.冲击波压力范围：20-50Mpa: 2. 治疗深度异134mm: 3. 治疗电压：7 
--12kv; 4 冲击波能量：20~S叮． 用于泌尿、胆道系各类结石治疗． 4

  
复及休育治疗仪器设备 

156 
A032008 物理治疗、康

复及体育治疗仪器设备 
1 臭氧浓度误差：士4%; 2 臭氧浓度；0-8W'g/mL; 3 医用臭氧浓度
调节方式：步长 tug/nt连续可调。 

用于臭氧疼痛治疗、臭氧大自血及免疫疗法
等‘ 4

  
医用臭氧治疗仪 

157 
A032008 物理治疗、康

复及休育治疗仪器设备 

有氧运动训练设备（反

重力跑台） 
承适合受重量全180kg. 川于心血管疾病患者的有氧运动康复治疗． 4 

158 
A032008 物理治疗、康

复及休育治疗仪器设备 
康复训练器械系统 

配有在独立的局域网内，能实现低负荷、同轴心、视觉及听觉反馈训
练机制． 

川于提高心血管系统、脑血管患者的身体机
能。 了

  

159 
A032008 物理治疗、康

复及体育治疗仪器设备 
电动牵引床 1 对抗加力牵引行程多100m; 2. 具备四维立体全方位牵引功能。 

用于供颈、腰椎、下肢等适应症的牵引治疗 
4
  

160 
A032008 物理治疗、康

复及休育治疗仪器设备 
骨科牵引床 用于骨科的梢准牵引治疗． 4

  

1 具备电动升降、床面东石倾斜、头高脚低位、头低脚高位、腿部段
电动升降、腿板「卜调节、腿板分叉、头部段」下调 fl; 2 偏心床柱
翻l：要求床面最大无阻挡透x光区域）1fi5Onnni; 3 具备适应各外科手

术的选配配件：如骨科牵引架、神经外科头架、整形外科附件等． 

十六 医用．共祖没奋 

161 
A032010 医用磁共振设

各 
磁共振成像系统（MRI) 1 上磁场咙度公5T; 2 谱仪及射颇系统通道数）l6;: 3 零液氮挥发． 

临床用超导磁共振上要有1.5T和3T磁共振， 

磁共振通过体内质子共振原理对器官和组织
进行成像，用于身体内部的疾病检查及术后
评价 t 磁共振磁场强度越高．图像分辨率越
高．高场强的磁共振可以用于脑部神经成
像．可对老年痴呆等神经性疾病进行诊断． 

了
  

医用璐设备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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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2021年版） 

序号 晶目偏码及名称 产品名称 主要性能指标 功能成应用场景 

审核建议比例 

摊
  

全郁来 

骨 
．比来．木・产品 

7" 踢 2" 

162 A032011 医用x线设备 
数字化x射线摄影系统 

(0R) 
1. 高压发生器功率）5OkW; 2. 空间分辨率）3. Sip/mm. 

用于数字化x线摄影检查．适用于放射科、骨
科、病房、急诊室、手术室、'CU等科室．满
足人体头部、四肢、脚腔、脊柱、腰推、腹
部等全身各部位的数字化摄影需要． 

4
  

163 A032011 医用x线设备 
口腔x射线计算机体层摄

影系统 

1. 稳定的射线发生系统（高压发生器：5O~90kV; 球管热容量） 
5OkHU):2 动态平板探侧器，锥形束a算法‘ 3‘单次扫描视野： 
161K130口（中 xh) ．非拼接． 

用于获取口腔领面部的x射线体层图像、全景
图像以及头颅侧位图像． 甲

  

164 A03201 I 医用x线设备 x线骨密度仪 
l具各直接数字化探测器卜2．具备人工智能辅助摆位和一艘多扫功能 

用于早期诊断骨质疏松及骨折风险度预钡，. 4 

165 A032011 医用x线设备 数字化x线乳腺摄影机 
1. 稳定射线发生系统（高压发生器）5kW);2 探侧野优于24 X 30cm, 
空间分辨率妻6LP/mm; 具备自动曝光功能． 用于乳腺癌的筛查和诊断． 4

  

166 A032011 医用x线设备 
x射线计算机体层摄影设

备 
l．球管热容量〕5W1ll;2．探铡器排数）16, 用于对x射线信号进行计算机处理，为诊断提

供重建影像． 4
  

167 A032011 医用x线设备 图像引导放疗定位系统 
1. 主机孔径〕8Ocm: 2.CT旋转速度〕0. 44s／圈：3. 最大扫描视野SFOV 
爵6O0imii. 

用于放疗设备的模拟定位，产品与放疗系统
组合使用，用干息者放射治疗的图像引导摆
位验证． 

4
  

＋八 医用高能创故设任 

168 A032013 医用高能射线

设备 
医用直线加速器 

1. X射线放射弧度）6MeY;2．工so等中心精度CO. 5mm; 3．治疗机头旋转

范围）440'. 用于肿溜放射治疗． 4 

169 
A032013 医用高能射线

设备 
三维放射治疗计划系统 

1．由软件安装光盘和随机文件组成；2．能够兼容现有科室肿瘤信息系
统‘大型放疗设各及计划系统． 

用于放射治疗靶区自动勾画，制定x射线外照 
4
  

射的三维放射治疗计划． 

170 A032013 医用高能射线

设备 

图像引导加速器放疗系

统 

L，加速器最大剂量率）600mU/min, X射线放射强度）6MeV; 2.圈像采

集频率〕心帧／,:3，支持三维图像引导放疗，图像引导精度＜1田口；生

支持动态旋转调强放疗技术． 

用于逆向动态三维适形调强、静态三维适形 
调强、三维适形、工‘盗r图像引导、容积旋转 
调弧、 SBRT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等全面放疗． 

4
  

十九 姐举设奋 

171 A032014 核医学设备 
x线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

仪（PET/a) 

l．空间分辨率C3. 5,mn（距中心1cm处）;2，轴向视野李240nnn; 3．灵敏 

度 	1Ocps/kBq (420-'65OkeV. 3D):4.TOF时间分辨率C400ps; 
5. CT探翻器排数）16. 

用于对人体进行核医学影像检查．辅助医护
人员对疾病的诊断和病症的评估．肿启、心 4

  脑血管的正电子成像诊断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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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2021年版） 

序号 品目．码及名称 产品名称 主要性能指标 功能或应用场景 

审核建议比例 

备注 全娜采 

呀 
配比采．本・产晶 

7" 明 2" 

172 A032014 核医学设备 
止电子发射磁共振成像

系统（PETIMR) 

1. PET空间分辨率毛3m; 2. PET灵敏度）[lcps/kBq; 3.MR工做场强度） 

31, 梯度强度）40mT/m, 梯度切换率?200T/mls; 4.TOF时间分辨率共 
400ps. 

用于对人体进行核医学影像检查，辅助医护

人员对疾病的诊断和病症的评估 用于腹部
等软组织的细微成像以及预后诊断． 

4
  

国内供应
商少于3家 

173 A032014 核医学设备 
1SF标记放射化学合成系

统 

1. EDO产率70%; 2 每次合成前都进行自检，保证稳定性；3 可升级， 

可提供超过20种示踪剂的合成：4．内置制备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IIPLC) 系统，可进行梯度淋洗． 

川于1SF标记的新型 J｝电了药物合成。 4
  

＝十 
医用创故防护材料和设

奋 

工 74 
A032015 医用射线防护

材料和设备 
」卜电子药物合成热室 

内腔结构；医药级不锈钢无缝焊接，放射气体外排100%: 额定风量分 

100立方米／小时；内腔门隔离式压力密封：送风过滤1 空气高效过

滤，对于03微米及以｝微粒的过滤效率达到，9,,％以卜；排风过滤： 
100％外排，具备IIEPA及放射性吸附过滤器：热室控制：辐射屏蔽符合 

ICRP辐射安全环境标准．满足所有化学合成盟的安装。 

川于放射性药品制备，保证和放射性职业照
射防护、放射性废气的达标排放． 孑

  

＝十一 临床橄设告 

175 A032017 临床检验设备 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 

1. 检测技分类参数数日?r35, 异 2个六方图，)3个散射图t2．多种质

控方式，包括Xhar XharR、 x田、L-j等：3 检测速度： 
C日C+0IFF十CRP:?60样本／h。 

川干常规血细胞分析，对血液中血液细胞训
数、白细胞五分类或白细胞三分类、血红蛋
白浓度测量和C反应蛋白浓度测量。 

7
  

l了6 生化免疫分析系统 
1 白动 'U成｝样‘预处理衬孵育、・ 洗脱、检测、结果分析和报告等全 

部过程；2 处理速度： 	, so测试lb（免丧），多600测试/h（牛化）; 
3. 支持急诊检测：具备单个样本．独立通道急诊样本随机插入功能。 

用于常规血液免疫分析．与适配试剂配合使
用．用于人体样本中待测物的定性或定量分
析． 

4
  

A032017 临床检验设备 

177 A032017 II 床检验设备 数字切片扫描系统 
1.20倍物镜扫描分辨率（0. Sum/pixel; 2.40倍物镜扫描分辨率‘ 

025uni/pixel:3 可实现40倍扣描。 

川于病理组织切片的数字化扫描，便于集体
阅片、远程交流、科研分析、数字教学等． 4

  

1了8 A032017 临床检验设备 冰冻切片机 
！切片厚度：I~IOOpm; 2 具备厚度设置功能，1.10 ii U', 增量值（ 
lpm. 

用于快速制冷样木，井在高精度切片系统的
支撑下进行切片。 J

  

179 A032017 临床检验设备 全自动凝血分析仪 
l 检测速度：CD模式井 I00T/II，报告参数）30个：2. 检测功能：包括

血细胞计数十白细胞五分类十网织红细胞分析十有核红细胞分析＋体液分
析：可与CR1'分析仪组合形成级联流水线或一体机。 

用于快速对全血凝血功能和血小板功能的动
态捡测，指子血制品有效合理输注口指导肝
素和鱼精蛋自的使用等． 

4
  

180 A032017 临床检验设备 
全自动毛细管电泳系统 

(2D电泳系统） 

1 白动斑点检测 白动拍除背景确定斑点，应用高斯棋型将重橇的斑

点区分开来．100块同时白动胶匹配：2．分析对比结果建立数据库，文

字文件网络多种来源形式进行注释．自动控制切胶系统，与质谱数据

链接系统、 

用于公共 11生体系构建硬件设施设各平台． 

对不同蛋白和核酸等大分了进行分析。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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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2021年版） 

序号 品目编码及名称 产品名称 主要性能指标 功能或应用场景 

审核建议比例 

全娜来 
n,I
ma7 

．比来・本国产昌 备注 

日！ ‘" 2" 

181 A032017 II 床检验设备 
全自动细胞形态学分析

仪 

1．形态学分析：能对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的形态学必数进行定盘
分析；2.检铡速度：外周血涂片分类．完全分类100个・BC'30张／h: 
分析1000个RBC+PLT 4o张／h; 3.推片支持类型：应可接受自动化徐片
染片机、手工推片染片等方法制备的涂片． 

用于测试血液中红细胞和血小板的数目以及
体积分布、血红蛋白的浓度、白细胞的总数
并进行分类． 

廿
  

182 A032017 ！后床检验设备 
模块化生化免疫分析系

统 

1．生化分析模块由样品器、取样装置、反应池、保温器、检测器、微
处理器级成：2．免疫分析模块由加样模块、反应模块、光学检测模块 
、数据处理模块、温育温控模块、清洗分离棋块组成． 

用于有效缩短标本实验室内周转时间 (TAT时 

4
  }

 
 

间），降低操作人员生物安全风险．提高实
验室检测效率，降低标本周转时间．实现检
测的标准化、自动化． 

183 A032017 I临床检验设备 全自动样品前处理系统 
L 可连接的线上设备种类多，包括生化、免疫、血球、血凝、I'CR仪 
答：2. 整体处理速度：1400样本八，进样区：600标本，速度为2500管
八：3．对溶血、脂血、黄疽样本的自动识别率高． 

用于临床持检样本处理，实现现有生化、免
疫、凝血等离线版设备整体上线，提高检测
质且． 

4
  

18魂 A032017 ！临床检验设备 C
 
电
 
解
 
质
 

/
 
生
 
化
 
分
 

血
析
 
气
仪
 

用于各种急、危、重症．尤其是呼吸衰竭的
诊断、治疗和抢救以及低氧血症的判断． 护

  

1．测量方式：并行通道设计，血气、电解质、生化各模块可单独测
且：2‘定标时间间隔盆 2点定标时间间隔可设置4、日、 12小时（标准） 
各时段可选，总定标时间间隔最长达24小时：3．定标方式：全液体定
标：4．分析时间：结果显示时间‘2口i。． 

185 A032017 临床检验设备 全自动尿液分析系统 
L 测定项目．尿液测定项目）14项，可以自动报告肌酥r 尿徽且白蛋
白，尿徽最白蛋白／肌醉，蛋白／肌醉比值：2．试纸条特性：能抗v℃干
扰，能抑制共存物质间相影响，室温保存l 年． 

用于尿 l0项、11项和12项铡试，提供临床诊
断相关信息． 4

  

1日6 A032017 II 床检验设备 rd 液基细胞制片机 

1. 支持急诊模式．可随时哲停当前批次以运行急诊标本‘ 2．支持同一
标本制出多种玻片的功能．最多可重复制备10张玻片：3．具有自动监
曾程序，可通过多个摄像头与条码检查程序检查保存液瓶条形码与玻
片标签是否匹配以确保正确对应． 

用于痰、胸膜腔液基、尿等细胞学标本进行
细胞收集及平铺、染色，对肺癌、乳腺癌、 
前列腺癌、膀胧癌、胃癌、肝痛、神经系统
肿摺等其他部位的癌浦及早期病变的诊断． 

4
  

187 A032017 II 床检验设备 生物组织自动脱水机 
L 具备磁力棒搅拌功能，重复循环式搅拌（泵入z泵出）功能，保证脱
水效果：2．蜡缸温度范围：40-45‘试剂沮度范围：室温．30-
550; 3.最大包埋盒处理量）300. 

用于对人体或动植物组织自动按程序浸入各
种溶剂进行脱水、透明、浸蜡等病理分析前
处理． 

4
  

工88 A032017 临床检验设备 全自动血型分析系统 
1. 测试的精度和准确度：血型侧定与抗人球蛋白侧定符合率达到 
100%; 2.探针 1个探针．1个探针泵．l个冲洗位卫，试剂盅和凝块探 
测功能． 	~ 

用于血型分析． 4
  

189 A032017 临床检验设备 
全自动心肌标志物检测

仪 

i. 	枪侧功能具有机内自动红细胞压积 (}ICT）检测功能；2. 位侧速 
度：侧试速度30测试八：3．主试剂位：最多15个在机试剂位，240个测
试． 

用于对患者cmr、 BNP,MY0、CKMB. 等心肌
项目的检测。 4

  

190 A032017 临床检验设备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l．分光光度法侧试速度）2O00侧试/h. 离子选择电极法测试速度）900 

用于血生化项目．肝功能、肾功能、血茄血
脂、电解质、心肌防谱等检测． 4

  
测试lb; 2.波长范圈．340~ 800nm，分析波长 12个，单双波长测
试：3．在机常规样品位）35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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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J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2021年版） 

序号 品目编码及名称 产品名称 主要性能指标 

审核建议比例 

摊
  

功能或应用场景 全郁采 配比采钧本国产品 

俄 7, 琳 2" 

191 A032017 临床检验设备 冰冻血浆解冻仪 
1. 溶解温度：37"45t: 2 容量：4-8袋．冻融时间：血浆10-20min 

用于溶解冰冻血浆。 了 

192 A0320171愉床检验设备 全自动生物芯片分析仪 
1 芯片通量〕10种病原生物靶标／芯片；2. 检测灵敏度：[0拷贝病原牛

枷NA或DNA;3．反应升温速度）25tIs: 魂．温度控制精度：士02℃。 
用于对疑似病原体携带者进行分了生物学的
多重快速筛查鉴定． 

子
  

193 A032017 ！陆床检验设备 
基因测序仪（二代测序

平台） 

】高通量敛据）150亿（15G)碱基数据／反应：2 单次测序通量：l5Gh: 

3- 鉴定时间蕊9小时；4. 可同时进行384个样品的3000重PCR产物的测

序；5‘数据准确率高：2X7Sbp, Q30>85%; 2)< 150hp. Q30>80%: 
2x300hp, Q30>80%, 

用于宏基因检测、细菌检测、病毒检测、转
基因测序、Dcn。v。测序、mRNARI序、小 

RNA测序等． 

护
  

阴
  

A032017 临床检验设备 多功能酶标仪 

i. 	作温度：室温*4C~ 45℃，士0.2℃: 2.00分辨率；0. 000100; 测 

量范围：0"4.00D: 00准确性＜1%; 00重复性＜0. 5%: 3. 光栅：顶部

夏2. 5pM荧光索：底部5pM荧光素：滤光片（0. 2501荧光素・ 
用于血清抗体的检测和诊断项日 ・  J

  

195 A032017 临床检验设备 全自动核酸提取仪 
1 并行处理样品数量能力?r14: 2．移液体积：50'l000pL: 3 移液精

度：士2%; 心 白带加热系统． 

用于从各种不同类型的样本中（血液、血洁 
、各种组织、动物源性饲料、柑水等）提取

总核酸（包括DNA. RNA或总核酸）. 
甲
  

196 A032017 临床检验设备 血小板聚集仪 1 通遒数）2:2．具备原厂校准物． 
用于血常规检测项日、凝血四项检测项日等 创 

197 A0320171陇床检验设备 
全自动血液休液分析系

统 

1 脸测参数：能够提供）30项测试参散以及洲个图形：2. 检测速度） 

100样木/h: 3 检测模式 tCBC. CBC+OIPF. 

用于人体健康休检和传染病的筛查和鉴别诊

断． 
7
  

198 A0320171愉床检验设备 
免疫荧光分析仪（全自

动免疫分析系统） 

l 测试容量：同时进行）10个小同测试；2. 采用多参数分析仪，拥有2 

个独立的反应仓，各含6个试验通道，2个仓独立运作井可分开启动， 川于人体样本的荧光免疫检测， 了
  仪器最少可同时进行2个参数分析：.3.检测系统：内置荧光扫描器阅读 

2个反应仓内试条的荧光值。 

19g A0320171临床检验设备 自动菌落成像分析系统 
1 相机分辨率妻1200万像索：2.i 1数? 1000个菌落Is: 3・ 最小计数菌

落（0. 05mm: 4 抑菌圈测量精确度：士0. 3mm, 

用于微件物检测菌落总数计数和抑菌圈分析 
铲
  

200 A032017 临床检验设备 全自动酶免分析仪 

1 同时在线检测项日数量?20，同一板卜可同时运行项日数量）11: 

2，标木位数量多192, 试刘位数量）10, 控温孵育位数量）l0: 3・ 加样 

誉盟煞R4.黯滩群轰淤5 (10 u 1H) .精笛翼 75% (100p1811; 	 fl+5t46t. tfl+/it: 6. 

测量通道致量）12. 测量范围：0-4. 00000: 7.分辨率（0. 00100. 

用于艾滋病毒、乙肝病毒、甲肝病毒、丙肝
病毒、戊肝病毒的检领（和诊断． .

  

201 A032017 临床检验设备 
乳腺外科乎术标本成像

系统 猛蹂黔孟E101plmni藻黯甜璧范围：20"401cV; 3 一键「用于乳房手术标本成像活检标本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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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2021年版） 

序号 品目．码及名称 产品名称 主要性能指标 功能或应用场景 

审核建议比例 

耗
  

姗

m
a
 

 

比采．本国产晶 

75% 哪 2" 

202 A032017 临床检验设备 全自动质谱分析系统 
1. 流且范围：0. 001-5. OniL/min. 递增*0.001 inL/unnin; 2. 流盘精度 
(0. 07%RSD，进样精度CO. l5%RSD, 3. 温度稳定性：士0.OSt; 4.最
大扫描速率：I 7000amu/s. 

用于确定人体样本中的无机或有机化合物（如
铅、汞和药物成分等〕，临床主要用于对内源
性物质〔如氨基酸类、肉毒碱和．类物质） 
、外源性药物进行定性定盆分析． 

了
  

203 A032017 ！洽床检验设备 
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

仪 

l．色谱泵一体式独立柱塞：致控直线驱动色谱泵技术言 2．双压力传感
器反谊回路，最大操作压力18000-l9000psi; 3. 流址精度＜ 
0. 075%RSD. 

用于儿茶肠胺等痕最小分子物质、内源性激 
7
  

国内供应
商少于3家 素检测及治疗药物监侧． 

204 A032017 临床检验设备 实时荧光定量PC刚义 
t．最大升温速度〕4.8 tIn; 2.控温误差：士0. 1 ℃：3. 温度均一 
性．  士0.  1 ℃． 	 一 

用于DNA或RNA的绝对定最分析、基因表达差 4 
异分析及基因分型检测等飞户一 一 － 

2Os A032017 临床检验设备 
全自动核酸快速分析仪 
〔全自动核酸提纯及荧

光I'CR分析系统） 

上使用实时定量PCR技术来完成诊断的目的．患者样本的核酸提取、扩
增和检侧在同一个处理单元中自动完成；2．处理单元参跳 16色实时
定量荧光检测，栓测和激发波长如下：通道嫩发（n动发射 (nm);1 
375-405420480; 2450-495510-535; 3500-550565书的；4555-590 
60&650; 5530-650665-685; 663G-650>700; 3. 2荧光染料浓度检侧
下限>lnm; 3.温控参数：.）加热速率（最大）：从Sot到95t是lot 
Is; b)冷却速率〔最大〕：从 95t到 50℃是2. 5t/秒，e)温度持续
时间精度：设定时间士1.Os; d)温度精度：从60t到95℃是士1.Ot. 

用于对待侧样本核酸进行全自动体外扩增检

测． 护
  

206 A032017 临床检验设备 数字PCR仪 
1．平均升温速率：从48t-'90t, 应不小于1. St/S; 2.平均降温速
率：从got -sot，应不小干1. St儿；3 检侧和分析通量：961、样品 用于核酸和单分子核酸定最检测． 了

  

国内供应
商少于3家 

207 A032017 临床检验设备 普通PC州义 
L 高分辨率彩色液晶触摸显示．实时显示温控及运行状态‘ 2．具有动 

用于房原徽生物、植物转荃因等样品的核酸
扩增检测． J

  
态温度梯度功能：3. 梯度温控范围：30-lOot; 4.梯度温差范围：l 
~2it, 

208 A032017 临床检验设备 荧光（生物）显微镜 

1. 显微镜镜体：可连接双成像成三成像系统．支持明场、暗场、荧光 
、相差等观寮方式：2. 透射光照明装置：100*卤素灯透射光照明装 

用子对生物标本或其他徽小物体的自体荧光
或继发荧光进行观察和摄影． 4

  
皿，视场可变光阂可调．带滚光镜高度限位器，外置电源供应器；3. 
荧光照明装置：备有视场可变光阑，滤光片插板，荧光健色镜盒：备
有可装入8个滤色债立体婉套的转盘式编码型滤色镜盒，内装光闸． 

2的 A032017 临床检验设备 
飞．最高转速）2O0OOrpm, 最大相对离心力 t6OOOOX g，最大容且） 
4Xl000m; 2.驱动系统：无碳剧大力矩电机直接驱动，无须齿轮变速
装置和皮带传动系统：3. 温度控制范圈侣 "10t"+40t. 

用于悬浮液沉淀分离． 4
  

多功能高速离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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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2021年版） 

序号 品目编码及名称 产品名称 主要性能指标 功能或应用场景 

审核建议比例 

摊
  

全娜采 

男 
配比采．本．产品 

7" 拼 2" 

210 八03201了 l临床检验设备 
便携式多病原微生物核

酸检测系统 

I. 部件兼容性：兼容市售8联 'CR管和0. 2 p LPCR管：2. 单检测反应体系 

(20pL; 3.同时满足荧光PCR检测、1AMP、 RPA等温检测等；4. 具备溶
解曲线功能，溶解曲线温度分辨率；OAt: 5 整机重量 2. 5kg. 

用于样品中病原的检测和分析． 了
  

21! A032017 临床检验设备 
一站式多重病原体分子

检测系统 

l 单台设备完成核酸提取1 核酸纯化、PCR扩增、信号检测与结果分

析；2，单次反应病原体靶标检测个数：2？种： 3 可同时完成病原体0NA 

与RNA的打、增和检测： 4．检测种类：细菌、亢菌、病毒、寄生虫、耐药

基因：5‘仪器检侧时间：'65分钟。 

用于对传染病疑似病例（ l 呼吸道感染、胃
肠道感染、血流感染测、脑膜炎／脑炎感染） 

样木中多种病原体‘细菌、真菌、病毒和寄生

虫等) 核酸靶序列的同时检测 p 

矿
  

212 A032017 临床检验设备 

超微最核酸蛋自浓度侧
定仪（包括全波长酶标 

仪） 

l 波长范围：工90--刚0 urn全光谱扫描：2. 波长精度 i0. Snm, 波长分 

辨率 	!.5nm: 3 吸光值精确度10.00 IAIJ或优于1%, 吸光值准确度： 

15%at 0.75A1J at 260nm; 生核酸测量范围：0. 75-37500 ng/ 吐 

dsDt叭：5 上白测量范围：0. 04-ll2Snig/mL ESA. 

用干核酸浓度检测、蛋白浓度检测、低紫外

波段215nrn或2OSnrn测量多肚浓度、探针和蛋

白标记效率检测，190- 84 Gum全光谱扫描、 

00600菌液浓度测最、脚动力学检测、 

Buffer成分无法用紫外法检测的样品、吮代

测序样品的精确定量及项量控制、极低浓度
样品的精确定量、含有杀质或污染样品的精

确定里等． 

子
  

213 A0320 I 7 临床检验设备 革兰氏染色仪 
t 染色通量：一次可染色不少于12张玻片．每小时可染色180张：2. 运

行时间：单次染色时间在230-320秒之间．如加卜机内酒精固定，时

间在300-420秒之间。 

用于各类标本涂片的白动化革兰氏染色． 4
  

：十二 体外．环设各 

214 A032019 休外循环设备 医用纯水处理系统设备 
l 内毒素、细角去除率）99%,2．系统排空率〕99%. 无死腔；3‘系统

内分别设有原水、RU产水在线检测仪表，能随时检测及显示设备的运
行情况和产水水质情况。 

用于制备血液透析和扣关治疗用水，为多床
血液透析水处理设备。 7

  

215 A032019 体外循环设备 连续性血液净化设备 

1 多种稀释模式．可进行单独前或后稀释．或前后稀释同时进行．可

随时改变比例：2．加热系统，可安令加热置换液，最人能加热到 9t: 

3. 液体部分．血泵精度士 5%i 4．血流速度：30-4SOrnL/min (lOuiL/min 

可调），血泵精度1 士5%. 

用于体外血液净化治疗。 J
  

216 A032019 体外循环设备 血液透析机（单泵） 
1. 超滤率：0~Il/h, 可睁、乍．超沈精度‘1%; 2. 透析液温度：33~ 40 

℃，可任意调解：3 兵备白动漏血监测功能． 

用于血液透析或透析渊过的急、慢性肾功能

衰揭等治疗。 
4
  

217 A032019 体外循环设备 
血液透析滤过机（双

泵） 

双泵配叠：标准配置为血泵和功能泵，血泵和功能泵可同时运行做联 

用于血液透析、血液透析灌流联合治疗、床 

扩
  

旁血液透析治疗、血浆置换、血液涟过、血 

合治疗，也可以 it相更换单独使用，能兼容人小管径血路管道． 浆免疫吸附、特殊药物的配合治疗、腹水回

收等治疗。 

：十三 手术‘橄设备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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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2021年版） 

序号 品目编码及名称 产品名称 主要性能熊 功能或应用场最 

审核建议比例 

摊
  

全娜果 

臀 
．比采．本．产晶 

7" 漪 2" 

218 
A032022 手术急救设备

及器具 
手术无影灯 

1. 具各单术者和多术者浅表手术照明模式．深腔手术照明模式；2，具
有电动光斑调节及跟踪技术；3，自动测距并自动调节琅焦． 

用于手术室的照明．最大程度地减少由于手
术者的局部遮挡而造成的工作区域阴影． 4

  

219 
A032022 手术急救设备

及器具 
高频电刀 

1. 具有普外模式、汽化摸式、低压腔镜模式选择功能；2. 频率） 

500kHz, 具有600毫秒工作70毫秒的脉冲切割；3．单极切割）20种以上
模式可选，单机凝血）10种以上模式可选． 

用于所有外科及内镜下手术的电切及电凝． 4
  

220 
A032022 手术急救设备

及器具 
高频电外科手术系统 

1. 输出功率妻300W' 2. 具备六种愉出模式：3．低电压设计‘最高峰值
电压C4300V. 用于手术部位的切割和凝血． 4

  

221 
A03 2022 手术急救设备

及器具 
脊柱外科导航系统 

1．开放、MIs及经皮后入路脊柱手术；2．脊柱侧弯等复杂脊柱崎形手

术：3. 椎弓根螺钉固定短／长节段融合：4. 脊柱肿摺手术：5．经小关

节面姐钉和经椎板关节面蛛钉固定；6. DBS植入． 

用于臂柱（不含颈椎）外科蛛钉植入手术的
术前和术中引导，提供参考性的引导信息． 4

  

222 
A032 022 手术急救设备

及器具 
麻醉系统 

l 适用气源：场、N20、 Mr，均为0. 28-0. 6Mpa; 2‘快速供载流量：25 
~75L/nin; 3.潮气且范围：0-1500mL. 

用于手术中成人、儿童、新生儿麻醉和通气
支持． 4

  

223 
A032022 手术急救设备

及册具 
神经外科手术导航系统 

l．具备三维手术路径规划和导航定位功能；2，机械臂导航定位误差C 
1mm，机械臂重复定位精度《O. O2uim; 3．机械臂具有脚踏开关且末端受

力安全保护阴值C1N，安全保护响应时间CSOms. 

用于神经外科手术，成人神经外科手术过程
对手术器械进行空间定位和定向． 4

  

224 
A032022 手术急救设备

及器具 
（急救）转运呼吸机 

用于危急重症患者在转运期间提供生命支
持，提供有创及无创通气． 

4 1. 驱动方式＝电动电控，不依赖氧源驱动；2.通气模式：rev. WY. 
A/C. SIMY、 PSi!. CPAP. SWAP. 

225 
A032022 手术急救设备

及器具 
医用吊塔 

I.最大承载妻400kg; 2. 旋转角度）340“，定位稳定；3．抽屉l个．最

大承载妻15kg, 
用于内镜主机存放． 4 

226 
A032022 手术急救设备

及器具 
电动病床（普通档） 

工．具备一镇心衰病人椅位、一键归零位、一键检查位等多种常用体位
的快捷操作或3种以上记忆体位：2 功能．在紧急 ．具备电动及手琐 PR 用于危重病人的休息、抬疗、转运和检查等 

4
  

情况或停电时．可使床板在上升状态迅逮恢复到水平状态，方便医护
人员心肺复苏的操作． 

227 
A032022 手术急救设备 

数字化手术室 
具备手术室显示屏组模块、手术室视频路由控制摸块、高清全景摄像
系统和语音系统、存储服务和管理模块、示教室用音视频模块、示教 

用于支持远程会议．进行交流以及实现术中 4 
及器具 和远程会议模块． 

及远程的分屏、画中画等功能． 

228 
A032022 手术急救设备

及器具 
无创呼吸机 

1. 氧浓度精确调节（2P-100%) ，满足危重息者无创通气需求；2．吸

气触发、呼气切换全自动调节．保障良好人机同步：3．可预设面罩漏

气橄及呼气阅类型，实现屏幕病人端．气量监测，指导面罩佩暇是否
合适．增加忠者无创通气的依从性；4. 具备CPAP. S八、PC. MAPS等
呼吸机模式，满足！比床治疗所需． 

用于慢阻肺急性加重期、心硕性肺水肿、有
创序贯通气及免疫功能抑制等急重症患者的
呼吸支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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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2021年版） 

序号 品目编码及名称 产品名称 主要性能指标 功能或应用场景 

审核建议比例 

摊
  

全娜采 

男 
配比采．本国产品 

7" 哪 2品 

22" 
A032022 平术急救设备

及器具 
有创呼吸机 

1. 潮气量：2"-2500mL; 2. 具备PC-SHIV. PC-PSV, P-A/C, CrAP. VCV, V 
凡／CvCSHIV, VC-PSV,Bilevel（双水平正压通气）,APRV〔压力样放

通气）．压力调 Ii日标容量（PR丫C) ，室息后备通气；3 吸气峰流〕勿｝ 

- 190L/min. 吸气压力0~I IOcmlI刃；,．最高呼吸频率?9O次/min. 

用干通气和呼吸治疗，支持呼吸衰竭． 

230 
A032022 手术急救设备

及器具 
医用呼吸机 l同时具备有创、无创功能，2 能监测呼吸力学指标。 

川于呼吸衰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等重症
的呼吸支持治疗． 

护 

2
3
1
 

 

A032022 乎术急救设备

及器具 

1 分辨率）1920X ioaor, 逐行扫描：2. 具有自动增益控制和自动亮度

调节功能；3．具有白动侧光功能，也可以用面板！的测光按翎调节， 
分白动、峰值，平均三种切换． 

用干宫腔镜手术． 
全高清等离子宫腔镜电

切系统 

2
3
2
 

 

A032022 手术急救设备

及器具 

高频电外科乎术系统 

（能量平台） 

1 具备组织感应技术．红夕卜识别接口技术．主动识别器械：2. 具各腔

镜用5mm直径器械，可闭合、切割直径7mm浒关．闭合氏度）20mm. 平

均热传导范围 c i.5..;3.具备白动双极功能，通过设置时间和阻抗两

种方法控制输出，可现实电流输出参数；4．单极切割模式具有纯切、 

混切，单极凝血模式具有电灼、喷凝，双极模式具有精确、标准、宏

双极． 

用于医疗丁术中人体织织切割和凝血。 了
  

：十四 
口．科设备及摘I’. 
异 

233 
A032023 口腔科设备及

技工室器具 
口腔综合治疗机 

1 具备多功能复合脚开关；2 具各可伸缩金属器械盘．可进行135度高
温火菌消毒；3 全电脑联动～体机；4 内置式LE0背光观片灯。 

用于牙体牙物、口腔粘膜、领面外科、牙科 

Jl：畸等专科治疗，是口腔检查、诊断和治疗
专用设备． 

了
  

234 
A032023 口腔科设备及

技下室器具 
牙科种植机 I.输出功率要3O0W; 2. 泵流量：30"-l6OmL/min. 可调． 用于口腔种植． 了 

235 
A032023 口腔科设备及

技下室器具 

齿科咬合架（全可调颇

架） 

L. 颇架侧方领侧方运动为连续小间断式即刻滑动；2 面弓万向连接装
置运动场10' 即可锁定三个装置。 

制作义齿、才模时固定卜下牙合托和试验下
领可摸叩齿时使用。 

创 
国内供应
商少于3家 

236 
A032023 口腔科设备及

技丁室器具 
热熔习胶充填系统 

I,贮存温度： 20~60t; 2 电量及温度屏幕实时显示：3 配备最全的

个不同型号、锥度的 l 作尖可供选择；4.l 作‘邻孔设计，可多角度旋 用于根管治疗西 7 

237 
A032023 口腔科设备及

技「室器具 
高速涡轮乎机 

I.耗气量：30~:36L/nin: 2. 噪音蕊65dB; 3. 切宵」力：径向）11kg. 

轴向?'2. 0kg, 

用于火持高速牙科车针进行钻、脚牙等口腔

丁术． 
7
  

23R 
A032023 LI腔科设备及

技丁室器具 

全自动骨粉搅拌系统 

（骨粉制备设备） 

1. 机器转速）3000 rpm. 搅拌时间1'-'16秒可调．默认设置为6秒；2 机

器全自动进行．简单易操作13．搅拌系统带有净化消毒系统，紫外线

照射灯可进行白我净化循环． 

用于口腔手术中将牙肯碎骨研礴成骨粉．为
制作义内等提供原材料。 

239 
A032 023 口腔科设备及

技下室器具 
软凝胶制作恒温机 

1. 具有 *1种程序的默认参数，温度范围：43~75℃；2 可与高度浓缩

斗长因了的血纤维蛋白离心制造机配合使用，使所提取的PPP成者PRP 
凝胶化并保持一定的温度． 

专用于制作PRP, PPP凝胶。凝胶可用于制作
日腔才齿等模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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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2021年版） 

序号 品目・码及名称 产品名称 主要性能指标 功能成应用场景 

审核建议比例 

备注 ｝
惚
  

．比果．*．产晶 

？旅 踢 2" 

240 
A032023 口腔科设备及

技工室器具 
喷砂枪 

便拢式喷砂枪，喷矽粉的手柄可切换．进行馥上吸下的喷砂治疗・ 可

适配多款喷砂粉． 

用于快速无痛去除矫治器周围的牙菌斑和生
物膜． 了

  

241 
A032023 口腔科设备及

技工室器具 
牙科激光治疗仪 

用于复发性阿弗他溃疡、儿童及成人去龋、 
窝洞预备、窝沟封闭、根管荡洗及消毒、无
孺缝合的系带手术、软组织手术（例如级瘤 
、姐瓣切除、口腔猫膜病的治疗、组织取活
检）、激光酸蚀、盖翻术、阻生牙拔除时的
翻瓣去骨等。 

护 
一
  

I.波长：2940nm, 设各控制面板的 高可调节脉冲能量不可高于 

700mJ．同时不可低于6SOniJ; 2. 脉冲频率E5OHz. 硬组织模式下脉宽 

<650微秒，软组织模式下脉宽<850做秒‘ 3. 设备控制面板的可调节

大功率；不高于 'OW，同时不低于8W. 

242 
A032023 口腔科设备及

技工室器具 

系统具备通过用立式面弓进行面部扫描和记录、匹配面部致据等功一 r 
能，可 大程度的采集牙齿修复体制造过程中的信息． 

国内供应
商少于3家 用于立式面弓面部扫描记录． 4 领面信息采集系统 

243 
A032023 口腔科设备及

技工室器具 
牙周治疗仪 

l。尖端输出功率：3~2OW; 2 尖端展动频率：25'35kHz;3．具备无线

脚踏开关． 
用于牙周治疗． 4 

244 
A032023 口腔科设备及

技工室器具 
医用牙科3叻‘印机 

1. 层厚：5O~IOOpm; 2．网格建模体积 (xyz)z 124X70X196wm, 原始

分辨率1390. 77有效〔'PT．投影仪波长：405nm; 3．材料包装不透明、 

非活性容器，Post-Processing单独部件清洗机和萦外光固化炉． 

用于打印个性化口腔用品，如种植导板，移
植导扳，隐形矫治器的模型等口 护

  

245 
A032023 口腔科设备及

技工室器具 

医用口腔3Dt丁印机（树

脂） 

1.成型尺寸：300X200X100 mn; 2．打印层厚：低至3OPoi的水平构建

层：3．打印分辨率：x轴方向600dpi; Y轴方向600dpi; Z轴方向gOOdp' 用于诊断病变部位． 护
  

246 
A032023 口腔科设备及

技工室器具 
口腔模型扫描仪 

1. 扫描精度：5!'.i; 2．相机分辨率：500万；3．扫描速度：全牙弓‘70 

秒． 
用于修复诊断、设计、制作及术后评价． 4 

2盯 
A032023 口腔科设备及

技工室器具 

电子面弓（下领运动分

析系统） 
工．下领具有4个及以上的超声波发射器；2. 误差范围：0. In士2“。 

用于重建咬合关系或者确定咬合关系过程中
记录下领运动轨迹，为致字化治疗提供动态

数据． 
护
  

国内供应
商少于3家 

2
4
8
 

 

A032023 口腔科设备及

技工室器具 

T-SCAN牙齿咬合力分析

系统 

1. 具备电脑分析软件、数据采集器和薄膜压力传感器；2．具备动态预 

篡巍. 撇aii梦指翁l鬃黔、票孑* 熬鬓笔轰．可同时 
用于获取植体上部义齿的受力先后及受力大
小等信息，用于领面外、正崎、修复的联合
治疗中 后咬合里建的治疗． 

J
  

国内供应
商少于3家 

：十五 
翻．栩及“舰用设

奋 

249 
.k032024 病房护理及医

院通用设备 
经鼻高流量湿化治疗仪 

I.氧浓度21%-95%, 大流速60L/min; 2.辅出SIC 44mg/L温湿化气

体：3．带有内回路高温消毒功能． 

用于提供精准高流量级疗同时，解决气道湿
化、气道分泌物排出不杨的问题． 子

  

一
 

 

250 
A032024 病房护理及医

院通用设备 
肠内营养泵 

1. 连续工作时间）24h，允许停机时间）12h（连续）:2.喂养速度：1 

-400mL/hr. 增妞为lmL/hr; 3.钧送精度士10%蒯. 5mL/hr，取较大

值；魂，具备视听双重报替功能． 

用于改善息者营养状况，通过弃饲管辅入水 
、营养液和自制的一定浓度的乳液，为患者
提供营养的一种物入设备．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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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2021年版） 

序号 品目编码及名称 产品名称 主要性能指标 功能或应用场景 

审核建议比例 

摊
  

全部采 配比采角本国产品 

钳 15% ‘胜 2" 

251 
A032024 病房护理及医

院通用设备 

新生儿暖箱（婴儿光疗 1. 箱温控剖范围：25. O-'37. Ut〔高温模式：37. L-39t) ，误差） 
1.5tt 2.肤温控制范围：25. 0-37. Ot, 误差）0. 7t. 

用于早产儿及危重患儿的体温管理和治疗． 》
  暖箱、婴儿培养箱） 

252 
A032024 病房护理及医

院通用设备 
医用电动病床 

1. 床休高度调节范围?320'760imn; 2．分体式护栏附属操作控制器数
量）6:3．背板可透x光线，并配备x光片盒；生感染控制；开放式床架
结构．床板可拆卸．井可蒸汽清洁／消毒． 

用于工cU患者治疗及康复使用． 4
  

二十六 ,.．灭曲设告及．兵 

253 A032025 消毒灭菌设备

及器具 
低温蒸汽甲醛灭菌器 

1. 由火菌柜主体、管路系统、电气控制系统、蒸汽发牛册、汽化系统
组成：2. 容积：140--2000L, 

用于处理各类硬式内镜和软式内镜、眼科器

械等口 
J 

254 
A032025 消毒灭菌设备

及器目 
灭菌盒 L 卜作伍力 C25OkPa; 2 ・ 作温度（l35t。 用于存储及转运精细贵重的 r术器械． 护 

255 
A032025 消毒灭菌设备

及器具 
全自动内镜消毒机 

I.具备多级水处理系统及高压供水器；2．具各多功能伞白动灌流器， 
集成芯片电脑控制系统，各种数据可白行白由设定；3‘具各内镜测漏
系统侣配备专用高压水枪，高压气枪等组件． 

用于软式内镜的清洗、消毒／火菌、干燥． 4
  

256 
A032025 消毒灭菌设备

及器具 

过氧化氢低温等离子休

灭菌器 
1 压力传感器数量多3;2．具备片网式过氧化包加注方式：3，有效容积 
? IOOL. 

用干不能采用湿热法火苗的腔镜、管路及软
式内镜等器械的火菌 4

  

257 
A032025 消毒灭菌设备

及器具 
压力蒸汽灭菌器 I.温度显示精度：a,lt; 2 容积要 l60L; 3.腔休材料：4,锈钢． 

用于医疗用的耐热、耐湿的可重复使用的器
械、器具和物品的火菌处置． 了

  

258 
A032025 消毒灭菌设备

及器具 
医用全自动清佚机 

l 消毒温度：80-93'C; 2. 消毒时问：0'-99m1n（可调）:3.纯水／软
化水：坛力0. 2-'O. 5MPa. 流量：25kg/nu主 n. 

用干各类手术器械、器皿等物品的消洗消毒 
了
  

2ii9 A032025 消毒灭菌设备

及器具 
卡式灭菌器 

1. I 作压力C25OkPa; 21 作温度（135t; 3.具备白我检测和报移系

统。 
用于口腔小器械火菌， 4 

260 
A032025 消毒灭菌设备

及器具 
脉动真空灭菌器 

l具备三次脉动六空．六空度可达 9OKa:2 具有强力、智能脉动式深
度直空干燥功能，器械干燥后残余涅度礴、超过0. 2%, 用于耐高温耐湿物品干燥和火菌处理． 7

  

2
6
1
 

 

A032025 消毒灭菌设备

及器具 

紫外线消毒（超紫光灭

菌机器人） 

1 即离3m, 紫外线消毒机使用S"I5inin．可消火99. 99%以！微牛物
杀菌效果可以保持性8h有效：2．紫外线消毒机使用能够稳定输出波长在 
25mnm 的求齐合金灯管；3，紫外线消毒机须具有双重女全防护侦测功
能，提供360' 环形红外线动态侦测．及平板控制器震动侦测。 

川于火菌和病毒。 了
  

262 
A032025 消毒灭菌设备

及器具 

全自动清洗消毒机〔配

自动装卸载） 

工．具有白动垂汽升降少「关门 t2．具备自动故障捡侧、历史故障报警功
能；3 操作面板）l2个可选 作程序。 

用于对重复使用诊疗器械进行洁洗和高水平
消毒。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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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2021年版） 

序号 品目．码及名称 产品名称 主要性能指标 功能或应用场最 

审核建议比例 

摊
  

全娜班 

骨 
．比采．本．产昌 

?" 旗 2" 

：十七 医用任皿、冲泞设奋 

263 
A032026 医用低温、冷

疗设备 
医用控温仪 

L 控制范围：水湿范围：4-42t. 病人温度范围：30-40t 侣 2．控制

速率七开温速率）3t加in, 降温速率）5t/uiin; 3.循环水流量） 
2 ／口in：咬．连接水毯致量妻3．一机可同时携带3毯工作：5．体温控 ,3L 用于心肺复苏术后息者的亚低温治疗． 4

  温方式：双向主动智能温控技术．升温／降温自动交曹进行，能将患者
实际体温精确控制在目标体温点． 

：十八 共伯‘泞设奋 

264 A032099 其他医疗设备 远程医疗会诊系统 
具备放疗多模态数据处理系统．形变图像配准的质控功能，对相关标
准指南的完全支持，基于空间梯度的PET靶区勾画工具，完善的如CT功
能集． 

用于远程会诊计划实施． 4
  

265 A032099 其他医疗设备 

医学影像数据传输处理
软件（放疗质量控制、 

多中心临床试验及放疗

标准数据库管理平台） 

1. 采用浏览器／服务器架构．可灵活部署，无授权限制；2．可根据医院 

用于医学影像数据的管理、查看、传输和贮
存． 4

  

需求定制开发功能模块‘ 3，可获取和管理放疗设备质控数据和患者诊 
疗信息：峨．可调阅包括放疗设备质控影像、剂童学致据、患者计划验 
证数据，放疗计划、诊断影像、病理、病史等资料；5．可与医院信息 
系统、放疗计划系统、放疗信息管理系统集成，自动采集放疗的专业
数据：&‘支持面向全国的标准放疗致据的上传、下载、存储以及统计

分析． 

2
6
6
 

 
A032099 其他医疗设备 虚拟解剖平台 

1. 提供真人比例大小的平卧姿态的男女全身解剖模型与上百例可扩展
病例可视化30CT和核磁影像：2。可使用“手术刀”工具自定义选择切
面，查看任意角度、位且的截面图像：3．可多重切选目标区域，拖动

滑块查看截面图像变化． 

用于解剖教学． 厂
  

267 A032090 其他医疗设备 
由控制系统、上肢驱动机构、脉搏血氧致据接口、电刺渔器和电颐线
组成，其中电刺激器由电刺激盒和电极线组成． 

用于肢体运动功能障碍患者的主被动康复训
练． 

子 运动康复系统 

268 A032099 其他医疗设备 多功能重症康复病床 
1. 背部升降0~go.:2.膝部上升0-40':3.高低升降560-890mm; 
4. 头尾倾斜 18':5.其有手动调节心脏椅位的功能． 用于重症息者康复． 4

  

269 A032 099 其他医疗设各 
生物样本自动化存储设

备 

工．内部温度采用沉降式制冷方式．存储区域下方的样本存储区温度稳
定的保持‘-80t, 存储区域顶部为机械’运动部件及设备维护区城， 

温度令20t; 2，样品出库时仅有单板样本从 80℃环境取出到 20t挑
管区城，任愈样品取出时间C100s; 3‘可存储96规格的0. 5mL IPE盖样

晶管数盆蒸1300000, 或者可存储96规格的0. ?5niL WE盖样品管致量） 

1000000，或者可存储96规格的1.4mL TPE盖样品管数奋）650000. 

用于生物样本库存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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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2021年版） 

序号 品目编码及名称 产品名称 主要性能指标 功能或应用场景 

审核建议！名例 

备注 全部采 

骨 
配比果劝本国产晶 

76% 6件 2" 

270 A032099 其他医疗设备 高压注射器 
l 针筒式：流速0. 3-"20niL/s; 比力范围： l00'-iOOOpsi: 具备过速、 

过量、过压报警保护；2，泵管式：具备自动排气泡功能；具备单和止
回阀 t 注射编程数量）80：注册速率）8mL/s. 

用于病变部位的诊断性造影与治疗。 了
  

＝十九 海洋水文气象仪．设奋 

271 
A033301 海洋水文气象

仪器设备 
声学多普勒海流剖面仪 

1 使用深度）60m; 2. 流速准确度： l％士0. SemIs:' 3. 流速分辨率： 
用于近海水动力研究。 4

  
腼耐5: 4 流速范田：士 lOWs: 5. 层厚范围： fr-4m; 6.具备设备所在

水深流速流向功能． 

三＋ 
海洋绝・地球银仪． 

设奋 

272 
AC 33 302 海洋地质地球

物理仪器设备 

单波束水深测量系统 

（便携式） 
l 测量范围 	〔探头下）0. 5-500m: 2. 波束角度：7,.;3. h作频 
率：200kHz; 4 分拼率：loin, 

川于精确测量水深数据．高精度反射地震拖
缆从OBS精细探测的数据校，！处理等． 4

  

273 
A033302 海洋地质地球

物理仪器设备 
单道地震系统 

1. 探测深度：海底地层穿透深度?200m〔泥质海底）:2．分辨率：地

层垂直分辨率续6Ocm（泥质海底）:3‘电火花震源能量：100-
2000J: 生气泡枪频率 70- 700Hz, 

用于海域海底表层沉积结构调查及浅层地震
断裂探测等． 4

  

274 
A033302 海洋地质地球

物理仪器设备 
多波束系统 

1 最人测量水深1100Cm: 2 波柬角：发射波束角1。，接收波束角 

1';3波束稳定功能：实时横摇异士15。，纵摇）士10' ，峭摇） 
士10';4.条幅覆盖宽度多6倍水探． 

川干全覆盖水深测量． 4
  

2了5 
A033302 海洋地质地球

物理仪器设备 
浅地层剖面系统 I. {t!k炸 2--lOOm:P 2. MAJth恒禁 flS0m:, 3.;" Sfl 擎 

30khtz: 5. 地层剖面分辨率（acm, 
用干海底浅地层剖面测量． 了

  

三十～- 淘详组合观洲平台 

2?6 
A033307 海洋综合观测

平台 
Argo海洋剖面浮标 

l 使用寿命）2午:2 剖面深度：2000dhar; 3. 温度测最范围： 	t1' 

十：35C万工温度测量精度 士0.002C: 5.温度漂移＜0. 002t/5年；6 

盐度测量范围：0-40Psu: 7 盐度测量精度：士0.003PSU: 8. 盐度漂

移＜0. 0印弘此而：,．压力测量范围：0-2lOOhar: 10 压力测量精

度：士24dhar, 

川于海洋水义环境剖面敖据测量． J
  

三十二 共他淘洋级仪・设备 

2了7 
A033399 其他海洋类仪

器设备 
闪光灯信标机 1. 可见范围：5km: 2. I 作深度 	400Om: 3. 采用自容式 l 作。 用于水下设备回收． 护

  

278 
A033399 其他海洋类仪

器设备 
超短基线系统 定位精度：日标间即0. 2%'-O. 3%. 用于水下设备高挤度跟踪定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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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2021年版） 

序号 品目偏码及名称 产品名称 主要性能指标 功能成应用场景 

审核建议比例 

摊
  

以
川
产
 
来

I
  

配比来劝本国产晶 

7显 帆 2" 

三十三 ，用仪・仪农 

279 
A033401 农林牧渔专用

仪器 
高精度电子测径仪 

1. 测盘范围 大可达500-'lOOOam; 2. 内置微电脑且可拆御．所存储

的数据可以通过1158线、蓝牙或者红外无线方式即时传翰到电脑或手机
上，满足大量高精度测童工作需求． 

用于树木直径的精确测定． 4
  

2日0 
A033401 农林牧渔专用

仪器 
迷你测径仪 

侧径卡尺 大测盘范田可选，测径卡尺通过无线接收器与数据采集终
端连接，将数据传输到致据采集终端保存，满足大盘高精度测 工作 
的需求．’ 	、 }

 
 

护 用于森林茂密区域树木直径的精确测定． 

三十四 
泊．坡，钻采及人工

泊．仪． 

281 
A033 402 地质勘探。钻采

及人工地震仪器 
地震勘测系统 

1. 采用SNAP-ON技术，遒间距：0. 2-'50m; 2.效据收集单元支持多种展
源匹配． 

用于地层精细分层，活动断裂调查，构造勘
查，地热勘查等，主要服务于地调项目中水
文、工程、城市、基础矿产能源等地质勘查
工作． 

4
  

282 
A03 3402 地质勘探‘钻采

及人工地震仪器 
综合侧井设备系统 

1. 数控测井地面采集系统：可实时采集井下致据，可调节数据传输信
号等参数，具有测前测后刻度功能、恺装电组中传输数据‘ 2．高分辨
超声成像（含数据采集系统）：可测 井径、井斜、自然伽马、走时
图、反射声波振幅图、结构识别、裂隙识别： 高工作温度）70t. 

大承受压力爵20MFa, 高铡速?600m/h，定位误差‘垂直
士0. 2‘，方位角簇士1’，裂缝、孔洞分辨力Claim; 3．自然伽马、三
侧向电阻率探管1 耐压）0MPa, 耐高温）85℃. 精度优于士5cps. 

用于裂隙设别、地层分层、钻孔局部应力研
究等． 

4 

一
 

 }
 
 一

 
 

三十五 地．，用仪． 

283 A033403 地震专用仪器 无线地震预警仪 
1．位移监控探侧距离〕100m; 2. 标准工作时间）15h〔使用电池时）; 
3． 大位移精度C5oim. 倾角精度簇0.5。：4．报奋音盈〕110dB，报替 
灯亮度 	1000 in. 

用于实时监侧建筑物位移及报苦． 4
  

28魂 A033403 地震专用仪器 
动三轴双向试验测试系

统 

l．轴向加载：电液伺服控制：静态加载力：士5OkN：动态加载力： 

4OkN： 大频率：20Hz; 2．轴向变形传感肠：盘程：100mm; 线性精

度：0.25%; 3. 荷重传感器；盘程：士5OkN; 线性精度贾 0. 05%: 4.围
压压力／体积控制器：电液伺服控制，压力范围：2MPa，压力分辨率： 

0. lkPa. 动态加载频率 iOHz, 

用于各项同性和各向异性固结，VU. CD和CU 
三轴测试，体变或者孔压测量等． 4

  

2日5 A033403 地震专用仪器 共振柱侧试系统 

l．压力室：承受 大压力）1000kPa; 2. 试样尺寸直径 r50mm和70mm, 

黝敲想盐22. 5; 3.黯嘴嘿fl:。撇只嘿N*W ftf W.ffi. 	f: l000kPa, 0.25% 
膝反压范围：i000kPa, 0.25%线形． 

用于各项异性固结和动三轴测试、非饱和共
振柱侧试等．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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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2021年版） 

序号 品目偏码及名称 产品名称 主要性能指标 功能成应用场景 

审核建议比例 

豁
  

全娜果 

，碧 
配比采・木・产品 

7" 琳 2" 

286 A033403 地震专用仪器 便携式地质透视仪 

t 发射率>800kHz; 2 具有实时滤波功能，具备高通和低通滤波能

九 3. 支持大线频率范围： 卜限多400MHz：下限?4OMHz; 可白动识别

天线：4 可连续测量，扫描样点数量｝限）1024, 

川于高海拔、高纬度、高温湿情况下的城市 

、郊区及野外的断层空间展布情况分析，断
层错断地层的分布特征测量等． 

了
  

28了 A033403 地震专用仪器 电子水准仪 

生．侮公里往返测高程精度＝ 0.2mm;2．设备显示屏为液晶彩色触摸式． 

l 作温度 20-'SOt. 储藏温度 40~50t; 3.磁性阻尼补偿器补偿精
赓 0. 3~. 补偿范田士9__; 4 内存：测量数招记录量）2000O; 5. 最
小读数；0. OUr, 放人倍率：32X, 

用干跨断层定点／流动水准，区域水准观测、 
建筑物变形监铡、大震应急流动野外观测等 了

  

288 A033403 地震专用仪器 质子旋进磁力仪 

工分辨率：0.OlnT; 2‘绝对精度：上0.3nT; 3 重复精度：0. InTl 4．一

最大允许误羌：士住 Sf1; 5.测量范围：20000-70000nT; 6. 采样率 

5~6Os, 

用于地磁场数据测量，如长期地磁台观测 
站，地球物理勘探（地质．考古领域）．地震

／火山活动研究。 
护
  

289 A033403 地震专用仪器 磁通门磁力仪 

1 传感器：U. II. Z三分量，三分量正交度（20';2.测量动态范围： 

士2500nT（士2. 5%):3. 读数分辨率：0. mnl; 4.噪声水平（ 

0. lnlrms; 5 温度系数妾0.5nT/C; 6．功耗蕊3W; 7 时钟精度： 

士5s/30th 

用于地磁台站的日变观测和！冰动观测、电磁

测深观测、磁法勘探观测、电磁环境监测、 

空间磁观测等． 
了
  

290 A033403 地震专用仪器 
超宽颇带地震i!／超低自

噪声甚宽颇地震训 

1 通频带内地展计自噪声应小于NLNM参考值；2. 灵敏度）2X750V/ 
(MIS) ．灵敏度误差蕊3%; 3. 自噪声水平：0. 01"lOIIz 频带内需低于 

NLNM （地球低噪声新模型)? 

用于测震台站尚定观测、地震速报、地震预
警、远震记录分析． 4

  

291 A033403 地震专用仪器 
地表／浅井型甚宽频地震 

ii 

1. 颇带宽度 0. 00833" 150Hz; 2 灵敏度）2000VI (slm);3. 低端截 

止颇率蕊0. 00833h1z; 4. 长周期噪声谐密度（垂直向） 	'lx 10'mls 
(0.01Hz):5 频宽；3dB点位于0. 008333"lSOHz; 6 限幅电平10Hz以
内＞16. OaimIs, 超过 lOhIz为0.17g; 7 温度稳定性 士40℃内无须白对 

用于探#1地面震动信号，并将其转换为电压
信号输出． 了

  

292 A033403 地震专用仪器 数据采集器 

I.输入通道数6:2 分拚率 主采集通道）24hit . 辅助采架通道） 

16b11; 3 线性度误差 <0.01%; 4 总谐波失真度<0.003%; 5 零输入
噪声（士20V量程）<4 PV (0.OL-4011z). 

用于地震信号转换数字侣号井记录． 4
  

293 A033403 地震专用仪器 一体化地震仪 

l 三分向一体化力平街加速度仪：224位模数转换：3，满量程士4g; 
4 采样频率支持20h1z. 50hlz. 100Hz. 200Hz, 500Hz可选；5. lOOsp深
样下动态范围130dB以｝;6 校时方式 支持北斗 IJ星系统授时，支持

以太网、IEFEIS88V2 P11'. NIP网络授时，GPS授时精度达到l微秒． 

用于高海拔、高纬度、高温澎热、多震地区
的强震动观测、地震烈度速报、地震预警、 
结构健康诊断观测、展区流动观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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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2021年版） 

序号 品目编码及名称 产品名称 主要性能指标 功能或应用场景 

审核建议比例 

雄
  

全．采 

惜 
配比采助本・产晶 

75% 踢 2" 

2g4 A033403 地震专用仪器 
相对重力仪《加密重力

仪） 

I．读致分辨率0. I做伽 (108m ・  s') ：标准差小于5微伽：2. 测盈范围

不低于8000毫伽 (105rn 气断 2) （无重设置》；3．动态重力观铡精度应

优于10徽伽（段差不小于200毫伽，测点致不少于I0个，闭合时（巨份～3 
天）;4．未改正静态线性漂移率（未补偿漂移）小于200微伪犷天：残
余漂移振幅小于15徽佃／天：自动倾斜补偿范圈士200角秒：剧烈震动 

〔小于205）所引起误差小于5微伽；可自动潮汐、仪签倾斜、温度、 

噪声撼波、地艘滤波、邵移改正． 

用于流动重力侧且，获取重力场变化致据． 
为地震预报服务． 了

  

三十六 安全用仪． 

2g5 A033404 安全用仪器 
有毒气体探测仪／无线复 

I.测量量程1mmn辨率不低于以下要求：co: I-2000ppm, ippol; 珑3: 
0-200ppm, 0. lppm; 02: 0~30%V0L, 0. 1%VOL; LEL: 0-'i00%LEL, 
l%LEL: c02, 0-50000pprn, lOOppm; S02:0-20ppm. 0. ippm; Cu4: 0 
~lOOvol%: 2.响应时间E30s1 3、工作时间妻l0h. 

用于有毒气体浓度现场检侧。 4
  合气体探测仪 

296 A033404 安全用仪器 军事毒剂侦检仪 

1．可正常工作的温度范围． 30～十sst：存储温度范围． 40--
+Ilt: 2．可检测下列几种毒气：神经性毒剂：塔崩 (GA）沙林（GB）甲氛
瞬酸环已醋（GF）梭曼（G0）维埃g斯（VX); 糜烂性毒剂：芥子气（】」D）路易

氏气（L)；窒息性毒剂・ 氛氢酸（从二）氛化氛（CK):3．最低探侧值：塔崩 用于军事毒剂的侦检． 4
  GA. 0.004mg/rn3: 沙林GB. 0.003mg/&: 梭曼GD, 0.005mg/rn3：甲氟’ 

酸环已脂SF, 0.005mg/ni': 维埃g斯VX, 0.005mg/rn3; 芥子气RD. 
0. 20mg/rn3; 路易氏气LO.夕1mg/nt': -氢佩酸H 二N,_2Q. 0mg加’进 

三十七 气像仪・  

297 A033408 气象仪器 电子气象仪 

1．风速测量范围：11/5:0. 5~60. FM: 60-3937. MPH: 0.5~44.7, 
KNT: 0.4'38.8, KMH: 1~8, BFT0.8~72准确度：士3%解析度贾 

0. lit/s反应时间Cis; 2.温度测量：最程： 	20~lot, 准确度： 

士it，解析度：0. lt/0. IT：操作环境 40t~85t; 3.湿度测量
单位．1111%, 盆程范围节 0%~100%ItH. 准确度‘士3%, 解析度．0. 1%, 
反应时间簇i5s, 操作环境）0~5ot; 4．大气压力侧量：单位， 
hPn. mnutg. 量程范围：300- 1 iOOhPa．准确度：士3hPa, 解析度： 

IhPa，反应时间．15s, 童程：0--SO，准确度：士2t, 

用于气象数据现场采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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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2021年版） 

序号 品目编码及名称 产品名称 主要性能指标 功能或应用场景 

审核建议比例 

能
  

全娜果 

男 
配比来・本国产品 

？器 锡 2" 

29日 A033 408 气象仪器 自动气象观测系统 

1. 温度：量程范围-40---85t，分辨率刁、低于0_alt, 精度士0. 3t; 
2. 湿度：量程范围0%- I00%Rll，分辨率刁、低于0. 0024%RI[, 精度
士2%RII; 3，人气压力，量程范田300"-' 1 lOOhPa，分辨率刁、低于 
0. OlhPa. 精度士 lhPa; 4. 噪声；量程范围20'-- 100dB，分辨率4'低于 
1dB, 精度士1dB: 5. 风速侣量程范围O-30m/s，分辨率不低于 
0. lui/s. 精度生0. Soi/s; 6．电导率‘量程范围O-'20000us/cm，分辨率
才、低于SOns/cm. 精度士5％。 

用于气象要素测量，观测、实时显示及气象
报文发送。 护

  

三十八 水文仪．设告 

29g A033409 水文仪器设备 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 

l测量范围；宽带?50m．人量程模式?70m; 2 流速测量范围：默认 
）士Soils. 最人）士2Omls; 测量精度：士0. 3%V士3oojo/s: 3 倾斜量
程：士15' ，准确度：士0.5' ，精度：士0. 5' ，分辨率：a-or: 
1 罗经〔磁通门型．内置现场标定功能）准确度；士2。．精密度： 
士让 fl :5，回波弼度剖面垂直分辨率等同于深度单兀：6 可升级测波

功能． 

用于近海-ft！人洋流速、流向高精度观测． J
  

三十九 洲址令用仪． 

300 A0334 10 测绘专用仪器 激光测足卜仪 

上．物镜直径26mm; 2 量程：3-1200. 测盘单位m (m) ，码（Yd). 测距误
并士0.3m; :3, 测量角度范围 90' -'-90' ．弹道补偿角度范围 20'~ 
40':4- 测高精度0. 2m. 测高最小高度起0. Sm, 测角误斧士1':1) 激
光波长9OSnni, 出瞳直径3. 2mm, 洲光度士50. 操作温度20'50t; 6. 

用于卒故现场距离、大小的测量亨 了
  

测速范围：is- :300km/h. 

3
0
1
 

 
A033410 侧绘专用仪器 声纳式水下地形探测仪 

1 双频 l 作．低频）3U0kIIz, 高频（900kHz: 2月作水深）200m; 3 
扫描范围：单侧）35m，双侧）70m. 范围内可调节设定：扭，低频最人

斜足P?200m, 高颇最人斜即）100m: 5，低频水平波来角蕊0. 5' ．高颇

水平波束角‘0. 3' ，垂直波束角〕50';6.功率‘50w. 

用于水域救援。 了
  

302 A033410 测绘专用仪器 声纳水深水温测量仪 
l．可测量水深、气温和水温：2‘防水深度 40m; 测量深度?130m; :3 
每秒发射4次300W的声纳脉冲，声纳颇率）200kIIz: 4. E作温度 -20 
～了at6 

用于水深、代温和水温测量． 了
  

303 A033410 测绘专用仪器 乎持式声纳探侧仪 

l 探测深度 t90m: 2 扫描水平距离：左右两侧多60m，共）12am水平

扫描范围；3 操作频率：可选择800kh!z, 455khIz. 200kHz, 83kHz; 4 
电涌 l 作时间：I 21'电源，标配电源使用时间）3h; 5.测量范围：0. 7 
-60m。 

用干水下救援搜救． 了
  

304 A033410 测绘专用仪器 河床扫描仪 l 水下成像最远足巨离）91m; 2 声纳最远即离）305ui, 用于水下成像和声呐探测。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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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2021年版） 

序号 品目．码及名称 产品名称 主要性能指标 功能或应用场景 

审核建议比例 

摊
  ｝

惚
 

已比采．本国产昌 

75% 踢 2" 

305 A033410 测绘专用仪器 高精度水准仪 1.1k.;往返精度．0. 3mm; 2. 测量精度：0. 3mm(锢钥尺）. 用于形变沉降观测，高精度的水准网观侧． 犷 

四＋ 共他，用仪・仪衰 

306 A033499 其他专用仪器

仪表 
电泳槽厂电泳仪 

L 带有荧光标尺的紫外透光凝胶盘，制胶装置可满足多种不同手铺胶
选择：2．系统兼容适合所有需要的电泳梳：3. 输出范围：电压10-' 
300V：电流4-400mA; 功率？‘叭 4. 输出插孔4对并联，可同时对四个
同类型的电泳棺进行电泳：5．输出类型：恒压，恒流．恒功率，可定
时P-999min, 

核酸扩增后电泳检测，用干重大动物疫病流
调、采样监测和分析等． 了

  
一
 

 

30了 
A033499 其他专用仪器

仪表 
切片机 

工．垂宜样品行程）70mm; 2．切片方式忿半自动轮转'3．切片厚度：0.5 
-100pm: 4.修块厚度：1-600pm: 5，水平进样幅度）24jmn; 6. 静音 
样品回缩：5-lOOpm，可关闭：7. 粗进速度‘ 300 p 耐s, 800p耐5, 用于病理学免疫组化实验． 了

  1800 p 耐s; 8．最大样品尺寸：55X50X30rmn. 

308 A033499 其他专用仪器

仪表 

用于生物实验样品和实验消耗品的无害化处
理． 护

  

1．具备2级可调风扇制冷；2.采用双孔平衡式压力控制系统；3 灭菌温
度及压力贾 105-135t (0. 019-0. 212MPa)：加热温度及压力＝ 45-
104t (0-0. O15MPa); 4，最大操作压力：0. 263MPa; 5. 兼容96孔和384 
孔数据分析：6.具备多种灭菌模式． 

全自动高压灭菌锅 

30g 
.4033499 其他专用仪器

仪表 
电子天平 

1. 最大称量值：120.;; 2．可读性：0. 1mg; 3. 重复性：0. 1mg; 4. 线性
误差‘ 0.2mg:5，稳定时间：2s;6．采用FACT全自动校准． 用于微量固体称量． 了

  

310 A033499 其他专用仪器

仪表 
氛灯老化仪 

1．辐照度监测器：340nm. 420nm、 300-400nm三种型号． 	(0. 25'- 
0. 68) !,'/m20340,ith连续可调， 	(0. 45'l. 50) W/m2420nm 	续可调厂 
(20-75) 盯m2OIIJV连续可调：2. 配置温度传感器2个（DPI. BST) 呀
黑板沮度的直接设定和闭环控制 (DPI: 45~110t, BST; 50~ 
120t) ．舱内温度范围侣光照35-65t, 黑暗25~50℃，相对湿度： 
20%~95%; 3．大容量编程控制）10个：4．光源！全光谱缸弧灯． 

用于车用产品、部件等光照耐久老化性能检
测． 护

  

311 .4033499 其他专用仪器

仪表 
高增益天线及附件 

1. 颇率范围：0. 8---6. 2GHz; 2．功率增益：11~20d81; 3. 阻拢
冈0:4. VS呱<2.3(＞拓Hz ）典型值工.3. 

用于对电子、电气设备进行射频辐射抗扰度
测试． 了

  

312 .4033499 其他专用仪器

仪表 
标准数字多用表 

1. 直流电压测童范围：100mV- I000V：最高分辨率：mnV; 精度：2. 7 
pv/v（置信概率95%):2．直流电流测最范围！10pA-'30A; 最高分辨

率：1pA 精度：6.5p A/AC皿信概率95%); 3．文流电压测盘范围 r 
lOmV'-IOOOV, lIIz'-lOMHz; 最高分辨率：m口l; 精度：60 flV/V(且信

概率95%); 4. 交流电流侧量范围：lop A-30A; 最高分拼率1lpA; 精

度：250，几八（置信概率95%);5．读数速度：1读数8.5位／s. 

用于进口直流稳压电源产品的品质侧定．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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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2021年版） 

序号 品目．码及名称 产品名称 主要性能指标 功能或应用场景 

审核建议比例 

撇
  

全部采 

碧 
．比采・本国产晶 

7" 浙 2" 

313 
A033499 其他专用仪器

仪表 
浪涌信号发生器 

I. 开路电压：160- 5000V士 10%; 2. 巫复牟：最高1h!z (V-9999s): 

3. 4 W4撰豁裂’ ftl监 4. 麟；芝；熬：}l教隽合 
方式：LI. 1.2. L3.K. PE共棋方式差模方式及共各种组合・ 

川于各类电了，电气设备的浪涌试验. 了
  

314 
A033499 其他专用仪器

仪表 
垫料分装机 

I. 过退网：C4级别和P7级别两层过池网：2.适用势料种类：包括自由

下解型垫料（玉米芯，重木肩等). $ 质块料等多种：3．噪音燕75dBA. 

川于将外来实胶动物传递进入洁净区，以及
从脏区向洁冷区传递实验用品．接上过氧化
纽发牛器可以对器材、传通仓进行消毒． 

护
  

四十一 ．尼气（月田） 

31s 
A 130204 煤层气（煤

川） 
全自动微孔物理吸附仪 L 比表而积范困>0. 000Sm2Ig; 2．孔径花困：0. 35-SOOnm. 川于煤、岩石等孔径分析研究・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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