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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组成员分工 

序号 姓名 职称 分工 

1 尚庆坤 教授 药物成分分析及结构鉴定技术开放平台建设 

2 周明 教授 生物样品分析新技术开放平台建设 

3 王爱霞 高工 药物成分分析及结构鉴定技术开放平台建设 

4 王元鸿 高工 药物成分分析及结构鉴定技术开放平台建设 

5 杨丽 教授 生物样品分析新技术开放平台建设 

6 王广 教授 新材料表征技术开放平台建设 

7 朱东霞 教授 新材料表征技术开放平台建设 

8 王胜天 副教授 药物成分分析及结构鉴定技术开放平台建设 

9 齐斌 副教授 生物样品分析新技术开放平台建设 

    

二、本项目建设必要性、目标和内容 

2.1 建设必要性(从学科专业发展、专业培养方案、实验开课现状及存在

的问题等方面阐述） 

仪器分析实验是化学专业的必修课程，也是生命科学、环境科学的专业选修课。近年来，现代仪

器分析中许多新理论、方法和技术不断涌现，通过多学科相互交叉、渗透，将光谱学、傅里叶变换

、量子学、激光、计算机及软件等成功应用到仪器上，从而在环境科学、临床医学、能源科学、

生命科学等许多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因此加强仪器分析实验课的建设，让学生了解学科前沿，学

会运用这些先进的实验手段进行科学研究，对于培养高水平人才，促进和提高科学研究的水平极为

重要。 

学生对各种先进的仪器分析方法学习和应用过程，是他们对学过的物理知识（如：光、电、磁

等）和化学知识（如：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环境化学、生物化学等）的进一步巩固和

综合应用过程，是对学生分析判断能力、综合处理问题能力的极好的锻炼。同时，学生对当代最新

分析测试技术的了解，有助于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和眼界，激发学生的学习和进一步从事科学研究

的兴趣，有助于开发学生的潜能和高层次科研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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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化学学院的仪器分析实验课共为学生开设8-10个实验内容，其中使用经典的分析仪器来

完成的实验较多，而体现当代仪器发展水平的仪器投入较少，使学生对分析仪器的认知和掌握远远

落在了仪器发展水平之后，对学生未来职业的选择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产生很大影响。此外，由于

学生人数多，仪器种类和数量有限，授课学时有限，很多对分析仪器感兴趣的学生，没有机会独立

操作和使用大型仪器，这就限制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再有，个别仪器机型较老，理论教学中已不

再涉及，不利于学生将理论和实验知识的结合，这些老旧的仪器还会出现故障，对实验课的教学效

果产生一定影响。 

为了给学生创造更多的自己动手运用大型仪器进行科学研究的机会，满足学生的求知需求，我

们在仪器分析实验的基础上，开设了两门选修课，一是《有机物结构分析》，以培养学生综合运用

红外光谱、紫外光谱、核磁共振波谱和质谱，对未知有机物进行结构剖析的能力；二是《化合物成

分分析》，让学生了解和掌握从样品前处理开始到分析结果评价的化合物分析全过程。这两门课主

要面前基地班的学生，每门课程设置4-5个实验，学生人数限制在40人，基本保证每个学生在每台仪

器上有独立操作的机会。从几年来的教学实践看，这两门课程非常受学生欢迎，选修过这两门课程

的学生，对他们在本科期间参加的科学研究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但是，由于对学生人数进行

了限制，导致一些学生没得到这个学习的机会，同时，由于受仪器种类限制，多数仪器学生在必修

课中见过，许多教师和学生要求多开设一些和科研方向结合更紧密的新仪器和新方法。 

化学学院每年有近一半的毕业生选择继续读研深造，从化学学院的学科发展来看，多酸化学的

多酸合成化学、多酸功能材料与催化、多酸药物化学，有机化学的碳-碳 σ-键的选择性断裂研究、

C-N 键的选择性构建研究，分析化学的电化学生物传感、光学生物传感、分离分析新方法，物理化

学的新材料光学、电学、磁学性能研究等多个学科研究方向，均需要研究生掌握一定的相关仪器分

析方法和手段。若这些学生在本科阶段就能够掌握一些大型仪器检测手段，对他们将来的研究工作

会有很大帮助的，特别是对那些去更高水平大学或科研院所读研的学生，不仅会增强他们的自信，

良好的实验技能会为他们插上腾飞的翅膀。 

鉴于以上情况，我们拟从全面提升本科生科研能力出发，依托东北师范大学大学化学学院分析

测试中心，在现有仪器设备的基础上，适当购进和补充新型仪器，面向全校理科学生，也可扩大到

研究生，建立仪器分析开放实验室，以提高本科生到研究生阶段的知识和技能储备，为本科生在科

学研究道路上的积极探索和大胆实践提供分析测试平台和手段，为国家培养更多高水平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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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建设情况与目标(具体说明本年度修购基金购置的仪器设备数，面向

的专业，覆盖的实验室，涉及的实验项目数（包括新增数与更新数），学

生受益人数，实验课人时数，建设目标等方面的建设情况) 

本年度修购基金购置的仪器：5台，升级1台。面向专业：物理、化学、环境、生物、地理。覆盖

的实验室：化学学院分析化学6个实验室。新开设实验项目：六个。学生受益人数：每年大于200人。

实验课人时数：4-8。 

建设目标： 

（1）构建新材料表征技术开放平台。 

新材料是当今科学研究热点之一，涉及物理、化学、环境、生物、地理等我校多个学科和专业。

材料的表征技术，是开发材料新性能的出发点，而各类分析仪器是材料表征的必备手段，因此掌握

材料表征技术，对学生从事任何学科的研究工作，都会带来极大的帮助的。拟开放的仪器种类有

：红外光谱、紫外-可见漫反射光谱、X-射线粉末衍射、表面分析，再加上拟购置的激光粒度仪

、太阳能电池测试系统、荧光成像共聚焦显微镜、荧光光谱等。 

（2）构建药物成分分析及结构鉴定技术开放平台。 

对药物的组成成分及其结构进行分析测定，是研制新药、开发新药的重要环节，而对这类仪器

分析方法的掌握和熟练应用，对学生认真仔细的科研态度的养成和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的锻炼都有重要作用。我院的多酸药物化学的研究在国内外享有盛名，每年本校学生报送或报考该

方向的人很多，构建药物成分分析及结构鉴定技术开放平台，无疑会提高生源质量，为多算学科的

发展输送更多优秀人才。拟开放的仪器种类有：气相色谱-质谱-质谱、液相色谱-质谱-质谱、电感

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毛细管电泳-质谱、薄层色谱、氨基酸分析仪等。 

（3）构建生物样品分析新技术开放平台。 

生物样品范围较广，新分析技术和手段不断涌现，世界上许多最新的研究成果都是围绕生物样

品展开的，所以掌握这些新技术和新方法，对激发学生从事科学研究的兴趣，发挥他们的潜能，开

阔学生的视野，具有重要意义。我院分析化学学科的两个中药研究方向：电化学生物传感、光学生

物传感，物理化学的新材料研究均涉及生物样品的分析。拟开放的仪器种类有：电化学分析新技术

，色谱分离新技术，光谱分析新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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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建设内容（请按季度说明具体实施项目内容及完成时间） 

2018年，主要围绕新材料表征技术平台建设展开： 

X-射线粉末衍射仪的升级：购置必要的附件，2018年9月之前完成。 

购置纳米粒度及zeta电位分析仪：2018年7之前完成。 

购置多通道快速溶剂萃取仪：2018年9月之前完成。 

购置超微电流膜片钳放大器系统：2018年9月之前完成。 

购置冷冻干燥机：2018年7之前完成. 

购置全功能微孔板检测仪：2018年9月之前完成。 

 

三、拟开发实验项目汇总表及具体实验内容 

说明：1、项目类型：基础性、综合性、设计性； 

2、与原有实验的关系填写：新增、更新。 

项目 

序号 

实验项目名

称 

项目 

类型 

与

原

有

实

验

的

关

系

服务专

业 

服务课

程 
学时 

每年学

生受益

人数 

开课时间

1 

纳米力度及

Zeta 电位测

定 

设计性 
新

增

化学、

物理 
  ＞200 5-8 

2 
多通道快速

溶剂萃取 
基础性 

新

增

化学、

环境、

生物 

  ＞200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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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X-射线衍射

—电池原位

测量 

设计性 
新

增

化学、

物理、

地理 

  ＞200 5-8 

4 

新型纳米电

极电化学性

能测定 

设计性 
新

增

化学、

物理、

生物 

  ＞200 5-8 

5 
冷冻干燥技

术 
基础性 

新

增

化学、

生物、

环境 

  ＞200 5-8 

6 毛细管电泳 设计性 
新

增

化学、

生物 
  ＞200 5-8 

7         

8         

3.1 实验项目一 ****** 

实验项目一、纳米粒度及 Zeta 电位测定 

实验目的：学习并掌握纳米粒度分析及 Zeta 电位测定方法 

   实验内容： 

1.新型多酸材料的粒度检测及 Zeta 电位测定 

2.新型荧光材料的粒度检测及 Zeta 电位测定 

3.新型光催化材料的粒度检测及 Zeta 电位测定 

4.新型电极材料的粒度检测及 Zeta 电位测定 

5.新型生物材料的粒度检测及 Zeta 电位测定 

   仪器设备：纳米粒度及 Zeta 电位分析仪。 

 

实验项目二、多通道快速溶剂萃取 

实验目的：学习并掌握快速溶剂萃取技术 

实验内容： 

1.人参中多种有效成分的快速溶剂萃取技术 

2.土壤中挥发性有机物的快速溶剂萃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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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壤中有机污染物的快速溶剂萃取技术 

4.中药材中有效成分的快速溶剂萃取技术 

5.固体废料中有机污染物的快速溶剂萃取技术。 

仪器设备：多通道快速溶剂萃取仪 

 

实验项目三、X-射线衍射---电池测定 

实验目的：学习并掌握 X-射线衍射电池原位测量技术 

实验内容： 

1.电池充放电过程中电极材料晶相变化原位监测 

2.二次离子电池充放电机理的原位研究 

仪器设备：X-射线衍射光谱仪配电池原位测量系统 

 

实验项目四、新型纳米电极电化学性能测定 

实验目的：学习并掌握电极的电化学性能测试技术 

实验内容： 

1.纳米盘电极的电化学表征 

2.纳米孔电极的电化学表征 

3.纳米盘电极对单金属纳米粒子的检测 

4.纳米孔电极对 DNA 的检测。 

仪器设备：超微电流膜片钳放大器系统 

 

实验项目五、冷冻干燥技术 

实验目的：学习并掌握不同样品的冷冻干燥技术 

实验内容： 

1.生物样品的冷冻干燥技术 

2.超细样品的冷冻干燥技术 

3.功能材料的冷冻干燥技术 

4.食品分析样品的冷冻干燥技术 

5.特殊样品的冷冻干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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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设备：冷冻干燥机 

 

实验项目六、高通量快速微孔板分析技术 

目的：使学生了解并掌握高通量化学分析和生物分析技术 

试验内容： 

1. 生物酶活性分析测定以及酶反应动力学检测 

2. 酶联免疫测定生物样品中的生物标记物（肿瘤标记物） 

3. 高通量化学反应过程实时分析检测 

4. 药物解离代谢过程分析检测 

仪器设备：多功能微孔板检测仪 

 

 



四、拟购置设备 

下表填表说明： 

1.表中“对应实验项目序号”应填“拟开发实验项目汇总表”中的项目序号。 

2.总价保留至小数点后 2 位，单位为万元。 

序

号 
设备名称 型号 

主要参数 

及配置要求 

对应实验 

项目序号 

原计划

购置数
原单价

实行计划

购置数 

现单

价 
总价 

1 

纳米粒度

及 zeta 电

位分析仪

Nanotrac 

WaveII 

 

粒径测量系统： 

1．测量范围：0.3nm -10m  
2．激光光源：5mW 波长 780nm 半导体固定

位置激光器， 

3．检测器：高灵敏硅光电感应二极管 

4．检测角度：180º 

5. 样品浓度范围：0.1ppm - 40%  

6. 温度控制范围：0-90℃，可以进行程序

升温及降温 

Zeta电位测量系统： 

1.ξ电位测量范围：-200mV - +200mV 

2．浓度范围：0.1ppm - 40%（Wt） 

3．检测角度：180° 

4．光纤探头内置高灵敏度温度传感器，实

时监测体系中温度的变化。 

绝对分子量的测定：300-2*10
7
道尔顿 

实验项目一 1 45.0 1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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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通道快

速溶剂萃

取仪 

ASE350 

炉体：全自动密封反应器将萃取池放入炉腔并在萃

取结束后送力口传送盘温度控制最高可达 200 摄

氏度萃取池垂直定位，液体流向从顶部至底部 

泵：泵流速：70 mL/min 

萃取池转盘：萃取位：20 个（1 、5 、10 、22 或

34mL）萃取池； 

萃取溶剂：可使用广泛的有机溶剂和水溶剂 

收集盘转瓶：收集瓶位：19 个 250 mL 收集瓶；或

28 个 60 mL 收集瓶加 5个 250 mL 收集瓶 

电源要求：功率： 500w 

气体要求：氮气瓶：1034－1340 kPa（150－200psi）

空气：400－827 kPa（60－120psi）（ASE 350 可

选） 

实验项目二 1 55.0 1 55  

3 

X-射线粉

末衍射仪

---电池原

 

测量范围： 

入射角度（θ）：5
0
以上 

测量范围（2θ）：10
0
-158

0 

实验项目三 1 22.0 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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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测量系

统 

绝缘盒内径：直径 20mm 

极数：2 极 

X 射线窗：正极侧集流体兼 X 射线窗 

材质：不锈钢、特氟龙 

4 

超微电流

膜片钳放

大器系统

 

MultiClamp 700B 放大器 
具有两个相同且独立的探头。 
具有电压钳与电流钳模式，能够测量通道电流、静

息膜电位、动作电位、电极电阻、串联电阻、封接

电阻、膜电阻和膜电容等。 
具有失调电位、串联电阻、漏电流、电极电容和膜

电容的自动补偿功能。 
具有在串联电阻补偿、电极电容中和时防止电极震

颤的功能，从而避免对细胞或封接产生损害。 

Digidata 1550 数模/模数转换器 
Digidata1550 系列转换器为 16 位 A/D 和 D/A 转换

器。 
Digidata1550单一导联的最高采样频率为 250KHz，
具有 16 个模拟信号输入导联、4 个模拟信号输出

导联、8 个数码信号输出导联。 
输入范围：-10.000 V 至+10.000 V。最大传输速度

为 4M 采样点/秒，内部噪声和导联间的串扰平均小

于±1 mV（p-p at 10 kHz）。 
用于 pClamp 10、AxoScope 10 的采样，可通过 USB
界面直接与笔记本电脑连接。 

 
pClamp 10 记录和分析软件 

实验项目四 1 50.0 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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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记录几乎所有的电生理信号，主要的有：动作电

位、肌电图、眼动电图、兴奋性突触后电流、兴奋

性突触后电位、抑制性突触后电流、抑制性突触后

电位、微小兴奋性电位、长时程增强、长时程抑制、

荧光染色比率、峰电位串、突触网络信号。 
可对单细胞以及组织片进行如下模式的记录：电压

钳、电流钳、全细胞记录、单通道记录。 
可通过 Membrane Test 功能监测并指导整个膜片钳

技术操作过程，并给出瞬时封接以及膜反应参数。

 

5 
冷冻干燥

机 

德国

Christ 

Alpha 

1-4 LD 

plus 

2.1. 冷凝器容积： 6.5L 

2.2. 冷凝器温度:  ≤ -55℃ 

2.3. 冷凝器工作能力:   4.4L(H2O)/24 小时 

2.4. 冻干通道尺寸: ≥300mm 

2.5. 隔板最大直径：≥30cm, 隔板最大面积 ≥0.5

㎡，数量最大五层 

2.6. 防腐蚀搁板, 材质为铝合金, 有热辐射增强

处理 

2.7 真空度控制范围: 0.001~10mbar, 真空控制精

度: 0.001mbar 

2.8 惰性气体回充系统, 可在冻干结束后, 回充惰

性气体保护样品 

2.9 德国原装进口油封双级旋叶泵 , 排气量 : 

≥95L/min, 最终真空度: ≤4×10-4mbar 

实验项目五 1 28.0 1 27.0  



 

13 
 

2.10 油雾过滤系统，具备常压油雾回收功能，回

收容积：250ml 

2.11 具备冷阱预冷和泵预热功能, 时间由用户在

系统中自行设定, 结束带声音提示 

2.12 系统可带外挂口不少于 12 个 

2.13 系统带电热除霜功能，除霜温度范围：10℃

~60℃，控制精度：±1℃ 

6 

全功能微

孔板检测

仪 

 

支持板型：6-384 孔板，还可支持 PCR 反应板，立

式比色皿等 

波长选择：配备两组双光栅单色系统，波长精度不

低于±0.3nm，波长重复性不低于±0.3nm,杂散光

率可达百万分之一 

板的振荡：轨道模式和线性模式，支持高中低三种

速度 

温控范围：室温以上 5℃至 42℃ 

检测方式：每孔可进行多点检测，而且每个孔可设

置多次读数，可达 250 次以上 

光源：高能氙灯 

荧光强度顶部检测灵敏度：不低于 170amol 荧光

素/孔，荧光强度底部检测灵敏度：不低于 9.0fmol 

荧光素/孔 

波 长 范 围 ： 激 发 波 长 230-850nm ， 发 射 波

280-850nm，1nm 递增 

支持荧光扫描功能，扫描速度，最快能达到 125 秒

（96 孔板,450-550nm,5nm 递增） 

实验项目六 1 23.0 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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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长小于 295nm 时，荧光激发光带宽: < 5 nm，波

长大于 295 nm，激发光带宽<9 nm，发射光带宽

<20nm 

检测器：光电倍增管(PMT) 

时间分辨荧光灵敏度：90amol/孔 

┋          

合计：218 万  

注：原计划购置数与原价请填写 2017 年 6 月上报材料的数据。 

五、5 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申购说明 

设备名称 
主要参数 

及配置要求 

对应实验项

目序号 

实际使用的参 

数范围及配置 

每年实际使 

用的人时数 

纳米粒度及 zeta

电位分析仪 

粒径测量系统： 

1．测量范围：0.3nm -10m  
2．激光光源：5mW 波长 780nm 半导体固

定位置激光器， 

3．检测器：高灵敏硅光电感应二极管

4．检测角度：180º 

5. 样品浓度范围：0.1ppm - 40%  

6. 温度控制范围：0-90℃，可以进行

程序升温及降温 

Zeta电位测量系统： 

1.ξ电位测量范围：-200mV - +200mV

实验项目一 

粒径测量系统： 

1．测量范围：0.3nm -10m  
2．激光光源：5mW 波长 780nm 半导体

固定位置激光器， 

3．检测器：高灵敏硅光电感应二极管

4．检测角度：180º 

5. 样品浓度范围：0.1ppm - 40%  

6. 温度控制范围：0-90℃，可以进行

程序升温及降温 

Zeta电位测量系统： 

1.ξ电位测量范围：-200mV - +200mV

每人 4-8 学

时，＞2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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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浓度范围：0.1ppm - 40%（Wt） 

3．检测角度：180° 

4．光纤探头内置高灵敏度温度传感器，

实时监测体系中温度的变化。 

绝对分子量的测定：300-2*10
7
道尔顿 

 

2．浓度范围：0.1ppm - 40%（Wt） 

3．检测角度：180° 

4．光纤探头内置高灵敏度温度传感

器，实时监测体系中温度的变化。 

绝对分子量的测定：300-2*10
7
道尔顿 

多通道快速溶剂

萃取仪 

炉体：全自动密封反应器将萃取池放入炉腔并

在萃取结束后送力口传送盘温度控制最高可

达 200 摄氏度萃取池垂直定位，液体流向从顶

部至底部 

泵：泵流速：70 mL/min 

萃取池转盘：萃取位：20 个（1 、5 、10 、

22 或 34mL）萃取池； 

萃取溶剂：可使用广泛的有机溶剂和水溶剂 

收集盘转瓶：收集瓶位：19 个 250 mL 收集瓶；

或 28 个 60 mL 收集瓶加 5个 250 mL 收集瓶 

电源要求：功率： 500w 

气体要求：氮气瓶：1034－1340 kPa（150－

200psi） 

实验项目二 

炉体：全自动密封反应器将萃取池放入炉腔

并在萃取结束后送力口传送盘温度控制最高

可达 200 摄氏度萃取池垂直定位，液体流向

从顶部至底部 

泵：泵流速：70 mL/min 

萃取池转盘：萃取位：20 个（1 、5 、10 、

22 或 34mL）萃取池； 

萃取溶剂：可使用广泛的有机溶剂和水溶剂

收集盘转瓶：收集瓶位：19 个 250 mL 收集

瓶；或 28 个 60 mL 收集瓶加 5 个 250 mL 收

集瓶 

电源要求：功率： 500w 

气体要求：氮气瓶：1034－1340 kPa（150

每人 4-8 学

时，＞200

人 



 

16 
 

－200psi） 

X-射线粉末衍射

仪的升级 

测量范围： 

入射角度（θ）：5
0
以上 

测量范围（2θ）：10
0
-158

0 

绝缘盒内径：直径 20mm 

极数：2 极 

X 射线窗：正极侧集流体兼 X 射线窗 

材质：不锈钢、特氟龙 

实验项目三 

测量范围： 

入射角度（θ）：5
0
以上 

测量范围（2θ）：10
0
-158

0 

绝缘盒内径：直径 20mm 

极数：2 极 

X 射线窗：正极侧集流体兼 X 射线窗 

材质：不锈钢、特氟龙 

每人 4-8 学

时，＞200

人 

超微电流膜片钳

放大器系统 

MultiClamp 700B 放大器 
具有两个相同且独立的探头。 
具有电压钳与电流钳模式，能够测量通道电

流、静息膜电位、动作电位、电极电阻、串联

电阻、封接电阻、膜电阻和膜电容等。 
具有失调电位、串联电阻、漏电流、电极电容

和膜电容的自动补偿功能。 
具有在串联电阻补偿、电极电容中和时防止电

极震颤的功能，从而避免对细胞或封接产生损

害。 

Digidata 1550 数模/模数转换器 
Digidata1550 系列转换器为 16 位 A/D 和 D/A
转换器。 
Digidata1550 单一导联的最高采样频率为

250KHz，具有 16 个模拟信号输入导联、4 个

实验项目四 

MultiClamp 700B 放大器 
具有两个相同且独立的探头。 
具有电压钳与电流钳模式，能够测量通道电

流、静息膜电位、动作电位、电极电阻、串

联电阻、封接电阻、膜电阻和膜电容等。 
具有失调电位、串联电阻、漏电流、电极电

容和膜电容的自动补偿功能。 
具有在串联电阻补偿、电极电容中和时防止

电极震颤的功能，从而避免对细胞或封接产

生损害。 

Digidata 1550 数模/模数转换器 
Digidata1550 系列转换器为 16 位 A/D 和 D/A
转换器。 
Digidata1550 单一导联的最高采样频率为

250KHz，具有 16 个模拟信号输入导联、4

每人 4-8 学

时，＞200

人 



 

17 
 

模拟信号输出导联、8 个数码信号输出导联。

输入范围：-10.000 V 至+10.000 V。最大传输

速度为 4M 采样点/秒，内部噪声和导联间的串

扰平均小于±1 mV（p-p at 10 kHz）。 
用于 pClamp 10、AxoScope 10 的采样，可通

过 USB 界面直接与笔记本电脑连接。 

 
pClamp 10 记录和分析软件 
可记录几乎所有的电生理信号，主要的有：动

作电位、肌电图、眼动电图、兴奋性突触后电

流、兴奋性突触后电位、抑制性突触后电流、

抑制性突触后电位、微小兴奋性电位、长时程

增强、长时程抑制、荧光染色比率、峰电位串、

突触网络信号。 
可对单细胞以及组织片进行如下模式的记录：

电压钳、电流钳、全细胞记录、单通道记录。

可通过 Membrane Test 功能监测并指导整个膜

片钳技术操作过程，并给出瞬时封接以及膜反

应参数。 

 

个模拟信号输出导联、8 个数码信号输出导

联。 
输入范围：-10.000 V 至+10.000 V。最大传

输速度为 4M 采样点/秒，内部噪声和导联间

的串扰平均小于±1 mV（p-p at 10 kHz）。 
用于 pClamp 10、AxoScope 10 的采样，可通

过 USB 界面直接与笔记本电脑连接。 

 
pClamp 10 记录和分析软件 
可记录几乎所有的电生理信号，主要的有：

动作电位、肌电图、眼动电图、兴奋性突触

后电流、兴奋性突触后电位、抑制性突触后

电流、抑制性突触后电位、微小兴奋性电位、

长时程增强、长时程抑制、荧光染色比率、

峰电位串、突触网络信号。 
可对单细胞以及组织片进行如下模式的记

录：电压钳、电流钳、全细胞记录、单通道

记录。 
可通过 Membrane Test 功能监测并指导整个

膜片钳技术操作过程，并给出瞬时封接以及

膜反应参数。 

 

冷冻干燥机 

2.1. 冷凝器容积： 6.5L 

2.2. 冷凝器温度:  ≤ -55℃ 

2.3. 冷凝器工作能力:   4.4L(H2O)/24 小时 

2.4. 冻干通道尺寸: ≥300mm 

2.5. 隔板最大直径：≥30cm, 隔板最大面积

实验项目五 

2.1. 冷凝器容积： 6.5L 

2.2. 冷凝器温度:  ≤ -55℃ 

2.3. 冷凝器工作能力:   4.4L(H2O)/24 小

时 

2.4. 冻干通道尺寸: ≥300mm 

每人 4-8 学

时，＞2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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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数量最大五层 

2.6. 防腐蚀搁板, 材质为铝合金, 有热辐射增

强处理 

2.7 真空度控制范围: 0.001~10mbar, 真空控

制精度: 0.001mbar 

2.8 惰性气体回充系统, 可在冻干结束后, 回

充惰性气体保护样品 

2.9 德国原装进口油封双级旋叶泵, 排气量: 

≥95L/min, 最终真空度: ≤4×10-4mbar 

2.10 油雾过滤系统，具备常压油雾回收功能，

回收容积：250ml 

2.11 具备冷阱预冷和泵预热功能, 时间由用

户在系统中自行设定, 结束带声音提示 

2.12 系统可带外挂口不少于 12 个 

2.13 系统带电热除霜功能，除霜温度范围：

10℃~60℃，控制精度：±1℃ 

2.5. 隔板最大直径：≥30cm, 隔板最大面积

≥0.5 ㎡，数量最大五层 

2.6. 防腐蚀搁板, 材质为铝合金, 有热辐射

增强处理 

2.7 真空度控制范围: 0.001~10mbar, 真空

控制精度: 0.001mbar 

2.8 惰性气体回充系统, 可在冻干结束后, 回

充惰性气体保护样品 

2.9 德国原装进口油封双级旋叶泵, 排气量: 

≥95L/min, 最终真空度: ≤4×10-4mbar 

2.10 油雾过滤系统，具备常压油雾回收功能，

回收容积：250ml 

2.11 具备冷阱预冷和泵预热功能, 时间由用

户在系统中自行设定, 结束带声音提示 

2.12 系统可带外挂口不少于 12 个 

2.13 系统带电热除霜功能，除霜温度范围：

10℃~60℃，控制精度：±1℃ 

全功能微孔板检

测仪 

支持板型：6-384 孔板，还可支持 PCR 反应板，

立式比色皿等 

波长选择：配备两组双光栅单色系统，波长精

度不低于± 0.3nm，波长重复性不低于±

0.3nm,杂散光率可达百万分之一 

板的振荡：轨道模式和线性模式，支持高中低

实验项目六 

支持板型：6-384 孔板，还可支持 PCR 反应

板，立式比色皿等 

波长选择：配备两组双光栅单色系统，波长

精度不低于±0.3nm，波长重复性不低于±

0.3nm,杂散光率可达百万分之一 

板的振荡：轨道模式和线性模式，支持高中

每人 4-8 学

时，＞2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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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速度 

温控范围：室温以上 5℃至 42℃ 

检测方式：每孔可进行多点检测，而且每个孔

可设置多次读数，可达 250 次以上 

光源：高能氙灯 

荧光强度顶部检测灵敏度：不低于 170amol 荧

光素/孔，荧光强度底部检测灵敏度：不低于

9.0fmol 荧光素/孔 

波长范围：激发波长 230-850nm，发射波

280-850nm，1nm 递增 

支持荧光扫描功能，扫描速度，最快能达到 125

秒（96 孔板,450-550nm,5nm 递增） 

波长小于 295nm 时，荧光激发光带宽: < 5 nm，

波长大于 295 nm，激发光带宽<9 nm，发射光

带宽<20nm 

检测器：光电倍增管(PMT) 

时间分辨荧光灵敏度：90amol/孔 

 

低三种速度 

温控范围：室温以上 5℃至 42℃ 

检测方式：每孔可进行多点检测，而且每个

孔可设置多次读数，可达 250 次以上 

光源：高能氙灯 

荧光强度顶部检测灵敏度：不低于 170amol 

荧光素/孔，荧光强度底部检测灵敏度：不低

于 9.0fmol 荧光素/孔 

波长范围：激发波长 230-850nm，发射波

280-850nm，1nm 递增 

支持荧光扫描功能，扫描速度，最快能达到

125 秒（96 孔板,450-550nm,5nm 递增） 

波长小于 295nm 时，荧光激发光带宽: < 5 

nm，波长大于 295 nm，激发光带宽<9 nm，

发射光带宽<20nm 

检测器：光电倍增管(PMT) 

时间分辨荧光灵敏度：90amol/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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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院教务委员会意见 

 

人数： 17人         赞成票：17         反对票：0        弃权票：0 

学院教务委员主任签字：                                      

 

2018 年 3  月 23 日 

七、学院党政联席会意见 

 

人数：7人          赞成票： 7        反对票：0        弃权票：0 

 

学院教务委员主任签字：                                      

2018 年  3  月 23 日 

 

主管实验副院长： 

年   月  日  

 

主管教学副院长： 

年   月  日 

 

院    长：  

年   月   日

 

单位公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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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自筹经费情况 

序号 经费用途 经费来源 经费数量（万元） 主管领导签字 

1     

2     

3     

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