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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o Fisher现场/移动检测方案优势

Thermo Fisher 移动检测解决方案（小型平台快检）

深刻理解安全法规

无以伦比的产品组合

领先的完整解决方案

安全危机快速响应

移动检测可以带给用户在现场获取更快，更精确的分析结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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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ISA 方案检测食品中农兽残，生物毒素，
   抗生素及食品掺杂等成份
- IR/NIR 方案评定食品质量与真实性，判别
   食品添加剂
- qPCR方案检测食源性疾病，转基因成份，
   及食品种属掺伪（猪，牛，羊肉）

- XRF 土壤中重金属检测
- 水质分析
- 在线PM1-10 粉尘检测分析仪
- 便携式气体分析仪

- IR 方法对物证材料的快速鉴定
- 手持式IR/Raman 分析仪对液体，
   固体形态的毒品，有毒有害物质
   及爆炸物快速检测
- 便携式有毒有害气体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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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NIR 方法对假冒药品的快速
   鉴定分析
- XRF 对药品，药用明胶及化妆
   品中有毒有害元素的快速检测
   分析
- 手持式IR/Raman 快速分析评
   定药品原辅料质量

客户需求 赛默飞响应 价值创造
-偏远地区食品安全监管与

  样品分析测试

-通过仪器检测来取代传统市

  场监管过程中的主观判断

-快速响应食品安全, 自然灾害及

  公共安全事件

-基于不同移动平台上的多样化产品

  组合满足用户实际需求

-采用具有便携，坚固及易于操作的仪器设备

-开发基于食品安全，环境保护，药品

  监管及公共安全的定制化移动检测工作

  流程与解决方案

-提升用户针对偏远地区的检测

  能力并覆盖更多的区域范围

-帮助用户完善紧急安全事件的

  响应与决策能力

-无技术背景的用户同样可以获

   取精确，可以信赖的检测结果



Thermo Fisher 移动检测实验室设备名录

移动检测实验室基础设备

洁净消毒系统
MicroPure UV/UF 超纯水系统

净化防护系统
3’ A II型生物安全柜

产品特色
● 设计简洁，操作方便：中心的控制显示器，使所有的功能操作方便、快捷， 使 Thermo Scientific  
   MicroPure 能够实现一键式操作
● 内置的微处理器全自动控制系统，间歇模式下，循环泵可防止在待机期间滋生细菌，而且对限值持续   
   监测，当运行错误发生时，会显示错误信息
● 实时水循环，全自动在线消毒
● 配备一个 6 升水箱，专门用于室外超纯水需求时供水
● 视角角度可调的控制面板
● 快捷连接口，方便耗材更换
● 无菌过滤器出口配有防护罩，防止手指接触，引起意外的污染

红外接种环灭菌器 IR Sterilizer

产品特色
● 接种环或针消毒灭菌安全、方便、安全替代酒精灯
● 加热孔内温度可达到 800℃ 以上，杀菌只需要 5 到 7 秒
● 体积小，重量轻，操作简便；仪器美观、易清洁，使用寿命长
● 该装置可以用于厌氧室中
● 在陶瓷漏斗管道的深处灰化有机物质，防止传染性溅污和交叉污染

2’/3’超净工作台带紫外灯

产品特色
● 为实验样品提供充足保护，达到ISO 五级标准，提供无菌高洁净工作环境的实验工作台
● 应用HEPA 过滤器，过滤效率高达99.99%.过滤后的空气垂直向下直接进入工作区，以保护样品在操作
   时不受污染。
● 具有内置鼓风机，压力表等设计，科学合理
● 荧光灯照明保证充足的实验光线
● 符合流体工学的机械设计，提供优质的操作环境

产品特色
● 独特的无碳刷免维护双风机直流电机设计，独立控制供风和外排气流
● 独特的 SmartFlowTM 气流系统，将设备的安全性和防泄漏系统的性能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 数字式气流确认补偿 ( DAVe）系统充分保障产品和个人防护的有效性，独立设计的风压式传感系统能
   检测排出和下降气腔内的压力变化并自动校正补偿
● SmartCleanTM 专利前窗清洗位置设计，便于彻底清洁前窗内表面，极大地降低样品污染的风险
● 双层贴膜层压玻璃既能有效防止下降气流外泄，又可以防止玻璃碎片飞溅造成次生人员伤害
● 整个安全柜都采用平滑的组件，几乎完全消除了操作者在常规清洁、维修和维护过程中受到伤害的风险
● 小时计数器和气流读数清楚地显示关键安全参数和实时性能参数，包括进风风速、下降风速和总运行小时数
● 专利设计的性能指示：实时显示整体安全柜状态信息，包括运行安全和维修要求
● 通过警告消息和声音示警指示前窗是否处在正确的工作位置，以及气流是否处在安全状态
● 专利的人体工效学设计的搁手架增加手臂的操作自由度、防止阻挡进气口以维持安全气流
● 控制面板直观易用。独特的“低速节能模式”在前窗关闭时，能自动将风机的速度降低30%，可显著
   延长 HEPA 过滤器的寿命，也能够确保提供持续的无菌工作环境，节能超过 70%
● 易于维修及丰富的选配件



前处理系统
研磨机

漩涡振荡器Fisherbrand Wizard

产品特色
● 批量式分析研磨机，两种研磨方式：冲击研磨：使用高等级不锈钢粉碎刀头可粉碎硬度为 6 莫氏硬度的
   脆硬性物料; 剪切研磨：使用剪切刀头粉碎柔性纤维物质 (剪切刀头为选配件，如有需要，请单独订购)。
● 水性或胶性物质可以通过加入水，将其磨碎
● 研磨杯由 Tefcel 材料 (ETFE，经玻璃纤维固化) 和不锈钢 (AISI 316L) 精制而成，有效容积 80 mL，
   可用于液氮冷却物料的研磨
● 可选配 250 mL 的研磨杯>

加热平板搅拌器

产品特色
● 微电脑处理器，LED 显示
● 陶瓷面板，耐腐蚀，温度高
● 高温报警功能（>50℃），标配搅拌子带Teflon 涂层
● 加热速度快，8 分钟即可到达指定温度（带加热型号），立即启动转速为60 rmp，
   可防止液体飞溅（带搅拌型号）

漩涡振荡器

产品特色
● 应用于液体混匀、制备菌悬液、药物萃取等样品制备过程
● 标配橡胶垫，可同时振荡 1-4 支试管，也可用于振荡封闭的锥形瓶
● 重型金属底座配有吸盘，在强烈持续振荡时也能有效固定
● 多种可选配件，适用于各种类型样品容器
● 振荡速度可调，范围是 0 ~ 3000 rpm
● 两种振荡方式：连续振荡和点振式

离心机

产品特色
● 多功能性：通过选择不同转速的型号及不同规格的转头，可以实现所有微量离心应用的需求
- 标准的 24 孔微量转头可容纳所有 1.5 / 2.0 mL 微量离心管，包括带滤芯的微量制备管
- 新型双排微量转头可同时处理 18 支 1.5 / 2.0 mL 和 18 支0.5 mL 离心管，不必使用适配器，
   节省时间，方便操作
- 36×0.5 mL 转头、PCR 条板转头、血比容转头适用于处理 0.5 mL / 0.2 mL PCR 管及血比容毛细管等
● 高效率：最快的加 /减速，节省样品离心处理的时间
● 安全便捷：独特的 ClickSeal防生物污染转头能够有效防止气溶胶的污染，保护样本和操作者的安全
● 高强度的主机及转头材料，可抵御各种化学腐蚀，转头可以高温高压灭菌

分散器

产品特色
● 较手动研磨，能达到更加充分的研磨分散效果
● 可使用一次性杵或者使用可重复的Pellet Pestle Mixer
● 使用全新电池可达到2000 ~ 3000 rmp 的空载转速
● 可分散微量离心管中的重悬蛋白和DNA沉淀，以及软组织

产品特色
● Wizard具有独特的红外感应模式，无需施加压力，系统感应到试管即开始振动；也可选择连续振动模式
● 三个防滑支脚可有效降低震动，提高稳定性
● 时尚超薄的外型设计，紧凑小巧节省空间



掌上离心机
产品特色：
● 采用持久耐用的耐紫外塑料
● 可同时处理6位1.5mL/2.0mL试管或者2个八连管条
● 最大转速6000rpm
● 独特设计的快速松放马达，可实现简单快速的更换
● 内置安全开关，确保顶盖未关闭时不能运行 

电动移液器

产品特色
●  中文版移液器具有时尚流畅的线条，轻盈舒适的手感，灵活机动的操控，简洁明了的图文操作，
   全新的设计理念。Thermo Scientific 首次在全球范围，唯一将背景光液晶显示屏技术引入移液器领域，
   特别适合在过亮或过暗的环境中使用移液器。
● 可靠的性能：实现客户端实验室的随时校准，确保实验数据准确可靠
●  持久待机：长效锂电池，一小时充电满足 4000 次的移液
●  重量轻：最新的轻质材料有效预防上肢劳损，即使长时间操作也不易疲劳
●  轻触推杆：专利设计的轻触式吸头推出动力系统，具有改进人体工效学设计，左右手均可高效、
   舒适操作
●  编程功能强大：设置两级菜单，按钮布局合理，全部采用即时文字提示

手动移液器

产品特色
●  简明舒适的设计
●  宽阔的指靠令移液更加舒适
●  准确性和精确性高，确保实验结果
●  使用方便，可在实验室自行校准
●  管咀连件可高温高压消毒
●  可快速设置和锁定移液量

洗板机

产品特色
●  极低的残液量
●  8 道及 12 道洗头
●  通过 USB 端口导入、导出程序
●  大型彩色显示屏直观明了，便捷的图形化界面易于编程
●  非压力洗瓶，安全可靠
●  包括中文在内的八种语言支持

通用耗材

身体防护 呼吸防护

液体废弃 管/吸头

眼面防护 生物危害袋 固体废弃



移动检测实验室检测分析设备

环境监测系统
风速/温度/湿度/结露点指示器/气压计

紫外线亮度计

产品特色
● 同时测定环境中多种参数：气流/ 温度/ 湿度/ 结露点/ 气压
● 操作起来非常简便，根本不需要使用说明书。本装置的设计直观、简便，每个人都可轻松上手。
   坚固的ABS 塑料外壳带有O 型密封圈和压膜式按键，防止灰尘和尘土进入，可以在恶劣的试验室和
   工厂环境中能够保持更长的使用寿命。用户点按“保持”键，即可锁定显示屏上的读数。它配有9.5 mm 
   高的大型液晶显示数字，方便察看。用户只需触碰一只按钮，便可调出记录下的最低温和最高温读数。
● 为了确保精度，由A2LA（A2LA 与CNAL 的校准证书是互相承认的）认可的ISO 17025校准实验室颁发
  了单独编号的Traceable 证书。这份证书表明，此项产品符合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颁布的
   标准。

亮度测量笔

产品特色
● 双量程、易操作，测量笔量程可为 0 至 1,860 Fc（分辨率为 0.1）及 0 至 20,000 lux （分辨率 1）。
   精度为读数的 ±5% + 5。操作简单，不需要使用说明书。本装置的设计直观、简便，每个人都可轻松   
   上手。坚固的 ABS 塑料外壳带有O 型密封圈和压膜式按键，防止灰尘和尘土进入，以在恶劣的试验室
   和工厂环境中能够保持更长的使用寿命。
● 为了确保精度，这种亮度计由A2LA（A2LA与CNAL的校准证书是互相承认的）认可的ISO 17025校准
   实验室颁发了单独编号的Traceable 证书。这份证书表明，此项产品符合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
  （NIST）颁布的标准。

距离、面积和容积测量仪

产品特色
● 仅需指点被测对象，即可得出距离、面积和容积测量值。本装置的设计直观、简便，易于使用。仅需
   了解一分钟，就不再需要查看说明书。液晶显示屏精确地显示当前正在进行的测量。一键操作即可自
   动地执行长度、面积或体积计算。每次测量均有声音确认提示。可记忆三个距离测量值和一个计算
   值，即使测量计关闭，记忆内容依然保存在装置中。使用该记忆功能，可以使用保存的测量值计算面
   积和容积。计算功能可对测量值进行加减运算。
● 测量计的量程为0.61 至15.24 m。分辨率为 0.01 m，精度为 1% ±1 位。使用一个按钮，即可立即实
   现 m 和英尺之间的相互转换。采用了最新的高精度Polaroid® 超声波传感器。适于室内及室外使用。
   可在 0 至 40℃ 的温度范围内自动、精确地补偿温度。

产品特色
● 此亮度计可测量波长为 320 至 390 nm 的紫外线。Traceable 紫外线亮度计具有三个量程，
   即 0 到199.9 μW/cm2 （分辨率 0.1 μW/cm2）、1.999 mW/cm2 （分辨率 0.001 mW/cm2）和
   19.99 mW/cm2（分辨率 0.01 mW/cm2）。精度为全量程读数的 ±2% + 2。
● Traceable 亮度计带有计算机输出功能，使用此功能，可将测量计连接到计算机或数据记录器上以监测
   和保存结果。为了确保精度，这种亮度计由A2LA（A2LA 与CNAL 的校准证书是互相承认的）认可的
   ISO 17025 校准实验室颁发了单独编号的Traceable 证书。这份证书表明，此项产品符合美国国家标准
   技术研究院（NIST）颁布的标准 。
● 使用相应的按钮，可以调出已测得的最高、最低和平均读数。“数据保持”（DATA HOLD）按钮可以
   使显示画面保持不动，以待记录读数。精确的光电二极管和颜色纠正过滤器可提供颜色纠正后的余弦
   测量结果。

环境粉尘检测仪

产品特色
● 真正的体积流量控制, 通过来自于安装在仪器内的气压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和被校准后的精确限流孔
  两端压差的数字反馈信号进行真正的体积流量控制, 并可以获得准确的样品体积和精确的颗粒物粒径  
  切割点。
● 配置了有温湿度传感器的加热器，可以有效抑制湿度增加后带来的正偏差。
● 高灵敏光学模块和长使用寿命的HEPA滤波器用于样品监测，可分别连续测量PM10、PM4、PM2.5
  和PM1。
● 可以灵活地选用交流电、外接直流电和内置电池，并有灵活的通讯功能选择
● 经久耐用IP65全天候机箱
● 易于运输和安装的设计



便携式红外光谱气体分析仪(MIRAN SapphIRe)

产品特色
● 容易使用
● 分析组分可选, 内置1-120多种气体校正曲线
● ppm以下级检测灵敏度
● 灵活多样/可升级
● 轻巧便携式

有毒挥发气体分析仪(TVA2020)

产品特色
● 可以应用于包括遵循美国EPA方法21监测的现、现场修复检测、垃圾填埋环境监测、以及常规的区域环
   境调查。
● FID/PID双检测器技术；FID具有很宽的动态和线性测量范围，响应稳定，重复性好。配置可同时工作的
   FID和PID双检测器的分析仪，具有更强的分析能力。相对于单检测器的仪器，双检测器分析仪能同时  
   对所有有机化合物和部分无机化合物快速响应；而和同体积的其他仪器比较，能提供更全面的气体覆盖。
● 轻便紧凑的设计；
● 现场操作简单；
● 无需PC应用软件；

空气采样器套装

产品特色
● Oxoid 空气采样器
   装在携带箱内，箱内还有取样头、NIST（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的校准证书、操作手册、保修单和
   电池充电器
● 环境监测用拭子
   三层包装，非常适合洁净空间、隔离空间和其他重要空间的环境监测用
● 一次性制成平板
   经过辐照、三层包装的平板培养基

六级空气微生物撞击采样器

产品特色
● 多级，多孔撞击式采样器是世界标准生物气溶胶采样器，用于研究空气中细菌和真菌的浓度粒和径分布。 
● 6级撞击采样器由铝制进样口、6级分离板、玻璃培养皿、和底盘组成，由3根弹性夹固定和多个O型
  圈密封。每级有400个精密机加工的小孔。
● 采用六级微生物撞击采样器对生物气溶胶的采集和培养都非常简单。将装有琼脂培养基的培养皿放入
  仪器，泵抽取气开始采样，样品采集后培养皿，进行培养后，用合适方法来计数。

紫外/可见水质分析仪

产品特色
预置260多条测量程序，可使用Orion AQUAfast、Merck、CHEMetrics或Hach的试剂和各尺寸比色池
（瓶），可简便、精确地测量以下参数：
COD、BOD、TOC、UV254、SUVA、叶绿素a、pH、氨、铵、溶解氧、酸度、碱度、硬度、悬浮固体
SS、色度、硅、联氨、磷酸盐、除氧剂、氯、二氧化氯、一氯胺、过氧化氢、氰尿酸、臭氧、硼、溴、
碘、氮、氧、氟化物、氯化物、硫化物、铬酸盐、钼酸盐、硝酸盐、亚硝酸盐、硫酸盐、亚硫酸盐、铅、
铬、镉、汞、砷、锰、锌、铜、铁、钼、镍、锑、锡、金、银、铂、钯、钾、钠、钙、镁、铝、AOX、
挥发性有机酸、表面活性剂、氰、DEHA、洗涤剂、乙醇、甲醛、苯酚。

离子浓度/电导率/溶解氧便携式多参数测量仪

产品特色
● 操作界面有中文、英文等6种语言供选择。
● AUTO-READTM功能可将读数锁定，当数据稳定时会显示指示图标。定时读数功能可在设置的间隔
  时间内自动记录读数。
● 可自动识别USA/NIST/DIN缓冲液。
● 可编辑pH/ISE的校准结果，使得测量曲线更准确，无需重新校准。
● 仪表可自动识别极谱式溶解氧探头和RDO荧光法溶解氧探头。
● 内置海水盐度曲线。
● TDS测量时可选择线性或ISO/EN 27888曲线。
● 可保存5000组测量数据，符合GLP标准。
● 可使用USB或RS232接口和附带的数据分析软件来传输数据或更新仪表软件。
● 可使用AA电池或电源适配器。
● 便携式防水设计，防护等级IP67。



便携式能谱分析仪-辐射测量(RIIDEye)

B．全自动病原菌检测系统(SureTect)

产品特色
● 可满足现场快速核素分析的要求，提供丰富的测量信息
● 功能：核素识别、谱分析、剂量率计算、总剂量、数据报告等
● 手提便携式核素识别谱仪, 可精确识别放射性核素
● 实时显示同位素剂量率, 可快速提供事故等级的迅速评价
● 多种尺寸和材料的探测器可选（NaI/LaBr），可选购中子探测器
● 特殊核材料（SNM）探测
● ANSI兼容的88种核素的核素库，可扩展至125种, QCC专利谱分析技术：可在1秒钟内识别混合的同位素
● Hysteresis专利技术，在2秒内为核素识别提供97%的置信度
● 专业的Quantum谱分析软件。
● 通过闪存(Compact Flash Card)或网络传输数据
● 采用普通AA电池，工作时间8小时

食品，药品，化妆品及其他消费品安全检测系统

微生物检测
A．李斯特菌与沙门氏菌快速检测试剂盒

产品名称及用途 规格 说明 货号

产品特色

李斯特菌快速检测试剂盒
可以在42小时内检测出李斯特菌（包括在80。C 

20分钟提取绒毛抗原）。每个盒子包括足够的检

测卡，阳性对照和Half Fraser肉汤（HFB）添加

剂。该方法被AFNOR.AOAC and EMMAS 认可。

李斯特菌快速检测试剂盒配套产品
补充李斯特菌检测卡

（Supplementary Listeria Devices）

Fraser 肉汤（Fraser Broth）

缓冲李斯特菌增菌肉汤

Buffered Listeria Enrichment Broth

李斯特菌选择增菌添加剂

Listeria Selective Enrichment Supplement

50试验
50试验

每瓶配制225MLHFB
每瓶配制10X225MLHFB

可以配制 8.7L 培养基

可以配制 10.6L 培养基

可以配制 500ML 培养基

FT0401M

沙门氏菌快速检测试剂盒
筛检食品原材料、加工食品和生产环境中的运动

沙门氏菌，需要相应的培养基。该方法被AFNOR

和AOAC认可。

沙门氏菌快速检测试剂盒配套产品

沙门氏菌快速检测试剂盒选择培养基（SRTEM）

Salmonella Rapid Test Elective Medium(SRTEM)

与沙门氏菌快速检测试剂盒配合使用

沙门氏菌乳胶凝集检测试剂

（Saimonella Latex Test）

用于初步鉴定沙门氏菌快速检测试剂盒分离出的沙

门氏菌

制备盘（Preparation Tray）

用于装配和孵育过程

现在您可以自信地在Thermo ScientificTM SureTectTM 实时荧光定量PCR系统上进行食品安全检测。基
于已被证明的PCR技术及世界级的服务和支持，SureTectTM系统被设计用于快速和准确检测各种食品和
相关样本的微生物。这个独特的解决方案在一个使用方便、能有效控制费用的平台上集速度和性能一
体，为您提供可信的结果。

50试验 FT0201A

FT0203A

FT0300A

50试验

500g

可以配制 16.4L 培养基500g

30试验

1个 

500g

10小瓶

FT0405M

CM0895B

CM0897B

CM0857B

SR0141E

FT0401A



在赛默飞，我们明白什么是微生物。我们知道大家需要快速可靠的分子生物学技术以解决日复一日的
挑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研发Sure Tect实时PCR系统，为您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如果您想没有压力
地获得高质量的结果，所有的一切仅需三步：

样本备注
减少手工操作的时间，预充
填的试管减少变异系数，20
分钟之内完成快速简单的裂
解步聚

运行
一台电脑可最多同时运行5
台24孔的PikoReal仪器，可
根据实验室的要求灵活配置

判读
直观的软件快速明确地解释
和追踪结果

1 2 3

C．食源性致病菌快速检测系统

自动磁珠提取纯化系统(KingFisher Duo) 

样品制备 仪器 试剂 软件

产品特色
KingFisher Duo，是基于KingFisher专利技术的最新产品。具备更灵活、更快速、更小巧、更安全的特
点。兼容Microtiter DW96深孔板（50-1000µl），匹配KF Duo 12道磁头和磁套，可处理1-24个样品；
也可以使用大体积的KF 24 DW深孔板（200-5000µl），匹配KF Duo 6道磁头和磁套，使处理体积增多
至5ml。其主要特点包括：
双板位设计，一次处理两块96孔或24孔板
加热模块支持样品高温孵育处理
冷却模块保护样品生物活性
大频幕显示器，图形化的用户界面，操作更便捷
Bindlt软件支持程序编辑及传输
可以用U盘直接传输用户程序
可以导出运行报告至用户U盘
实时监控程序运行时间及剩余时间

微生物富集纯化系统（Pathatrix）

产品特色
Pathatrix®全自动系统是从各种复杂的样品基质中快速捕捉各种病原体的最佳方法。利用抗体包被或带
正电荷的超顺性磁珠，Pathatrix®系统选择性地将各种复杂基质中的目标微生物结合并浓缩出来。其主
要特点包括：
● 大体积样品，一次实现10-60ml体积样品的处理
● 快速，每小时可处理多达150-200个样品
● 轻松与各种检测技术配合使用，如平板、酶联免疫分析，PCR等
● 每次可完成1-10个样品的混样处理，节省90%的下游实验费用
● 完全自动化，一键式操作
● 原始样品的完整性可达100%

PikoReal 实时定量PCR检测系统

产品特色
● PikoReal设计小巧，反应速度快，灵敏度高。具有绝对定量，相对定量，熔解曲线分析，高分辨率熔
   解曲线分析，等位基因分析等功能，是一款性能优越，并能成倍节省实验成本的高性价比荧光定量
   PCR系统。
● 光学检测系统和PCR系统高度整合，几乎没有移动部件。仪器长途运输或长期使用后也不会导致光路
   系统偏移，无需光路校正。
● 超快的反应速度能成倍节省实验时间。独特的设计能使反应体系小到5ul，节省试剂，耗材和能源消耗。
● 中文、英文软件界面可自由切换，一键点击，分析报告自动生成。



StepOne™ 实时荧光定量PCR系统

产品特色
● 先进软件和仪器可运行广范围的各种基因组 Assay
● 灵敏、长寿命的三色光学LED记录系统，预先校准，可与 FAM™/SYBR Green、VIC®/JOE™ 和 ROX™ 
   染料配合使用
● 直观且稳定的软件，适合初学者或是经验丰富的用户使用
● 简单且灵活的仪器设置和使用
● 体积极小，适用于各种实验室环境
● LCD触摸屏和USB驱动使配置更加灵活，并可实现无PC操作

PCR系统（ProFlex™ 3×32模块）

产品特色
● 允许多位用户使用—利用三个独立的控制模块同时运行三个不同的实验程序
● VeriFlex™加热块—优于温度梯度，六块peltier加热块可同时运行多达六种不同的退火温度或同时运行
  六个引物对
●方便的远程登录—利用免费的移动应用程序，在任何地方连接仪器
● 使用简单—触摸屏界面简化了仪器控制

数字PCR系统（QuantStudio™ 3D）

产品特色
QuantStudio™ 3D数字PCR系统是一款基于芯片的仪器，第一代芯片能够在每次运行中最多产生20,000
个0.8nL液滴，满足了目前大部分数字PCR应用的需求。此外，仪器具有很好的可扩展性，未来的芯片容
量将呈指数增长，满足研究不断增长的需求。其主要特点包括：
● 简单实验流程—2小时的实验时间，手动操作只需要几分钟
● 可扩展的构建—让您选择不同的芯片，以最少的投资去进行您的研究
● 性价比高—比其他数字PCR平台成本更优惠
● 封闭系统—简单的流程和基于芯片的平台降低了样品污染的风险，以及液滴系统中常见的DNA损失。
  可用于病毒载量测定、肉类ID鉴定及GMO检测等。

试剂组合

类别 货号 品名 包装大小

类别 货号 品名 包装大小

免疫磁珠富集 

检测与分型 

710-13 
710-11 
710-09 
710-07 
710-03 
710-04 
A10714 
A10715 
4445654
4366100
4396838
4485057
4485058
4485059
4485036
4485037
4485038

2 ml
2 ml
2 ml
2ml
1 ml
5 ml
1 ml
5 ml
96 反应 

100 反应（30uL） 

100反应（50uL） 

100 反应（30uL） 

100 反应（30uL） 

100 反应（30uL） 

100 反应（30uL） 

100 反应（30uL） 

100 反应（30uL） 

Dynabeads® EPEC/VTEC O26  
Dynabeads® EPEC/VTEC O103  
Dynabeads® EPEC/VTEC O111
Dynabeads® EPEC/VTEC O145  
Dynabeads® anti-E.coli O157  
Dynabeads® anti-E.coli O157  
Dynabeads® MAX E.coli O157 Kit  
Dynabeads® MAX E.coli O157 Kit  

核酸抽提 

97030196
97032496
KFR-802096
KFR-802496
4322547 
4409735 
4428176 

处理96样品

处理24X96样品

处理96样品

处理4X96样品

100反应 
100反应 
300反应 

KingFisher Cell and Tissue DNA Kit
KingFisher Cell and Tissue DNA Kit
LabServ Cell and Tissue DNA Kit
LabServ Cell and Tissue DNA Kit
PrepMan® Ultra Sample Preparation Reagent 
PrepSEQ® Rapid Spin Sample Preparation Kit 
PrepSEQ® Nucleic Acid Extraction Kit 

MicroSEQ® E.coli O157:H7 Detection Kit 
TaqMan® E coli 0157:H7 Detection Kit 
TaqMan® Environmental Master Mix 2.0
TaqMan VT1 (Stx1) Assay* 
TaqMan VT2 (Stx2) Assay* 
TaqMan VT1/VT2 Duplex Assay* 
TaqMan E. coli  O104 Assay* 
TaqMan E. coli  O104:H4 Assay* 
TaqMan E. coli  2011 O104:H4 Assay* 

大肠杆菌检测



沙门氏菌检测

类别 货号 品名 包装大小

免疫磁珠富集 

TaqMan检测 

710-02 
4404376
4457030
4366104

5 ml
96 反应 

100 反应（30uL） 

100反应（30uL） 

Dynabeads® anti Salmonella  
MicroSEQ® Salmonella spp. Detection kit
TaqMan® Salmonella Enteriditis Detection Kit
TaqMan® Salmonella Enterica Detection Kit

李斯特菌检测

类别 货号 品名 包装大小

免疫磁珠富集 

TaqMan检测 

710-06
4445655
4404377
4366102 

APL50
APS50
APE50SD
APSAK500P
4327692
4327693
4466334
4466335
4481972
4475928
4475929
4475930
4489312

50 反应

50 反应

50 反应

500 反应

100 反应

100 反应

4*48反应

2*48反应

2*48反应

48反应

48反应

48反应

48反应

5 ml
96 反应 

96 反应 

100反应(30uL)

Dynabeads® anti Listeria
MicroSEQ® Listera spp. Detection kit
MicroSEQ® Listera monocytogenenes Detection kit
TaqMan® Listera monocytogenenes Detection Kit

Pathatrix® Listeria spp. Kit
Pathatrix® Salmonella spp. Kit 
Pathatrix® E. coli O157:H7 Kit - Same Day
Pathatrix® 10 Pooling Cronobacter spp. Kit
TaqMan® GMO Soy Detection Kit
TaqMan®  GMO Maize Detection Kit
TaqMan®  GMO Screening Kit
TaqMan®  Roundup Ready Soya Quantification Kit
TaqMan®  GMO Maize Quantification Kit
Norovirus GI Detection Kit
Norovirus GII Detection Kit
Hepatitis A Virus Detection Kit
Hepatitis E Virus Detection Kit

其他食源性致病菌检测

类别 货号 品名 包装大小

TaqMan检测 

Pathatrix
检测

GMO检测

Ceeram Virus
检测

4382492

4368604

4368606

4366098

4401512

100反应(30uL)

100反应(30uL)

100反应(30uL)

100反应(30uL) 

100反应(30uL)

TaqMan® Cronobacter sakazakii Detection Kit         
阪崎杆菌 
TaqMan® Pseudomonas aeruginosa Detection Kit   
绿脓杆菌 
TaqMan® Staphylococcus aureus Detection Kit 
金黄葡萄球菌 
TaqMan® Campylobacter jejuni Detection Kit        
空肠弯曲菌 
Custom Assay

D.Remel RapID™ 手工微生物鉴定系统

产品特色
● 9种板条，可鉴定超过400多种微生物
● 简单的一步接种
● 4小时孵育，无需厌氧培养
● 无需覆盖矿物油
● 检测构成酶，无需微生物的生长，
● 结果清晰-颜色鲜艳清晰，与比色卡对比更易判读
● 大容量、及时更新的数据库



可应用于：三聚氰胺/瘦肉精/黄曲霉毒素/抗生素/有机磷农药/氨基甲酸酯农药/非法添加检测等

                  动物健康(动物疾病，口蹄疫，痢疾等)；转基因食品；食品中过敏原检测

产品特色
采用氙闪灯做为光源，波长检测范围200nm至1000nm，扫描单个样本的全光谱仅需10秒，出色的光谱
分辨率和检测的准确性与重复性。

支持终点法、动力学和光谱扫描测量。可以读取有盖或无盖的96孔板和384孔板、兼容超微量检测板。
读板速度极快，96孔板仅需6秒，384孔板仅需10秒。微孔板室和比色杯基座均配备温控元件，可控温
度高达45℃，适用于温度敏感型检测。可使用标准比色杯、微量比色杯、超微量比色杯。

通过大屏幕的彩色液晶显示屏和图形化用户界面，程序编辑变得十分的简单，任何测量数据都可以通过
USB接口导出。 

仪器的设计包括双光束光学系统，其内部的参比通道保证了任何检测条件下均可得到稳定的检测结果。 
仪器启动后自动进行全面的诊断程序，对光源、光栅、检测器、载板位置等进行检查，确保仪器运行的
稳定性及可靠性。

SkanIt软件有多种数据分析功能，包括：定量曲线拟合、定性分类、动力学计算、光谱分析、自定义方
程和平行线分析（PLA，符合欧盟法规要求）等。

拥有独特的节电待机功能，当仪器不工作时，自动进入节电待机模式，节省70%的能源消耗，按任意
键即可唤醒系统。

理化污染物检测
A．Multiskan GO全波长酶标仪——ELISA酶联免疫法+UV/Vis紫外可见光法

部分试剂组合列表（部分由第三方勤邦生物提供。并可根据用户需求定制化开发）：

食品非法

添加检测

农兽残，

生物毒素

检测

牛奶亚硝酸盐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试剂盒

综合类甜蜜素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试剂盒

饮料糖精钠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试剂盒

味精谷氨酸钠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试剂盒

综合类过氧化值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试剂盒

牛奶尿素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试剂盒

牛奶硫氰酸钠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试剂盒

酱油氨基酸态氮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试剂盒

综合类苯甲酸钠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试剂盒

水质pH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试剂盒

水质余氯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试剂盒

面制品过氧化苯甲酰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试剂盒

面制品溴酸钾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试剂盒

水质总氯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试剂盒

水发产品工业碱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试剂盒

呋喃唑酮代谢物残留酶联免疫检测试剂盒

三聚氰胺残留酶联免疫检测试剂盒

莱克多巴胺残留酶联免疫检测试剂盒

沙丁胺醇残留酶联免疫检测试剂盒

呋喃它酮代谢物残留酶联免疫检测试剂盒

氟喹诺酮类药物残留酶联免疫检测试剂盒

磺胺类药物（十五合一）残留酶联免疫检测试

剂盒

氯霉素残留酶联免疫检测试剂盒

黄曲霉毒素B1残留酶联免疫检测试剂盒

呕吐毒素残留酶联免疫检测试剂盒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残留酶联免疫检测试剂盒

 

动物

健康检测

转基因与

食品过敏原

检测

贝诺虫病检测试剂盒 

蓝舌病检测试剂盒

口蹄疫检测试剂盒 

细螺旋体病检测试剂盒

牛支原体检测试剂盒

牛肺结核检测试剂盒

猪瘟检测试剂盒

猪伪狂犬病检测试剂盒

兔病毒性出血症检测试剂盒

转基因食品检测试剂盒

杏仁残留检测试剂盒 

酪蛋白残留检测试剂盒

甲壳动物残留检测试剂盒

鸡蛋残留检测试剂盒

醇溶蛋白残留检测试剂盒

榛子残留检测试剂盒

牛奶(β-乳球蛋白)残留检测试剂盒

荠菜籽蛋白残留检测试剂盒

花生残留检测试剂盒

大豆残留检测试剂盒

 



B．Antaris II FT-NIR现场分析仪——NIR近红外光谱法

假冒药品检测/药品中有效成分API鉴定/药品辅料测试

啤酒：酒精度、酸度、原麦汁浓度测定

白酒：酒精度、总酸、总酯、乙酸乙酯、己酸乙酯、乳酸乙酯、杂醇油、异戊醇等指标成分检测

乳制品：蛋白质、脂肪、灰分、水分、维生素预混料测定

食用油：IV（碘值）、FFA游离脂肪酸、C18:1十八烯酸以及油品种类鉴别

肉类：生肉中蛋白质、肌内脂肪和水分测定；肉制品中蛋白质、脂肪、水分、盐分检测

C．Nicolet iS5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IR中红外光谱法

TFA反式脂肪酸检测/橄榄油掺假测定/酒精度检测/蜂蜜原产地识别

产品特色
Nicolet iS5 光谱仪占地面积与笔记本电脑接近，轻巧且便于移动。
重量为10kg(22 lb.)，非常适合运输 
足够坚固，可在工厂或校园内进行运输
Nicolet iS5 光谱仪设计可在富有挑战性的环境中进行无故障运行。
坚固的合金框架内包含经验证的光学元件
温控二极管激光器可使用多年
用户可自行更换部件使维修成本最小化
更换红外光源或干燥剂时，无需服务工程师到现场或开启仪器。
可耐受各种温度和湿度条件
仪器设计时已周全考虑振动、电磁干扰（EMI）、灰尘甚至倾斜等因素，合金结构能够提供出色的机械
特性，保证刚度、热性能、振动抑制并减轻重量

产品特色
Antaris II集成有最全面的近红外采样技术，包括：
● 积分球透反射
● 液体透射
● 卡片式固体透射
● 药片/胶囊漫透射
● 光纤探头漫反射
● 光纤探头透射/透反射

分析模型和方法轻而易举地转移至其它Antaris仪器
最佳的采样方式一旦在Antaris II上得以确立，经过验证的分析模型可以轻松地转移至其它Antaris仪器，
所有Antaris均建立在相同的光学平台上，照射到样品上的调制光束完全相同，这对于节省建模成本和系
统维护成本、节省时间带来了极大方便。而且Antaris II也可以直接搬至工业现场，不经任何修饰的承担
工业分析任务。

卓越的近红外技术
完全工业化的分析系统，整体铸模设计，密封干燥、抗振性能一流，轻松自如地适应实验室或工业现场
环境下的样品分析任务；所有模块均采用高灵敏度InGaA检测器，内置背景自动采集；
积分球对漫反射光的收集效率高于95%，保证最高的检测灵敏度；计算机控制自动3位样品穿梭器（具备
2个样品光路和一个内部背景光路)；同时对药片或胶囊进行透射和漫反射分析， 一次得到样品表面材料
（如包衣）和内部组成信息；光纤探头在线检测时无需手动采集背景，避免取离光纤探头去采集背景而

干扰检测过程；
USB即插即用接口，避免网卡通讯可能存在的物理地址和IP地址冲突。

D．TruScan RM原辅料鉴别系统——Raman拉曼光谱法

药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快速鉴别

产品特色
将拉曼技术从实验室应用转移到鉴定现场。同时将先进的算法和严密的流程整合到这个坚固耐用、小型
化的便携拉曼光谱仪中，使其成为物料鉴定的理想工具。
总体性能得到改进，可更快地提供通过/失败结果，同时可更快地实现方法开发和数据同步。 
凭借诸如生物特征识别登录及选用密码时效和复杂性等符合21CFR Part 11规定的增强安全功能，用户可
定制分析仪的安全设置，甚至可获得超过监管要求的安全性。
先进的光学技术，让过去认为使用拉曼法检测速度太慢的物料，如今也可实现拉曼检测。
内置人工智能，如辅助的参照谱图采集和设备确认警告等，可确保物料鉴别的成功进行，防止用户错误
的发生。
用户界面的优化和功能的提升，如整合批报告和直观的工作流程，使得该分析仪与当前生产过程兼容。
分析仪的重量小于0.9公斤，设计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提高了检验过程的舒适性和工作效率。



E．Niton XL3t XRF 元素分析仪

玩具，化妆品，电子产品，工业品中铅，镉等重金属快速测定

F．microPHAZIR- AG 饲料分析仪——NIR近红外光谱法

饲料中基础成分含量及营养物质分析

产品特色
轻便、耐用的便携式解决方案，重量不到1.3 公斤
直观的彩色液晶屏显示
可充电电池，长时间的电池使用时间
操作简单，无需任何检测经验，只需少量培训
实时分析（只需1-2 秒）无损检测
 数据自动保存
内置的数据库，条码阅读器

产品特色
可以分析样品中大于25种以上有害无机元素
在供应链中利用更短的时间分析更多的样品
降低实验室运营成本与产品可能召回的潜在风险
无需样品前处理——消解样品
操作快捷，使用人员专业背景无要求

FirstDefender RM 手持式（拉曼）化学物质鉴定仪

产品特色
快速、准确的鉴定结果。通过拉曼光谱技术，可以在现场对未知固体和液体（包括水溶液和其它类型的
溶液）进行快速的识别鉴定。设备会存储所有数据，并能够以多种格式导出数据。
专为现场使用设计。符合美国军用标准MIL-STD-810G和IP67测试要求。
改进的自动混合物分析。成熟的化学计量学算法可以自动检测是否存在化学混合物。
瞄准式（Point-and-shoot™）的鉴定方式。操作者可以透过密封的玻璃或半透明的塑料容器直接进行检
测，这样的检测方式减少了对样品的污染，同时也最大程度的避免了操作人员暴露于潜在的有害物质之
下的危险。
庞大的化学品谱库。可以对包括：爆炸物、有毒工业化学品（TICs）、有毒工业原料（TIMs）、化学战
试剂（CWAs）、毒品、毒品前体、白色粉末等在内的不明化学品进行身份识别。

台式爆炸物/毒品探测仪

产品特色
高速GC和DMX双级联用技术
无须测量模式转换可一次完成对正负离子的检测
分析速度快、误报警率低
优良的探测和分辨混合爆炸物能力
抗干扰物和掩蔽物影响
优良的抗环境影响和抗污染能力
重度污染后清洗时间短，可快速恢复
数据库具有扩展能力，可适应对新型爆炸物的探测
具有远程诊断能力
长期使用耗材成本低、维护方便

产品特色
快速、准确的识别结果：几秒钟即可出精准的检测结果
轻松识别毒品、兴奋剂、镇静剂、迷幻剂和镇痛剂。可以分析主流毒品，常见掩盖试剂和毒品前体、易
制毒化学品和卡西酮（浴盐）等新兴威胁，确保执法人员永远使用领先技术。
使用简单：直观的菜单式界面，确保用户得到快速培训并熟练操作
一次检测多种毒品：执行一次分析即可确定是否存在毒品，省时省钱
非接触式检测方式：通过塑料或玻璃等容器/包装直接扫描，最大限度减少污染和暴露，并保存证据
自动防篡改记录：自动记录所有扫描结果，包括时间日期戳和自检结果，并可以通过管理软件预览、生
成和打印报告

公共安全与反恐检测系统
TruNarc 手持式（拉曼）毒品分析仪



FH 40 D 空隙分析仪

产品特色
可以发现不易打开的中空物体里面的毒品、香烟、酒精和炸药等违禁物品，适用于安全，反恐等领域。
探测隐藏的违法物品
探测违法运输的核材料
测量 gamma 剂量和剂量率

MDS 车载/机载移动式辐射搜寻系统探测器

产品特色
MDS 移动式辐射搜寻系统适用于大面积放射性勘查和搜寻放射源等移动测量工作，可应用到核监测、核
应急及反恐诸多领域。本套系统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通过了北约的认证，以成为北约标准配置。
结构坚固，重量较轻，易于移动
软件可实时显示剂量率、剂量、GPS信息，也可以显示外接探测器的测量结果，如中子剂量等。
无需外接配线到车辆
可实时通过软件监测数据
备选中子探测器，污染探头
NBR 专利技术
数据可通过无线电或者GSM无线装置发送

移动实验室信息化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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