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剂质量分析室 305-307

序

号
设备名称 主要参数 数量 备注

1
触控式水

分测定仪

最大称量：110g

1

读数精度：0.001g

使用温度：5℃-35℃

秤盘尺寸：Ø90mm

加热方式：卤素灯

温度传感器：PT 100

温度范围：40℃-199℃

温度间隔：1℃

水分范围：0.00%-100.00%

水分可读精度：0.01%

干燥剩余范围：100.00%-0.00%

干燥剩余可：0.01%

温度设定：40℃-199℃

时间设定：1-99min

加热部分：220V ±15% 50HZ 400W

天平部分：

Input: 220V 50HZ

Output:9V

加热舱高度：22mm

显示方式：5寸触摸屏

校准方式：砝码校准

2
四用片剂

测试仪

溶出数量:３个

1

温控范围:（２０～４０）℃±０．３℃

调速范围:（２０～２００）ｒｐｍ±２ｒｐｍ

定时范围:（１～９００）ｍｉｎ±０．５ｍｉｎ

桨杆摆动:±０．５ｍｍ

转篮摆动:±１．０ｍｍ

吊篮数量:２个

往返频率:（３０～３２）次／分

往返行程:（５５±２）ｍｍ

圆筒数量:１个

滑落高度:１５６ｍｍ

圆筒速度:（２５±１）转／分

圆筒圈数:（１００±１）圈

硬度范围:（２～１９９．９）Ｎ±１Ｎ

直径范围:（３～２０）ｍｍ

电源:２２０Ｖ／５０Ｈｚ

3
冰点渗透

压仪

测量范围：0~2000 mOsm / L

1样品量：0.5 ml

测量速度：3分钟 / 次



分辨率：1 mOsm / L

制冷方式：半导体致冷

探头升降：自动升降

电源：220V 50Hz

功率：≮135VA

样品量：500ul

4
融变时限

试验仪

套筒网架数量：３套

1

透明套筒尺寸：高６０ｍｍ 内径５２ｍｍ

不锈钢网架：二片直径５０ｍｍ各３９个４ｍｍ小孔

网架翻转频率：１次／１０分

定时范围：（１０～９００）ｍｉｎ

定时精度 ：（２０～４５）℃

温控精度：±０．５℃

烧杯容积：４Ｌ

杯三路，三路同步，手动翻转。

透明套筒，不锈钢网架，翻转机构新颖灵活。

网架等采用进口不锈钢。

自动控制温度，温控精度高。

采用磁性水泵循环水流匀热系统，水浴温度均匀。

全自动智能化控制温度、时间参数。

可以随意预置时间参数；分时显示预置值和实时值。

自动化，自动检测、自动诊断、自动报警。

自动控温，自动记时，定时翻转指示预报，故障报警。

5
自动溶出

取样系统

1、法规要求：按照 2015 版《中国药典》和《美国药典》

以及《药物溶出度仪机械验证指导原则》要求而设计制造

的高性能的 12 杯 12 杆溶出度试验装置；符合《中国药典》

和《美国药典》及《药物溶出度仪机械验证指导原则》要

求；

1

2、溶出度方法：桨法和篮法；

3、溶出仪杯位：12 杯，高精度的溶出杯中心定位；

4、▲溶出杯：卡环式高精度溶出杯，卡环与杯身一体化设

计，自动中心定位，安装放置溶出杯极为方便快捷。

5、溶出仪杆位：12 杆，一个共同的转轴可连接互换的转篮

和桨叶，高度初次定位后，无须重新调整，切换极其方便；

6、▲机头设计：溶出仪的驱动头采用智能自动升降方式，

进口电动升降立柱确保溶出仪机头精准可靠地升降，确保

搅拌轴的设置高度、中心位置等关键参数实验条件的重现

性；

7、温度范围：室温至 45℃；

8、温度精度：控温分辨率≤0.1℃；控温误差≤0.2℃；

9、转速控制范围：10-280rpm；

10、转速：转速分辨率 1转/分；转速误差≤1PRM；

11、搅拌桨摆动幅度：≤0.3mm



12、转篮摆动幅度：≤0.5mm

13、溶出杯与篮（桨）轴同轴度：≤1.5mm

14、▲桨法\篮法切换：一个共同的转轴可连接互换的转篮、

桨叶，共同的转轴最低位置在防蒸发盖上方，无须重新调

整高度，方便切换和清洗；

15、桨\篮材质：316L 不锈钢材质，PH 值 1.0 盐酸溶液浸

泡 72 小时无腐蚀。

16、控制面板：高清彩色触摸屏，界面可中英文设置；

17、▲软件功能：软件具有权限管理和审计追踪功能，32

个不同权限账户，存储 200 种预设方法，20 个取样点设置，

实时监控记录实验温度、转速，并具有超范围预警功能；

18、具有程序转速：在方法运行中，不同时间点可自由设

置不同轴转速；

19、终极搅拌：在方法结束后，可设置较大转速继续运行

方法，已验证溶出数据；

20、间隔投药：软件可设置投药时间间隔，并自动提示投

药时间，自动记录；

21、溶媒变更：在篮法的方法运行中，仪器可按照方法设

定自动暂停运行，机头抬起，更换溶媒介质，排空管路后，

自动延续运行方法；

22、双排取样功能：在同一时间点可连续取双份样品，以

备留样；

23、▲多功能自动取样架:使用非驻留式高精度温度探头在

预设时间点监测溶出介质温度，并配置一体式取样针，确

保取样位置不变，并具有过滤取样、补液功能。取样高度

可自动调节，可根据设定溶媒量(如 500,750,900ml 等)及

实验方法（如浆法、篮法）自动调节取样高度；

24、溶出介质温度监测系统：可监测每个溶出杯的溶出介

质温度，配置针式打印机，可打印每次取样时每个杯的溶

媒温度，记录实验参数及溶出信息。

25、取样泵类型：注射泵

26、▲取样泵设计：电机驱动支点到每个注射器推拉受力

支点力矩相等，保证取样泵稳定性。

27、取样体积：1~10ml

28、最小取样间隔时间：首次小于 2 分钟，其余取样时间

间隔 4-6 分钟（视取样量与是否补液而定）

29、取样精度：±1%

30、▲最大样品取样点数：≥20 个取样点

31、样品过滤：具有二级在线过滤功能。

32、初滤液：具有排初滤液功能

33、溶媒回补：可自动回补

34、收集架：能放置 150 位以上的样品

35、管路清洗：有自动清洗功能，取样前清洗管路，取样



后排空管路。

36、管路材质：采用惰性取样管路和惰性泵，无吸附无磨

损。

37、▲投标时需提供生产厂家的授权书、满足招标文件需

求的参数确认函和售后服务承诺书原件，且加盖鲜章。

6
澄明度检

测仪

适用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 年版。

1

卫生部标准<澄明度检查细则和判断标准》ＷＢ１－３６２－

９１。

企业标准<澄明度测试仪》Ｑ／１２ＸＱ０１９３－２００４。

主要特点

双人双面使用。

高精度光照传感器、电子镇流器及遮光技术对专用三基色荧光

灯进行控制。

消除频闪，照度可调，检测分辨率高，视觉疲劳小。

自动定时，自动报警，自动连续测试。

技术指标

灯管：二支 ２０Ｗ专用三基色荧光灯

照度调节范围：（１０００～４０００）Ｌｘ

定时范围：（１～９９）ｓ

8
滴点软化

点测定仪

1、温度范围：室温－300℃

1

2、升温速率：120±10℃／h（12℃±１℃／６min ）

50± 5℃／h（5℃±0.5℃／６min）

3、温度分辩率：0.1℃ 变形分辨率：0.001mm

4、负荷范围：0.73N —49.03N 负荷误差：±2.5%

5、试验架跨距: 60—120mm 连续可调（适于热变形试验）

6、加热最大功率：3KW

7、电源电压：AC220V/50Hz 最大电流 18A

8、加热介质：甲基硅油或变压器油（介质的闪点温度应高于

最高试验温度）。

9、冷却方式：150℃以上风冷，150℃以下水冷或自然冷却。

10、300C 为卧式主机，容积 12 升左右；

9
多能测厚

仪

适用标准: 企业标准《厚度测试仪》Ｑ／１２ＸＱ０１９４－

２００４。

1

主要特点:

测量各种胶囊的壁厚和顶厚。

国产优质精密百分表测量，测试精度高。

厚度测试范围:（０～３０）ｍｍ;

厚度测试精度:±０．０１ｍｍ

可测胶囊型号:００、０、１、２、３、４、５号胶囊;外形尺

寸:（２０＊８＊５）ｃｍ３

10
热原测定

仪

测温范围：37-41℃

1报警方式：闪烁显示及音响报警

温度分辨率：可选择显示小数点后一位或二位



数据存取方式：移动硬盘，U盘。

精确度：0.1℃

传感器特性校正：程序自动校正

测温探头总数：40 根

温升曲线绘制方式：屏幕坐标绘制

温度显示方式：全屏幕实时显示

11
激光粒度

测定仪

▲配置：主机、电脑、冷却循环水机（要求干、湿一体）

1

▲1.测量范围： 0.02-2100um（湿法）、0.1-2100um（干

法）

2.重复性误差：≤±0.5% （标样 D50）

3. ▲测量原理：全量程米氏散射理论

▲ 4.探测器：光电探测通道数 91 个，配置有双后向探测

器和逆向探测器。采用大角散射光的球面接收技术，大角

和后向探测器均为独立单元，依据球面呈弧形分布排列在

透镜焦面上，并带有独立的防尘、杂散光屏蔽罩元件。

5.光源：

▲a)采用进口 He-Ne 气体激光器，进口激光器电源模块，

功率不小于 2mW，波长 0.6328um。

b)一体化 He-Ne 气体激光器发射技术，针孔扩束镜和激光

管一体式防震设计。

c)采取滤波平滑处理技术，降低激光管功率波动对测量的

影响。空间滤波器装配方式采用强力永磁体固定，消除衍

射环。

6.光路设计：

▲ a)透镜后傅立叶变换结构，单镜头光路，后向探测器不

受傅立叶镜头后向反射杂散光影响。

▲ b)专业 556mm 长焦距的傅立叶透镜，最小散射光分辨角

度 0.016 度。

▲ 7.对中方式：智能自动对中，对中精度 0.2μm.

8.ADC 模数转换： 18bit

9．湿法进样系统（标配 SCF-105B）：

▲a)进样系统与主机完全独立，干湿法自动化进样器可同

时连接主机，软件自动识别切换测样。

▲b)循环进样器采用进口电机、精密离心泵，搅拌速度可

达 4000 转/分钟，无级可调。

▲ c)采用高效底部超声技术，最大功率不小于 50W，功率

连续可调。

d)全自动粒度测试，测试报告自动保存于文件中，仅需依

次按提示加入样品即可自动完成多样品测试。

10.干法进样系统：

a)进样器与主机通信识别，具备软件 SOP 自动化测试功能，

包括自动正负压力开关、自动进料、自动测样、自动清洗。

b)内置分散压力传感器，测样分散状态自动识别，具备遮



光比自动限制功能和异常警示功能。

▲c) 带降噪功能的封闭式进样器窗口设计，隔绝粉体对仪

器的污染，维护需求少。

▲d) 进样器分散管采用长寿命、高效分散的刚玉瓷材料。

11.软件：

a)具备智能对中判断功能，可根据仪器状态信息自行确定

是否需要自动对中。

b)折射率参数可以在样品测试后修改，并实时得到修改后

粒度分布结果。

▲c) 具有通用测试报告、筛分测试报告、百分测试报告，

并具有平均报告、统计报告、拟合报告功能，具有可自定

义专业测试报告模板功能。

▲d)测试报告可导出为 pdf、excel、word 格式或其他文本

格式，报告中所有图表可直接右键保存成图片。

▲e)可同时查看多个测试报告结果，进行数据的图形比对

和数值统计分析。支持以日期、特征粒径或平均结果等多

个参数进行分类、排序、筛选功能，并能以 excel 表格形

式输出。

▲为了保证产品质量，▲条款必须满足要求，否则作无效

标处理。投标时提供生产厂家出具的授权书、满足招标文

件的参数确认函和售后服务承诺书原件，加盖厂家的鲜章。

12
暗箱紫外

分析仪

由 1 支 6W254NM 和 1 支 6W 365NM 紫光灯管和面积为 150MM×

70MM 的紫外滤光片组成。

1

仪器采用电子集成块启动电源，可以随开随用，当样本取出样

品室后，灯管在 10 秒钟后自动熄灭，提高了用户的操作简便

性

电源电压：220/50hz

功率：24w

合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