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 户 需 求 书

一、商务要求

1、交付时间与地点要求：合同签订后 30日内。地点：用户指定地点。

2、付款条件：由双方协商

3、供应商资格要求：见采购公告

4、验收要求：按谈判文件技术参数和国家行业标准进行验收。

5、售后服务要求：设备按原厂商标准提供维护。

6、其他要求：医疗器械经营企业不是生产厂家的，应备有厂家开具

的授权书或厂家的代理商出具的授权书。

二、采购需求表

包号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数量 单位
是否接受进

口产品投标

A包

1 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 1 套 不接受

2 全自动尿液分析仪 1 套 不接受

3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1 套 不接受

4 离心机 2 台 不接受

5 立式灭菌器 1 台 不接受

6 医用冷藏箱 1 台 不接受

B包 1 核磁共振仪附属设施一套 1 套 不接受

三、技术要求：

A 包参考配置及技术要求

（一）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

1.检测原理：采用激光散射法对白细胞进行准确的五分类检测，采用免疫比浊法

进行 C-反应蛋白（CRP）测定

2.分类通道：具有独立的嗜碱性粒细胞通道



3.检测参数：≥26 项可报告参数（不含散点图和直方图）

4.研究参数：≥6项，具有异常淋巴细胞、有核红细胞和原始细胞报警信息

5.进样方式：全自动进样，封闭进样

6.检测模式：具有独立 CRP、五分类+CRP 等 3 种以上全血检测模式

7.样本添加：可随时添加样本

8.进样器容量：≥40 个

9.进样模式：具有独立的静脉全血、末梢全血、预稀释血检测模式

10.样本用量：五分类+CRP 模式≤40μl，CRP 模式≤20μl

11.检测速度：五分类+CRP 模式≥50 个样本/小时

12.预稀释模式：自动定量打出稀释液，具备五分类+CRP 功能

13.WBC 线性范围：0~400×109/L

14.CRP 线性范围：0.3~300mg/L

15.CRP 携带污染：≤1.0%

16.操作系统：全中文操作分析报告软件

17.排堵方式：正反冲洗，高压灼烧

18.工作电压: (100V-240V～)允差±10%

19.设备配置清单:

序号 名称 数量

1 主机 1



2 电源线 1

3 显示器 1

4 计算机主机 1

5 USB 延长线 1

6 试剂包 1

7 基本附件包 1

8 软件 1

（二）全自动尿液分析仪

1.测定项目: 白细胞、尿胆原、蛋白质、胆红素、葡萄糖、维生素 C、比重、酮

体、亚硝酸盐、PH 值、隐血、微量白蛋白、肌酐、尿钙、浊度、颜色、蛋白肌

酐比值、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

2.测定原理: 采用反射光电比色法、折射计法进行检测分析,采用光电比色法和

折射法对尿液化学成分及理学项目检测

3.吸样量: 有形成分分析仪：200-1500 µl 干化学：1000µl

4.加样装置: 高精度终身免维护注射器加样

5.进样方式: 采用智能分配轨道系统

6.加样方式: 有形成分采用高精度注射器加样，干化学采用定点定量点样

7.阴性标本筛查: 具有低倍镜阴性标本筛查功能

8.坐标定位追踪识别技术: 具有坐标定位追踪识别技术

9.审核规则: 具有自定义审核规则设定界面

10.自动调焦技术：仪器具有自动调焦技术，无需定焦液进行人工调焦

11.检测速度：有形成分检测速度≥80T/H， 干化学 240 测试/小时

12.计数池清洗：具有对计数池反向排空、反向冲洗和正向冲洗功能



13：试纸容量：200 条

14.吸样针清洗：采用高效清洗拭子清洗，有效降低吸样针携带污染

15.条码识别：具有全自动条码扫描功能，自动识别标本信息

16.急诊功能：具有急诊功能，随时插入标本进行检测

17.待检区容量：10 管/架，一次可装载 100 份标本

18.报告方式：有形成分检测可提供 xx 个/µl 报告方式

19.网络接口：标准网络接口，可以和 LIS 及 HIS 系统联网

20.设备配置清单:

序号 名称 数量

1 自动进样主机 1

2 全自动尿液有形成分分析系统 1

3 全自动尿液有形成分分析系统 1

4 品牌商用电脑 (液晶显示屏) 1

5 高速激光打印机 1

6 全自动干化学尿液分析仪器 1

7 内置颜色/浊度/比重检测模块 1

8 附件包 1

9 生物显微镜镜 1

（三）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1.检测速度 ：800 测试/小时(不含 ISE 测试) ,单/双试剂，化学比色恒速

2.检测方法学：具备终点法，两点法，速率法等

3.急诊检测能力：急诊样本优先检测

4.分光系统：全息凹面光栅后分光系统

5.波长数量及范围：波长数量 16 个；范围范围 340-850nm 任选

6.样本携带污染率：≤0.07%



7.温控方式：固体恒温直热，控温精准，精度为 37±0.1℃，升温更快，恒温稳

定，免维护保养，不需要添加抑菌剂，不需要定期更换水，减少耗材，减少工作

量

8.进样方式：智能灵活，圆盘式进样，并有单独的质控

9.样本针功能：具有凝块检测功能，液面探测功能

10.样本量：1.5–35ul,0.1 ul 步进

11.样本位：192 个，无需扩展，耐酸碱，抗蛋白及脂类吸附可放置多规格原始

管和样本杯进行测试。

12.试剂量：10–350ul,0.5 ul 步进

13.试剂位：180 个试剂位，双试剂盘设计

14.试剂冷藏：具有 24 小时试剂冷藏功能,采用水媒介均匀制冷方式,半导体后置

排

15.反应位：165 个无需扩展

16.反应杯材质：耐酸碱，抗蛋白及脂类吸附，低成本的 UV 光学塑料杯

17.清洗系统：全自动温水清洗反应杯

18.分注定量系统：不锈钢高精度注射器加样，体积更小，加样精度更准

19.搅拌系统：2个，加入试剂后立即混匀

20.质控、校准 单独的质控、校准盘

21.设备配置清单:

序号 名称 数量

1 主机 1

2 桶 1

3 电脑 1

4 显示器 1

5 清洗液 1

6 基本附件包 1

7 全自动生化分析软件 1

8 酶标仪 1

9 洗板机 1



10 电解质检测模块 1

11 附件 1

（四）离心机性能要求

1 仪器转速≥5000R/min（水平转子）

2 仪器转速相对误差≤±1%，转速精度≤±50r/min

3 仪器的离心方式为水平离心

4 仪器容量：≥20支5ml 真空采血管

5 仪器适配器：5ml 试管适配器1套

6 仪器控温温度设置范围：-20℃～40℃

7 仪器温度控制精度：误差≤±2℃

8 仪器采用高性能全封闭旋转式压缩机组

9 仪器定时范围时间:

1min-99min:59s

10 仪器噪声≤65dB

11 仪器稳定性强，能够固定于放置面，工作时仪器不会发生移动

12 仪器采用大屏液晶显示，触摸屏操作

13 仪器电源：AC220V/50HZ

14 仪器电机组采用交流变频电机

15 仪器外形尺寸≤340mm（长）×600mm（宽）×300mm（高）

16 净重重量≤39KG

17 仪器可自动开盖，手动开盖，方式可切换设置

18 仪器具有多项安全功能：①不平衡保护功能②超速保护功能③超温保护功能

④开盖保护功能等其他功能

19 设备配置清单:

序号 名称 数量

1 主机 2

2 水平转子 2

3 电源线 2



4 说明书 2

（五）立式灭菌器

1.容积大于或等于75升

2.额定工作压力0.22Mpa，

3.额定工作温度134℃

4.使用温度102～134℃

5.灭菌腔体、灭菌提篮均为优质不锈钢 SUS304材质制成，内部抛光处理，汽水

内循环。

6.手轮式平移门结构，并具有门安全联锁装置及门检测装置，有压力时门无法打

开，门关闭不到位程序不能运行。

7.具有防干烧报警、超压自泄、超温保护、电力安全保护，所有报警具有声光警

示。

8.LED 数字显示灭菌腔内温度、时间和故障报警代码。

9.自胀式硅橡胶密封圈，密封效果好，使用寿命长。

10.微电脑控制，具有器械、敷料、液体等五项固定程序，两项自定义程序，并

具有干燥功能。

11.设备注水、升温、灭菌、排气、干燥整个流程全自动运行，灭菌完成后声光

提醒。

12.灭菌腔体温度均匀性：±1℃，干燥温度范围：50~120℃。（符合国家标准）

13.具有快速排气和慢速排气功能，避免灭菌液体溢出。

14.具有快速维修窗口，电气部分维护无需拆解外罩。

15.具有七大灭菌程序1#裸露器械 2#器械包3#橡胶4#敷料5#液体类6#固体体类

自定义7#液体类自定义，可满足不同的灭菌需求。

设备配置清单:

序号 名称 数量

1 压力表 1



2 电磁阀 1

3 安全阀 1

4 温度传感器 1

5 加热管 1

6 电磁继电器 1

7 电路板 1

8 空气断路器 1

9 交流接触器 1

(六) 医用冷藏箱

1.结构设计：

1.1 箱体整体采用优质冷轧钢板，表面经环保陶化、喷涂工艺处理。

温度控制：

1.2 采用微电脑控制系统，温度数字显示，确保精确稳定运行；

1.3 精准的电子温度控制，精度达到 0.1℃；

1.4 配 USB 存储模块，可以滚动存储 8000 条温度数据；

1.5 箱内温度稳定在 2℃~8℃范围内；

1.6 不受环境温度影响的可靠温度控制，提供试剂、药品、样本所需的存储环境。

2.制冷系统：

2.1 优质压缩机，无氟环保高效制冷剂，制冷速度快，制冷效率高，耗电量低；

2.2 循环风冷系统设计，确保冷藏箱内部温度恒定；

2.3 高密度保温发泡层采用环保环戊烷发泡剂，保温效果好。

3.安全保障：

3.1 具备箱内高低温报警、传感器故障、断电报警（≧8小时）、开关门异常报警

功能；

3.2 具备声音蜂鸣和灯光闪烁双重报警方式；

3.3 温控器测点故障安全运行模式（显示传感器和控制传感器互为备份）；

3.4 温控器键盘锁定、密码保护功能，放置随意调整运行参数；

3.5 断电保护：冷藏箱延时启动功能，避免电网恢复供电时多台设备同时导致断

路器保护。

4.其他设计要求：

4.1 宽电压带，适合 187~242V 电压下使用；

4.2 静音设计，适合安静环境；

4.3 安全门锁设计，确保存放物品安全；

4.4 大屏幕数字显示便于观察；



4.5 标配测试孔，方便用户监测或实验采集数据；

4.6 高度可调节搁架设计，根据物品的不同调节高度，提高空间利用率；

4.7 万向可刹车脚轮设计；

4.8 双层中空电加热膜玻璃门，设备运行时无凝露；

4.9 内置 LED 节能照明灯，开关门自动点亮或熄灭，方便观察箱内物品。

4.10 配置清单：

技术参数

类型（搁架/抽屉）/材质 搁架/钢丝浸塑

层数 5

制冷方式（风冷/直冷） 风冷

除霜方式（自动/手动） 自动

制冷剂/g R134a/310g

噪音级别 50dB(A)

温度
环温 10~32℃

温度范围 5±3℃

控制

蒸发器类型 翅片式

蒸发器材料 铜管铝翅片

冷凝器类型 丝管式

冷凝器材料 邦迪管

传感器类型 NTC

温控器 电子温控

显示方式（LCD/LED) LED 数码管

电质参数
电压/频率（V/Hz) 220/50Hz

功率（W) 560

材质

内部材料 喷涂钢板

外部材料 喷涂钢板

隔热层 聚氨酯环戊烷发泡

尺寸

有效容积（L) 约 1000

净重（kg) 约 212/280

外部尺寸（宽*深*高)(mm) 约 1220×860×1885

内部尺寸（宽*深*高)(mm) 约 1100×684×1325

包装尺寸（宽*深 8高）（mm) 约 1340*980*2100

报警

高低温报警 具备

断电报警 具备

温控器故障报警 具备

门开关报警 具备

环温 10~32℃

断电报警时长（h） ≦8

附件 脚轮 有



外门/类型 1/电加热玻璃门

外门锁扣 2

测试孔(几个/位置/内径） 1/右侧/φ23

灯（LED/荧光灯) LED

USB 接口有或者无 有

其他 认证 9001/13485



B 包参考配置及技术要求

（一）核磁共振仪附属设施

1.MR 双筒高压注射器

1.1 应用范围：可采用电池供电，蓝牙、全数字化、可编程序的双筒注射器，用

于 MRI 扫描时可多时相、程序控制注射造影剂和生理盐水

1.2 主机与注射头采用蓝牙无线连接，中间无需电缆，在已建成的核磁共振室中

也可以快速安装，无需做其它改动。

1.3 注射头具备独立的触屏控制装置，可在机房、控制室完成注射工作

1.4 可使用 200ml 针筒，备有可转换 64ml 针筒的适配器

1.5 最大注射容量：≥2×200ml

1.6 可调注射容量：≥0.1-200ml，递增量为 0.1ml。

1.7 最大压力：≥304psi

1.8 电池供应：且有高容量电池，电池充满状态下至少可完成 50 个注射个案

2.铁磁探测系统

2.1 立柱式，门两侧双柱探测；每个探测柱体有三个报警区段，以红色报警灯指

示铁磁物所在位置。主体外壳：合金金属材料 ，耐冲撞设计。

2.2 无线遥控设置：通过蓝牙，通过 APP 软件，可视化操作。、系统设置内容：

传感器灵敏度、报警范围、音频音量、语音音量、灯光亮度、延时设置，报警开

关等 。



2.3 探测距离：0~2 米；磁通门传感器数量：≥6 个；数字化处理, ≥5 通道；

探测灵敏度：数字化控制，连续无限级可调

2.4 报警方式： A.灯光报警，B.声音报警，C.语音报警

2.5 灯光报警：绿灯、黄灯、红灯，并根据测量数据实时、自动闪烁和切换

3.MR 专用摄像头

3.1 抗干扰、防干扰； 6.0-60mm 支持低码及 3D 降噪，不支持 POE 供电；最大

支持 200M 码流接入

3.2 支持 5M、3M、1080P、720P 接入；支持 DDNS，支持更改前端 IP 地址

3.3 传输波长：1310nm/1550nm

3.4 发射光功率：-10db；接收灵敏度：-20db；光学允许最大链损：18db

3.5 图像传感器：HAD CCD、信噪比：大于 50DB

3.6 屏幕尺屏幕尺寸：≥12 英寸 背光灯：LED 发光二极管 分辨率：1920×1080

最佳观看距离：2.5～4 米 屏幕比例：16:9

4.无磁推车

4.1 聚乙烯外壳、聚氨酯轮胎、 尼龙轮圈及制动、POM 轴承

4.2 最大载重≥150KG

5.无磁灭火器

5.2 无磁性；零臭氧消耗；UL/ULC 认证，获得 EPA 批准



5.3 不会对电子设备造成破坏；

5.4 温度范围：-40°C 到 49°C；

5.5 无色无味、不导电的清洁灭火剂，喷出的是液体，并瞬间变成气体，增大有

效灭火范围。有效射程 4.3-4.9 米。

5.6 灭火剂容量：≥13.25 磅（6Kg），

6.精密空调

6.1 制冷量；全冷⑵；31.6 kW、显冷⑵；29.1 kW

6.2 压缩机形式；全封闭涡旋式、功率⑵7.4 kW

6.3 送风机；送风形式无蜗壳后倾离心风机、风机数量 1n.、风量 9650m3/h、机

外余压(6)125Pa、功率 2.3kW

6.4 空气过滤器；G4 板式过滤器

6.5 电加热器形式为不锈钢绕片式、供热量 9KW、工作级 2n.

6.6 加湿器形式为电极式、加湿量 5kg/h、功率 3.8kW

6.7 风冷冷凝器；型号*数量 CME5×2n.型号*数量 CME8×2n

6.8 机组供电；电源 380V/3Ph/50Hz、机组最大运行功率 21.5KW、机组最大运行

电流 37.1A

7、磁屏蔽要求

7.1 满足 MR 安装的机房要求



7.2 10MHz-130MHz 屏蔽效能大于 100dB

7.3 测试方法标准：国标 GB12190-2006

7.4 绝缘电阻大于 1000 欧姆

7.5 保修至少一年

7.6 施工周期不超过 4周（从进场开始算起）

7.7 屏蔽体（六面紫铜板氩弧焊接工艺，厚度大于等于 0.2mm，优质紫铜，含铜

量要求达到 99.9%）

7.8 圆弧拉手屏蔽门（需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7.8.1 洞口尺寸：MR 屏蔽专用门 1200*2100mm

7.8.2 材料品种、规格：黄铜型材框架，防火板面，其他硬件均采用无磁性材质

7.8.3 防电磁干扰门套

7.8.4 五金配件：欧标安全锁、其他五金小配件、边框装饰、轨道塞缝等

7.8.5 屏蔽衰减系数大于等于 100dB

7.8.6 含整体安装

7.9 屏蔽观察窗（透光率达到 75%以上）

7.9.1 窗洞尺寸:1600*1000mm

7.9.2 材料种类:双层铜网及白玻璃

7.9.3 含五金材料、边框装饰



7.9.4 含窗框包安装

7.9.5 屏蔽衰减系数大于等于 100dB

7.10 空调通风波导（进风与回风）与风道的减震软连接、到空调的通风管道

7.10.1 窗洞尺寸:300*300mm

7.10.2 材料:不锈钢

7.10.3 含五金配件

7.10.4 含安装

7.10.5 屏蔽衰减系数大于等于 100dB

7.11 紧急排风波导

7.11.1 窗洞尺寸:300*300mm

7.11.2 材料:不锈钢

3.含五金配件

4.含安装

5.屏蔽衰减系数大于等于 100dB

传导版框

1.窗洞尺寸:750*750mm

2.传导板框材料:黄铜材质



7.11.3 传导板小门：传导板滤波橱柜、铝合金盖封条

7.11.4 含五金配件

7.11.5 含安装

7.11.6 屏蔽衰减系数大于等于 95dB

7.12 失超系统（波导、不锈钢延伸段、管口防虫罩），磁体内的失超管的连接，

失超管与波导的连接，室内外失超管的保温，失超管室外警示标示。

7.13 电源滤波器

7.13.1 洞口尺寸：900*500

7.13.2 排线清晰有标注

7.13.3 开放式、检修方便

7.13.4 屏蔽衰减系数大于等于 95dB

7.14 磁体及病床地垫

7.14.1 位置：病人床及磁体地垫

7.14.2 材质：铝合金垫

7.14.3 包括对方案图纸进行各项深化设计，满足用户需求书的要求，达到设计

施工与验收规范标准的相关要求

7.15 梯度冷风系统

7.15.1 风机、固定架



7.15.2 扫描室内风管、扫描室外连接风机的风道

7.15.3 连通到控制室的开关

7.16 扫描室及机房内系统电缆线槽及挂件。

7.16.1 材质：铝合金型材

7.16.2 尺寸：按设备具体要求定制

7.16.3 吊件：无磁

7.17 紧急开关连接线（到扫描间及控制室）按照设备要求连接安装

7.18 扫描室的装修墙体采用复合吸音板

7.18.1 部位：磁体间墙面装饰

7.18.2 材质：墙体内填吸音棉

7.18.3 油漆品种、刷油:木龙骨刷防火涂料

7.18.4 面层材质：复合吸音板

7.19 扫描室的吊顶装修采用铝合金无磁孔板（降噪）

7.19.1 吊顶形式:平顶

7.19.2 龙骨各类:T 型铝合金龙骨，规格中距

7.19.3 材质：内填吸音棉（无纺布包裹）

7.19.4 面层材料品种:铝单板冲孔天花 1.5mm



7.20 出具国家认可的第三方屏蔽效能检测报告。

7.21 良好的照明系统：照明灯采用嵌入式 LED 直流照明平板灯，照明灯应安装

在天花板上，但不能安装在磁体上方，开关安装在扫描间内。

7.22 扫描室磁体入口的屏蔽体打开及封闭

7.22.1 预留尺寸：2600*2600

7.22.2 形式：活动整体

7.22.3 后期完成时间：2天

7.23 RF 测试

7.24 MRI 鉴定测试有施工方负责，应达到或超出国家相关技术规范及核磁共振

厂家的要求水平。测试在用户和核磁共振厂家代表出席的情况下完成，并签字确

认。

7.25 验收标准

7.25.1 核磁共振验收标准根据 GB12190-2006 标准，射频衰减 100 dB，频率范

围为 10MHz - 130 MHz。接地绝缘测试需要确定接地绝缘值大于 1000 ohms。

7.25.2 符合国标 GB12190-2006《高性能屏蔽室屏蔽效能的测量方法》及核磁共

振厂家 1.5T MR 屏蔽要求。GB8702-88《电磁辐射防护规定》检测标准

8.影像诊断一体化阅片桌

8.1 升降模组：智能防撞反馈控制系统：静音控制：电机在升降时分贝低于 40dB

8.2 背景灯模组：无线智能环境光反馈控制系统：配有专业的一体式 LED 灯管



8.3 接口面板模组：多功能设计：桌面预留隐藏式防水接口集成模块，提供电源

插孔

8.4 布线模组：一体化供电、隐藏式布线。

8.5 支臂模组

8.6 环境照度控制：分区环境照度控制：每个阅片区域以及会诊区域可单独调节

环境亮度以及色温。: 每个阅片区域以及会诊区域可单独开关灯光

8.7 情景模式控制：系统配有上班，下班，阅片，会诊这四个情景模式，通过情

景模式对整体环境进行配置，从而可一键进入相应的场景

8.8 视频互动：可通过控制终端，将会议室任意笔记本内容投射到会诊中心同步

显示

核磁共振仪附属设施项目清单

一 扫描室屏蔽工程

序

号
项 目 描 述 型号规格 数量

单

位

1
RF 射频屏蔽

体

主材：优质紫铜板，

焊接工艺
6940 5300 3600 161.72 m2

2
氩气及钨焊

条
1.00 项

3 地面绝缘 PVC 板(3MM） 7000 4800 36.80 m2

4
RF 单开屏蔽

门（含门框）

铜型材，单开屏蔽大

门
外形:2100*1200mm 1.00 套

5
RF 屏蔽窗（含

窗框）
双层铜网及白玻璃。 视窗:1500*1000mm 1.00 套

6 通风波导器
网状结构，材质不锈

钢；散流器
600 200 2.00 套

7 平衡波导
网状结构，材质不锈

钢；散流器
300 300 1.00 套

8 失超管

不锈钢、法兰、黄铜

对接板：按磁体公司

要求制作

0.5-10m 1.00 套



9
离心轴流风

机 300-100W
负压 200pa 以上 1.00 套

10 设备承重垫 铝块-定制 1.00 套

11 传导板框 黄铜 3MM 1.00 套

12
空调风管、风

道

优质铝合金风管、保

温棉、接头等。包括

设备间（酚醛树脂）

风管。

1.00 套

13
LM 传导板集

成套
800*400 1.00 套

14
直流电源滤

波器
2*25A 2.00 台

15 照明滤波器 多芯滤波器 8*2A 2.00 台

16
紧停开关连

线
1.00 套

17
门控行程

开关及连线
1.00 套

18
光缆射频波

导管
不锈钢-定制 2.00 套

19 气体波导管 不锈钢-定制 2.00 套

20
病人新风波

导管
不锈钢-定制 1.00 套

二 扫描室装修及照明工程

序

号
项 目 描 述 型号规格 数量

单

位

1 吊顶
优质铝网孔板、吸音

棉及龙骨
6940 5300 36.80 m2

2 墙面
优质复合吸引板、吸

音棉及龙骨
6940 5300 3000 73.44 m2

3 地面
优质卷材 PVC塑胶地

板、铝合金踢脚线
6940 5300 36.80 m2

4
直流照明无

磁灯
LED 平板灯 43W 8.00 套

5
电缆桥架及

维修插座

铝合金梯装结构（包

括设备间部分），维

修照明

1.00 套

6
内门、窗套装

饰

白色复合线条，白色

铝塑板
1.00 套

7
进回风散流

器
ABS 400*400MM 7.00 个

8 开关 10A 7.00 位



三 扫描间及设备间相关土建施工

序

号
项 目 描 述 型号规格 数量

单

位

1 原墙体拆除 5300*4300*240 厚 5.5 m³

2
控制室墙体

砌筑
5300*4300*240 厚 5.5 m³

3 下挖基座 设备基础 2000*4000*1000 深 8 m³

4
机房地面下

挖
扫描间地面下挖 5300*6940*200 深 7.3 m³

5
机房地面混

凝土回填

地面屏蔽体施工完

毕后素混凝土回填
5300*6940*200 深 7.3 m³

5
室外绿化清

除

机器进场位置及摆

放室外机位置的绿

化

1 项

6 洞口开凿
设备间与扫描间墙

体洞口及设备入口
详见图纸 14 个

7 洞口封堵 磁体进出洞口 1 个

8
设备吊装平

台
设备入口处 2400*2400*400 高 2.3 m³

9
设备吊装平

台拆除
2400*2400*400 高 2.3 m³

10
地面双层 SBS

防潮层

扫描间，上墙 500，

接缝处平铺
6300*7940 100 m2

11 室外机平台
水冷机及精密空调

室外机平台
2000*6000*200 3.6 m³

12
设备基础回

填
混凝土 2000*4000*1000 深 8 m³

13 设备间装饰
墙面刮白、水电等简

单装饰
1 项

14 室外围栏 失超管位置围栏 2000*6000*1800 高 10 m
2

15 设备配电箱
按飞利浦厂家要求详

见图纸
2 个

16
设备间套装

门
1200*2100 1 樘

17 垃圾清运 1 项

四 MR 专业双筒注射器 1 台

五 铁磁探测系统 1 套

六 MR 专用摄像机 1 套

七 无磁推车 1 台



八 无磁灭火器 1 套

九 设备配套精密空调 1 台

十 屏蔽射频效能测试 1 项

十

一
影像诊断一体化办公桌 3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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