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发生仪（进口）
一、工作条件
1.1 环境温度：10～35℃；
1.2 相对湿度：20%～80%；
1.3 工作电压： AC 230V ± 10%, 50/60Hz。
二、安装地点
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迎宾大道 86 号黄山茶叶质量安全研究中心实验大楼。
三、主要用途：
食品、土壤、饮用水中重金属元素检测
四、技术参数
4.1 进样及离子导入系统
4.1.1 雾化器：同心雾化器；
*4.1.2 等离子炬管：一体式石英矩管，可拆卸设计；
4.1.3 蠕动泵：≥4 通道蠕动泵，废液无需蠕动泵即可稳定排出，需提供仪
器硬件图片证明；
4.1.4 炬管调节：X, Y, Z 三轴计算机自动调节；
*4.1.5 可使用标准炬管和可选使用微型石英炬管两种炬管，在使用微型矩管
时可以降低氧化物产率和二次电离，并使氩气使用量仅有标准矩管的 2/3；
4.1.6 接口: 镍采样锥与截取锥,维护时无需卸真空；
4.1.7 截取锥：孔径≤0.35mm, 截取锥孔径足够小，以降低仪器的污染；
4.1.8 锥体冷却装置：具备水冷系统，保证接口区域的稳定性；
*4.1.9 离子透镜: 通过施加电场的作用使带电离子聚焦，有效去除光子和中
性粒子，计算机自动优化所有离子透镜的电压设定；
*4.1.10 质量流量计：配置高精度质量流量计控制通入池中高纯氦气，流速
0~12mL/min 连续可调；
*4.1.11 气体要求：使用 99.95%纯度氩气的点火成功率即可达到 100%（普通
纯氩即可稳定运行，无需高纯氩气，可大幅度节省运行费用）；
*4.1.12 待机模式：主机具备类休眠待机模式，此模式下等离子气≤5L/min，
辅助气≤0.6L/min 可保持等离子体稳定；

*4.1.13 氩气气体消耗：等离子体稳定运行时，正常工作模式行业主流设备
氩气总流量为 10~20L/min,要求设备在保证信号强度的同时氩气消耗量越低越
好；
4.1.14 气体控制：各路气体流量可以经计算机自动优化获取，计算机可以
设定并准确控制所有气路；
4.1.15 炬室防护：具体防紫外辐射的观察窗。
4.2 等离子发生器
*4.2.1 等离子体发生器：27.12MHz 等离子体固态射频发生器；
4.2.2

等离子体线圈：具备有效消除二次放电技术。

4.3 质谱单元
4.3.1 主机
4.3.1.1 预四极杆：预四极杆（或八极杆）：具备预四极杆（或八极杆），
有效去除中性污染，降低背景信号；
4.3.1.2 主四级杆：采用冷杆双曲面杆主四极杆；
4.3.1.3 驱动频率：≥2.5MHz；
4.3.1.4 质量范围：大于 5 -250 amu ；
4.3.1.5 分辨率 ：≥0.6amu；
*4.3.1.6 质量稳定性 ：≤±0.1u（24h）。
4.3.2. 碰撞池：八极杆碰撞池,条件切换为全自动化。
4.3.3

检测器

4.3.3.1 动态范围 ：大于 8 个数量级的动态线性范围；
4.3.3.2 采用不连续打拿极电子倍增器，可进行多通道数据分。
4.3.4

真空系统

4.3.4.1

由真空机械泵和分子涡轮泵组成，真空机械泵外置，避免其振动

对仪器的影响。计算机自动控制真空泵的运行，软件中实时显示真空泵运行情况
和真空参数。
4.3.5

性能指标

4.3.5.1 低质量数（Li）：>30M cps/ppm；
4.3.5.2 中质量数(Y 或 In): > 100 M cps/ppm；

4.3.5.3 高质量数(Tl 或 U): > 100 M cps/ppm ；
*4.3.5.4 背景稳定性：随机背景<0.5cps（在 9，220 或 234amu 处） ；
4.3.5.5

氧化物离子（CeO+/Ce+）≤2% ；

4.3.5.6

双电荷离子（Ce2+/Ce+）≤3.0% ；

*4.3.5.7 短期稳定性（RSD）≤2% （20 min） （须在 1ppb 标准溶液中
测定）；
*4.3.5.8 长期稳定性（RSD）≤3% （2 h）（须在 1ppb 标准溶液中测定）；
*4.3.5.9

检出限： Be(9) ≤0.5 ppt；
In(115) ≤0.2 ppt；
Bi(209) ≤0.2 ppt。

五、配置清单
5.1 主机： 四极杆 ICPMS 主机 1 套
5.2 配件：
5.2.1 等离子体观察窗 1 套
5.2.2 自激式射频发生器 1 套
5.2.3 90 度离子透镜或 90 度四极杆离子偏转器 1 套
5.2.4 碰撞反应池 1 套
5.2.5 四极杆质量分析器 1 套
5.2.6 检测器 1 套
5.2.7 真空系统，包括机械泵和涡轮分子泵 1 套
5.2.9 全中文操作软件，包括形态分析的软件 1 套
5.2.9 原装进口冷却循环水 1 套（须与 ICPMS 同一品牌）
5.2.10 中文操作软件

5.3 耗材
5.3.1 Mini 炬管 1 pc
5.3.2 屏蔽炬 1 pc
5.3.3 石英延长管 1 pc
5.3.4 采样锥 1 pc

5.3.5 截取锥 1 pc
5.3.6 泵管 5 pc，
5.3.7 雾化器 1 pc
5.3.8 进样管 1 pc
5.3.9 泵油 1 pc
5.3.10 截取锥垫圈 2 pc
六、服务要求
6.1 仪器生产厂商需在中国具有正规注册的办事处、维修站及零备件保税库。
在中国境内应有专门负责的经验丰富的维修工程师和专门的技术应用支持工程
师，应拥有自己建立的培训中心和应用实验室。
6.2 到货后，仪器公司免费提供全面安装工具、并由仪器工程师免费安装。
免费提供现场培训，人数不限。内容包括仪器的基本原理、操作应用及仪器的维
护保养知识，直到用户能正常使用和维护仪器。安装调试一年内，仪器公司为用
户提供两人参加公司举办的仪器培训班。
6.3 安装验收后，厂家提供仪器三年的保修期，保修期自仪器验收签字之日
起计算。厂家负责软件终身免费升级。
6.4 仪器生产厂商在安徽省内有驻地工程师，如果仪器出现故障，在接到我
所维修服务的请求后，仪器公司工程师应在 8 小时内作出应答，进行电话指导、
网上诊断协助排除故障。必要时，在 48 小时内到达现场。
6.5 提供配套的调试工具和其他专用工具，提供全套仪器操作说明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