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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招标邀请 
 

长春科技学院就康复医疗实训设备采购项目组织竞争性招标采购，欢迎符合

本项目资格条件的报价人参与招标。 

一、项目编号：[2017-08]  

二、项目名称：康复医疗实训设备 

三、采购内容: 

1、设备名称：康复医疗实训设备 

2、范围包括：康复医疗实训设备的采购、包装运输、安装调试、技术培训

和售后服务等。  

3、交货地点：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东华大街 1699 号长春科技学院 

四、招标文件发布时间: 

1、发布有效时间：2017 年 6 月 20 日至 2017 年 7 月 5 日。  

2、发布方式：长春科技学院网站

http://www.cstu.edu.cn/c_main_dis.php?naw_id=38 或长春科技学院资

产设备处网站 http://58.244.173.43:8081/zc/index.asp 

五、报名截止时间 

   参与招标商家务必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报名，将单位名称、联系人、

联系方法等资料，加盖单位公章传真至长春科技学院。 

（传真：0431-84230019  宋老师收） 

投标保证金：投标前将投标保证金 1000 元交至长春科技学院资产设备

处。投标保证金缴纳完毕后，免费获取招标文件。招标完成后，退还投标保证

金。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1、开标时间  

      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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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标地点: 

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东华大街 1699 号长春科技学院开标室。 

（一号教学楼一楼会议室） 

3、届时请报价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报价人代表出席。 

 

七、联系方式: 

商务部分联系人：薛老师、宋老师 

联系电话：18843060168、13664330361 

技术部分联系人：王老师 

联系电话：18643109365 

传    真：0431-84230019 

邮    箱：157918239@qq.com 

附件一：投标报名函格式 

投标报名函 

项目名称: 

招标（项目）编号: 

报名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邮箱: 

 

投标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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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报价人须知 

 

一、质量与技术要求： 

各公司必须按照本招标文件所规定的技术指标（见项目招标内容表）报价。 

质量要求或技术标准：按国家标准或企业标准。所有仪器设备必须是原包

装全新正品，须提供正规进货凭证，必须有合格证、保修卡，并提供全套随机

资料。如因报假而中标并提供假冒伪劣产品的，招标方有权提出赔偿。 

二、投标文件组成： 

 1、法人授权委托书；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4、依法注册的供应商其注册资金（注册资金 200 万以上）。 

5、企业资质证明（产品授权代理证明）； 

6、质保体系；  

7、服务响应情况；  

8、所投仪器设备的技术资料、所投标仪器设备的单价和总价（报价顺序不容

变更），投标报价应包括产品的包装费、运费、安装、调试费、培训费、税费

等一切费用（如不包含附件、辅材，必须列明所需附件、辅材具体种类、数量）。 

9、报价文件规格幅面（A4），正文使用仿宋体四号字，按照招标文件所规定的

内容顺序，统一编目、编页码装订。 

    报价人在报价文件及相关文件的签订、履行、通知等事项的书面文件中的

“单位盖章”、“印章”、“公章”等处均仅指与当事人名称、单位全称相一致的

标准公章。 

三、无效的投标  

 1、超时送达； 

2、投标文件未密封；  

3、投标文件未按规定加盖本单位印章；  

4、在投标文件中未明确规格、型号和技术指标；  

5、开标时，参加投标的授权代表未能对投标疑点给予澄清，将视作投标商自

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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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近三年中曾为我院供应物资设备，产品经首次验收就存在不合格或资信不

良企业的标书；  

7、其它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 

四、投标截止时间： 2017 年 7 月 5 日前。                  

五、开标时间：待定。                              

六、建议到货并安装完成时间：待定。                  

七、标书接受部门： 

各投标商请于规定投标时间，将投标文件（要求标书正本一份，副本七份）

用文件袋（在文件袋封面上写明投标项目、联系电话、联系人）封口，并在封

口处盖上单位公章后，带至招标现场，现场拆封。 

八、付款方式： 

    本次中标单位在与我院签订合同后，按合同要求，货到我院，符合合同要

求的数量、规格，付全部合同款的 50%；安装、调试完毕，验收合格后，付全

部合同款的 45%；余下 5%全部合同款作为质保金，待一年后无质量问题一次付

清。 

九、评标原则：  

   我院评标小组将本着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对竞争性投标单位的报价、

产品质量、服务、交货及安装期、投标商的信誉以及其它各方面因素综合评定：  

 1、投标文件必须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2、报价合理，对招标者有利；  

 3、投标商具有履约能力；  

 4、能够提供最佳服务，保证质量和期限；  

 5、对投标商报价明显超过当时市场公开价格的，评标小组有权作废标处理。 

 6、所有设备不允许负偏离。 

十、投标程序： 

1.招标人代表、评标小组成员、投标人代表同时参与现场开标。 

2.评标初审： 

投标文件组成完整性审查； 

  投标文件组成的合格性审查； 

对投标文件组成不完整、要求不合格、技术响应有实质性偏离的投标将被拒

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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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标细审：评标小组根据招标文件对投标文件的报价、技术指标的响应程度

和偏离程度进行详细审查。 

4.投标人代表答辩：评标小组就投标文件的仪器设备报价、技术指标等方面提

问，投标人代表现场解答（或规定期限内进行书面答复），投标人将提供的

仪器设备做成 PPT 幻灯片，并提供纸质彩页进行答辩。 

5.投标人代表退场，等待招标人发出的中标通知书或中标公告。 

十一、说明 

 1、投标文件一律不退，请投标商自留底稿；  

 2、经本院研究确定中标单位后，对其它未中标单位将不予通知，未中标

的原因不予解释；  

 3、接到中标通知后中标单位必须在五个工作日内前来我院签订合同，若

发生中标商拒绝按规定时间签订合同，我院将其视作该中标商放弃此次中标

权，我院有权决定第二中标单位或重新组织招标；  

 4、投标商为投标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投标商承担，包括投标书的编制、

送标书等费用；  

    

 

 



 

 8 

第三部分 技术要求 

本项目招标内容：康复医疗实训设备，具体内容如下： 
 

一、物理治疗实验室 

序号 品种 数量 技术参数 

1 物理治疗床 6 

电源：220V，50HZ； 
材质：铁框架加表面喷塑处理； 
动态承重：225kg 
规格：195×66×(55-96)cm 
质量：70kg 
适应症：检查诊断、康复手法辅助、体位治疗，还可进行手法按摩和针刀手术治疗。 

2 物理治疗凳 6 

适用部位：全身   
材质：纳米专用面料 
质量：3.2kg 
规格：35×29×38cm 
承重：100kg 
产品特点：舒适、折叠方便、重量轻 

3 平衡杠 1 

规格：3350×1160×780—1220cm，矫正板坡度 15 度 
质量：110kg   
功能：借助上肢帮助进行步态训练，矫正行走中的足外翻、骻外展，增加行走的稳定性。适合骨关节、神经系统疾、
病患者及老年人的步态练习。钢件表面喷塑，扶手采用优质的不锈钢制造，扶手高度宽度均可调节。厚重的底座，使
得整个平行杠更加的稳定安全 
调节高度：40cm 
扶手杠侧向额定载荷 70kg，阶梯额定载荷 135kg。 

4 训练用台阶 1 
规格：340×63×110cm,相邻台阶距离 10，12cm,扶手杠调节范围 0～34cm, 扶手杠侧向额定载荷 50kg，阶梯额定载荷
100kg。 
主要功能：用于患者恢复日常上下楼功能。 

5 平衡板 1 
直径 :39.5cm、材质 :木质 
用途 :健身美体,健身器材,保健按摩,极限挑战 

6 姿势镜 1 规格：88x66x186cm，用途：用于各种姿势矫正训练 

7 Motomed 1 
MOTOmed智能运动训练系统对偏瘫患者进行训练,观察其对患者下肢肌力、平衡功能、下肢运动功能、ADL能力,以及步
行能力、步行速度、步长、步频、肌张力和步态方面的影响. 

8 站立床 1 
规格：200×90×55cm，整体框架由高频型钢焊接，由电动站立护理床手柄操作， 0-80度任意定位。设有胸部、腰部、
腿部三重约束扎带，起到固定和安全作用。带有四角全刹万向医用脚轮，移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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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站立架（双人） 1 用途:平整地面下使用,健身美体,健身器材，规格：63×20×95cm 

10 悬吊架及悬吊带 1 

规格：成人大中小 
不锈钢小儿悬吊架性能特点：由不锈钢材质开发完成，产品有滑轮的设计，使用起来更加的方便顺手、调节稳定。使
用简单，结实坚固。 
不锈钢小儿悬吊架适用范围：适合腿部、下肢、大腿、小腿牵引、踝骨牵引、股骨牵引。 
不锈钢小儿悬吊架使用方法：在专业人员、医护人员指导下使用，来进行下肢、股骨牵引。 
牵引架主要分为：床头牵引架、布朗氏架、下肢牵引架、托马式架、小儿悬吊架、上肢牵引架、钢丝牵引弓、张力牵
引弓、颅骨牵引弓、石膏剪、便携式颈椎牵引架、腰椎牵引架、铝合金肱骨外展架、颈椎牵引椅、牵引砝码、颈椎牵
引架。 
牵引器主要分为：颈椎牵引器（充气式） 
牵引带主要分为:上肢牵引带、下肢牵引带（分为：尼龙型、帆布型）、腰椎牵引带、骨盆下拉牵引带、颈椎牵引带。 

11 股四头肌训练器 1 

规格：122×111×150cm 
管材厚度：4.0mm 椭圆管 
管材规格：5*10cm 
配重：100KG 

12 空气压力波 1 
质量：7.8kg   规格：220×420×300cm  电源电压：AC110-240V/50Hz-60Hz  功率：25w  电流：0.2A   定时：0~30mins             
速度：充放气速度可调节  气囊腔数：4     仪器特点：可同时连接 2 个四腔气囊                                            
操作部位：上肢、下肢和腰部 触摸式按键，数字调节、显示  充气速度、压力、时间可调 

13 下肢 CPM 1 规格：940×340cm、质量：12kg 、是否自发热：否 

14 助行架 1 材质：铝合金 、规格：83×58×116-158cm、质量：10kg 

15 
减重步态训练系

统 
1 

电源：220V50／60Hz  减重升降范围：O-60cm 连续可调  减重力量调节：0～99kg  总时间：0～99min  持续时间：0~9min  间歇时
间：0～90s  扶手调节范围：0～30cm     规格：120×110×180～210cm 用途：通过吊带控制，根据需要减轻患者步行中身体的重量，
保证行走安全，用于骨关节、神经系统，疾患引起的下肢无力，疼痛，痉挛的患者帮助他们及早进行步态功能训练。 

16 功率自行车 1 
阻力调节方式 刹车系统 功能 健身,心率,运动程式,卡路里,速度,时间 程式 健身 
适用范围 户外,家庭,办公室,健身房酒店 最大承重 150（kg）、规格：120×60×115cm 

17 三向训练用阶梯   1 材质:加厚高碳精钢管，用途:平整地面下使用,健身美体,健身器材，规格:63×20×95cm 

18 全自动起立床 2 
材质:钢、规格：190×60×60cm、床垫厚 5cm、用途将患者用五根固定带牢牢的固定在床上，固定带加宽到 10cm，使
患者没有紧勒不适的感觉，固定带采用优质皮革内填充加厚帆布提高固定带的牢固性。 

19 平行杠 1 
规格：326×110×71-95cm，用途：借助上肢帮助进行步态训练，矫正行走中的足外翻、髋外展、增加行走的稳定性，适合于骨关节、

神经系统疾病患者及老年人的步态练习。 

20 肋木 1 
规格(cm)：98×44×210 

用途：借助肋木杠进行上下肢体关节活动范围和肌力训练、坐站立训练、平衡训练及躯干的牵伸展训练。 

21 
肩关节回旋训练

器 
1 材质：200×240×9cm；安装方式：地埋安装、表层处理、喷塑；颜色：红黄、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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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手指功能训练器 1 规格：33×24×36cm、用途：训练手指的稳定性、协调性，提高手指的活动能力。 

23 
上肢（手指）协

调功能训练器 
1 规格：31×25×28cm、质量：1.5kg、用途：训练上肢稳定性、协调性功能，提高上肢的日常活动能力 

24 
上肢（腕）协调

功能训练器 
1 规格：110×25×51cm、质量：3.8kg 、用途：训练上肢稳定性、协调性功能。提高上肢的日常活动能力 

25 
腕关节屈伸训练

器 
1 规格： 53×19×98cm 、用途：改善腕关节活动范围及肌力训练。 

26 股四头肌训练板 2 

规格：119×115×117cm,座位高 65cm,座面高度 67cm，扶手宽度 81cm,伸缩杆调节范围 0～15cm，小腿垫调节范围 0～
47cm，助力手柄调节范围 0～28cm，座位额定负载质量 135kg,靠背额定负载质量 70kg，靠背平放时额定负载质 70g，
配重块每块 1.8kg（每侧 4块共 8块）。 
功能：膝关节运动受限患者进行股四头肌抗阻肌力主动运动训练，也可进行膝关节牵引。 

27 系列哑铃 1套 规格：83×55×82cm，、质量：2.3kg，4个；1.8kg，4个；1.4kg，4个；0.9kg，4个；0.5kg，2个。 

28 绑式沙袋 1套 规格：62×32×75cm 、用途：肌力训练、关节训练、关节活动度训练、关节屈伸训练。 

29 提式沙袋 1套 
功能：肌力训练、关节牵引，关节活动度训练、关节屈伸训练、规格：50×32×75cm 
材质：主体为型钢。钢件表面喷塑 
沙袋重量（kg/个）及数量：0.5(2个)、1.0（2个）、1.5（2个）、2.0（2个）、2.5（2个）共 10个。 

30 肩梯 1 
规格：70×10×124cm  
用途：通过手指沿着阶梯不断上移逐渐提高肩关节的活动范围，减轻疼痛并可以改善因各类原因而引起的肩关节活动
有障碍者使用。 

31 
巴氏球 (直径

65cm) 
2 规格：65cm(充气后约 50-55cm左右)、材质：优质高强度 PVC，正常使用最大承重为 250kg。质量：约 1.1-2.4kg 

 

 

二、作业治疗实验室 

序号 品种 数量 技术参数 

1 
磨砂台及磨

具 
1 规格:100×90×75cm 、用途:供患者进行上肢协调性的训练﹑关节活动度训练﹑ 肌力训练等   

2 手动螺丝 1 电源类型：交流电、额定电压：220v、额定功率：200w、导入方式：吹气式、质量：200kg 

3 木钉插板 1 规格：34×28×10cm、木棒直径 2.5cm，20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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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obath球 1 材质：塑料/塑胶、 能力培养：动手动脑，互动玩具、规格：41×30×10cm、包装方式：彩盒 

5 
日常生活训

练工具 
1 

65cm(充气后约 45 左右，红蓝粉紫银色随机发，75cm(充气后约 55左右，红蓝粉紫银色随机发,85cm(充气后约 65左右，

红蓝粉紫银色随机发,儿童常用95cm(充气后约75左右，蓝色红色,儿童105cm(充气后约85左右，蓝色红,儿童常用120cm(充

气后约 100左右，蓝色,专业级承重 1吨，充气后尺寸 55cm(粉红色),专业级承重 1吨，充气后尺寸Φ65cm(蓝色),专业级

承重 1吨，充气后尺寸 75cm(黑色),专业级承重 1吨，充气后尺寸Φ85cm(灰色) 

6 体操棒 若干 
直径：3cm     长度：100cm、材质:非洲木质，无结疤，比其木质坚硬,色彩鲜艳，红中含黑线，纹理或隐或现， 

不静不喧，质地温润，清晰美丽，结构细而均匀。特点:表面不上任何油漆,打磨光滑上蜂腊,木纹清晰,线条流畅。 

7 分指板   1 规格：直径 80mm 长度 80cm、颜色：白，红、材质：PVC、质量：2kg 

8 套圈 

大中

小各 5

个 

材质：塑料、适用：健身器材，康复保健、颜色：白色 

9 
认知和几何

图形插板 
2 材质：橡胶泡发绵、产品规格：底座长约 31.5cm 宽约 2.5cm  插棍约 10cm  套圈外经月 12cm 

10 
可调式沙磨

板及附件 
各 1套 规格：47×37×5cm、材质：塑料 

11 手指插球器 1 材质：木、规格：40×25×8 cm、质量：3.2kg 、用途：改善手指对指功能，提高手的协调性、灵活性 

12 手指阶梯 1 材质：木、规格：57×42×16cm 

13 木插板   1 材质：木、规格:31×14×47cm 

14 
阶梯式上螺

丝和上螺母 

大中

小各

一套 

材质：木、规格： 36×29×10,22×18×9.5,18×14×8.5cm、大中小号木棍的直径分别是 2.5, 1.8, 1.2cm,高度分别是

10,９,８cm 

15 铁棍插板   各 1套 材质：不锈钢、规格：22×16×4.5cm、用途：偏瘫、脑瘫等功能障碍患者进行协调性训练 

16 堆杯 1 材质：木、不锈钢、规格：22×14×5.5cm   

17 滚桶 1 材质：塑料、规格：32×17×15㎝,杯子 6个 

18 轮椅 
中小

各 1个 
材质：布料、塑料、规格：22×80cm 

19 四角杖    4 

材质：车架镀铬,固定长扶手，铝合金脚踏板，高强度镀铬手推圈与前叉，双交叉管结构，牛津布硬座背垫，8寸实芯前轮，

24寸充气后轮。 

规格：背高：4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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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高：24cm 

车高：90cm 

折叠后厚度：27cm 

前轮直径：20cm 

背宽/座宽：46cm 

体积：92×26×99cm 

后轮直径：61cm 

载质量：90kg    质量：20kg 

20 腋杖 2 材质：不锈钢、质量：1.5kg、规格：125cm 

21 双轮助行器   2 
材质：不锈钢、规格：腋托最小长度 19cm,腋托基准点宽度 2.5~3.5cm,把手最小长度 10cm,把手调节孔数≥4,每档调节高

度 2.5cm或者 3.5cm   

22 处置车 3 材质：不锈钢、规格：46×42×43cm、质量：5kg 

23 
8公斤全自动

洗衣机 
2 材质：塑料、钢、尺寸：783×504×860MM、台面：695×485MM、质量：5kg 

24 耗材储物柜 1 规格：850×600×595mm、洗涤公斤：7-8kg 

25 
不锈钢处置

台 
4 材质：钢制、规格：1850x900x390mm、质量：15kg 

26 过床器 2 材质：全 304#不锈钢、规格：2000×1400×800-1450mm 

27 
八抓鱼运动

康复系统 
1 

材质：牛津革面料、产品尺寸（长×宽×高）：180×50×1cm、折叠尺寸（长×宽×高）：90×50×2cm 

净重.：6.1kg毛重.：7.1kg、承重：≤159kg、纸箱包装尺寸：92×52×4cm 

 

 

 
三、理疗实验室设备：      

     

序号 品种 数量 技术参数 

1 生物反馈治疗仪 1 

电刺激：10－50hz，20us的波宽，0－10mA；  

KEGEL模板训练：根据评估结果，人性化选择、设计不同幅度的训练模板，达到治疗最大化、有效最大化，治疗主动信心最大化。 

多媒体生物反馈训练：根据患者评估、实施阈值监察患者训练效果，动漫、趣味、易理解、易掌握；有放松、耐力、力量、精准等多媒

体。心理反馈训练：有女性专用的心理反馈训练系统，采用专门的硬件（训练头带）和软件，采集前额的肌电信号，应用生物反馈的原

理进行评估焦虑状态，并进行相应放松调节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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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脑中频治疗仪 1 

工作频率：中频载波频率2－8kHz，单一频率允差±10% 

调制波形：方波、尖波、三角波、锯齿波、指数波、正弦波等幅波等波形。 

调制度：0、100%两种 

调制方式：连续调制、断续调制、间歇调制、变频调制和交替调制。交替调制包括1元调制、2元调制、3元调制。 

输出电流调节方式：按键递增和递减，（100档，每档1mA）。 

最大输出电流：100mA±10%（负载500Ω） 

输出电流稳定度：输出电流变化率≤5%。 

输出通道：四路同、异步治疗通道，两路同、异步热电通道，两路离子导入通道，两路干扰电治疗通道，99个专家处方。 

存储容量：16K字节，内存处方99个。 

工作电源：交流220V±10%；因开关电源工作范围宽，不加改动可直接用在110V±10%电源上。频率50Hz±2% 

工作环境：温度5-400C，相对湿度≤80% 

输出功率：≤150VA 

开路、短路保护功能。 

3 理疗仪器推车 8 

静音型推车 

车板材质：塑料 

扶手类型：固定扶手 

扶手高度：890mm 

自重：22kg 

最大载重：400kg 

4 神经肌肉电刺激 1 

输出脉冲波形为双向不对称方波（矩形波）。脉冲频率在 0.5Hz～5Hz范围内连续可调，允差±20%。 

治疗完全失神经为：10ms矩形波，允差±20%；治疗部分失神经为：连续 5个 1ms宽的矩形波，允差±20%。 

输出电流：A、B、C三组独立输出，每组输出电流峰值 Ip在 500Ω负载下均不大于 50mA。 

开路输出电压：输出端开路时，输出电压峰值应不大于 500V。 

抗短路和开路能力：经输出抗短路和开路试验后，仪器应正常工作，性能不能削弱。 

连续工作时间：不少于 4h。 

定时时间：应能设置 5min、10min、15min、20min、25min、30min六档定时，允差±10%。 

单脉冲电量：输出幅度时，每一个脉冲的电量应不小于 7μC。 

单脉冲能量：皮肤电极单个脉冲输出的能量不能超过 300mJ。 

输出幅度的调节应连续均匀，最小输出不大于输出的 2% 

5 磁热机 1 

加热方式；电磁加热，采用高频线对料筒进行感应加热，线圈本身不发热，无热损。 

电阻丝：电阻丝先自身发热再通过传导的方式对料筒加热，热损大。 

使用寿命：10年： 

电磁加热圈本身不发热，而且用高温电缆制造，耐高温，不存在高温氧化。 

加热时间：预热温度缩短 70%，加热频率减少 30%。预热时间过长，工作状态下加热启动频繁。 

加热效率：95%转换为热能，无热量散失 30-60% 

节电率：30-50% 

大功率注塑机节电效果更明显 

https://www.baidu.com/s?wd=%E8%BD%BD%E6%B3%A2%E9%A2%91%E7%8E%87&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duyfdm10dnHNBujR1Pvm4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0LP1mdnWn3PWn3rj0snHD3r0
https://www.baidu.com/s?wd=%E6%96%B9%E6%B3%A2&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duyfdm10dnHNBujR1Pvm4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0LP1mdnWn3PWn3rj0snHD3r0
https://www.baidu.com/s?wd=%E6%AD%A3%E5%BC%A6%E6%B3%A2&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duyfdm10dnHNBujR1Pvm4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0LP1mdnWn3PWn3rj0snHD3r0
https://www.baidu.com/s?wd=%E7%A8%B3%E5%AE%9A%E5%BA%A6&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duyfdm10dnHNBujR1Pvm4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0LP1mdnWn3PWn3rj0snHD3r0
https://www.baidu.com/s?wd=%E5%BC%80%E5%85%B3%E7%94%B5%E6%BA%90&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duyfdm10dnHNBujR1Pvm4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0LP1mdnWn3PWn3rj0snHD3r0
https://www.baidu.com/s?wd=%E7%9B%B8%E5%AF%B9%E6%B9%BF%E5%BA%A6&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duyfdm10dnHNBujR1Pvm4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0LP1mdnWn3PWn3rj0snHD3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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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红外线治疗机 10 

波谱范围宽。经测试波长在 0 . 3 ~1 2 脚 n，以中长红外波段为主。 

辐射温度。5 0 0 W 型直接接 2 2 0 V 交流电源，离平面口 10 m m 处时为 95 O c，接可控硅电压调节器，当在 0 一 2 20 V 电压范围

变化时，离平面口 4 om m 处，将产生。、g o o C的温度变化。电阻丝( 除接头外) 全部埋伏在水泥中，电阻丝不易氧化，仪器使用寿

命长。 

辐射被“ 会聚”，为穴位治疗创造了条件。制作工艺简单，不需烧结，成本低，易于推广应用。 

7 脉冲治疗仪 1 

仪器尺寸：86×56×48cm  

仪器净重：25kg  

电压:220V/50HZ  

外部短熔器：250V1A  

功率：40VA  

红外热疗温度：30-60℃ 

频率范围 ：1HZ-15KHZ  

脉冲宽度：20ms-20us  

内存储处：“处方一”至“处方五”、“全功能”至“推拿”  

工作设定时间：10min 20 min 30min  

输出波数:方波、指数波、连续波、密波、起伏波、正弦波  

输出组数 :电疗 4 组、红外热疗 4组、光疗 1组  

显示：支持显示，蓝屏 170×110mm  

语音：支持语音，真人发音  

安全类型：回 II 类 BF型设备  

8 蜡疗机 1 
电    源：AC220V±10%  50Hz    功    率：650W  (30公斤)     温控范围：室温～98℃   

温控精度：±0.1℃  智能显示屏融蜡方式：水洗分离节能薄膜加热法  

9 
超声波治疗仪（意

大利 US10）   
1 微电脑控制，预置了 30个处方。接触不良时报警功能 。标配探头：5cm2 1个，凝胶 1管，探头架 1个。 

10 微波理疗仪   1 

微波频率: 2450 MHZ±50MHZ 

输出功率：治疗 0~100W可调；理疗 0~100W可调 

输出时间：治疗 0~100秒可调；理疗 0~99分可调 

输出方式：同轴电缆传输线连接辐射器 

输入电压：220V 50HZ AC 

整机功率：≤250W 

匹配负载阻抗：50Ω 

环境温度：+5℃+40℃ 

湿度范围：30%—80% 

大气压力范围：500hpa--1060h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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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吞咽神经和肌肉电

刺激仪   
1 

显示方式：OLED显示屏输出模式： 

EMG/EMS功能多媒体交互训练； 

耐力训练； 

协调训练；力量训练电极分离技术：EMG和 EMS模式使用 1电极电缆。 

独有蓝牙 4.0技术输出程序 

低电池报警功能输出波形：对称双相平衡波充电式锂离子聚合电池+微型 USB端口 

程序具有数据存储功能仪器中储存的数据信息可通过蓝牙下载到 iPad上 

12 
多功能神经康复诊

疗系统   
1 

五种治疗模式，针对不同的临床体征。 

多媒体示范影像、人机对话、FLASH情景动画训练。 

台式+便携式设计，充分考虑到临床使用的情况，即可联合也可分离使用，特别是针对早期卧床病人，便携机可到床边使用，避免病人移

动的风险。 

增加简单有效的表面肌电分析，对松驰、被动、主动等状态下的患者表现进行定量评估分析，强化疗程中的过程及跟踪疗效分析。 

随机有 100多个临床处方可供选择（脑卒中、小儿脑瘫、截瘫等），无临床体征（认知、肌力水平等）限制。 

仪器具有病人数据管理、存储、自动记忆、加载病人治疗参数及统计功能。 

13 神灯治疗仪 10 

规格： 540x540x1470mm 

安全类型： Ⅰ类 

功率： 300W 

产品包装规格： 66.5×24×49cm 

产品特点：神灯治疗仪治疗仪采用先进的 3T多峰增效技术，具有发热均匀、照射舒适、照射面积增大、宽频等特点，治疗板使用寿命大

于 5000小时。是适用范围广泛的医用神灯治疗仪和家用神灯治疗仪。 

14 紫外线治疗仪   1 

紫外线辐射：254 纳米，其光谱≥85%  

紫外线辐射强度：体腔灯管强度（直光导抵近照射）≥10mW/cm2；体表灯管强度≥10 mW/cm 

功率：≤60VA。 

治疗计时范围：1—999秒（可调）。 

熔断器：F￠5×20B    1A(2只)。 

使用条件：环境温度：5℃ ～ 35℃；相对湿度：≤85% 

电源：220V±22V   50Hz±1 Hz。 

15 可升降按摩床 6 

规格：196×70×46-95cm 

质量：90kg 

电源参数：220V/50Hz 

用途：根据需要调节床面高度、角度、方便治疗，可对全身各部位进行按摩。 

16 全身骨骼解剖模型 3 

规格：170cm 

构造：3颗可活动的下牙，显示不同牙齿构造。手臂和腿部可拆下供研究。显示神经分支、脊椎动脉和腰椎间盘等。头颅含可活动的下巴、

可移动的头颅盖、骨缝线。 

材质：P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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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人体骨关节分类模

型 
2 

构造单轴关节、双轴关节、多轴关节以及屈戌关节、车轴关节、双髁状关节、鞍状关节、椭圆关节、球窝关节、杵臼关节、和平面关节。 

规格：72×47×13.5cm 

材质：进口 PVC材料 

18 
解剖学互动光盘教

学系统 
1 

规格（直径×长度）≤φ3cm×30cm。  

进口图像传感器 ccd，520tv线。可图像冻结。视频信号输出，具备视频切换按键。  

8个 led灯环形照明，亮度可调。  

动态范围：48db。最低照度：0.5lux。  

4g无线摄像机，接收机内置锂电池. 可连续使用 3-4小时.  

发射功率 50mw/ce   

19 骨发生机制模型 5 

颜色：白、规格：高度 85cm、包装规格：45×20×13cm 

主要构成： 

头颅骨：由 22块头骨组成整颅，颅盖横切，取去后示颅内诸结构，下颌骨可以活动； 

脊柱：由 7个颈椎，12个胸椎，1块骶骨，1块尾骨及 23个椎间软骨组成，并示颈、胸、腰、骶四个生理弯曲； 

胸廓：由 24块肋骨、1块胸骨，软肋骨与脊柱胸椎部分连接，构成胸廓； 

骨盆：由骶骨、尾骨和 2块髋骨组成； 

上肢骨：由 64块骨组成，肩带部分的肩胛骨和锁骨固定在胸廓上，上肢的游离都可拆卸，肩、肘、腕等关节均可自由活动； 

下肢骨：由 62块骨组成，下肢带固定构成骨盆，下肢游离都可拆卸，髋、膝等关节均可自由活动。 

特点：模型比例精确，粘结吻合，牢固，各关节活动灵活，无卡滞现象；金属支架提供支撑功能，使模型稳定； 

20 
高级关节附肌肉模

型 
3 

构造：人体骨骼附关节韧带和肌肉起止点着色模型示全身骨架，串制直立。 

尺寸：高 170cm 

材质：高级 PVC 

四、康复评定实验室设备：      
 
序号 品种 数量 技术参数 

1 
神经康复功能评定

系统（软硬件） 
1 

规格：配置要求： 

1、品牌笔记本电脑 

2、迅弛酷睿 2，双核处理器；内存 2G，硬盘 250G 

3、14.1寸液晶显示器 

4、内置声卡、网卡 

5、提供“神经康复功能评定系统”光盘 

作用：基本性能： 

1. 神经康复评定软件； 

2. 涵盖神经康复功能评定的各个层面，具备涵盖面广、包括性强的神经康复评定工具； 

3. 包括二大部分测评工具，神经康复功能评定方面有 25种工具性量表；神经康复常见症状群及疾病评定方面有 26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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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性量表； 

4. 操作简便、界成友好； 

5. 具有资料存贮统计功能； 

6. 评定方式灵活多样，可根据客户需要，神经康复功能评定软件可安装在台式计算机或便携计算机内，因此可在诊室、

康复评定室、康复治疗室、查房时床边携带使用。 

2 
成人康复医学心理

测试系统 
1 

配置： 

1. 联想 四核处理器，4G内存，内置网卡，500G硬盘、2. 22英寸液晶显示器 

3. 惠普单色激光打印机 

4. 立体声音箱 

5.安装光盘一张，加密狗一个 

系统所包含的量表（ 54 个），均采用全国常模或标准的临床心理测量评分方法，对精神卫生、临床心理、成人儿童等，

均适用。全新的视窗操作，多样化界面色彩 ，多媒体真人发音 ，报告输出多样性， 独到的诊断功能，数据管理及统

计。本系统设计有帮助功能（有每个量表及如何使用系统的详细介绍），自动报告修改功能（可自定义修改、贮存、恢

复所生成中文报告的文字描述），测验文字、图片提示等。 

材质：采用优质塑料等 

3 皮尺 1 规格: 50m/12.5mm 

4 体重计 2 

健康秤不锈钢金属粘接点: 4个、健康秤体重指示: 液晶数字显示、健康秤形状: 正方形健康秤 

特殊功能: 测温健康秤、面板材质: 钢化玻璃、颜色分类: 摩登黑 粉色女孩 隐屏款绿色 隐屏款粉色 粉红色女孩 粉

色 绿色 浅蓝色 浅绿色女孩 驱动类型: 电池 

5 秒表 1 类型：电子、材质：ABS、是否防水：是、是否带暂停：是、是否防滑：是、显示排数：三排  

6 心率遥测仪 8 

1. 选项设置模式：此模式包括简单基本使用、6个自由编程的锻炼阶段和基本编程的锻炼设定，在基本编程设定中可以

进行三种目标心率区上下限和时间间隔及运动恢复计算；个人热量消耗计算功能、有氧测试功能和预测最高心率功能的

设定；还可进行个人资料、心率表、两地时间、闹钟、日期的手表、记录心率的时间间隔的设定。 

2. 运动显示：在上述不同锻炼设定中实时检测显示心率数、秒表计时、时刻、圈数、每圈时间、圈数及平均心率、热

量消耗、跑步速度、距离、总距离、海拔高度、累计高度、查看运动心率上下限、平均心率、最高心率百分比、最高心

率、运动时间、使用者身份、松弛率等 

3. 多阶段运动概况功能：运动时间和心率上下限的个人设定创造多个间歇和 恢复心率的锻练。每个运动概况可包括最

多六个预先编程的运动阶段。每个 阶段可包括多达 30个在阶段内连续交替的间歇和恢复心率段落。 

4. 记录心跳间距功能：心跳与心跳之间（R-R 间距）的纪录数率量度你的心跳间距，即以毫秒计算连续心跳之间的时

间。每一下心跳的心率都会不同。心率变异（HRV）是连续心跳之间的次数（即心跳与心跳之间的间距）变异。 HRV受

有氧健康影响。 一个良好心脏的 HRV通常在休息时会较大。在运动时 HRV会随着心率和运 动强度的增加而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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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肺活量计 4 

材质：PVC  

规格：5-10000ml2、分度值：5ml 

示值误差：±2% 

环境温度：0-40℃ < 90%RH 

电源：9V叠式电池，有电池电压欠压指示。电池自备。 

按键：开关/清零    功能键（可定时关机） 

8 

运动平板系统（包

括心电图，显示器，

活动平板） 

1 

设备安全分类： 内部电源 BF型防除颤应用部分 

输入导联： 12 导同步采集（10根导联线） 

输入阻抗≥50MΩ 

输入回路电流≤0.1μA 

耐极化电压：加±500mV的直流极化电压，灵敏度变化范围±5%±500mV 

最小检测信号：对 10Hz、20μV的正弦信号能检测 

噪声电平：≤15μVp-p、共模扼制比：＞60dB, ＞100dB(加滤波器) 

频率特性：幅度频率特性：以 10Hz为基准，0.05Hz～150Hz(-3dB、+0.4dB)；低频特性：时间常数应不小于 3.2s 

采样频率： 最高 1000Hz、采样精度： 最高 24位 

通信方式： 采集盒与上位机 WiFi方式连接，跑台与上位机串口方式连接、采集盒电源： DC 3V，两节 AA碱性电池 

运行环境要求：环境温度：+5℃~+35℃；相对湿度：≤80%HR；大气压力：860hPa~1060hPa 

储存环境要求：环境温度： -10℃～55℃ ；相对湿度：≤95%HR；大气压力：500hPa~1060hPa 

跑台：输入电源电压：220V±15%(50Hz或 60Hz)；电 机 功  率：2200W；工作环境温度：5℃-40℃；运动速度范围：

1.0-16.0(千米/小时)；坡度调节范围：0%-22% 

9 指尖式血氧饱和计 2 

显示模式：1.1 英寸彩色 OLED屏显示 

显示器分辨率：96*64 

精度：70%～100%：±2%，小于 70%无定义 

脉率测量范围：30bpm～250bpm（分辨率为 1bpm） 

精度：±2bpm 或±2%取大值 

弱灌注下的误差：在脉搏充盈度为 0.4%时，血氧仪能正确显示血氧饱和度和脉率数值，血氧饱和度误差为±4%；脉率误

差为±2bpm或±2%取大值。 

抗环境光干扰能力：在室内自然光及现有照明光源下的血氧测量值与暗室条件下的测量值相比，偏差小于±1% 

功耗：不大于 30 mA 

工作电压：DC 3.0V 

电池：2节七号 1.5V碱性电池 

电池工作时长：最低可持续工作 20小时，理论值为 32 

安全类型：内部电源设备,BF型应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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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60g 

10 握力计（电子显示） 8 质量:0-90kg、分辨率:0.1kg、产品尺寸：20×13×3.6cm、自动储存、自动封值显示 

11 复式墙拉力器 1 
规格：55×17×170cm、拉力器套数 2套，每套拉力器配 8个配重块，每块 1kg,最大行程 128cm。材质：型钢、不锈钢。 

型钢表面喷塑。质量：35kg 

12 背力计（电子显示） 4 
测量范围：0～400kg、分度值：1kg、示值误差：1/400F．S、电源：1节 9V叠式电池（电池用户自配）、工作环境：0～

40℃<90%RH，贮存温度-10～50℃<75%RH、功能：背力峰值保持，开关/清零，定时关机，过载指示 

13 角度尺 6 规格：35×17×5cm、质量：1kg 、用途：测量肘，手指等关节活动范围及脊柱弯曲程度 

14 
多功能关节活动测

量仪 
1 规格：21×8×7cm、显示：指针显示、用途：检测评定各关节活动度 

15 
简易上肢功能评价

器 
1 

规格：43×43×12cm， 

检测工具一套，秒表一个，大小木块若干，弹性球 5个，小木球若干，各种小器具若干。 

功能：对上肢能力、运动速度进行客观的检测，判断上肢功能受限程度 

16 上肢功能评价器 1 
规格：40×40×15cm、用途：对上肢能力运动速度进行客观的检测、判断上肢功能受限程度；简易的上肢功能评估用具。

评估其手、脑的协调能力。 

17 表面肌电分析系统 1 

供电方式：4节 5号电池供电 

电源工作时间：30小时 

电源报警限度：20-30min 

动态传输：CF 卡 

同步视频：支持 

通道：2、10、20、40 

通道数据传输：USB 

2.0光纤传输：4000MB/s 

传感器：前置传感器，内置 IC芯片 

EMG灵敏度：0.1uv（RMS）EMG精度：0.3uv（RMS） 

EMG量程：0-5000uv（RMS） 

输入阻抗：≥10GΩ 

应用领域医院：康复科、神经科、儿科、骨科、老年科体育：运动员动作分析及运动损伤评定人机工程学：人体工程学

设计及科研、工伤（职病伤）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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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三维步态分析仪 1 

主要组成：步态采集仪和步态分析及训练软件。 

自动计算和记录：髋膝踝关节和骨盆活动角度曲线，单支撑相/双支撑相数据，摆动相数据，内外翻数据, 步宽, 足偏

角,步长，步频，步数，步速，步行周期，运动时间数据，各主要参数标准差数据； 

关节角度记录精度 0.1度，并采用无线通讯，通讯距离室内 30米，不受环境影响,无需摄像头。能够实时显示三维步态

动画，并可以回放三维动画，自动打印病例报告； 

提供不少于 10 种步态训练方案，提供多种虚拟现实步行训练场景，通过实时反馈实现前馈，提供面向关节活动度的运

动控制训练。 

19 平衡功能检测系统 1 

最大承受力：5000N  

误差率：<1%  

扫描速度：>250Hz  

测量模式：以力/时间显示数据，15秒钟测定模式  

训练模式：数据反馈图显示显示并含游戏模式，115种训练模式并含四种游戏  

电压：230V+/-10% ；电流：75mA；频率：50/6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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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报价文件格式 
 

一、报价人提交文件须知 

 

报  价  函    （格式） 

 

长春科技学院：  

 

                          (报价人全称 )授权           (报价人代表姓名 )            

(职务、职称 )为我方代表，参加贵方组织的                     (项目名称、项目编

号、包号 )招标的有关活动，并对此项目进行报价。为此：  

1、我方同意在本项目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招标日起的有效期内，遵守本报价文件中的

承诺且在此期限期满之前均具有约束力。  

2、我方承诺已经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规定的参加采购活动的供应

商应当具备的全部条件。  

3、提供招标须知规定的全部报价文件，包括报价文件正本、副本、报价一览表等。  

4、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和交付的货物和服务的报价详见报价一览表。  

5、我方承诺：完全理解最终报价超过采购预算金额时，报价将被拒绝。  

6、保证忠实地执行双方所签订的合同，并承担合同规定的责任和义务。  

7、承诺完全满足和响应招标文件中的各项商务和技术要求，若有偏差，已在报价文

件商务条款偏离表中予以明确特别说明。  

8、保证遵守招标文件的规定。  

9、我方完全理解贵方不一定接受最低价的报价或收到的任何报价。  

10、我方愿意向贵方提供任何与本项报价有关的数据、情况和技术资料。若贵方需

要，我方愿意提供我方作出的一切承诺的证明材料。  

12、我方已详细审核全部招标文件，包括招标文件修改书（如有的话）、按照资料及

有关附件，确认无误。  

13、我方承诺：采购人若需追加采购本项目招标文件所列货物及相关服务的，在不

改变合同其他实质性条款的前提下，按相同或更优惠的折扣率保证供货。  

14、我方承诺接受招标文件中《合同原则》的全部条款且无任何异议。  

15、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处以采购金额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1）提供虚假材料谋取成交的；  

（ 2）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供应商的；  

（ 3）与采购人、其它供应商恶意串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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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向采购人员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所有有关本报价的一切往来联系方式为：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报价人代表姓名：  

报价人代表联系电话：                 （办公）            （移动）  

E-mail：  

 

 报价人 (公章 )：  

 报价人代表 (签字或签章 )：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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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格式）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地    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职  务：  

    系       （报价人名称）          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报价人 (公章 )：  

 报价人代表 (签字或签章 )：  

 日  期：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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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科技学院： 

    本 授 权 书 声 明 ： 注 册 于              （ 报 价 人 住 址 ） 的               

（报价人名称）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代

表本公司授权在下面签字的          （报价人代表姓名、职务）为本

公司的合法代理人，就贵方组织的                   项目，项目编

号：        ，以本公司名义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务。  

    本授权书于    年  月  日签字生效，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印刷体姓名、签字或签章：                                 

     

报价人代表印刷体姓名、签字或签章：                                                     

  

报价人全称、报价人公章：                 

                                     

 

 

 

 

 

 

 

 

 

报价一览表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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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报价人名称：                                       

价格合计：                                                         单位：元     

序 
号 

仪器设备名称 
数
量 

规格型号 厂家 单价 合价 质保期 供货期 附技术资料 

          

          

          

          

          

 

        

 

 

 

 

报价人(公章)： 

 报价人代表(签字或签章 )： 

 日 期： 

 

 

报价货物技术偏离表   （格式） 

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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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报价人名称：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数量 原技术指标 
投标文件 

技术指标 
偏离情况 备注 

       

       

       

       

       

       

     

 

 

 

 

 

 

 

                         报价人(公章) : 

报价人代表(签字) : 

日  期： 
 

 

 

（格式） 

 

（正/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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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  
 

 

项目编号：  

包   号：  

（商务、技术） 

报 

价 

文 

件 
 

供应商单位名称（加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印鉴）  
二〇一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