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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组成员分工 

序号 姓名 职称 分工 

1 王连明 教授 总体 

2 付申成 副教授 光学加工 

3 陈艳伟 副教授 创新实验 

4 单桂晔 副教授 创新实验 

5 王春亮 副教授 光学设计 

6 王中强 副教授 创新实验 

7 张文娟 工程师 电子加工 

8 董永军 副教授 电气设计 

9 陈健梅 工程师 电气设计 

10 夏彬 高级工程师 加工设备培训 

11 雷鸣生 工程师 加工设备管理 

12 刘华 教授 光学加工 

13 朱挽强 讲师 电气加工 

14 陈菊芳 副教授 电子设计 

    

    

    

    

二、本项目建设必要性、目标和内容 

2.1 建设必要性(从学科专业发展、专业培养方案、实验开课现状及

存在的问题等方面阐述） 

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重要基础，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源动力之一，对于国民经济的

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培养具有扎实的物理基础、具有多学科综合

能力的创新型人才是新时代对高等物理教育提出的严肃命题。 

物理实验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课程之一，为促进本科教学改革，探索创新性人才培

养的新模式；探索理论与实践结合，学习与研究结合的新型人才培养机制，2014 年，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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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中心启动了新一轮实验教学改革，确定了 6 级的实验教学体系，并付诸实施。 

中心利用前四年的本科实验室建设项目，已经完成了 5 级的实验仪器与设备的采购，并

在实验中得以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实验教学质量。 

物理学是一门应用学科，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有力工具。但前期的实验课体系只完成了课

内实验的设计，侧重知识与实验技能的传授，而未实现对学生应用物理知识解决实际能力的

培养。 

2016 年 12 月，在教育部发布的《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管理办法》中，明确提出，

国家级示范中心要实现科教融合，产教融合。经过 5 级探索实验的建设，学生的科研能力大

幅提升。但产业化技术能力培养却很欠缺，主要原因在于，示范中心缺少产业化的实验设备，

无法对学生进行技能训练。 

另一方面，目前的实验教学存在以下问题： 

  （1）课内实验教学时间有限、内容固定、只适合基本能力训练。 

  （2）创新能力培养需要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系统化、开放式的实践条件与环境，这是

目前实验教学所欠缺的。 

为此，我们确定了分三步走的建设规划，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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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六级的课内实验建设已经基本完成，2019——2021 年将重点建设面向课外实践

的开放实验，并通过课内、课外相结合；产教研相结合，构建产教研一体化开放平台，实现

学生理论、实验、科研、应用能力培养的一体化，切实提高示范中心实验教学质量，提高学

生创新能力培养水平，并形成示范中心人才培养的特色；本年度申报重点解决产教研融合设

备不足和缺乏问题。 

 

2.2 建设情况与目标(具体说明本年度修购基金购置的仪器设备数，

面向的专业，覆盖的实验室，涉及的实验项目数（包括新增数与更新

数），学生受益人数，实验课人时数，建设目标等方面的建设情况) 

本项目覆盖的专业有物理学（公费师范）、物理学（非公费）、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和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所建设的产教研一体化平台将对全校开放，为物理学院所有专业和全校

所有专业服务。购置设备 98 件/套，新增和更新实验项目数 26 个，受益学生 1000 余人。预

期达到以下建设目标： 

（1） 形成课内实验与课外实践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开放式创新人才实践能力培养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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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产业化，形成“产教研一体化”的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可持续发展的新机

制。 

（3） 本建设目标分三期完成，2019 主要完成光电类实验教学仪器与科研仪器研发所需

设备的采购，形成产业化初级平台，完成 1-2 种光电仪器样机开发。 

本平台建成后，将大大提升示范中心的实验教学水平，形成实验教学的特色，整体达到

国内先进水平。 

2.3 建设内容（请按季度说明具体实施项目内容及完成时间） 

根据物理学科的特点及社会产业化技术的需求，本年度主要沿精密机械加工、光电传感设计

与制作两条产业化技术主线进行仪器设备采购和平台建设。主要用于以下三个方面： 

1. 在前期建设中，5 级探索实验尚有部分设备没有采购，因此，一部分经费用于 5 级

探索实验设备的新增。 

2. 精密机械加工设备的采购，这一类设备将为所有实验服务。 

3. 光电传感设计与制作产业化设备的采购。 

具体实施项目内容及完成时间 

第一阶段：2019 年 1 月-2019 年 2 月,完善采购计划，确定最终采购方案。 

第二阶段：2019 年 2 月-2019 年 3 月,制定招标采购计划并基本完成招标工作。 

第三阶段：2019 年 3 月-2019 年 5 月，完成招标工作，并进行设备验收。 

第四阶段：2019 年 07 月-2019 年 12 月，完成实验项目建设相关工作，为相关课程做好准备。 



三、拟购置设备 

序

号 
设备名称 型号 

主要参数 

及配置要求 

原

计

划

购

置

数 

原

单

价 

现

购

置

数 

现 

单价 

总价 

（含 

自

筹） 

自筹 

金额 

采购 

方式 

(集中/

分散) 

1 

紫外可见

分光光度

计 

 

UV-1900PC 

光路结构：双光束 

波长范围：190-1100nm 

波长准确度：±0.3nm 

波长重复性：<0.1nm 

透射比准确度： 

±0.3% T (0-100%T)； 

±0.002A (0-0.5A)； 

±0.003A (0.5A-1A) 

透射比重复性： 

0.15T (0-100%T)； 

±0.001A (0-0.5A)； 

±0.0015A (0.5A-1A)； 

杂散光：≤0.008T 

稳定性：0.0005A/h 

噪声：0.0002A 

基线平直度：±0.001A 

测光方式：透过率、吸光度、浓度、能量 

波长调节：自动调节 

光度范围：-4-4A 

2  2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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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测量

系统套件 
 

包括（1）低压电源插件：BH1231B 低纹波线性电源，总输出≥48W 

，±6V，±12V，±24V 

（2）1.5kV 高压电源插件：BH1283N，0-1.5kV 可调，正负电压可调 

（3）线性脉冲放大器插件：BH1218，适合闪烁体探测器信号放大，0-500

倍放大可调，正负信号可选 

（4）单道脉冲分析器插件：BH1239，阈值道宽可调，带有延迟可调功能 

（5）精密脉冲产生插件：FH1013B，频率可调最大 100kHz，延时 0.1-100

微妙可调，正负信号可选，幅度 0-10V 可调 

（6）单通道定标插件：BH1220N，可设置定时时间，至少七位数显 

2  2    
集中 

 

3 
三通道定

标插件 
 FH1093B，三通道计数，可设置定时时间，单个通道至少七位数显 1  1    

集中 

 

4 β探测器  能够测量 10keV 以上的β射线，探测器伏高压输入 1  1    
集中 

 

5 
薄膜厚度

测量仪 
GCS-TF 

(1)系统参数：测量 100nm-10um 范围薄膜；误差 5%； 

(2)数字光谱仪组件：工作波长 300-1000nm，分辨率 1.3nm，2048 像素，信

噪比 250：1；积分时间 1ms-21s，数据接口 USB2.0，光纤输入接口 SMA905； 

(3)标准白光光源组件：380nm—2500nm，稳定性 5%； 

(4)Y 型光纤：长 1m；芯径 300um，NA0.22； 

(5)支架组件：用于光纤夹持，可升降； 

(6)测试样品组件：提供 SiO2 膜层样品，Ф50.8mm；可扩展 Ag,、Al、Al2O3、

Au、CaF2、Fe、MgF2 等上百种膜层测量； 

(7) 软件组件：软件包含反射率测量模块、透过率测量模块和薄膜厚度测量

模块； 

(8)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双

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9)光学元件 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2%，直径-0.2mm，中心偏差 3′，

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粗糙度 60/40（Scratch/Dig），氟化镁增

1  1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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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6 
光学图像

分辨器 
GCS-IMAGE 

（1）图像传感器：黑白 CMOS，靶面尺寸 1/1.8″，灵敏度 1.6v@550nm/Lux/s,

帧率 15 帧/秒，分辨率 1280*1024，USB2.0； 

（2）精密机械调整部件：角度精度： 4’分辨率；0.005mm 

（3）光学支架：高 1000mm,400mm*650mm*1150mm，△H=800mm 

（4）平移设备：行程 150，L332mm，3550g； 

（5）照明光源：低角度环带照明光源；外径 75，与法线成 90°，功率 2.5W,

红光；背光照明光源：面积 100*100,功率 25/42W，红光；同轴照明光源；

50*50，红光 

（6）拍摄系统：低畸变远心成像镜头；GCO-230105 远心度<0.3°畸变≤0.4% 

成像面积 50mm 工作距 150mm；定焦镜头；光圈数 16，f＇16； 

（7）软件处理系统：目标图像采集模块 具备鼠标自动识别圆阵列标定相机；

光学系统分辨率测量模块 截取测量区域可以进行鼠标进行任意选取被测量

分辨率板局部区域；二维码生成和采集模块 可快速编码解码；工件参数测

量模块 包括面积测量、测量管脚； OCR 识别模块工件表面数字、字母信息

识别；几何尺寸测量模块 包括圆心距测量模块、线间距测量模块、圆直径

测量模块、角度测量模块等 

（8）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同

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9）光学元件: 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2%，直径-0.2mm，中心偏

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粗糙度 60/40（Scratch/Dig），MgF2

单层增透膜，有效孔径 90%； 

1  1    

 

集中 

 

7 
全息光刻

机 
GCS-GKSX 

（1）光源：固体激光，波长 473nm，P>10mw，独立稳压电源； 

（2）分光准直组件：光栅色散，0-180 度旋转，准直镜头，外形尺寸Φ

40x200mm； 

（3）控制器：Iput:AC100-240V,Output:DC24V 3A;最大维数 15,；8 档精度

调节；20 档速度选择；通讯方式 USB 转 CAN,最高频率 23.697Hz；最大通讯

距离 1500m； 

（4）精密电控平移台：台面尺寸 75x75mm，行程 50mm，直线导轨，滚珠丝

1  1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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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导程 4，分辨率 0.001mm，最大速度 40mm/s，安装孔距 25x50mm； 

（5）光刻胶板：感光灵敏波长λ=473nm ，反差系数≥4 ；灵敏度≥30μ

/cm2 ，胶厚度：10μm ；分辨率≥3000 条/mm；工作温度-40-80℃； 

（6）聚焦镜头：Φ64.5x42.5mm；焦距 f50mm，最大光圈 F/1.4，全自动光

圈率；图像角度 46°； 

（7）控制系统：全自动软件控制，二维平移、转角旋转、外触发脉冲激光

四轴联动，自动计时、自动校准补偿功能，USB2.0 接口，最低分辨率

1024x768，使用环境 Windows XP，Windows 7 系统； 

（8）刻蚀幅面：最大 50x50mm，点间距≤300μm； 

（9）精密机械调整架：角度精度±4′，分辨率 0.005mm，调节机构保证等

双轴等高，横向偏差 1′，纵向偏差 1′； 

（10）光学元件：BK7 A 级精密退火材料，焦距±2%，直径-0.2mm，中心偏

差 3′，光圈 1-5；局部误差 0.2-0.5，面粗糙度 60/40（Scratch/Dig），氟

化镁增透膜镀膜，有效孔径 90%； 

8 
光纤激光

打标机 
F6 

打标范围：标准配置 100×100mm（标配 160mm 透镜,其他打标范围可选） 

扫描系统：高速数字扫描振镜系统 

打标速度：≤18000mm/s 

飞行速度 0-200m/min（与打标内容和材质有关） 

最小线宽 30μm 

打标线深 ≥0.1mm 

定位精度 ±0.0015mm 

打标行数 在打标范围内任意设定 

字体高度 0.2mm-打标范围 

打标字体 支持 Windows 系统下所有 TTF 字体,内置多种激光打标专用字

体,支持任意手写字体,同时可对字体进行定制,增加防伪标记 

1  1    集中 

9 箱式电炉  

工作温度≤1650
o
C；最高温度 1700

o
C；升温最快速率 10

 o
C /min ；恒温精

度:±1
 o
C；硅钼棒加热元件；B 型双铂铑热电偶；有过热和断偶保护功能和

开门断电功能；双层壳体结构，双层炉壳间配有风冷循环系统，使得壳体表

面温度小于 60℃ 

1  1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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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光学自组

式创新平

台 

 

1. 光学元件 

焦距偏差：±2%； 

直径偏差：+0.0/-0.1mm; 

有效孔径：＞80% 

表面质量：60/40； 

面型精度：λ/4@632.8nm 

2. 光源 

固体激光器：波长：532nm，TEM00模，功率：3－5mw 

3.开设实验项目： 

（1）阿贝成像原理和空间滤波： 

（2）θ调制； 

（3）光学图像加减； 

（4）光学图像微分； 

（5）卷积定理； 

 

2  2    

 

集中 

 

11 
电化学工

作站 
Zennium E 

交流阻抗频率范围：10uHz-2MHz；最大电流：2A；应用电压范围：±12V；

频率精度：0.0025%；交流阻抗测试精度：±0.2 %（100 mΩ-10 MΩ）、±2%

（小于 100 mΩ 或大于 10 MΩ）；频率分辨率：0.0025%，10000 steps / 

decade；恒电位仪整体带宽：2.5MHz；接地模式：接地和浮地 ，浮地可以

用于接地的实验体系，例如高压釜等。 

1  1    

 

集中 

 

12 

稀土荧光

光谱测量

设备 

 

1. 工作温度≤1650
o
C；最高温度 1700

o
C；升温最快速率 10

 o
C /min ；恒温

精度:±1
 o
C；硅钼棒加热元件；B 型双铂铑热电偶；有过热和断偶保护

功能和开门断电功能；双层壳体结构，双层炉壳间配有风冷循环系统，

使得壳体表面温度小于 60℃； 

2. 电子天平（1个）。指标要求：量程：120g；重复性：0.1mg；可读性：

0.1mg； 

1  1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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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激光器（2 个）。指标要求：激光输出波长：808nm&980nm；功率调节范

围：1mW-10W 连续可调；光纤耦合。 

4. 滤波片（1 个）。指标要求：250nm、280nm、300nm、430nm、460nm、480nm、

500nm 的带通 

13 
数字光纤

光谱仪 
QE65PRO 光谱范围 200-950nm，25um 狭缝，分辨率 1.9nm 1  1    集中 

14 

数字光谱

仪测量配

件系统 

 

1.准直镜；2. 积分球： 孔径50 mm；3.软件系统；4，600 um光纤，抗日晒；

5. 样品架, 1-cm path,200-2000 nm；

6.流通泵：（执行单元数量：1-4 最大行程：70mm 行程分辨率：0.165μm 
线速度范围：7.94μm/min-79.4mm/min(流量=线速度×注射器内截面积) 线

速度调节分辨率：7.94μm/min 行程控制精度：误差≤±0.5%(行程≥最大

行程的 30%时) 额定线性推力：＞20N ；3 路 TTL 电平信号输入，用于控

制启停、快进、快退 通信接口：RS485 控制器外形尺寸：235×178×

74(mm) 控制器重量：0.8kg 执行单元外形尺寸：180×46×78(mm) 执行

单元重量：0.6kg 使用电源：AC 90V-260V/40W 工作环境温度：0℃-40℃

 工作环境相对湿度：＜80%。 

1  1    集中 

15 光源 
LA-410UV-

3 
功率：150W,光谱范围：185nm 到 2000nm；输出窗口直径：28mm; 1  1    集中 

16 
TTL 调光

光源 
 

波长 532nm、功率 100mw、脉冲数量可调、 

频率可调、占宽比可调、稳定性：5%以内。  
1  1    集中 

17 
z 轴运动

平台 
 精度 100um、运动范围 10mm、步距 10um。 1  1    集中 



 

12 
 

18 

高透氧薄

膜加工盒  

¢：50；H：30 

离型膜薄膜厚度：100um 

薄膜可拆卸、更换 

玻璃基底直径 50mm，厚度 2mm 

1  1    集中 

19 
单片机实

验箱 
 含有自主设计电路区、单脉冲触发区、4*4 键盘、数码显示、LED 等等 15  15    集中 

20 
数字示波

器 

罗德与施

瓦茨、

RTM3004 

1. 500MHz 带宽，4 个模拟通道。 

2. 模拟通道实时采样率：不小于 5 GSa/s。 

3. 带逻辑分析仪功能：16 个数字通道，存储深度每通道不小于 40Mpts 

4. 硬件 ADC 不小于 10 位，高分辨率采样不小于 16 位。 

5. 波形捕获率：不小于 64000 次/秒。 

6. 存储深度：≥40Mpts（每通道）；≥80Mpts（单通道） 

7. 时基档位范围：0.5 ns/div 至 500 s/div。 

8. 垂直档位范围：500 μV/div 至 10 V/div（1MΩ）；500 μV /div 至 1 V/div

（50Ω）。 

9. 可升级内置 4 位码型发生器，发出 I²C、SPI、CAN、LIN、RS232 等串

行总线信号。 

10. 内置数字电压计。 

11. 示波器软件支持多种语言选择。 

12. 不小于 10 英寸电容触摸屏，分辨率不小于 1280×800。 

13. 接口：支持 MTP 的 USB 主机端口，USB 设备端口，LAN，支持远程显

示和操作的 Web 服务器 

14. 开机时间不大于 15 秒。 

15. 标配 3 年保修。 

2  2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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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计算机测

量与控制

实训平台 

 

包含 1.手持信号发生器（16 个）R9270S+ 

2. 温度控制实验系统（1 套） 

3.直流电机转速控制系统（1 套）：电机导轨及速度反馈、直流电机转速控

制电源及负载、M01 直流发电机和 M03 直流电动机 

1  1    集中 

22 
电路综合

实验设备 
 

由多个模拟电路模块组成，包括固定模拟电源、可调模拟电源、数字电源、

脉冲开关、四位数码管显示、宽频带放大器、程控放大器、功率放大器、脉

冲宽度调制电路、波形产生电路、信号变换电路、滤波器、移相电路、频率

合成电路、调幅电路、检波电路、调频电路、鉴频电路、数模转换电路、模

数转换电路、比较器、调制解调器、电压频率转换电路、频率电压转换电路、

单稳态触发器等 

25  25    集中 

23 

虚拟仪器

物理量测

量实验系

统 

 

采用主实验箱+模块化实验板结构。主试验箱： 电源输出功能：提供+5V、

-5V、+12V/、-12V/直流电源；实验面包板：170*65mm；接口端子座：37

针、50 针；接线端子排：72 路；myDAQ 采集卡（2 个） 

模拟输入通道 4 路、输出通道 2 路，输入输出通道分辨率 16 位，输入、输

出通道采样率 200kS/s，与计算机 USB 接口。标准实验模块磁场场强计模块

等 10 个； 选配实验模块可燃气体检测系统模块等 11 个。虚拟仪器程控可

调电源模块等，及配套 LabVIEW 软件 VIs 驱动程序； 

教学用 Labview 软件样例程序； 

DSOlab 信号综合分析软件等。 

10  10    集中 

24 
闭环自适

应控制系

ES-AE2 

飞行机器

人, 

ES4101 

四旋翼飞行机器人: 

机架尺寸：800mm*800mm；螺旋桨尺寸：160mm*20mm；机械臂尺寸：280mm，

重量80g；金属机械爪：重量80g，长度100mm；电机功率： 980KV，电压11.4v；

2  2    集中 



 

14 
 

统平台  四轮小车 电池容量：5200mAh/35C；电池电压：1.1V/3S； 

最远遥控距离：500M；最大起飞重量：2.8kg；最大有效载荷：300-400g；

续航能力：空载20分钟，满载12~14分钟；最大偏航速度：150°/s；最大垂

直速度：6m/s；最大抗风能力：7-8m/s（4级风）；飞行高度：最高500M； 

GPS 精度：1m；FPV 图传距离：空旷距离 1Km；微型摄像头。 

舵机转向四轮小车:  

（1）电机功率不低于 7W，减速比 1：30，带编码器，车轮转一圈，输出 390

个脉冲。 

（2）处理器须采用 STM32F103 及以上规格的器件，应采用模块化设计方式，

包含电源模块、控制模块、循迹模块等。应提供超声波传感器和高频 RFID

模块，通信模块应包括蓝牙模块和 WiFi 模块。车载带电容触摸液晶屏，分

辨率为 320*480。应支持红外循迹、CCD 循迹和磁循迹三种循迹方式。 

25 
近红外相

机系统 

C14041-10

U 

近红外相机，InGaAs sensor，波长范围 950nm-1700nm，320*256，像元大

小 20μm*20μm，帕尔帖制冷，数字 14bit 输出，曝光时间 100μs 到 1s，

量子效率 60%，及配套光源(1310nm 近红外波长激光器)等 

1  1    集中 

26 
Nao 机器

人 

25 自由度

机器人 

1、自由度不少于 25 个：头部 2 个；手臂 10 个，各 5 个；胯部 1 个；腿部

10 个，各 5个；手部 2个，各 1 个；拥有两只能够抓握的手臂。 

2、重量不小于 5 千克；制作材料：ABS-PC/PA-66/XCF-30。 

3、齿轮组：关键部位金属齿轮，其余为金属-ABS 混合物齿轮。 

4、提供至少两款配套的教材，其中包含一本中文教材和一本英文教材，提

供合作开发本校课程的有力支持。 

5、音频：2个扬声器：直径 36mm，阻抗 8 ohms；SP Level：87dB/w +/-3 dB；

频率范围：可达约 20kHz；输入：2W；4 个传声器：灵敏度: -40dBV/PA@1KHz，

频率范围: 20Hz-20kHz。 

6、致动器：36 个霍尔效应传感器，12 位精确度，例如每转 4096 约相当于

精确度 0.1°；dsPIC 微控制器；采用三种类型直流空心杯电机，1 型空载

2  2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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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速8700rpm±10%，2型空载转速8400rpm±12%，3型空载转速10700rpm ±

10%，1 型连续扭矩最大 17.8mNm，2 型连续扭矩最大 4.9mNm，3 型连续扭矩

最大 6.2mNm。 

7、传感器：36 个磁性旋转编码器；一个三轴陀螺仪；一个三轴加速计；2

对碰撞传感器；2 对声纳，频率：40kHz，分辨率：1cm@50cm，探测范围：

0.2m~2.55m，有效锥形区域：60°。2 个红外线传感器，波长：940nm，发

射角：+/- 60°，功率：8 mW/sr；压力传感器：0-110N，每只脚上 4 个。 

8、摄像头：头部前方 2个，支持双工，上方摄像头像素 2560*1920，下方

摄像头像素 1280*960，15 帧/秒（FPS）；聚焦范围：10cm ~无限远；聚焦类

型：自动对焦；视野：68.2°DFOV[57.2°HFOV，44.3°VFOV]，数据格式：

YUY&RGB。 

9、本体内部主板 CPU：ATOM E3845 1.91 GHz 4 核处理器；RAM：4 GB DDR3；

SSD：32GB eMMC。 

10、编程语言：机器人本体支持 C++/Python 编程语言，上位机支持：

C++/Python/Java script/Java/Choregrahpe 编程语言。 

11、电力输入：100-240Vac-50/60Hz-最大 1.2A；输出：25.2Vdc-2A；电池：

锂电池，额定电压/容量：21.6V/2.9Ah，能量：62.5Wh，充电时限：90 min，

运行时长：60 分钟（活跃使用）/90 分钟（正常使用）。网络连接：以太网：

1*RJ45-10/100/1000 BASE T，WIFI：IEE 802.11a/b/g/n），WPAN IEEE：4.0

（LE），802.15.1（蓝牙）。 

12、软件开发包与智能控制系统：软件开发包与智能控制系统：多自由度智

能机器人图像及语音信号处理与识别系统、25 自由度人形机器人步态平衡

控制系统、多人制类人机器人足球运动竞赛控制系统、25 自由度机器人复

杂系统建模与控制软件、多自由度人形机器人高尔夫运动应用平台，提供相

关软件著 作权；智能刚度功能、防自撞功能、跌落自保护功能、物体识别、

面部探测与识别、自动语音识别（支持 16 种语言，标配中文、英文语音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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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语音合成（支持 19 种语言，标配中文、英文）、声源定位。 

13、文件提供 Robocup 标准组场地设计规划图纸，和 Robocup 标准组比赛规

则；提供吉林省高校机器人大赛、吉林省大学生人工智能创新大赛、中国青

少年机器人竞赛吉林赛区竞赛比赛规则、例程及竞赛培训。 

14、认证许可符合 CE、FCC；原厂工程师技术培训，开放更多的软件资源，

协助学校课程建设，提供两套仿人机器人课程；提供制造厂商售后服务承诺

书。 

软件开发包： 

1、Choregraphy 可视化编程软件：从基础到研究型逐步深入学习开发机器

人的专门软件，强大的编程系统，包含机器人动作、传感器、视觉、声音等

多个领域的开发；包含一款图像化编程软件，软件里面集成了很多种程序“盒

子”，通过简单的拖拉盒子完成编程，从而实现对机器人的控制；该软件还

支持编辑机器人动作，通过摆动机器人来生成舞蹈；Choregraphy 软件嵌入

了机器人镜像，支持三维仿真模拟。  

2、Choregraphy 提供很多功能模块，包括智能刚度功能、防自撞功能、跌

落自保护功能、物体识别、面部探测与识别、自动语音识别（支持 16 种语

言，标配中文、英文语音识别）、语音合成（支持 19 种语言，标配中文、英

文）、声源定位等。 

3、Monitor 监控分析系统：监测来自机器人传感器和关节的全部数据，并

以图表形式呈现，可以展现闭环控制及了解电机使用电流的情况。 

4、支持人工大脑系统，人工大脑系统是安装在数据采集系统和机器人中的

软件，开启主机和机器人后软件会自动运行，连入同一 WiFi 网络并连入互

联网、接通智能云后可正常使用，提供客户端软件界面截 图证明；该软件

让机器人具备智能，可让用户可与机器人进行流畅的对话互动；需要对话时，

使用唤醒词唤醒机器人即可对话；对话时，软件会让机器人自动产生肢体动

作，包括播放音乐是产生自动舞蹈动作；软件可以让用户通过外置模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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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筒与机器人对话，也可使用内置模式通过机器人头顶的麦克与机器人对

话，同时可以在外置模式和内置模式自由切换，实现在嘈杂的噪音环境和安

静环境下均可与机器人流畅对话。 

5、SDK 专用软件开发系统：支持 Windows 和 IOS 操作系统，机器人本体支

持 C++/Python 编程语言，上位机支持：C++/Python/Java 

script/Java/Choregrahpe。 

27 
轮式机器

人组件 
 

具有全向移动能力和双机械手臂的机器人开发平台，该平台需要具备 STM32

单片机、Arduino、树莓派三种层次的硬件，涵盖 c 语言、Arduino、Python

开发环境，满足大学生课内外开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学习、竞赛及研究。 

1、整机规格 

（1）尺寸不低于 350*300*280mm； 

（2）整机材质需以金属为骨架，搭配 ABS 外壳，兼具稳定性及观赏性； 

（3）重量不低于 4kg； 

（4）最高速度不低于 2m/s； 

（5）整机不低于 13 个自由度； 

（6）模块化设计，双机械臂可快速拆卸，便于维护保养，机器人本体也可

以从腰部快速拆卸为半人形机身和底盘，底盘可作为二次开发全向移动平

台。 

2、机械臂部分 

（1）机器人具备双机械手臂，每个机械臂不少于 4 个自由度； 

（2）机器人关节采用总线式数字舵机。舵机需具备机械离合器+堵转限流双

保护； 

（3）机械臂模块化设计，可快速拆装，需要时可迅速与本体分离。 

3、武器系统 

机器人具备武器系统，至少包含三种武器，三种武器将赋予机器人不同的速

2  2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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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血量、伤害属性。 

4、动力系统 

（1）机器人必须具备三轮驱动全向移动的运动方式； 

（2）每个驱动轮电机空载转速不低于 12V 1760rpm、配备 16 线正交编码器，

72W 驱动器； 

（3）机器人轮胎需配备塑料加橡胶全向轮，直径不小于 37mm。 

5、电源系统 

（1）机器人动力由电池提供，电池容量不低于 11.1V1 800mAh； 

（2）配备专用充电器. 

6、传感器模块 

（1）机器人平台至少配置九种传感器，便于多传感器融合教学及研究； 

（2）至少包含：视觉传感器、霍尔传感器、六轴姿态传感器、编码器、超

声传感器、颜色传感器、碰撞传感器、温度传感器、角度传感器。 

7、控制系统及扩展性 

（1）机器人使用至少三种控制平台； 

（2）1个 STM32 控制器： 不低于 32-bit，主频 84 Mhz； 

（3）1 个开源控制器：不低于 8bit，主频 16 Mhz 

（4）1 个扩展处理器： 

a) CPU 主频不低于 ARMCortex-A531.2GHz 四核； 

b) GPU 不 低 于

BroadcomVideoCoreIVOpenGLES2.01080p30h.264/MPEG-4AVChigh-profiled

ecoder； 

c) 内存不小于 1GB； 

d) 至少具备一个 3.5mm 声音输出插孔，一个 HDMI 接口； 

e) 存储：SD/MMC/SDIO 卡； 

f) 电源：5VMicroU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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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USB 接口：至少配备四个 USB 接口； 

h) 视频接口：支持 PAL 和 NTSC 制式，支持 HDMI(1.3 和 1.4)，分辨率为

640*350 至 1920*1200； 

i) 网络接口：10/100 以太网接口（RJ45 接口），内置 WIFI，蓝牙； 

j) GPIO 接口：40PIN。 

（5）机器人提供 4 个 RJ25 传感器扩展接口，1 个 RJ25 总线接口，可扩展

视觉传感器、超声传感器、颜色传感器、碰撞传感器、温度传感器、角度传

感器等传感器，方便创新及人工智能技术开发。 

8、控制方式及接口 

机器人需采用 WIFI 作为通讯接口，支持 app 控制。 

9、演示功能及配套资源 

（1）演示功能：人脸追踪 demo，语音控制 demo。 

（2）需提供以本产品为案例的基于树莓派与 Python 的智能机器人课程，不

少于 16 课时。 

10、可以作为标准平台参加中国高校智能机器人创意大赛-创意格斗赛项 

28 
履带式机

器人组件 
 

1、 主控制器 

CPU：i7-5500U 酷睿双核 1.8GHz； 

BIOS：AMI BIOS, ACPI supported，支持通电开机功能，支持网络唤醒； 

系统内存：8G； 

显卡：IntelHD Graphics4400； 

显示器接口：VGA/HDMI 接口； 

网卡：RTL 8111DL10/100/1000 BaseT LAN； 

声卡： ALC892 芯片； 

硬盘：64G 固态硬盘； 

USB：4 个 USB  其中 2 个 USB3.0  2 个 USB2.0。 

2、 电源系统 

1  1    集中 



 

20 
 

电池容量：30AH； 

电池类型：聚合物锂离子电池； 

电池电压：24V； 

电源模块：24-24VDC-DC； 

输出电压：24V； 

输出电流：5A； 

输出功率：60W。 

3、 驱动系统 

型号：BW-DR01； 

工作电压：12V-36V（支持锂电）； 

最大电流：30A（单路 15A）； 

最大功率：1080W（单路 540W）； 

驱动方式：ROS 驱动； 

主控：STM32； 

控制方式：闭环控制。 

4、 图传摄像头 

图传云台摄像头  

横向旋转角度：360°； 

纵向旋转角度：180°； 

清晰度：1080P； 

帧率：30fps； 

音频采集：16KHZ。 

5、 传感器 

（1）加速度传感器*1： 

供电电压：3-5V； 

通讯方式：标准 IIC/SPI 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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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转换：16bit； 

陀螺仪范围：±250 500 1000 2000/s； 

加速度范围：±2±4±8±16g； 

磁场范围：±400uT； 

模块尺寸：15*25mm。 

（2）超声波传感器*2 

工作电压：3-5V； 

工作电流：9mA； 

测量范围：20cm-720cm； 

分辨率：1cm； 

响应频率：15HZ。 

（3）红外传感器*4： 

供电电压：3-5V； 

检测距离：2-30cm； 

检测角度：35°； 

比较器：LM393。 

6、 双目摄像头 

接口：USB2.0； 

深度分辨率：1280*720640*480； 

像素尺寸：6*6μm； 

帧率：60fps； 

IR 探测距离：3M； 

IMU 频率： 200hz； 

同步精度：10us； 

接口：USB2.0/3.0； 

视角：120°度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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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履带底盘 

最大速度：5m/s； 

最大加速度：1.5m/ s^2； 

最大角速度：230deg.'S； 

尺寸：600*440&170mm； 

自重：25kg； 

载重：50kg； 

电机：24v； 

速度：6km/h； 

爬坡：40°； 

防护：ip54； 

控制方式：差速； 

越障高度：15cm 以上； 

续航：2h； 

电量显示：数码管外部显示； 

最大角加速度：660deg 's^2。 

8、 集成及服务 

（1）自带 Linux 操作系统、ROS 机器人操作系统，包含系统调试、集成服

务； 

（2）组装成型，平台开放，提供成熟的自主移动机器人导航、避障和三维

模型构建案例。 

29 
机器人传

感器组件 
 

1、 水下传感器组机器鱼 2套 

（1）视觉传感器 

有效像素：200 万，usb2.0 接口； 

感光元件类型: 1/4’’CMOS； 

最大分辨率: 640x480； 

1  1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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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视场角：80°； 

（2）GPS 模块 

型号：VK2828U7G5LF； 

UART / TTL, 232 可选接口； 

采用 KDS 0.5PPM 高精度 TCXO； 

数据刷新率：1Hz-10Hz ； 

（3）红外避障模块 

型号：GP2Y0A21YK0F； 

有效检测范围：10~50 厘米； 

（4）声波接受系统 

接收灵敏度：at40KHz (0dB=V/ubar)：≥-75dB； 

静电容量 at1KHz,<1V (PF)：1800±30%； 

屏蔽线带 3pin-1.25mm 间距胶壳； 

（5）压力传感系统 

传感器精度：±1cm(10m)； 

最大检测深度：30m； 

（6）九轴陀螺仪 

型号：MPU6050 (三轴陀螺仪 + 三轴加速度)； 

供电电源：3-5V（内部低压差稳压）； 

通信方式：标准 IIC/SPI 通信协议； 

内置 16bitA/D 转换器，16 位数据输出； 

陀螺仪范围：±250 500 1000 2000°/s； 

加速度范围：±2±4±8±16g； 

（7）声波遥控系统 

通过水声遥控器，可对机器鱼进行操控，实现加速、减速、左转、右转、上

浮、下潜、拍照、开关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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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控器具备防水功能，防水等级达到 IP68； 

接收灵敏度：at40KHz (0dB=V/ubar)：≥-75dB； 

静电容量 at1KHz,<1V (PF)：1800±30%； 

屏蔽线带 3pin-1.25mm 间距胶壳； 

（8）主控制器 

采用 Cortex-A9架构的四核S5P4418处理器（主频1.4GHz），内存为1G DDR3，

同时板上集成了 802.11b/g/n 无线网卡及蓝牙 4.0 模块，并采用了 AXP228

电源管理芯片，支持软件关机，采用 MicroUSB 接口供电，拥有独立的调试

串口和堆叠式 I/O 扩展口； 

• CPU：S5P4418 动态运行主频 400Mhz-1.4GHz； 

• PMU 电源管理：AXP22B，支持软件关机和睡眠唤醒等； 

• DDR3 RAM：32bit 1GB； 

• eMMC：8GB； 

• Wireless：802.11b/g/n； 

（9）WIFI 模块 

高增益 3DB 纯铜全向天线； 

符合 IEEE 802.11a/b/g/n/ac 无线网络标准； 

支持 64/128/152 位 WEP 数据加密 及 WPA/WPA-PSK、WPA2/WPA2-PSK 高级加

密与安全性认证机制； 

USB2.0 总线接口，支持 USB3.0； 

工作频率 2.4/5GHz； 

（10）电池系统 

输出电压：8.4V； 

输出电流：2A； 

电池容量：3100mAh； 

（11）充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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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3.0 快充，AC100-240V； 

50-60HZ，最大输出功率 18W； 

（12）高强度密封舱体 

采用高强度 PC 材质，采用整体开放、局部密封设计，防水等级达到 IP68，

能达到 30 米水深防水，具备防摔功能，防摔高度不低于 1 米，承受温度极

限达到 60°； 

（13）大功率 LED 灯 

输出功率：2W； 

照明亮度：20lm； 

（14）软质硅胶尾鳍 

尺寸：9.6*9.2cm； 

材质：硅橡胶，硅胶模具定制； 

内置合金结构件； 

（15）三防手提箱 

具备防水、防火、防摔功能，泡沫内衬，外壳为 PVC 材质； 

（16）软件调试系统 

可通过 WIFI 无线连接机器鱼，烧录程序、更新固件； 

可通过 J-LINK 进行程序烧录； 

实时显示机器鱼传感器各检测参数，实时显示机器鱼所拍摄画面，目标物体

轮廓； 

实时显示所拍摄目标物体的中心坐标位置； 

可调节所拍摄目标物体的颜色色域范围，定义不同颜色的目标物； 

可实时显示新增外部设备的工作参数； 

（17）重心调节功能 

可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调节机器鱼重心的位置，进而抵消外力对机身的影

响，保持自身姿态稳定，通过调节重心模块，可实现上浮、下潜功能，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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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采用金属机加定制完成，具备防腐、防锈性能； 

（18）颜色识别及跟随功能 

识别到红色、绿色、黄色、紫色四种颜色的物体，且能够在识别目标颜色物

体之后自动拍照，拍摄照片存储于存储卡内，拍摄照片可通过 WIFI 无线传

输到 PC 端； 

能够实现智能跟随，在识别到目标颜色物体之后，随着目标物体的运动，跟

随目标物运动； 

（19）组装成型，实现仿生鱼运动功能 

可自主加速、减速、左转、右转、上浮、下潜，采用高性能六轴传感器，通

过 PID 控制，平衡运动控制系统，可实现在水中可保持自身姿态稳定，实现

姿态自稳，在户外水域，能够抵御二级风浪，最大游速可达到 0.5m/s。 

2、 模块化机器人传感器组 1 套 

（1）红外接近传感器 4个：有效距离 20-80cm 可调，开关量输出,三线制，

兼容 LUBY 控制器 I/O 接口； 

（2）红外测距传感器 4个：测距范围 5-30cm，模拟量输出，三线制，兼容

LUBY 控制器 I/O 接口。 

3、双目摄像头 1 套 

帧率：60FPS； 

分辨率：2560x720；1280x480； 

深度分辨率："On chip 1280x720640x480"； 

像素尺寸：6.0 x 6.0μm； 

基线：120.0 mm； 

镜头：Replacable Standard； 

视角：D:120°； 

焦距：2.45mm； 

支持 IR：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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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感知：6 Axis IMU(BoschBMI088)； 

IR 可探测距离：3m； 

色彩模式：Color； 

工作距离：0.275-8m+； 

扫描模式：Global Shutter； 

功耗：3.5W @ 5V DC from； 

同步精度：10us； 

IMU 频率：200Hz； 

输出数据格式：'YUYV/MJPG； 

接口：USB 2.0/3.0； 

重量：196g； 

UVC MODE：YES； 

支持操作系统："Windows、Linux、ROS、Mac、Android、TX1/2"。 

4、水下视觉仿生鱼 2 套 

体积：约 272mm*181mm*110mm； 

自重：约 1.2Kg； 

电池容量：3180mAh； 

机器鱼外壳材质：光敏树脂； 

耐温范围：0-70 度； 

抗风浪等级：2 级； 

充电时间：2.5h； 

续航时间：1.5-2h； 

照明灯：114Lm*2； 

存储大小：32G； 

Wifi：有效距离为 5 米； 

最大下潜深度：5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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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运动速度：0.5m/s； 

避障传感器：红外避障，有效检测距离 7-40cm； 

摄像头：1600 mega-pixels/4K video； 

数据提取：通过 WiFi 传输，通过数据线传输； 

通信方式：水声通信（通过声波遥控器进行控制），WiFi 通信； 

遥控器功能：加减速、左转、右转、上浮、下潜、拍照、摄像、开关照明灯。 

30 
机器人驱

动器组件 
 

水下螺旋桨驱动机器人 1 套 

（1）重量：约 4.5kg； 

（2）尺寸：约 380*348*168mm； 

（3）最大深度：150m； 

（4）最快速度：2m/s； 

（5）运动维度：前/后, 上/下, 左/右, 横摇； 

（6）驱动器：共 6 个，4个垂直推进器，2 个水平推进器；30g/瓦推进系统；

可实现 360 度全姿态控制； 

（7）电池：9000mAh 锂电池，配充电器； 

（8）相机： 

影像传感器：1/2.5 inches CMOS 800 万像素； 

录像分辨率：4K (3840*2160)，1080P； 

录像格式：H265/H264492.12； 

图片格式：JPEG(3840x2160)； 

视野：160°； 

灯光：1500lm×2； 

存储空间：32G； 

（9）线缆： 

长度：150m； 

直径：4.5mm； 

1  1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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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力：500N； 

（10）线缆中继：提供 WIFI 热点，实现图像实施传输； 

（11）传感器： 

深度传感器：+/- 0.2m； 

温度传感器：+/-0.5℃； 

（12）提供多功能拓展外挂接口； 

（13）提供旅行箱包装； 

（14）App 操作：支持 IOS and Andriod； 

2、BDMC1203 驱动器 4 套： 

（1）电压 7~16V/电流 3-5A； 

（2）控制信号兼容 CDS5516 数字舵机。 

31 
机器人控

制器组件 
 

1、高性能工控主机 2 套 

CPU：I7 8550U 

内存：16G 

存储：256G 固态硬盘 

显卡：IntelUHD620 集成显卡 

网卡：RTL811E 千兆网卡 

电源适配器：12V/5A 

通信：WIFI 模块*1 4G 模块*1 

接口：HDMI*1 VGA*1 USB3.0*4 USB2.0*4 COM*7 RJ45 *2 

机体：铝合金工艺、紧凑坚固、良好的抗震性和抗冲击性 

尺寸：约 230*150*54mm 

工作温度：-10°-60° 

操作系统：支持 Windows、Linux 

2、工控主机 2 套 

CPU：I75550U 

1  1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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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8G 

存储：128G 固态硬盘 

显卡：Intel HD Graphic 集成显卡 

网卡：RTL811E 千兆网卡 

电源适配器：12V/5A 

通信：WIFI 模块*1 4G 模块*1 

接口：HDMI*1 VGA*1 USB3.0*4 COM*6 RJ45 *2 

机体：铝合金工艺、紧凑坚固、良好的抗震性和抗冲击性 

尺寸：约 215*122*54mm 

工作温度：0°-60° 

操作系统：支持 Windows、Linux 

3、LUBY 控制器 1 套 

主频：72MHz（Cortex-M3）； 

6 路通用 TTL 电平 IO 输出端口，16 路 12 位精度 ADC 复用的 TTL 电平输入端

口（0-5V）； 

12 路复用的用户可配置的外部中断输入，其中包括 4 路按键输入； 

1 个机器人舵机接口，兼容 SDS5516 数字舵机、BDMC1203 驱动器； 

2 个外置 RS232 串口； 

具备蓝牙收发功能； 

具有 Zigbee 通讯模块； 

提供图形化编程界面； 

7.4V/4400mAh 大容量锂聚合物电池； 

12V/5A 充电器。 

32 
3D 打印

机 
 

工程塑料快速成型机技术规格： 

★成型尺寸：355×254×355mm 及以上，采用热塑性材料融熔挤压成型工艺

原理； 

1  1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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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层厚：具有四种以上层厚可选择，分别为 0.33mm、0.254mm、0.178mm、

0.127mm； 

成型精度：≤ 0.06mm； 

★可选择成型材料：ABS-M30 、ASA、PLA、PC-ABS 等 

★支撑材料：支撑结构自动形成，采用水溶性支撑（溶于弱碱水），可制作

中空样件以节省材料； 

成型材料耐温（热变形）要求： ≥110℃； 

厢体要求：封闭式的厢型设计，内有保温泡棉，工作时可保持舱温达 85°

C(含)以上，可以确保对象在成型时收热均匀，成型尺寸稳定。透明舱门设

计可以让使用者观察内部运作状况； 

喷嘴要求：成型喷头需采用独立式喷嘴，分为模型喷嘴与支撑喷嘴二种。喷

嘴数为 2 个。喷嘴需采用自动切换式设计，有效提升堆栈物理极限及成型外

观； 

打印舱及舱内温控装置：成型系统内需装设有 3组(含)以上温控装置，过载

时自动停止机器运行，以确保安全；系统需拥有自锁保护功能，模型制作过

程仓门自动锁定，避免他人误操作或产生危险； 

★ 材料匣要求：材料匣需具有芯片控制，系统可以读取存量，需支持 4 个

或 4 个以上的自动装载材料盒，采用自动进料并自动校准进料方式； 

采用液晶触摸屏显示和操作方式； 

采用自动进料并自动校准进料方式：； 

采用自动托盘调制方式； 

模型易于进行打磨、电镀、钻孔等后加工处理； 

控制与连接：设备采用内置电脑控制和外置工作站系统操作控制方式， 

★配套处理软件：支持 GrabCAD Print 处理软件，自动分层和产生成型路径

和相关的支撑结构、精度调整、材料稀疏选择、打印时间与材料显示等功能； 

支持 Solidworks、Pro-E、CAD 等三维设计软件输出的 STL 通用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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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运行对温度、湿度无特殊环境要求，运行过程中不产生粉尘且无有害气

体或有毒物质，满足实验室要求； 

★为保证产品以及良好的售后服务质量，要求投标商所及其所投产品必须出

具由设备原制造生产厂商的授权书、技术参数证明文件并加盖制造商公章，

并提供售后服务承诺函。 

数据采集软件要求： 

1.★具备创建及管理工程功能，包括在工作区便捷的进行点云、网格、纹理

的复制、备份以及管理，支持控制点的导入及编辑； 

2 支持全景相机数据，可进行自动拆解并三维重建； 

3.★支持使用照片遮罩功能，并从轮廓重构模型； 

4 对于高反光、少纹理目标物具有形状建模的功能； 

5 支持处理参数的完全自定义设置，并保存供其他项目调用； 

6 支持多 GPU 联合处理； 

7 软件自带点云及网格编辑工具，孔填充，抽取/加密，平滑滤波器，网格

重组技术及光密度一致性网格优化； 

8 软件支持导出多种数据格式的网格，如：*.ply *.stl *.obj/mtl *.fbx 

*.pdf3d *.u3d *.collada dae  *.glb  *.Lod 等，并支持多纹理输出，以

及支持导出法线，添加评论等； 

9.★软件自带标靶生成打印功能，并可在处理时自动探测照片中的标靶； 

10.★软件可以结合影像数据对扫描仪数据进行着色及结构化处理； 

11.软件支持计算体积/方量，以及中空体体积； 

12.支持多光谱相机检校，数据导入并进行指数计算，可进行公式编辑，创

建并保存自定义公式，生成自定义指数图； 

13.可以对指数图进行分区域管理，针对不同区域进行分析和管理； 

14. ★需要招标现场进行软件演示，现场了解软件功能。 

15.★为保证产品和售后服务有良好的质量，投标方必须提供制造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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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针对本项目的授权书和技术参数证明文件，售后服务函并加盖制造商公

章。 

产品配置要求 

3.1 工程塑料快速成型机 主机    1 台 

3.2 备件 

3.2.1 启动包 1 套 

3.2.2 打印耗材 3 卷 

3.2.3 打印机配套软件 1 套 

3.3 其它附属配件 

3.3.1 超声波清洗机 1 台 

3.3.2 UPS 电源 一台 

3.3.3 数据采集软件 一套 

33 注塑机 TY-7003 

主要技术参数 

加料扭矩 105N.M（伺服电机+行星减速机） 

气压 ≥0.8Mpa 

位移解析度 0. 1mm 

位移行程 0-80mm 

加料转速 1-130rpm 

开模行程（约）82mm（不含模具） 

注射力（约）1800kg（倍力系统提升至 3600Kg） 

射出量（约）30g（流动性较差的需要定制倍力系统） 

锁模力（约）6T（双曲臂锁模装置） 

最高温度 一/二区 360℃   三区 180℃ 

温控精度 ±0.5℃（恒温状态） 

电源/满载功率 单项 AC 220V±10%；50Hz； 2200W 

螺杆直径 20mm 

1  1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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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间距 280*186mm（台式 210*196mm） 

模具尺寸 360*90mm 或 200*90mm 

外形尺寸（约）580×580（落地式 850）×1700mm 

质量（约）300（落地式 380kg）Kg 

34 
自动贴片

焊接机 

HW-T8SG-6

8F 

HW-S550 

HW-500 

HW-SB100 

HW-XB100 

一米带灯 

主要技术参数： 

半自动丝印机 HW-S550 

1 移动方向 左右可移动 

3 工作台板 500mm×320mm 

4 电源 单相（220V） 

5 外形尺寸 860mm×780mm×1650mm 

6 交货期 2-5 个工作日 

7 运输及吊装 专业运输队 

8 气源 0.5mpa-0.8mpa 

9 启动功率 0.2KW 

10 重量 300KW 

二移动机构 

1 移动马达 三相马达 60W   

2 移动速度 0-2200mm/mins 

3 导轨 台湾上银直线导轨 

三、控制部分 

1 PLC 控制 西门子（印刷机专用） 

2 触摸屏 4.3#显控屏 

3 主气缸   SC63*150   

4 刀头气缸  CDU25-50    

5 变频器   ENC  

6 照明灯 LED 灯 

1  1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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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膏搅拌机 HW-500 

运转速度 电机转速：1350RPM 

 一次公转：400RPM； 

二次自转：300RPM 

工作能力 0-1000 克*2 罐  

可接纳锡膏罐 罐体直径Φ60-Φ67 标配（适合通用 500g 锡膏瓶） 

时间设定 0.01s～99H99s,分秒设置 

显示方式 LED 数字显示 

额定功率 定速  60W 

工作电源 AC   220V±10％  50Hz 

外形尺寸 400×400×500mm 

机器重量 45kg 

 

全自动贴片机 HW-T8SG-68F 

【技术参数】 

○喂料器数量：80 个 

○贴装头数量：八头 

○料盘数量：支持 48 个 ○平均功率：700W ○定位精度：0.01mm ○吸嘴缓

冲范围：4.5mm ○电源：220V, 50Hz ○压缩空气: 0.5-0.6Mpa ○驱动电机: 

日本松下伺服电机 

○识别方式：六头同步识别 

○吸嘴真空源：日本 CKD 含有真空破坏的高速通断真空发生器 

○最大电路板面积：510×450mm ○Z 轴最大移动范围：20mm ○带式喂料器: 

8、12、16、24mm 及震动飞达（可贴管装芯片） 

○最大贴片速度：13000 Pcs/小时 ○实际贴装阻容平均贴片速度 10000P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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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可实际用秒表计算，很多厂家显示值跟实际测试结果相差太大。 

○电缆：德国易格斯 1000 万次耐磨柔性电缆。 

○XYZ 驱动导轨：台湾上银高精密重载直线导轨。 

○驱动方式：2040 研磨丝杠，确保电机寿命跟贴装效率。 

○运动驱动系统：松下高速 DSP 驱动 ○操作系统：基于 Windows 操作系统

的，华维国创公司自主研发 

的全自动贴片机操作系统，支持 windows xp、win7 操作系统 

○元件角度：0-360°任意角度，运动中同步旋转 ○X/Y 运行模式：智能曲

线加减速直线联动 

○MARK 点定位：全自动（可任意设定 MARK 点） 

○智能报警：自动校正，自动补件，缺料报警 

○进板方式：三段式从左到右自动接驳，自动 PCB 传送定位。/顶针定位、

手动放板。 

○视觉显示器: 17 英寸工业控制显示器 比例 4:3 分辨率 1280x1024 

○编程方式：贴装工程导入后自动优化贴装路径实现高效贴装，自动分配料

站无需人工计算，实现快速编程大大缩短编程时间。 

○识别相机数量：一部 Mark 识别相机，八部高速识别相机，一部精密识别

相机 

○适用贴装范围：适配 0201、0402、0603、0805、1206、二级管、三极管、

SOT、及 40*40mm 范围内引脚间距≥0.3mm（引脚中心距 0.5mm）的 QFP、BGA

等。 

○产品重量：800KG 

○尺寸：1425*1370*1350mm 

 

上板机 HW-SB100 

电路板尺寸（mm） 50*50~33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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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高度(mm) 900±20(std) 

电路板上板时间 6.0 sec 

步距选择 10. 20. 30. 40mm selectable 

电源及功率 AC 110/220V±10V, 50/60HZ 

机器外形尺寸 1330(L)*765（W）*1250（H） 

重量(KG)  190 

压缩空气供气气压 ４－６bar 

压缩空气流量 最大１０升／分钟 

电路板厚度 最小 0.6mm 厚 

传送方向 左到右或指定 

主要配件： 

马达 VIV 

PLC 日本松下 

触屏 威伦通泰 

磁性开关 日本 SMC 

气缸 日本 SMC 

轴承 日本 NSK 

升降丝杆 台湾 TBI 

限位开关 日本欧姆龙 

电眼 日本欧姆龙 

继电器 日本欧姆龙 

开关电源 日本欧姆龙 

 

下板机 HW-XB100 

序号 适用范围 

1 适用料框尺寸 355*320*56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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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CB 板尺寸(MM) 350（50-250） 

3 PCB 厚度 0.6-3.0mm 

机 体 

1 机身尺寸 L*W*H（MM） 1600*720*1250 

2 机体重量 230KG 

控制系统 

1 电源 单相 220V 

2 启动功率/空载功率 105W 

3 升降步距 10、20、30、40、50（mm）可任意设置 

4 压缩空气 5-6KG 

5 固定边 前固定（可订做后固定） 

6 传送方向 左至右（可订做右至） 

7 传送高度 900±20mm 

8 步距选择 1~5 步(10 毫米步距) 

9 耐电压 AC 端子对地 1500VAC,1 分钟 

10 使用环境 无腐蚀气体和粉尘的环境 

11 抗干扰 电压杂讯: 1000Vp-p、波宽 1us、1 分钟 

12 下接驳推 PCB 板 采用步进马达（42*48） 

接驳台一米带灯 

36 
高性能计

算节点 
S423H3 

2U 机架式；2* Intel Gold 6132(2.6G,14 核)；192GB (12*16G) DDR4 RECC 

2666 内存；240G SSD；双千兆网口；600W 服务器电源；出厂自带 Paramon

运行特征分析软件，提供软件著作权证书和生产厂家售后服务授权书，1 年

服务授权。版权要求：与服务器同品牌，并提供软件著作权证书。提供生产

厂家售后服务承诺书原件。 

系统要求：提供集群的操作系统、计算软件及数据库等软件的安装和调试服

3  5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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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系统联调后实测 linpack 效率不低于 85% 

37 

深度学习

GPU 塔式

服务器主

机 

T640 

CPU：Intel 至强金牌 6126*2（12 核 24 线程 2.6 主频） 

  内存：128G 

  固态硬盘：480G*2 

  机械硬盘：8T*3 

  阵列卡：H730-1G 

   显卡：GTX1080TI*1 

   电源：1100W*2 

  显示器：P2719H 

1  1    集中 

38 

新型阻变

式存储器

实验配件 

探针台- 

奕叶 C-2 

 

稳压电源-

吉时利

2280S-60-

3 

 

光强计-表

头型号：

Newport 

探针台台体 2 英寸 

CCD-M 显微镜 

探针座：X-Y-Z 12mm 

线性移动精度 5um 

探针夹具 

三轴对三轴转接头 

探针包：5um 直径 

量程：60V,3.3A 

精度 0.02%+4mV 

±(0.05%+5mA) 

分辨率 0.1mV 

最大功率：192W 

负载:±(0.01%+2mV) 

带宽 20Hz-20MHz 

<7mV 峰-峰 

表头型号：Newport 843-R-USB 

1  1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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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R-USB 

探头型号：

Newport 

919P-003-

10 

探测精度：0.25%（full scale） 

分辨率：18 位 

采样率：15Hz 

最大探测输入电流：1.4mA 

输入范围：15nA-1.5mA 

探头型号：Newport 919P-003-10 

光谱范围：0.19~11um 

功率范围：40uW~3W 

线性度：1.5% 

探测器有效面积：>5cm2 

最大功率密度：1kW/cm2 

感光尺寸：>5mm 

噪声等效能量：12uJ 

39 
力学性质

测试台 
ESM303 

测量范围：0-1500N 

标准位移速度：0.5-1100mm/min 

速度精度：±0.2%设置精度 

最大位移行程：457mm 

高级测量分析软件 

1  1    集中 

41 

实验中心

综合管理

系统 

 

1.1 建设目标 

针对实验中心日常运行费用及国家修购基金费用使用情况，建设采购管

理系统，从而达到实验设备采购与管理的合理、规范呈现，使设备采购、信

息查询、资源共享的服务更加方便、高效。 

1.2 主要功能需求 

1  1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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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系统采用 B/S 架构，并可以通过手机 APP（或集成微信接口）登

录访问； 

2) 学院所有教职员工通过学校单点登录方式登录系统（学校有接口），

登录后可以根据自身权限查看到相应内容； 

3) 系统可以实现实验设备申请、审批、采购、确认功能流转，其中： 

 学院所有教职员工都可以通过本系统申请实验设备采购，申请

信息需包含：设备名称、数量、单价、型号、存放地、经费来

源（日常运行费、国家修购基金），信息填写完成点击提交后，

申请将流转到相关负责领导，申请人可以跟踪流转进程； 

 负责审批领导登录后可以查看采购申请，进行批示（同意或不

同意，不同意说明），提交后信息将流转到采购人员； 

 采购人员登陆后可查看通过领导审批的采购信息（列表及详细

信息：名称、数量、单价、型号、存放地、申请人），采购完

成后选择完成，一旦完成采购，申请人应得到相关信息（申请

项变色提示或者显示完成提示）； 

 申请人收到设备，办理完固定资产后，需填写设备固定资产号，

此时流转完成。 

4) 所有人可以查看申请列表、审批列表、采购列表、最终完成列表； 

5) 系统具有统计、导出功能，可以根据采购时间（年、月、日、自定

时间）、资金来源查看（日常、修购）、采购时间+资金来源、采购

人进行、固定资产号分类检索，导出报表； 

6) 设置管理员的角色及操作权限： 

 设置 1 个具有最高管理权限的管理员，其可以分配包括最高管理权限在

内的其他管理权限； 

 设置多个模块管理员，其可管理某一或几个模块； 

 可以对单个用户进行管理，包括停用用户、用户权限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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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网站管理系统具有统计功能 

8) 系统应具有开放的接口为第三方系统接入及拓展做好准备。 

42 

显微光电

光谱分析

系统 

 

定制 

1、定制显微镜调焦主体： 

科研级正置定制显微镜；5X,10X，50X 长工作距离显微物镜（明暗场），暗

场科勒照明，改造现有探针台上的显微镜，助力调焦，XYZ 三方向可调，光

谱+成像集成平台，反射暗场模块，激光导入模块 

2、光纤采集与选区光谱功能 

宽谱段测量，手动切换快捷的光纤与成像接口 ，适配于 OLYMPUS 显微镜，

实现光与图像的同时采集。定制双向光谱采集选择，包含反向照明光纤，照

明灯。 

3、激光导入系统 

激光导入光学系统，分光器，荧光模块，纳秒激光器导入光学模块，控制计

算机一台。 

4、荧光成像观察相机 

5M 像素 CMOS 彩色相机，快速成像 60fps，具有手动图像拼接功能，确定

激光光斑位置。 

5、光电流 Mapping 系统 

振镜定位分辨率优于 50nm@100X 物镜，激光光斑最小直径 

300nm @532nm；激光加入调制，使用锁相放大器测量样品光电流，扫描边长

40 微米，200*200 点 @100X，扫描边长 500 微米，@10X 显微物镜。 

6、ps 级荧光寿命数据采集模块 

数据采集、单光子计数器等 

 

0 0 1    集中 

合计  

注：原计划购置数与原价请填写 2018 年 6 月上报材料的数据。总价保留至小数点后 2 位，单位为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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