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药完全解决方案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

从药物研发到规模生产
加速您的成功

关于赛默飞世尔科技
赛默飞世尔科技（纽约证交所代码：TMO）是科学服务领域的

世界领导者。公司年销售额170亿美元，在50个国家拥有员工

约50,000人。我们的使命是帮助客户使世界更健康、更清洁、

更安全。我们的产品和服务帮助客户加速生命科学领域的研

究、解决在分析领域所遇到的复杂问题与挑战，促进医疗诊断

发展、提高实验室生产力。借助于Thermo Scientific、Life 
Technologies、Fisher Scientific和UnityTM Lab Services四个

首要品牌，我们将创新技术、便捷采购方案和实验室运营管理

的整体解决方案相结合，为客户、股东和员工创造价值。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浏览公司网站：www.thermofisher.com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
赛默飞世尔科技进入中国发展已有30多年，在中国的总部设于

上海，并在北京、广州、香港、台湾、成都、沈阳、西安、南

京、武汉等地设立了分公司，员工人数超过3800名。我们的产

品主要包括分析仪器、实验室设备、试剂、耗材和软件等，提

供实验室综合解决方案，为各行各业的客户服务。为了满足中

国市场的需求，现有8家工厂分别在上海、北京和苏州运营。

我们在全国共设立了6个应用开发中心，将世界级的前沿技术

和产品带给国内客户，并提供应用开发与培训等多项服务；位

于上海的中国创新中心结合国内市场的需求和国外先进技术，

研发适合中国的技术和产品；我们拥有遍布全国的维修服务网

点和特别成立的中国技术培训团队，在全国有超过2000名专业

人员直接为客户提供服务。我们致力于帮助客户使世界更健康、

更清洁、更安全。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网站www.thermofisher.cn



       赛默飞是基因沉默和表达的世界领先者，同时也拥有

DNA/RNA检测相关产品，为生命科学研究提供关键的原

材料。

基因沉默产品
·世界领先的 siRNA，shRNA，microRNA 产品
·转染试剂
·非哺乳动物和哺乳动物RNAi产品

基因表达产品
·涵盖全基因组的cDNA和ORF
·试剂、载体及抗体
·模拟生物表达产品

基因检测产品
·PCR/qPCR 产品及解决方案
·一代、二代测序产品及解决方案

       制药产业发展通常由发现研究阶段，技术市场化阶段和生产上市阶段组成。

       作为科学服务领域的世界领导者，赛默飞世尔科技精通医药发现、研发及生产过程的每个阶段，从药靶发现到最终生产，无

论是研发中涉及的基因组研究技术、蛋白组研究技术、细胞工程技术、干细胞体外培养技术、高通量筛选技术，还是中试、动物

实验、临床实验涉及的生物信息数据库的构建及数据处理，或是药物安全性检测及药效评价技术，以及生产过程中涉及的原辅料

制备与生产工艺及质量控制等各方面，赛默飞都能提供先进的解决方案，提高研发、生产的速度和效率。

Multiskan GO
全波长分光光度计

浓度测定
纯度分析

NanoDrop
分光光度计

PCR/qPCR扩增

Kingfisher磁珠纯化系统
（自动核酸提取纯化）

叠板机
机械臂

快速分液 LIMS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

核酸提取/纯化

研发阶段

Ion PGM测序仪

QuantStudio  qPCR仪

全自动PCR工作站

        人类基因组是决定人类遗传性质、生理特征和病理发

生的物质基础，是个体差异的遗传决定因素，对基因与疾

病及个体DNA对特定药物反应间的差异等方向的研究越来

越受到生物学家和药学家的重视。

        药物基因组学是研究不同个体的药物反应（主要是药

效和毒性）差异与DNA多态性的关系，从基因水平上深入

认识疾病及药物作用的个体差异的机制，指导和优化临床

用药，是临床药学研究的新领域，也是21世纪临床药学研

究的方向和热点。

制药信息化解决方案

QA&QC
过程控制
大规模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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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分析

基因功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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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分析和筛选

细胞培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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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默飞能够为广大客户提供从小规模实验室细胞
培养到工业化大规模细胞培养的整套设备、耗材以及
试剂，其广泛的产品组合以及先进的工具，旨在帮助
您获得细胞培养——从制备、培养到收获、冻存——
每一个环节的满意结果，从而让您的细胞培养工作更
加简单、高效和可靠。

·CO2细胞培养箱
·生物安全柜、超净工作台
·离心机及离心浓缩系统
·烘箱和环境控制箱
·超低温冰箱/液氮罐/液氮储存箱
·纯水仪等

·美国药典USP Class VI级标准的高品质原材料

·适合贴壁细胞生长，确保细胞单层的形成和均一的克隆效率

·无死角的生长表面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瓶盖设计
·最丰富的产品规格，尺寸和培养表面

       提供在密闭环境中各种类型细胞生长、成像、运输和保
存的创新性解决方案，并可用于磁性细胞分选，转染，杂交
瘤抗体生产以及药代和药效动力学研究。

       可用于细胞水平上的细胞入侵，物质转运，细胞毒性，
化学趋化等多种药物筛选相关研究。

试剂

设备

样品制备

蛋白提取、纯化、富集、标定

分离鉴定

数据分析

评估确认

色谱、质谱：

耗材细胞培养产品
        蛋白质组学是从整体的蛋白质水平上，从生命本质

的层次上，来研究基因的基因表达，分析基因组的蛋白质

类型、数量、空间结构变异以及相互作用的机制，研究和

发现生命活动的规律和重要生理、病理现象的本质。由于

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药物的作用大多是在蛋白质水平上进

行，因此蛋白质组学研究克服了蛋白质表达和基因之间的

非线性关系。药物蛋白质组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在临床研究

方面包括疾病特异性蛋白作为有效患者选择的依据和临床

试验的标志。应用类似于药物遗传学的方法，按照蛋白质

谱来分类患者，并预测药物作用疗效。

        人们将在蛋白质水平上重新认识诸如生长、发育和

代谢调控等生命活动的规律，为研究重大疾病的机制、疾

病诊断、防治和新药开发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并正在生

成为生物技术药物发展的根本动力，明显地加快开发新的

治疗和诊断方法。赛默飞在蛋白质的制备、研究、检测的

各个环节都能提供解决方案。

纳升液相色谱 LTQ-Orbitrap

组合式高分辨质谱

·LTQ-Orbitrap组合式高分辨质谱

·全钛流路的生物液相色谱系统

·全PEEk流路的离子色谱系统

·ELISA

·Westem Blotting

·蛋白质分析LC-MS:LTQ Orbitrap组合式质谱

·免疫微孔板耗材：作为最早供应商业化免疫

    微孔板厂商之一，赛默飞提供一系列专业表

    面处理的免疫微孔耗材，满足固相免疫学分

    析的各类应用。

·培养基及添加剂
·血清
·干细胞培养基
·各类化学试剂

·Slide-A-LyzerG2

    透析卡

·Zeba离心式脱盐柱

·细胞裂解液

·亲和介质

·抗体纯化、结晶

·交联剂

·生物素化

·活化的荧光染料

Multiskan GO

全波长分光光度计



S1 移液管电动移液器

·CE认证可用于医疗诊断

·样品安全无菌，无RNAse/DNAse，无热原，无毒性

·100亿个唯一代码（10，000，000，000）

·100%QC确保所有试管可读性和不存在相同代码的两试管

·激光蚀刻代码确保耐机械力、化学试剂、温度损坏

·纠错即使有大于25%的模糊部分，仍可读检代码

·肉眼可读在激光蚀刻代码周围另有10位数字代码

·黑白分明设计

·储存管体积选择多样从0.5ml到12ml

·经济型移液器 Colour和Freshman

·结合最新纳米银抗菌材料和多种人机功效学设计的F1

·特别适合医院和疾控中心的可整治高温高压灭菌的F2

·兼具舒适性和精准性的高性价比F3移液器

·电动移液器Novus

·S1移液管电动移液器

·经济型的Labtip袋装吸头

·QSP吸头

·全球专利的MBP带滤芯ART吸头等

        对于大规模样品的储存和管理，2D编码储存和追踪方案
是您的理想选择。它可有效提高操作流程效率，确保样品的
可追踪性、安全性和完整性，并能大大增加储存空间的使用
效率。适用于药物研究与开发、生物样本库等领域的应用。

       对药物研发而言，精确可靠的微量移液对实验的成功至
关重要。赛默飞可以提供多种系列移液器以及相应的吸头、
微量离心管等产品，适合各种应用。

同样提供各种类型的吸头耗材

Nunc和Nalgene强强联合，为您提供最可
信赖、最完整的冻存产品系列

2D编码储存管几乎适用于各种样品的每一种储
存温度。

赛默飞产品

·每个CryoTubes 冻存管均由无毒性以及不含诱变剂
   的原料生产而成，我们对原材料进行了USP等级中
   描述的USP生物等级VI-50。C (7天植入)测试。

·所有的CryoTubes产品都通过了CE认证，能够进行
   人愿生物样品的保存。

·与竞争对手的同类产品相比，Nunc CryoTubes冻存
    管具有超低的细胞吸附及蛋白吸附表面。

·Nunc是市面上仅有几家能够提供保证SAL10-6水平
   无菌状态冻存管的产品之一。

·无热原，符合国际标准。

·最新推出了符合IATA要求的运输生物样品的产品，
    这意味着我们的冻存管能够承受95千帕的负压，
    而且不会出现渗漏现象。

·多种编码系统可选，包括1维条形码及2D预制码系统



·灵活的自动化工作站
·紫外分光光度计
·荧光和化学光检测仪
·气相、液相、离子色谱、质谱及联用仪
·细胞高内涵筛选分析系统

        新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是新药临床前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药理学（药效，定量药理，药代）和毒理学研究。

尽快地加速更多类新药的开发，提高新药研究效率，减少盲目性并减低风险和成本，是决定新药能否进入市场的关键因素之

一。赛默飞提供药物临床前评价解决方案，协助您创建药理、毒理研究新方法，改进药物传输系统，保证新药的安全、有效、

可控和稳定。

·高内涵筛选试剂
·Fisher化学溶剂
·气相、液相色谱柱
·Maybridge筛选化合物库和片段库
·微孔板系列，适于各类化学检测

·临床试验供应服务
·供应链管理
·生物样品存储与物流
·生物分析、化学检测业务
·生物制药产品样本管理
·制药物流

全自动微孔板检测工作站

ICS5000离子色谱 Trace 11300气相色谱

        赛默飞提供快捷、便利的临床试验服务，引领全球临床试验
物流管理的合作新模式。

实验室自动化工作站

自动化机械手+轨道：

连接所有第三方设备；

Polara实验室自动化软件，

可控制所有设备并实现无

人干预完全自动化

Q Exactive ArrayScan VTI 高内涵筛选分析仪

临床前评价

仪器:

耗材：

临床试验

核心领域

       化合物分析和筛选是药物研发中的关键一步，赛默飞可

提供自动化、完整的化学物分离及分子水平的分析技术，提

供高通量、高内涵筛选的全套设备，加快筛选进程。这包括：

       UltiMate 3000双三元液相色谱拥有
在线固相萃取技术，可将样品直接进样，
快速分析，在药代动力学研究中有很好的
应用。



一次性生物反应器(SUB)

哺乳动物治疗用蛋白生产流程

       替代传统不锈钢生物反应器的独创产品，
专门用于动物细胞培养

行业公认——搅拌式发酵罐设计经过业界
实验验证

确保安全——膜材质为无动物来源成分的
CX5-14膜

易于放大——从25L到2000L

经验丰富——几十年的细胞培养优化经验

操作灵活——能够与多种控制器适配

适用于大规模细胞培养
所用材料为医用级聚苯乙烯，无菌无热源
Nunclon表面处理技术，适于贴壁细胞生长

Nunc 细胞工厂 生产基础设备
生产过程控制 过程质量控制

这包括：

低速大容量离心机
高速大容量离心机
CO2培养箱
纯水、生物安全柜
Nalgene液体储存和传输
药品保存箱等

药品连续造粒及热熔挤出

Pharma 16 TSG双螺旋造粒机
Pharma 16/Pharma 24 热熔挤出机

热熔挤出
连续制粒
药物扩散或掺入
液体或固体
GMP挤出

用于现场快速准确
的物料确认

基于骨架分析

用于现场物料快速
识别

基于官能团分析

用于现场物料快速分
析-定性定量

基于含氢基团和物理
性质分析

在线分光法
在线近红外光谱分析
流变特性和微观结构分析
粘弹性或拉伸流变行为研究
原料润湿性

       面向新一代药物的挤出技术和材料物性表征，赛默飞的
解决方案具备多项特点和优点，覆盖从配方到生产的整个制
药市场。我们利用连续的加工流程，可靠地实现从研发到生
产的一步式跨越。

为众多应用提供完善现场分析(物质识别、
鉴定、筛查、定量)解决方案

便携式解决方案

    赛默飞便携式光学分析仪-TruScan和micro 
PHAZIR是用于在现场进行原辅料快速鉴别和成
品检查的手持式光谱仪。这些分析仪操作简单，
对物料无损，可以透过透明塑料和玻璃包装进行
检测，符合21 CFR part 11和美国及欧盟药典要
求。

      制药业对质量控制的要求复杂，赛默飞产品解决发难
可为您解决多方难题，无论是对产品本身质量监控，还是
对生产环境及设备的质量监控，我们都能满足您不断增长
的快速分析需求：我们的异物检测，X-Ray检测及动态称
重帮助您监测产品本身质量；质谱仪可帮助您快速进行多
种气体纯度检验；便携式分析仪提供的PMI检测则协助您
确保生产设备符合规范要求。

Lab-Lemco粉（牛肉提取物）
酵母粉
动物源蛋白胨
植物源蛋白胨（不含肉类物质和基因成分）
细胞培养培养基及血清

生产原料

过程控制包括生产过程控制、过程质量控制及在线检测。



微生物培养基 微生物平板

Oxoid空气采样器 鉴定试剂盒

       包括气相、液相、离子色谱、质谱及联用仪器、拉曼光谱、

傅里叶红外分析系列、全自动工业分析系统等产品。其中，傅立

叶红外光谱仪在QC实验室广泛应用，用于原料、合成产物的定

性检测 确认；原子吸收光谱仪（AAS）、ICP-MS、ICP发射光

谱仪可 以用于药物中重金属元素的检测；GC-MS可用于药物中

的溶剂 残留检测；高效液相色谱提供2010版中国药典液相色

谱图例 ，同时赛默飞拥有独特的CAD检测器，在药物分析中有

大量的应用；离子色谱可进行药物中的有机酸的快速准确分析。

Nicolet iS50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Evolution 20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DXR
智能拉曼光谱仪

UltiMate 3000
液相色谱

ICS5000
离子色谱

Trace 11300
气相色谱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350 ISQ

单四极杆气质联用仪
LTQ-Orbitrap

组合式高分辨质谱

iCE3000
原子吸收光谱仪(AAS)

iCAP 6000
系列ICP发射光谱仪

iCAP Q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仪（ICP-MS）

信息管理解决方案    
针对制药与生命科学行业
应用覆盖药物发现、研发到生产制造各环节

       赛默飞信息管理解决方案已经成为全球几乎所有最重要的制药和生命科学企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无论是

制药企业、生物公司，还是医院、研究机构及大学，我们都能帮助客户将信息管理软件与现有工具集成，提高生

产效率，加强协作，确保及时、一致、准确地集成数据。我们专注于提供专门设计的信息管理解决方案，帮助客

户加快数据转换，以便作出安全有效和可盈利的决策。从药物研发到制造生产，我们的解决方案在每一环节都能

帮助客户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地开发新药。

屡获殊荣，全球应用：
帮助更多客户实现其目标，应对至关重要的业务挑战

科学家、研究人员和工程师的首选解决方案：
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LIMS)、色谱数据管理系统(CDS)、光谱软件，
以及包括电子实验室笔记本(ELN)、文档管理系统(DMS)

了解制药行业，寻求应对数据管理难题的解决方案：
构建专业解决方案，强调以行业为中心的功能及用户工作流程的灵活性

全球合作伙伴联盟计划：
联合Microsoft、SAP、Oracle、NextDocs和Accelrys等行业领先企业，扩展全球影响范围

       无论在实验室还是在生产现场，从原材料到包装成品，
赛默飞在每一个生产过程都能提供质量控制的解决方案，符
合最新GMP规范要求。赛默飞是您质量的保证。

       各种三层包装、辐射消毒的平板培养基，用于洁净区沉
降菌/浮游菌和表面微生物的检测，并可根据客户要求进行特
别定制。

      各种干粉培养基、制成培养及鉴定试剂盒等，符合中国、
欧洲、美国、日本等药典要求。

理化检测

环境监测

原材料及成品微生物检测



        赛默飞 以更专业的技术，更丰富的产品及服务，
从研发到生产，将缩短您的目标实现进程。

       我们不单是产品集成供应商，赛默飞还拥有众多经
验丰富的是实验室设计与建造专家，可根据客户需要，
提供全面而高品质的产品及服务。丰富选择，便捷网络
，为您提供“一站式”服务。

        享受赛默飞总体解决方案的客户包括埃克森美孚、
皇家壳牌、通用电气、中国石油、中国石化、惠氏、诺
华制药、辉瑞制药、联合利华、宝洁、陶氏化学、巴斯
夫、朗盛化工等世界五百强企业。

完整的产品线，包括常规仪器、化学品、耗材、实验室

家具等

实验室常用品目录

完善、便利、简洁、安全的实验室解决方案

供货及时，值得信赖的物流体系

有效的新建实验室和库存管理

便捷的当地销售网络，全球合作伙伴关系

第三方采购能力，为您选择最经济、优质、便利的产品

移液器及液体处理系统

试剂及耗材

细胞培养设备

离心机系列

真空浓缩及冻干系统

磁珠纯化系统

生物安全柜/通风柜

实验室冰箱及超低温冰箱

实验室纯水处理系统

解剖病理学设备

高内涵筛选和分析系统

全自动机器人工作站

质谱仪MS（离子阱型，单四极杆/三重
四极杆型，组合型，磁质谱，同位素比质谱）

气相质谱联用GC/液相质谱联用LC

原子吸收光谱仪AA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ICP

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

傅立叶红外光谱仪FT-IR

傅立叶近红外光谱仪FT-NIR

拉曼光谱仪

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

酶标仪/荧光化学发光检测仪

定量PCR仪

测序仪

全自动工业分析仪和水质分析仪

Orion/Eutech系列分析仪表pH/离子测量

流变仪

热熔挤出机

异物检测

药用检重秤

手持分析仪

动物血清/细胞培养基

生物工程容器

生物反应器

细胞工厂

Star Navigator 21软件

GRAMS光谱数据系统

Atlas色谱数据系统

LIMS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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