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赛默飞融合了技术与创新、选择与便捷，以无可比拟的专业深度和广度、整体全面的解决方案帮助您在科

学研究、分析、发明和诊断中获得成功。

我们致力于
帮助客户使世界

赛默飞世尔科技
科学服务领域的世界领导者

更健康更健康

更安全更安全更清洁更清洁

更健康

更安全更清洁

更健康：
为药物开发、新药研究
和药物生产以及生命科
学研究提供领先技术和
解决方案。基因测序、
专业诊断等产品每天都
在帮助医生快速确诊疾
病，使病人尽快得到正
确治疗、恢复健康。

更安全：
从农场到餐桌，在每个
环节都通过先进产品和
技术保障食品安全。对
于存在潜在突发危险的
场所，无论机场、港口
还是城市交通，优异设
备全程高效检测，为公
众安全保驾护航。

更清洁：
丰富全面的空气、水、
土壤、辐射等环境监测
和解决方案，帮助主管
机构有效控制污染，为
社会创造更加清洁的生
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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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默飞目前在中国拥有6家应用开发中心，

分别位于上海、北京和广州。来自中国和亚洲

其他国家的客户将有机会在各应用开发中心了

解体验全球最先进的分析仪器和实验设备，以

及赛默飞专业全面的解决方案。通过应用开发

中心优异的开发和检测实力，客户可获得针对

食品安全、生物制药、环境监测、医疗健康和

生命科学等行业的专业样品测试、方法开发、

应用合作、产品培训等众多服务。

赛默飞中国
应用开发中心



制药/生物制药

      有近10年历史的上海应用开发中心，在改造一新

后重新投入使用。中心融入了全新设计理念，将赛默

飞的优异产品以各行业解决方案呈现给客户。目前，中

心拥有仪器设备100余台，总占地1000多平方米，

可为各行业的用户提供样品测试、应用开发、仪器演

示、参观交流、售后培训等服务。

      作为全球服务科学领域的领导者，赛默飞在药物研发和生产的每一个阶段，包括基因组研究、蛋白组

研究、细胞工程技术、干细胞体外培养、临床实验、药物安全性及药效评价、生产制造过程的原辅料检验

及质量控制等各方面提供完美的应用及全面解决方案。

      无论是在实验室还是在生产现场，从原材料到药物成品，赛默飞帮助您进行各个环节的全面监控，保

障药品质量安全。

上海应用开发中心

基础研究研究
阶段

靶标发现 药物设计

药物生产 药物上市 四期临床

预临床研究 一期临床 二期临床 三期临床

基因功能分析
蛋白质分析
细胞培养分析
化合物分析和筛选

临床前评价
临床试验

大规模生产
过程控制
QA&QC
大规模临床试验

技术市场
化阶段

生产上市
阶段

iS 50 傅立叶变换红外
(FT-IR)光谱仪

ICE3000 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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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

赛默

中

米，

器演

纳升液相色谱

Orbitrap Fusion
组合式高分辨质谱

蛋白质
Protein

样品制备
-Slide-A-LyzerG2透析卡

-Zeba离心式脱盐柱  

化学修饰
-交联剂  

-生物素化

-活化染料

蛋白检测 
-ELISA

-Western Blotting 

-蛋白分析LC-MS

蛋白提取和纯化
-细胞裂解液

-亲和介质

-抗体纯化、结晶

ICS5000
多功能离子色谱系统

ISQ单四级杆GC-MS UltiMate3000 
液相色谱系统

RS6000流变仪 TruScan RM分析仪 microPHAZIR Rx 
手持式近红外光谱仪

接触平板 qPCR

Q Exactive 质谱仪

APEX 500 
高性能金属探测器



食品安全

       保障空气质量安全、维护公众健康是政府部门极

其重要的课题。赛默飞致力于环境空气质量监测、

污染源烟气连续监测、大气复合污染（灰霾）监测、

烟气中汞的连续监测，温室气体分析等各种量身定制

的解决方案和优异的服务体系。

空气质量监测

        在中国，对于土壤以及固体废弃物中的检测项目正在逐步增加，主要包括基本化学指标、金属元素、多环芳

烃类、有机氯农药以及目前得到广泛关注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分析(POPs)。

土壤和固体废弃物分析

环境监测
       作为服务环境监测的全球领导者，赛默飞以无与伦比的产品广度、应用深度以及高水准的专业技术为中国的

环境监测事业服务，在水、空气、辐射、土壤和固废物等方面都有完整的监测解决方案。从实验室到现场、从常

规指标到污染物分析，赛默飞的仪器、耗材、软件和服务持续帮助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保障环境安全。

       从现场到实验室，从感观指标到化学指标，从环境水体、工业用水到生活用水分析，赛默飞一直与中国的水

质分析工作者共同成长。

水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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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 iCE3000 AA iCAP6000 ICP-OES

ARL QUANTX 
EDXRF 

XL3t GOLDD+系列
XRF

COD

UV

浊度

溶解氧

总磷、总氧 PH值

IC

DFSGC i CAP Q ICP-MS

环境
污染物
检测

食品包装
材料检测

食品
过敏源
检测

食品
放射性
量测

转基因
食品
检测

食品营养
成分分析

食品安全
风险监测

微生物
检测

食品
加工过程

监测

食品
添加剂
分析

农药、
兽药残留

检测

UltiMate3000 

从农场到餐桌，赛默飞实现您对食品安全的承诺



       实验室产品包括Thermo Scientific旗下Nunc、Nalgene、Forma 、Revco、Heraeus 、Sorvall、Barnstead

等数十个性能领先、质量卓越的一流产品线。为客户提供科学研究相关的实验室设备和消耗品，包括样品低温储

存设备、细胞培养设备、样品离心及浓缩处理系统、微孔板分析仪器、实验室纯水、恒温产品、高内涵分析系统、

自动化设备，移液器以及实验室塑料制品和玻璃器皿等。

       在上海应用开发中心，展示有十余种不同规格的离心机产品，可以满足多种行业的使用需求：包括临床检

验、血站、微生物培养、组织培养、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药物研发以及蛋白质组学研究等。

      作为全球服务行业的领导者，赛默飞致力于帮助医疗用户为病患提供更快、更好、更准确的诊断和治疗。无论

是临床转化医学还是专业诊断技术，我们以丰富的产品资源和资深技术团队，为各级医疗机构提供快捷便利的一

站式服务。

医疗产品和服务

实验室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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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解决方案

过敏检测方案

感染控制方案

生物样本库方案

临床转化医学方案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及
药敏分析系统 (ARIS 2X)

全自动快速微生物培养系统
(VersaTREK 240 Bottle Model)

SlideMate
玻片书写仪

Phadia 250
全自动体外过敏源诊断系统

HM525型冷冻切片机 Histocentre 3
组织包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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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科学

Proton 台式基因组测序平台

QuantStudio 3D芯片式
数字PCR系统

QuantStudio 12K Flex 
实时荧光定量PCR系统

ViiA 7 实时荧光定量PCR系统

7500 Fast/7500 实时荧光定量PCR系统

StepOnePlus/StepOne
实时荧光定量PCR系统

PGM个人化操作基因测序仪

3500/3500xl基因分析仪

Ion Chef

ArcturusXT 激光捕获显微切割系统

Attune 声波聚焦流式细胞仪 

最精确的实验结果，最简单的
操作步骤，最稳定的数字PCR
实验平台

革命性的工业设计带
来全功能qPCR平台

高产率qPCR平台

灵活性能满足各
种研究需求

高质量、易实现的测序

测序和片段分析的金标准

双激光切割，一个平台包括激光捕获和激光切割两大功能

高速度、高精度地分析珍贵样
品和稀有细胞样品

经济简单的qPCR平台

简单、重复性好、
全自动的模板制备
和芯片上样

唯一的台式基因组测序平台

医学科学 食品安全 身份鉴定

上海/北京生命科学应用中心

      赛默飞旗下生命科学产品和服务业务拥有上海和北京两个培训及应用开发实验室，分别位于上海尚嘉中

心和北京南银大厦， 2012年下半年落成，其中陈列了诸多用于研究科学、医学科学及应用科学的仪器。自

投入使用以来，实验室组织和承担了培训、参观访问、仪器及应用展示、项目测试等各项活动。

      实验室内的仪器涵盖了核酸、细胞和蛋白等生物学的各个方面，包括荧光定量PCR仪系列、毛细管基因

分析仪系列、二代半导体测序仪系列、激光显微切割仪、流式细胞仪、以及桌面小仪器等。这些仪器灵活、

稳定、可靠且易于使用，在临床检测、科学研究、农业育种、流行病监控、食品安全、法医身份鉴定、蛋白

药物生产质控及环境监测等领域有着极其广泛的应用。



     北京应用开发中心建成于2010年8月，面积980平

方米，拥有先进的分析仪器及设备近100台。经过多

年的实践与技术积累，已具备雄厚的检测实力及经验

丰富的应用团队，可在食品安全、生物制药、环境监

测、医疗健康等多种领域为客户提供样品测试、方法

开发、应用合用、产品培训等各方面服务。

      赛默飞为实验室建设提供全面解决方案。中心拥有超低温冰箱、CO2培养箱、酶标仪、离心机、生物安全柜

等30余台仪器设备、多种耗材及实验室用品，能够进行细胞培养冻存、微孔板光学检测、PCR分析等多种分析

实验。

北京应用开发中心

实验。

     世界一流品质的Thermo Scientific低温保存设备有Forma、Revco和

Heraeus等多条产品线。包括-86℃超低温冰箱、-140℃/-150℃深冷低

温冰箱、4℃/-40℃实验室冰箱、程序降温仪、高效液氮储存箱等。全球

顶级科学家和行业领跑者一致选用Thermo Scientific低温保存设备来保存

珍贵样品，目前全球储存样品量已超过22亿份。

       赛默飞可提供二级A2型、B2型生物安全柜，

分别通过美国NSF49、欧洲EN12469和YY-0569

标准认证，采用独特的双直流风机设计，在节能环

保的同时实现了对人员、样品和环境的完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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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erce是进行蛋白质组学研究的首选，产品几乎涵盖了蛋白质组学的所有研究领域，包括蛋白质的抽提、纯

化、电泳、定量、标记、检测、结构研究等，其中BCA总蛋白定量试剂已经成为目前最为流行、应用最为广泛

的总蛋白定量试剂。

     环境监测及安全仪器演示实验室拥有离子浓度测量仪、浊度计、pH计等，用于实验室水质分析、用户模拟测试

及相关培训。其中水质分析产品拥有Orion（奥立龙）及EUTECH（优特）两个品牌，可用于测量和控制pH、电导

率、总固体物溶解浓度（TDS）、氧化还原电位（ORP）、溶解氧（DO）、温度、离子浓度及其它水质参数。

      除定量PCR和测序等基因分析产品外，赛

默飞生命科学产品还可用于细胞培养、基因组

学、蛋白组学以及细胞组学的研究，如知名的

Pierce蛋白质分析以及Cellomics高内涵筛选

系统等。北京应用中心可针对不同的试剂或产

品提供相应的技术培训，也可根据用户具体需

求完成细胞培养实验项目的优化。



        北京色谱产品应用开发中心于位于著名的中关村区域，面积300余平方米。中心工作人员均具有硕士、博士以上学

历及丰富的工作经验，近几年先后参与了三十多项国家及行业标准的制定工作，加速技术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其优异

的离子色谱产品性能，创新的应用开发方法得到了行业内专家及学者的一致认可。

       离子色谱可广泛应用于环保、疾控、烟草、农业、质

检、制药、电子电镀、科研等领域中的无机阴阳离子及有

机酸碱、糖、氨基酸、抗生素等的分析。ICS-5000+模块

化RFIC-EG系统可实现对毛细管型和分析型离子色谱的连

续高压操作，是真正的高压离子色谱HPIC分析系统！赛默

飞全新推出的ICS-5000+ HPIC系统，配备全新4μm粒径

颗粒填充的离子色谱柱，可实现对样品高分辨、快速分离。

“只加水”HPIC系统消除了因手动制备洗脱液导致的误

差，进一步简化了分析过程，极大的提高了实验的重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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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色谱产品应用开发中心



       广州色谱产品应用开发中心位于著名的广东省

科学院内，该中心强大的应用团队与科学院严谨的

科研作风融于一体，为广东省及华南地区的用户带

来一流的应用服务及完美的解决方案。

       Dionex UHPLC+系统使用户以普通液相的价格就能获得超高效液相色谱的功能，不仅为所有标准型和基础自

动型液相系统提供超快速液相兼容性，还进一步拓展了UltiMate 3000RSLC系统的超快速分析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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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快速溶剂萃取仪通过提高温度以及压力来提取固体以及半固

体样品，把传统的萃取时间从以天或小时计算降低到仅用十几分钟，

并极大地减少了样品准备的繁琐操作。ASE有利于方法的建立和审定，

在环境、制药、食品、聚合物和消费品工业等领域均已建立了方法，

ASE被美国国家环保署确定为EPA3545A号标准方法，也是国家标准

GB/T19649-2005中的指定样品前处理仪器。

广州色谱产品应用开发中心



上海：

上海应用开发中心

上海浦东新金桥路27号6号楼

电话：021-68654588
传真：021-64457830

上海生命科学应用中心

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99号尚嘉中心22楼
电话：021-61452000 
传真：021-60762866

北京：

北京应用开发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乙108号北美中心C座一层西侧102-108室
电话：010-84193588
传真：010-84193580

北京色谱产品应用开发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8号天创科技大厦2层214室
电话：010-82384339
传真：010-82384339-211

北京生命科学应用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2号南银大厦1711室
电话：010-84461800 
传真：010-64106617

广州：

广州色谱产品应用开发中心

广州市天河区先烈中路100号广东省科学院34号楼附楼306室
电话：020-87605656
传真：020-87605656

全国服务热线全国服务热线：800 810 5118800 810 5118
                                                  400 650 5118400 650 5118 ( (支持手机用户支持手机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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