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招标项目技术、商务及其他要求

一、采购清单

序号 标的名称 计量单位 数量
是否

进口

1-1
四维彩色多普勒超声

诊断仪
台 1

二、技术参数要求

1-1 四维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1.设备主要用途：高标准胎儿产前超声系统筛查及诊断、胎儿心脏复杂畸形检查，

包括对各种复杂的妇科等疑难疾病等。

2.主机及技术参数要求：

2.1 系统平台

2.2.1 数字多波束形成器。

2.2.2 二维灰阶成像及分析单元。

2.2.3 M 型显示及分析单元。

2.2.4 彩色多普勒成像及分析单元。

2.2.5 能量多普勒成像及分析单元。

2.2.6 脉冲多普勒成像及分析单元。

2.2.7 连续多普勒成像及分析单元。

2.2.8 组织多普勒成像及分析单元。

2.2.9 全方位解剖 M型。

2.2.10 组织谐波成像技术。

2.2.11 智能谐波成像技术。

2.2.12 大规模并行波束处理技术。

2.2.13 合成孔径技术。

2.2.14 声影区智能图像增强技术，选择性应用不同频率超声识别并增强声影区

域的图像，减少因强回声结构产生的声影对后方组织造成的图像显示不清及声

晕伪像等，≥5级可调。



2.2.15 高清成像技术，利用点扩散函数进行反卷积获得图像，以还原得到真实

目标，更加清晰的显示和分辨微小结构，≥3级可调。

2.2.16 高级动态核磁成像技术，通过抑制斑点噪声，增强组织边界显示，提高

图像分辨率，≥5级可调，支持所有探头，并可结合其他图像优化技术同时使

用。

2.2.17 声速匹配技术，可调节超声声速数值，≥10 级可调。

2.2.18 彩色优化技术，对于低速、中速或高速血流能够一键快速获得优异的彩

色血流成像，针对不同应用条件可以进行特异化的优化预设。

2.2.19 微血流灌注成像技术：利用空间时间相干信息提取极低速血流，通过壁

滤波器去掉组织运动伪像，用于观察微血管的血流灌注情况，并提供高空间分

辨率和高时间分辨率（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2.2.20 微血流灌注定量分析技术：在微血流灌注成像条件下，通过自定义感

兴趣区域，计算感兴趣区域内彩色血流像素数与感兴趣区域内组织所有像素数

的比值（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2.2.21 立体血流成像技术，实现二维模式下血流的三维可视化成像，更直观

了解血流和小血管的结构、走形与周围组织的关系，可与彩色多普勒、能量多

普勒、微血流灌注成像等多种模式联合使用（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可应用于所

有可配置的探头。

2.2.22 高级精细血流成像技术，有利于检测出细微血管和低速血流信号，全面

提升血流空间分辨率。

2.2.23 实时扫查模式可进行图像局部放大和图像整体放大。

2.2.24 图像冻结状态下可进行图像局部放大和图像整体放大。

2.2.25 无针触点式大探头技术。

▲2.2.26 测量放大镜（非局部放大）：测量时可将测量取样点所在的区域单独放

大，并同屏显示该放大图像，双区域显示（同屏显示原始超声图像及测量取样点

所在区域的放大图像），（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2.2.27 智能图像一键优化技术(作用于 2D 及 Doppler)，单键操作，可自动优化

并调节二维图像及多普勒图像等多项参数。

▲2.2.28 主机配置温度可调式耦合剂加热器，开启后有至少两档温度调节开关，



（提供具有两档温度调节开关的相关证明材料）。

2.2.29 双幅实时动态显示，同屏显示二维及彩色血流的实时图像。

2.2.30 智能扫查：将经常使用到的多个操作步骤整合成一个流水线式的过程，

通过一键实现测量，减少检查过程中的重复步骤，避免遗漏检查项目。

2.2.31 胎儿生长参数智能检测：基于深度学习算法的智能检测技术，智能识别

并自动测量胎儿双顶径、头围、腹围、股骨、肱骨等。

2.2 系统功能：

2.2.1 主机一体化医用显示器：≥21.5 英寸全高清 LED 背光液晶医用显示器，分

辨率 1920×1080，可以上下升降、左右旋转，前后仰俯。

2.2.2 主机一体化医用触摸屏：≥13 英寸 LED 背光液晶医用显示器（提供相关证

明材料）。

2.2.3 主机一体化触摸屏可调整倾斜角度，以适应不同用户的观察角度。

2.2.4 主机触摸屏能与主显示器实时同步显示相同内容的超声图像。

2.2.5 在触摸屏上可显示字母、数字键盘，实现快捷操作。

2.2.6 数码 TGC 调节功能：在触摸操作屏上可进行≥8段 TGC（时间增益补偿）

曲线调节，避免传统滑竿式 TGC 因灰尘或耦合剂漏油等因素导致设备故障的风

险。（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2.2.7 可通过触摸屏自定义并保存≥8种 TGC 曲线预设置，使用时无需滑动 TGC

曲线，只需一键选择，即可快速获得所需要的预设置 TGC 曲线。

2.2.8 主机操作面板两侧具有≥6个探头插槽。

2.2.9 主机具有一体化可升降操作面板，可电动控制操作面板上下升降、左右

旋转。

2.2.10 主机操作面板可电动控制前后移动。

2.2 探头规格：

2.2.1 频率：超宽频带变频无针触点式探头技术，具有≥3个频率可选择，独立

变频，多普勒可选不同频率。

2.2.2探头配置：腹部凸阵探头2个、腹部三维探头1个、心脏相控阵探头1个、

阴道探头 1个，所有探头均为无针触点式大探头。

▲2.2.3 所配探头频率范围要求：



1 个腹部凸阵探头频率范围：最低频率≤1.0MHz、最高频率≥7.0MHz。

另 1个腹部凸阵探头频率范围：最低频率≤3.0MHz、最高频率≥10.0MHz。

腹部三维探头频率范围：最低频率≤1.0MHz，最高频率≥8.0MHz。

心脏相控阵探头频率范围：最低频率≤3.0MHz、最高频率≥8.0MHz。

阴道探头频率范围：最低频率≤2.0MHz，最高频率≥11.0MHz。

2.2.4 所配置的所有腹部凸阵探头及腹部三维探头均为单晶体探头。

2.2.5 主机最多可配置≥5个单晶体探头。

2.2.6 B/D 兼用：凸阵 B/PW。

2.2.7 探头接口：≥4个全激活无针触点式大探头接口，接口大小一致可相互转

换。

2.2.8 快速预设功能：触摸屏上可预设置并同时显示≥5种不同探头常用检查条

件的菜单，只需单击触摸屏上显示的探头型号及其预设置条件名称，即可快速

激活所需要的探头及其预设置检查条件。

2.3 二维显像参数：

2.3.1 显示方式：B、B/B、B/B/B/B、B/M、B/C Live。

2.3.2 二维图像可一键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 90 度。

2.3.3 扫描速率：腹部凸阵探头，全视野，18cm 深度时，帧速度≥35 帧/秒。

2.3.4 扫描线：每帧线密度 ≥1024 超声线。

2.3.5 系统动态范围：≥350dB。

2.3.6 接收方式：多倍信号并行处理，接收超声信号动态范围在屏幕有数字明确

显示并可调，可调级差≥50 级。

2.3.7 数字式声束形成器：数字式全程动态聚焦，数字式可变孔径及动态变迹。

2.3.8 预设条件：针对不同的检查脏器，预置最佳化图像的检查条件，减少操作

时的调节及常用所需的外部调节及组合调节。

2.3.9 回放重现：灰阶图像回放≥13000 幅。

2.3.10 图标指示功能（在显示器上），实时检查时，以剪贴板方式在显示器上显

示已存储的当前患者图像，并可单键调用所存储的静态或动态图像进行回放、

调节、测量、分析和诊断。

2.4 频谱多普勒：



2.4.1 方式：脉冲多普勒（PW）、高脉冲重复频率（HPRF）、连续多普勒（CW）。

2.4.2 最大测量速度：（基线为零时）PW：血流速度≥±6.0m/s

CW：血流速度≥±12.0m/s。

2.4.3 最低测量速度：≤0.06cm/s（非噪声信号）。

2.4.4 显示方式：B/PW、B/C/PW、B/C/CW 。

2.4.5 多普勒电影回放：≥15000 线。

2.4.6 取样容积宽度：最小宽度≤0.5 mm，最大宽度≥20mm。

2.4.7 实时或冻结状态下，可一键自动包络频谱并获得胎儿心率及血流动力学

测量数据。

2.4.8 零位移动：≥8级。

2.5 彩色多普勒：

2.5.1 显示方式：实时三同步（B/C/PW）。

2.5.2 彩色增强功能：彩色多普勒能量图。

2.5.3 零位移动：≥16 级。

2.6 专项测量软件包 (B 型、M 型、频谱多普勒、彩色多普勒) ：

2.6.1 一般测量。

2.6.2 腹部测量软件包。

2.6.3 产科测量软件包：具有 NT 生长发育曲线。

2.6.4 妇科测量软件包。

2.6.5 胎儿心脏测量软件包。

2.6.6 小儿心脏测量软件包。

2.6.7 泌尿科测量软件包 。

2.6.8 外周血管测量软件包（含多普勒频谱实时自动包络计算软件）。

2.7 3D/4D 超声成像技术。

2.7.1 高清容积成像技术：对容积数据的所有体素信息进行优化处理，有效提高

图像的对比分辨率和信噪比，≥5级可调；并可选择针对胎儿面部、颅脑、脊柱

等≥8种不同组织脏器的高清容积成像模式。

2.7.2 具有仿真成像技术：可利用自然光的衰减系数使成像更自然，图像渲染后

皮肤和组织的图像更加细腻丰富，加强深度信息增加立体感。



2.7.3 具有可变光源技术，通过虚拟光源位置的改变可得到常规容积成像难以

获得的多方位容积增强显示，具有≥8个不同方向的独立光源，且可通过轨迹

球任意移动光源角度，该功能在 3D、4D、仿真成像及水晶成像条件下均可使用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2.7.4 水晶成像技术：可同时显示容积图像的外部轮廓及内部结构，达到透视的

效果，更好地区分组织边界和解剖结构的细节信息，用于早、中、晚孕期胎儿

颅脑、胸腹腔脏器、肠管、骨骼以及胎盘植入、食道闭锁及各种子宫畸形等多

应用领域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2.7.5 水晶彩色血流成像技术：在水晶成像技术基础上，增加三维血流信息显示，

通过对不同平面和深度的血管结构成像，同时保留内部立体结构和表面信息，

增强对血管结构的深度感知，提高血流动力学信息的空间精度，并提供解剖结

构间的毗邻关系、血管走行等空间信息。

2.7.6 胎儿颈项透明层(NT)智能识别分析技术：使用腹部三维探头，在容积成像

模式下，自动获取胎儿标准正中矢状面（非人工获取）。

2.7.7 胎儿颈项透明层厚度（NT）自动测量：在腹部三维探头自动获得胎儿正中

矢状面的前提下，可一键半自动测量胎儿颈项透明层厚度，有效评估 21 三体、

18 三体和 13 三体综合症等染色体异常的风险率。

2.7.8 胎儿颅内透明层（IT）自动测量：在腹部三维探头自动获得胎儿正中矢状

面的前提下，可一键半自动测量胎儿颅内透明层厚度，早期评估胎儿开放性脊

柱裂风险。

2.7.9 胎儿自动识别技术：可实时跟踪自动识别胎儿及周围组织结构并自动调整

容积取样框位置及大小，帮助操作者能快速获得胎儿表面三维容积结构，提高

工作效率。

▲2.7.10 胎儿颅脑智能导航技术：利用容积数据信息，智能化自动识别胎儿颅

内结构，并同屏显示最新国际妇产科超声学会（ISUOG）胎儿中枢神经系统超声

检查操作指南要求的≥9个颅脑标准切面（包括丘脑平面、小脑平面、侧脑室平

面、正中矢状面、额叶冠状面、尾状核冠状面、旁矢状面等），（提供相关证明

材料）。

2.7.11 通过容积数据智能获得≥9个胎儿颅脑标准切面的同时，自动测量并获



得多个胎儿颅脑测量数据（包括侧脑室 Vp、后颅窝池 CM、双顶径 BPD、头围 HC

等）。

▲2.7.12 胎儿心脏智能导航技术：利用容积数据，借助先进的智能导航技术，

自动获取并同屏显示至少 9个胎儿心脏检查的标准切面（包括四腔心、五腔心、

左室流出道、大血管短轴/右室流出道、三血管气管、腹部/胃、动脉导管、主

动脉弓、上下腔静脉等）并自动显示心轴，（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2.7.13 胎儿心脏解剖结构一键标识，在同屏获得胎儿心脏多个标准切面后，只

需按一个键，即可在显示屏上自动注释胎儿心脏各个解剖结构（如左心房、右心

房、左心室、右心室、上腔静脉、下腔静脉等）的医学专业名称。

2.7.14 胎儿心脏血流智能导航技术：在同屏显示的至少 9个标准胎儿超声心动

图视图中增加彩色多普勒血流的显示，可评估胎儿心脏结构是否存在潜在的血流

异常（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2.7.15 胎儿时间-空间相关成像技术，应用于胎儿心脏容积成像，并可结合水

晶成像使用。

2.7.16 胎儿肢体容积智能检测技术：基于超声断层成像，通过对胎儿肢体不同

断层切面进行分析，自动计算出上肢或下肢的体积，基于肢体体积，结合胎儿

双顶径、头围、腹围等测量参数提高胎儿体重估计的精度。

2.7.17 容积渲染成像技术，快捷生成更自然真实的高清晰容积影像，≥10 级可

调。

2.7.18 胎儿面部智能识别技术，一键去除胎儿脐带、四肢等结构对胎儿面部三

维显像的干扰，快速显示面部结构。

2.7.19 任意剖面成像技术：以任一平面为参考面进行平行多切面容积断层，可

同屏显示≥8层具有厚度信息的 3D 容积断层图像，且每层厚度及层间距均可调

节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2.7.20 在三维模式下，以 A、B或 C平面为参考面，经多个取样框（所有取样框

的厚度可调）分别以任意角度纵切后，获得不同厚度的三维容积图像，可同屏显

示所有取样框纵切后的至少 5个三维容积图像，（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2.7.21 曲线勾边成像技术：在同一屏幕上，能沿疑似不规则占位性病变边界进

行曲线勾边，勾边数量≥8个，并同屏实时显示其垂直切面的至少8个断层图像，



用于观察不规则病变的表面信息，可用于实时和冻结模式。

2.7.22 任意曲面容积成像技术：在同一屏幕上，能沿疑似不规则占位性病变边

界进行曲面容积取样，取样数量≥8个，每个曲面容积的厚度可调节且可任意

角度旋转取样。

2.7.23 立体魔镜成像技术，显示器（非触摸屏）同屏显示同一立体组织四个不

同方向观共四幅三维图像，且可一键同时旋转四个不同方向观的三维图像，有

利于了解对称性组织间的关系，提高诊断准确率，（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2.7.24 三维多平面成像技术。

2.7.25 3D 图像剪切技术，可快速剪切 3D、CFM 或者 3D+CFM 成像模式下的任意

组织或伪像 ，且对 3D 组织的剪切深度≥50 级可调 。

2.7.26 3D 图像魔术擦技术，不同于 3D 图像剪切技术，无需设定擦除区域，可

任意移动橡皮擦位置，逐层擦除不需要的立体信息，简化了 3D 剪切功能需要反

复旋转图像进行处理的繁琐步骤，同时也可以一键恢复已擦除的信息。

2.7.27 立体血管成像技术，可进行三维彩色多普勒、三维能量多普勒血管成像。

2.7.28 2D/3D 直方图技术，可计算灰度直方图和能量直方图。

2.7.29 三维能量模式直方图技术，结合 VOCAL 可计算血管指数 VI、FI 和 VFI。

2.7.30 反转成像: 直观显示低回声或无回声区的信息。

2.7.31 立体交叉容积 CT 成像技术。

2.7.32 虚拟器官计算机辅助分析技术。

2.7.33 增强虚拟器官计算机辅助分析技术：基于超声断层成像条件，通过对每

一断层切面中病灶组织边界进行逐一包络描记，获得比普通 VOCAL 或 VOCAL II

技术更为精准的体积数据，实现对病灶体积的精准评估（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2.7.34 超声断层成像技术：通过对 3D/4D 立体数据沿 X轴、Y轴或 Z轴分别进

行连续平行断层扫描，可同屏显示≥20 幅不同切面的超声断层图像，且每个断

层切面的层间距多级可调（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2.7.35 可运用主机所有三维技术对已存储的三维图像进行重新分析处理。

2.8 图像存储（电影）回放重现及病案管理：

2.8.1 超声图像静态、动态存储，原始数据回放重现。

2.8.2 病案管理部件包括：病人资料、报告、图像等的存储、修改、检索和打印



等。

2.9 信号连接接口：

2.9.1 主机内置 VHS、S-VHS、HDMI 及 R.G.B 信号传输接口。

2.9.2 主机内置一体化 USB 接口≥8个（附图），支持包括优盘在内的多种移动存

储设备。

2.9.3 DICOM 接口及网络协议。

2.10 图像管理与记录装置：

2.10.1 主机内置≥1T 的 SSD 固态硬盘。

2.10.2 超声图像以 PC 通用格式直接存储，无需特殊软件即能在普通 PC 机上直

接观看图像。

三、商务要求

（一）其他商务要求（注:相关评审详见评分表中售后服务要求）

1.售后服务要求：

1.1 质量保障及技术支持措施：在验收合格后，供应商提供至少 1年的技术服务

（其中包括系统维护、定期巡检、系统培训），相关费用应包含在投标报价中。

1.2 维修响应时间，响应时间为 1小时内，服务时间为 7天×24 小时/周（包含

法定节假日）。

1.3 项目验收时，供应商应响应下列文档及资料：功能使用说明书、上线测试报

告、使用手册及系统维护手册。

2.安装调试进度计划：

1.1 安装调试进度要求：供应商根据采购人实际情况，制定出详细、有序、安全

稳妥的系统实施计划，包括本地化修改、测试、试运行、培训及上线计划等，

承诺保证在合同规定时间内上线及信息系统的平稳运行。

1.2 实施进度控制与保障：供应商需要对项目实施的进度控制及工作保障有详细

的合理可行的安排计划。

3.培训方案：

3.1 培训：实施期间要求对采购人管理、使用人员进行现场培训（相关费用应包

含在响应报价中），提供培训人员说明。

3.2 培训对象：培训对象包括管理人员、操作员，要求对采购人人员全覆盖培训



即对采购人管理人员培训、科室技术人员培训、操作人员培训。

3.3 培训内容：系统管理人员培训内容为系统中涉及的相关技术内容；模块管理

人员培训内容为系统流程和相关管理思想；操作员为系统的操作培训。

4、所投产品为进口产品的，提供授权链完整的进口产品授权委托书。（投标人非

产品制造商适用）（实质性要求）

（二）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实质性要求）

1.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合同签订后 30 日内。

2.交付（实施）的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三）付款条件及进度（实质性要求）

1.由宜宾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统一支付。合同签订后，采购人收到成交

供应商提供的相应金额发票以及货物安装验收合格后，3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

总金额的 100%；

2.采购人如逾期支付款项的应向成交供应商出具合理说明，采购人未有合理说明

的，则按应付而未付的款项为基数，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20%向

成交供应商承担违约责任。

（四）质量保修范围和质保期（实质性要求）

1.质量保修范围：接到采购人故障报修应 1小时内响应，6小时内到达现场，以

保证设备的正常使用，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供应商完成维修或更换，并承担

修理调换的费用；如货物经供应商 3次维修仍不能达到本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

视作供应商未能按时交货，采购人有权退货并追究供应商的违约责任。货到现场

后由于采购人保管不当造成的问题，供应商亦应负责修复，但费用由采购人负担。

质保期外的质量问题，列明维修费用清单并载明费用（提供承诺函）。

2.质保期为验收合格之日起 1年，产品参数有具体要求时，以具体要求为准。

（五）货物包装及运输（实质性要求）

1.包装：符合《财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

（试行）》财办库〔2020〕123 号要求。

2.现场开箱检验

2.1 在货物到达交货地点后，供应商应在 3天内派工程技术人员到达现场，在

采购单位技术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开箱清点货物，组织安装、调试，并承担因此



发生的一切费用。依据供应商提供的装箱清单、检验合格证书、使用说明书及

质量标准等有关资料，由采购人与供应商双方并会同有关部门人员共同开箱检

验，如有短缺、规格质量不符、资料不全等，由供应商在 7日内给予更换、补

齐，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

（六）验收标准和方式

1.验收标准：严格按照国家及行业的强制性标准，以及本项目磋商文件（或成交

供应商响应文件的响应和承诺）进行验收，《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

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

2.验收时如发现所交付的货物有短装、次品、损坏或其它不符合验收标准及本

合同规定之情形者，采购人应做出详尽的现场记录，或由采购人与供应商双方

签署备忘录，此现场记录或备忘录可用作补充、缺失和更换损坏部件的有效证

据，由此产生的时间延误与有关费用由供应商承担，验收期限相应顺延。

3.所有涉及第三方产品的采购、安装、调试均由供应商负责完成，并保证其正

常运转和售后服务，且承担因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

4.与本项目实施有关的一切含税费用包含但不限于本项目整体的运输、搬运、

仓储、安装、调试、税费、保险、代理、培训，均包含在投标总价中。

5.交货时应提供的技术资料

5.1 提供主机及配套设备使用说明书、维护手册。

5.2 提供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性文件。

5.3 其它相关技术资料。

注：

1.实质性条款的负偏离将被视为非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其余标注“▲”

及无标注条款均允许负偏离，但在评分表中按评分表要求扣除相应的分值。

2.技术条款中，要求提供证明材料的，投标人应提供相关或效力相当证明材料，

否则相关条款视为负偏离的风险由投标自行承担。

3.技术条款中，如涉及有与产品性能或功能无直接相关性的尺寸、重量、功率

等，偏差 5%以内（条款内有具体要求除外），不视为负偏离。

4.本章条款中，对产品材质、原理、性能（或功能）有要求的，使用相当或更

优的其它材质、原理、性能（或功能），不视为负偏离。



5.对供应商和投标产品的资格、资质性及其他具有类似效力的要求，应当在第

四章规定，不能在本章规定。如存在这样的要求的，应当以第四章规定的为准，

本章的要求不能作为资格性条件要求评审。

6.投标人应当根据本项目实际情况提供真实、客观的证明材料。

7.条款中标注“优于”、小于或大于等要求，无特别说明外，均包含本数。

8.各条款以“。”作为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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