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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thermofisher.com 网站扩展问题的解答 

2016 年 2 月 

 

赛默飞世尔科技即将关闭 thermoscientific.cn 网站： 

 

• 自 2016 年 2 月 22 日起，现 thermoscientific.cn 上所有产品和购买信息都将被整合

至 thermofisher.com。 

• Thermoscientific.cn 将持续运行直至 2016 年 4 月份被正式关闭。 

• 自 2016 年 4 月份开始，所有指向 thermoscientific.cn 的书签或链接将被自动转向至 

thermofisher.com 相对应的页面。 

 

此次网站整合后，您将能在thermofisher.com上找到赛默飞世尔科技高品质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此网站将会是您获取科学解决方案的理想选择。 

 

我们的产品以及我们与您进行业务往来的方式并未因此改变。 为您提供销售、服务及支持的

联系人员也不会改变。 

 

下方分别总结了网站整合后将会更改和维持不变的内容，随后会有更多详细信息。 您无需进行

任何操作。 

 

维持不变的内容 
此次网站整合不会更改以下内容： 

• 我们的产品 

• 我们的生产制造 

• 我们的配方 

• 我们的在线产品及服务 

• 销售、服务和支持的联系人员 

• 您的定价、运输或交货时间 

• 您的 thermofisher.com 登录信息 

• 您现有经销商的产品供应情况 

您与我们进行业务往来的方式并无变化……  

所以，请相信我们会继续服务于您的需求 

更佳的在线体验 
您将注意到网站的几处改进： 

 

• 导航功能改善 

• 产品类别优化  

• 更好的搜索结果 

• “联系我们”的详细信息 

• 新的产品领域  

• 新的“事件与活动”功能 

• 新的教育内容 

• 更多完整的科学工作流程 

不变的优质产品…同样的强大功能…一站式选择 

 

访问 thermofisher.com/choice 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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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1.	Thermoscientific.cn 将会怎样？ 

赛默飞世尔科技即将关闭 thermoscientific.cn 网站。 自 2016 年 2 月 22 日起，当前 t

hermoscientific.cn 上提供的产品和购物信息将被整合至 thermofisher.com。 Thermoscie

ntific.cn 将于 2016 年 4 月份关闭。 届时，指向 thermoscientific.cn 页面的任何书签

和链接将被自动转向至 thermofisher.com 相对应的页面。 

 

2.	这种更改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此项改进会将 Thermo Scientific™ 的产品组合与解决方案以及 Applied Biosystems™、Invitro

gen™、Gibco™ 和 Ion Torrent™ 等其他多个领先品牌整合到同一网站，从而打造更便捷的在线体

验，于此一处便能访问您所需的一切资源。 此次网站整合后，您将能在thermofisher.com上找到

赛默飞世尔科技高品质的产品和解决方案，此网站将会是您获取科学解决方案的理想选择。 

 我们的产品不会因此次网站整合而改变。  

 

3.	Thermofisher.com 网站上将提供哪些产品？ 

当前 thermoscientific.cn 上提供的 Thermo Scientific 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同样在 thermo

fisher.com 上提供。 但新添加的产品无法在 thermofisher.com 上在线购买。 在产品或产

品系列页面选择“联系我们”或“请求报价”，了解在您所在国家/地区进行订购的方法。 

 

4.	产品是否有变化？ 

没有变化。我们的产品一直是您值得信赖的产品。 

 

5.	Thermo Scientific 品牌会怎样？ 

Thermo Scientific 品牌不会因此次网站整合而改变。 

 

6.	Fisher Scientific 和 Unity Lab Services 网站会如何？ 

此次 Fisher Scientific 和 Unity Lab Services 网站都没有变化。 2016 年 4 月份，任

何从其他网站到 thermoscientific.cn 的链接将自动转向至 thermofisher.com 相对应的页

面。 您的 fischersci.com 登录信息在 thermofisher.com 上不可用。 

 

网站信息 

 

7.	Thermofisher.com 上的导航功能有何改进？ 

您可以通过新的产品类别更轻松地找到所需产品。 Thermofisher.com 网站的主导航下拉菜

单经扩展后，将包含更多产品以及产品类别的链接，这能更好地展现赛默飞世尔科技所有的

产品和服务。 

 

8.	Thermofisher.com 上的“搜索”功能有何改进？ 

“搜索”功能将比之前呈现更多的搜索结果，因为我们会将 thermoscientific.cn 的内容整

合到 thermofisher.com。 此外，包括“自动纠错”和“最近搜索”在内的几项新搜索功能

将有助于您更快速、更准确、更轻松地找到我们的目录产品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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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Thermofisher.com 上的“联系我们”功能有何改进？ 

我们将作出多项改进，您可以更轻松地购物，或了解到何处购买产品和进行提问。 每个产品

页面或产品系列页面上的“联系我们”都会将您指引至您所在国家/地区的直接联系信息或经

销商信息，您可以轻松了解到何处购买我们的产品。 “自动查找匹配”功能可以为您节省选

择产品和支持类型所用的时间。 

 

10.	 我的 thermofisher.com 帐号登录信息是否仍旧可用？ 

是的，您可以继续使用现有的 thermofisher.com 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11.	 我的 thermoscientific.cn 或 fishersci.com 登录信息在 thermofisher.co

m 上是否可用？ 

不可用。您需要选择“登录”，然后单击“注册”（或者直接转至 thermofisher.com/regis

ter），在 thermofisher.com 上重新创建帐号。 

 

12.	 是否有其他方面的改进？ 

您将看到全新的产品领域、教育内容以及即将举行的活动。 

 

13.	 如何更改我的地点？ 

在主页上，单击“服务与支持”。 然后单击“联系我们”下的“更改地点”。 

 

产品信息 

 

14.	 目录编号是否改变？ 

大多数目录编号未因此次网站整合而改变。系统会要求您先确认产品目录编号，然后再将其

添加到购物车。如果目录编号重复，Web 消息传递服务会帮您选择正确的产品。 

 

15.	 我能否在 thermofisher.com 上在线订购 Thermo Scientific 产品？ 

在许多国家/地区，多款 Thermo Scientific 产品已可以通过 thermofisher.com 在线订购，

包括分子生物学试剂和 PCR 塑料制品、蛋白生物学试剂、仪器和抗体以及高内涵筛选仪器。 

 

您将无法 在线 订购从 thermoscientific.cn 网站新添加到 thermofisher.com 

的产品。 点击“联系我们”，找到您所在国家/地区当前可用的购买选项（直接联系

我们或通过经销商），或者单击“请求报价”，我们的客户服务代表将对您的在线咨

询进行回复。 

 

尽管您可在线看到更多产品信息，但您当前购买商品的供应商仍保持不变。 您可以使用当前

方式继续为这些产品下单。 

 

16.	 我的 Supply Center 或托管 eCatalog 是否有变化？ 

没有变化。Supply Center 和 eCatalog 未因此次网站整合而改变。 

 

与我们进行业务往来 

 

17.	 供应商信息是否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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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改变。供应商信息未因此次网站整合而改变。您当前购买商品的供应商的名称和联系信

息保持不变。您可以继续使用当前的联系信息提交购物订单和付款。Thermofisher.com 在线

订单的供应商信息在 thermofisher.com/vendorsetup 上提供。 

 

18.	 我的授权经销商或订购流程是否有变化？ 

没有变化。可以同往常一样继续订购。 

 

19.	 我的定价是否有变化？ 

没有变化。定价未因此次网站整合而改变。  

 

联系信息 

 

20.	 客户服务、技术支持、销售和现场服务是否有变化？ 

没有变化。可以使用相同的联系信息继续享受各种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