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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原值 50 万以上的对外提供共享服务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总

量为 20333 台（套），其中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

仪器的数量为 5928 台（套），占总量的 29. 2%。教育部（国家语

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大型科学仪器中，分析仪器 3236 台（套），

工艺实验设备 777 台（套），物理性能测试仪器 665 台（套），计

量仪器 275 台（套），电子测量仪器 231 台（套），激光器 191 台

（套），其他仪器 152 台（套），医学诊断仪器 133 台（套），地球

探测仪器 94 台（套），海洋仪器 55 台（套），核仪器 49 台（套），

大气探测仪器 40 台（套），特种检测仪器 27 台（套），天文仪器

3 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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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投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1230（HC）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2 红外光谱仪 ANTARI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3 液质联用仪 11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4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CX4PRO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5 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100 SERTE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6 扫描电子显微镜 Quanta25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7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ACQUITY IEF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8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FV1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9 双向电泳系统 PROTEAN IEF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10 液质联用仪 LLIANC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11 三维电磁发声图像仪 WAVE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2 品质指纹分析仪 FOX-3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13 流式细胞仪 BD FACSCantoII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14 活细胞成像显微镜 THE DV ELITE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5 高通量测序仪 SOLID4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6 超低温智能样品管理系统 BIOBANK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7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61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8 荧光差异蛋白表达分析系统（多功能成

 

Ettan DIGE 1001-2008AG(CHN)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9 X 射线平板探测器 XRD1622Ap14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0 冷冻超薄切片机 UC7/FC7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1 X 射线微焦斑单晶衍射仪 SUPERNOVA A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2 双光子荧光寿命成像激光共聚焦扫描

 

LSM 710 NLO-FLIM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3 高速液相色谱-四级飞行时间串列质谱

 

UPL-XEVO G2 0TOF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4 高压气体吸附分析仪 PCT Pro 200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5 光声消光测定仪 PAX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6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7 高分辨率共聚焦拉曼显微镜 LabRAM HR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8 超速离心机 OPTIMA L-100K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9 全自动物理/化学吸附分析仪 Autosorb-iQ-CTCD-MS-VP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30 24 通道土壤呼吸全自动测定系统 LAC-SW024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31 超低温冷冻箱 BIOBANK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32 活细胞实时跟踪荧光显微镜系统 尼康 Ti-e,Roper Evolve 512 EM CCD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33 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20 TWIN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34 多光子扫描显微镜 FV1000MPE+BX6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35 Ｘ－射线衍射仪 Super Nova A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36 皮秒激光器/参量振荡器 PicoTrain/Levante,PL2210A-1K-SH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37 拉曼光谱仪 NICOLET6700 FT-IR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38 高通量 DNA 自动测序仪 AB 3730X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39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7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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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40 紫外-可见显微共焦拉曼光谱仪 LABRAM HR8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1 流式细胞仪 BD FACS Verse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2 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20 S-TWIN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3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F2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4 数字化 CCD Gatan 894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5 数字化 CCD Gatan 832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6 活细胞实时跟踪荧光显微镜 Ti-E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7 大动物在体多光子显微镜 ultima-iv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8 多焦点多光子显微镜 TriM Scope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9 多功能荧光分析仪 TYPHOON FLA 7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0 快速蛋白纯化液相系统 AKTA Purifier 1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1 多光子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MPE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2 新一代快速测序仪 MiSeq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3 稳定同位素比质谱仪 ISOPRIME 1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4 高通量测序仪 5500XL-U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5 串联四级杆线性离子阱质谱仪 QTRAP55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6 液相色谱-四极杆飞行时回质谱联用仪 Agilent 1200—652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7 呼吸代谢分析系统 LE1305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8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III 4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9 高通量基因组测序仪 Hiseq 2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60 数码微珠芯片系统 BEADXPRESS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61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Ⅲ 4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62 高效液相色谱四极杆-飞行时间质谱联

 

UPLC-Xevo G2 Qtof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63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Prodigy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64 定量遗传分析系统 Pyro-Mark Q96ID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65 高内涵分析筛选系统 IMAGEXPRESS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66 心脏电生理多导记录系统 EP-WorkMate 分析仪器/其他 北京大学 北京 
67 高通量基因测序仪 Seq 1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68 超速离心机 Optima L-100X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69 高分辨冷场扫描电镜 S-4800 Ⅱ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70 低温稀释制冷机 Triton 200-1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71 低温稀释制冷机 Triton 200-1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72 纳米压印机 Eitre 3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73 安捷伦液相色谱／四级杆飞行时间质

 

Ａgilent1200／653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74 双光子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75 400MHz 宽腔固体核磁共振谱仪 AVANCE III 400M HZ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76 400M 全数字化核磁共振仪 AVANCE Ⅲ 400M HZ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77 纳升级高通量全自动液体处理工作站 PHOENIX PH18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78 600 分子结构分析仪 Avance III 600（600 兆核磁机柜）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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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等离子体去胶机 310-M000011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80 500M 全数字化超导核磁共振仪 AVANCE Ⅲ 500M HZ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81 微波消解系统 UltraWAVE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82 700MHz 核磁共振谱仪 AVANCE III 700MHz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83 内窥镜摄像装置 S368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84 高分辨率光谱仪 SP2500i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85 冷冻超薄切片机 Lei EM UC7+FC7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86 高速分选型流式细胞仪液流系统升级

 

FACSAria Ⅱ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87 超速离心机 CP70MX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88 独立通气笼 SEALSAFF1145T-162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89 X 射线分析荧光显微镜 XGT-7000V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90 图像质量分析仪 PQA5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91 微阵列扫描仪 InnoScan 9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9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GC7890A/MS5975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93 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 ACQUITY UPLC-QUATTRO PREMIERX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94 高通量快速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7900HT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95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Ⅲ 6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96 便携式光谱仪 FS3 350-25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97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Maestro 2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98 纳升级液体处理工作站 Xta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99 基因质谱分析系统 MassARRAY Analyzer 4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00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7700X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01 园二色光谱仪 J-815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02 数字化分析型流式细胞仪 BD-LSR Ⅱ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03 稀释制冷机 MX25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04 多模式活体成像系统 FX  Pro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05 多功能酶标仪 FlexSation3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06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5975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07 正置多光子显微镜系统 TCS SP5 II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08 扫描探针显微镜 MultiMode V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09 扫描近场光学显微镜 SNOM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10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IVIS Spectrum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11 串联四级杆线性离子阱质谱仪 QTRIP 55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12 傅立叶变换高分辨质谱 APEX IV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13 细胞芯片自动扫描显微镜系统 Ti-E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14 热场发射扫描电镜 QUANTA-650FEG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15 骨科微创可视化教学系统 1188HD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16 手术显微镜 M844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17 基因分析仪 3130X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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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核磁共振波谱仪 VNMRS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19 分子成像系统 PharosFX Plus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20 遗传分析仪 ABI313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21 显微红外光谱仪 Nicolet iNIO MX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22 流式细胞分选仪 SORP Aria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23 扫描离子电导显微镜 ScanICSSHO2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24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SPE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25 超低温蛋白结构探测仪 TCI/20K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26 阴极荧光接收器 chroma-cl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27 三维数据可视化系统 Creator ST-7600C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28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S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29 多功能园二色光谱仪 MOS-450/AF-CD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30 独立通气笼 SEALFAFE1145T-128，1145T-162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31 透射电镜成像系统 832.10W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32 细胞芯片自动扫描显微镜 Ti-E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33 拉曼光谱仪 SNOM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34 电子背散射衍射-能谱仪系统 INCA-Synergy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35 大气预浓缩系统 7104A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36 扫描探针显微镜 Innova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37 基因芯片测试系统 Genechip Scanner 3000 7G System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38 流式细胞仪 Gallios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39 小动物体内可见光三维成像系统 IVIS Spectrum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40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 5 LIVE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41 场发射环境扫描电镜 FEI Quanta 6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42 气质色谱/质谱联用仪 5975C/7890A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43 三级四极杆串联质谱仪 320 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4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15975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45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 Agilent 7500 C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46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Pro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47 双光子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5 MP FCS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48 超低温生物分子分析仪 TXI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49 激光光散射仪 ALV/DLS/SLS-5022F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50 探针台 Summit11000BM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51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1400（HC）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52 全内反射单光子荧光检测系统 Andor Rerolution  SMD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5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HP6890/5973N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54 流式细胞分选仪 MOFLO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55 激光拉曼显微光谱仪 LabRAM HR 8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56 热分析系统 TA310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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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四极杆飞行时间串联质谱仪 Q-TOF Ultima Global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58 紫外拉曼光谱仪 invia 6365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59 扫描电镜 JSM-5600LV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60 荧光寿命谱仪 FL92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61 近场光学显微镜 Nanonics1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62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71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63 600M 核磁共振谱仪 DRX6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64 多功能 X 射线粉末衍射 X′pert Pro MPD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65 激光拉曼光谱仪 RM-1000 型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66 激光共聚焦显微系统 LSM51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67 X 射线衍射仪 DMAX-240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68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sp2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69 高效液相色谱仪 HP1100 系列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70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Elan DRCⅡ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71 800 兆核磁共振谱仪 AV 8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72 顺序式 X 射线荧光光谱 ADVANT`XP+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73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S4-Explorer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74 500 兆核磁共振谱仪 AV 5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75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7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76 高分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MSTATION 700-D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77 稳态/瞬态荧光光谱仪 FLS92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78 石英晶体微天平 E4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79 傅立叶变换离子回旋共振质谱仪 FTMS-2 APEX Ⅳ 70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80 飞秒光学参量振荡器 Mira-OPO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81 材料研究衍射仪 X''''''''PERT-MRD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82 扫描近场光学显微镜 Twin SNOM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83 热质联用仪 STAA449C16/G+QMS403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84 时间分辨光谱测量系统 M5678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85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F3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86 兆声波清洗机 BECOⅡ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87 探针台 SUMMIT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88 圆二色光谱仪 J-81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89 单晶衍射仪 PROTEUM R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90 离子阱质谱仪 LCQ Advantage MAX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91 二维液相色谱仪 XTS-2D-A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92 流式细胞仪 FACS 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93 色谱质谱联用仪 ZAB-H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94 气相色谱-质谱仪 93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95 核磁共振谱仪 (Varian 300 兆) 300 MHz Mercury-Plus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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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冷场发射扫描电镜 S-48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97 核磁共振谱仪 (Jeol 300 兆) JEOL-300 MHz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98 紫外-近红外拉曼/荧光光谱仪 LABRAM HR80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199 场发射扫描电镜 XL30SFEG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00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123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01 影像板 X 射线衍射仪 RAPID-S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02 钙离子分析系统 Till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03 裂变徑迹定年系统 AUTOSCANPROFESSIONA 分析仪器/其他 北京大学 北京 
204 液相色谱-质谱仪 Alliance2690-ZMD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05 蛋白质组质谱样品制备 GE－063/105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06 蛋白质序列分析仪 Procise 491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07 离子色谱 ICS-25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08 超速离心机 XL-9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09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III 4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10 傅氏变换拉曼红外谱仪 Raman950/Magna-IR75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11 激光共聚焦显微扫描系统 TCS-SP2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12 核磁共振谱仪 (Varian 200 兆) Varian 200M Hz Mercury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13 紫外/可见光谱仪 Lambda 95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14 蛋白快速纯化仪 AKTA  EXPLORER  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15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16 三维激光图像传感器 LMS-Z210i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17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ZEISS LSM51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18 串联飞行时间质谱仪 Ultraflex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19 扫描探针显微镜 NanornanⅡ+Multirnoc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20 毛细管电泳系统 P/ACE MDQ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21 皮秒荧光寿命测定仪 lifepec -Red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22 多级离子阱质谱仪 XCT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2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Gc. PolarisQ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24 多功能成像电子能谱仪 Axis Ultra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25 气质联用仪 6890N/5973i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26 制备液相色谱仪 Aglilent 11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27 超薄切片机 UCT (带冷冻装置)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28 扫描探针显微镜 NanoⅢa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29 高效液相色谱仪 UltiMate 3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30 分析型超速离心机 XL-A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31 场发射扫描电镜 Nova_NanoSEM43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32 流式细胞仪 FACSAria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33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Prodigy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34 电子显微镜 JEM－101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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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电子显微镜 TECNAI2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36 超临界流体萃取仪 lab SFE 100ML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37 X 射线衍射仪 MultiFlex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38 超速离心机 CP100MX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39 风沙高速摄像设备 LBS-12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40 瞬态萤光及喇曼谱仪 XY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41 三维激光扫描仪 Cyrax 25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42 流式细胞仪 FACS Vantage_DiVa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43 核磁共振波谱仪 (Bruker 400 MHz) ARX-4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44 微操纵仪、微抓取器 MM3A,MGR-EM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45 X 射线衍射仪 X'''''''''''''''''''''''''''''''' Pert Pro MPD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46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47 顺磁共振波谱仪 ESP-3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48 紫外-近红外显微荧光/拉曼系统 Bandgap-1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49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7500F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50 研究显微镜 Z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51 X 射线衍射仪 D8 Discover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52 微量差示扫描量热计 MICRO DSC-Ⅲ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53 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  Dalta6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54 扫描探针显微镜 DiNanoscopeⅢa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55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SURVEYOR-LCQDECA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56 色质联用仪 HP 6890/5973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5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5973N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58 高内涵药物筛选系统 KineticScan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59 非接触式材料及结构应力场成像系统

 

SC7300M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6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61 400M 核磁共振谱仪 AV4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62 生物荧光共振探测系统 CASCADE51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63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 Quanta 200FEG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6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plu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65 电子探针 JXA-81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66 X 光生物学辐照仪 RS 2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67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HP1100/Mariner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68 扫描探针显微镜 SPI4000/SPA-4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69 变温扫描探针显微镜 STM/AFA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70 扫描探针显微镜 SPI3800N，SPA-4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71 KappaCCD 面探衍射仪 Kappa CCD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72 数字图象采集系统 TYPHOON 921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73 红外荧光测试系统 Nanolog FL3-2iHR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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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冷冻刻蚀系统 (leica ) BAF06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75 全自动样品处理台 FX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76 核磁共振波谱仪 500 兆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77 蛋白质序列分析仪 Procise 491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78 透射电子显微镜 H-9000NAR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79 等离子发射光谱 Prodigy SPEC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80 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PROFILE SPEC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81 目标蛋白快速分离系统 PF-2D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82 紫外拉曼光谱仪 LABRAM HR 800（UV）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83 电子/压力扫描仪 HYSCAN2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84 磁学性能测量系统 HELIUN3 制冷单元 IHULIUM3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85 扫描探针显微镜 DI MultiMode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86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 XSEKIES2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87 生物分子相互作用仪 BIACORE3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88 低温探针台 TTP4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89 显微拉曼成像系统 SYSTEM 1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90 X 射线衍射仪 XRD-600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91 X 射线衍射仪 D/MAX 2500PC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92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1100LC/MS Trap SL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93 探针台 615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94 实验室自动工作站 Biomek  FX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95 流式细胞仪 BD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96 双光子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710NLO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97 6000 系列分析探针台 6000-PS4-V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98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00CX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299 偏光光谱系统 NIR  DST 17CD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300 紫外-可见-近红外拉曼光谱仪 LABRAM HR8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301 等温滴定微量量热计 iTC20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302 拉曼光谱仪 1000 型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30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N/5973N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304 近场扫描光学显微镜 MultiView4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305 600 兆核磁共振谱仪 AV 6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306 多晶衍射仪 D8 ADVANC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307 傅立叶共振质谱仪 APEX-Q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308 全自动物理吸附和化学吸附仪 Autosorb-iQ-c-TCD-MS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309 光电子发射谱仪 AC-2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310 四级杆飞行时间质谱仪 Xevo Q Tef 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311 扫描探针显微镜 Series 55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312 质子转移反应质谱 HS PTR-MS SYSTEM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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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等温滴定微量热仪 ITC-20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314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LSM71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315 蛋白质层析仪 AKTA explorer 10S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316 拉曼光谱及成像系统 LABRAM ARAMI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317 日立高分辨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318 高效液相色谱/四级杆飞行时间质谱联

 

6510 Q-TOF LC/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319 毛细管电泳/质谱联用仪 CE3D/MSD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320 毛细管电泳系统 P/ACE MDQ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321 RFQ 加速腔 RFQ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322 超速离心机 100XP,最高转速&gt;80000rpm/min,最大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23 圆二色光谱分析仪 J-815,波长范围：163～1100;CD 分辨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24 拉曼光谱仪 LabRAM Aramis,400-1600nm/1/±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25 傅立叶红外拉曼联用光谱仪 VERTEX 70v,8000-50/3500-50cm-1,Nd:YAG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26 扫描电子显微镜 SUPRA55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27 傅里叶红外光谱仪 SPECTRUM1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28 X 射线衍射仪 D8FOCUS3KW/-10℃-150℃/万分之一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29 扫描探针显微镜 dicp-II 型扫描范围 XY 方向≥90um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30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ESCALAB 2500.45eV/10 万 cps（120um）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31 动态热机械分析仪 VA3000450N -150--450℃  1--1000Hz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32 热分析仪 Setsys EV2430g/室温-2400℃/99℃/分钟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33 扫描探针显微镜 10μmX10μmX2.5μm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34 傅立叶红外光谱仪 220VAC/50HZ/18-27℃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35 X 射线衍射仪 多晶态物质/3KW/0.01-90℃/万分之一度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36 Thermo Nexus 8700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

 

Nicolet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37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47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38 X 射线衍射仪 XRD-6000 最大功率 40KV*30NA 精度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39 电子显微镜 H-800 型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40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301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41 圆二色光谱仪 J-810165-900nm/±0.8nm/0.025-10nm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42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UPLC/Quttro Premier X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43 动态热机械分析仪 DMTA-V 型温度范围-150℃-500℃温度精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44 差示扫描量仪 Q2000,-80℃～550℃,20℃/min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45 液相色谱仪 e2695 型,0-5000PSI/0.1-10ml/min/二级管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46 色谱质谱联用仪 micrOTOF-Q II-Agilent 1290,四级杆、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47 在线色-质联用反应系统 FID，TCD，-400℃/200amu,&lt;100ppm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48 在现近红外分析仪 1000-2500nm;0.1nm;6nm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49 差热分析仪 1000-2500nm;0.1nm;6nm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50 激光共焦拉曼光谱分析仪 固体激光光源 532nm/100-9000cm-1/精度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51 色谱质谱联用仪 四级杆、50-20000m/z,1μL-1mL/min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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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多功能提取平台 80-500 升/50KW/预处理/提取浓缩/离心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53 IGA 智能重力分析仪 IGA-003 分析仪器/其他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54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JSM-6701F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55 核磁共振波谱仪 布鲁克 Avance III 400MHz,场强：9.4T；频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56 程序升温化学吸附仪 AutoChem II 2920,-120℃-110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57 激光显微共聚焦荧光显微镜 TCS SP5,400～800nm/Ar，HeNe 多只激光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58 化学吸附/质谱联用仪 7890A/GAM200,FID/TCD，-400 度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59 化学吸附/质谱联用仪 FID/TCD，-400 度/200amu，小于 100pm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60 冷冻超薄切片机 F6C+FC610.4 寸彩色液晶触摸屏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61 热分析仪 STA449 JUPITER25-150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62 热分析仪 DIamond TG/DTA差热量程 0.06MV温度范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63 核磁共振波谱仪 AC-80 型磁场强度 1.88KT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64 扫描电子显微镜 S-250MK3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65 色谱质谱联用仪 VG-70SE 质量范围 2000(8K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66 超薄切片机 切片厚度 1 纳米至 15 微米，工作温度最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67 付立叶红外光谱仪 5700 型 7800-35CM-1/0.01CM-1/0.09CM-1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68 切片机 LEICA 常温超薄切片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69 热分析仪 STA449C25-150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70 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ICPS-7500 波长范围 160-850nm 狭缝宽度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7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 扫描速度 10000amu/s 质量范围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72 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AV300，固体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73 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AV600，液体核磁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74 动态热机械分析仪 Q8000.001-18N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75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加速电压 0.1~30kv；分辨率 1.0nm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76 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1.0nm-2.2nm/0.5KV-30KV/25-650K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77 多功能水处理综合实验系统 SHM-20-50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78 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IRIS INTREPID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79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00, 放大倍数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80 扫描探针显微镜 AFM5500, 放大倍数 1000000/0.5nm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81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701F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82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83 TG/DSC 热分析仪 Setsysevoiution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84 光学显微镜 DMRX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385 荧光谱仪 FL112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386 高速冷冻离心机 CR22G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387 超薄切片机 EM UC7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388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1400HC-FC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389 电泳凝胶成像分体系统 FluroChem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390 协议分析仪 K1205 分析仪器/其他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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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 地震成像系统 TRT6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392 综合环境实验室装置 ACL 75m3/-25℃-55℃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393 蛋白纯化气泡感应系统 AKTA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394 X 射线织构应力面探测器衍射系统 D8 Discover with GADD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395 共聚焦显微拉曼光谱仪 HR8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396 H-800 透射电镜 H-8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397 激光解吸飞行时间质谱仪 Microflex L2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398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RSI IntrepidⅡ XSP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399 瞬态荧光光谱仪 FLSP92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400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Gemini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401 X 射线衍射仪 日本理学 TR3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402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UPRA55,分辨率 1 纳米，90 万倍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403 扫描电镜、能谱仪及取向分析系统 LEO145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404 纳米探针与测量系统 JSM-6490、Zyvex S100-4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405 偏光显微镜图像分析仪 DMRS&Q5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406 热分析仪 STA449C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407 化学物理吸附分析仪 AUTOSORB-1C 分析仪器/其他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408 三维激光扫描系统 RIEGL VZ-4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409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36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410 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 DSQ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411 X 射线衍射仪 D5000 型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412 超景深三维显微镜系统 VHX-9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413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IIITM 400 MHz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414 付立叶变换红外显微镜 470FTIR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415 高低真空扫描电镜 JSM-6480LV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416 活性燃烧高速喷涂系统 Intelli-Jet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417 高分辨透射电镜 Tecnai F3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418 高分辨拉曼光谱仪 Lab RAM HR Evolution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419 矿相解离分析仪 MLA-250 分析仪器/其他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420 氮氢氧分析仪 TCH6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42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422 蔡司 EVO-18 扫描电镜 EVO 18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423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Multidemode 3D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424 多级离子阱质谱仪 LCQ DecaXP MAX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425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101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426 全自动显微共聚焦拉曼光谱仪 XploRA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427 红外光谱 nicolet 67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428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Voyager GC/M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429 全自动蛋白水解氨基酸分析系统 Biochrom 3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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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离子色谱 IC3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431 便携式光合仪 LI-6400XT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432 便携式快速分析仪 Znose300 分析仪器/电化学仪器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43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7890A/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434 自动热脱附-气质联用仪 PE TueboMa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435 非损伤微测系统 BIO-SIET-001A 分析仪器/其他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436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400N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437 离子色谱仪 ICS-3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438 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1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439 扫描探针显微镜 SPM-96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440 气质联用仪 TRACE DSQ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441 X 射线衍射仪 XRD-600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442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5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443 遗传分析仪 Li-Cor 43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444 动态热机械分析仪 DAMA242C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445 显微镜 LSM7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46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AP63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47 航空光谱成像系统 AISA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48 质谱仪 QSTAR PULSAR I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49 液质联用仪 *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50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prdigyXP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451 液质联用仪 LCQ D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452 X 射线衍射仪 X pert pro MPD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53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4800/EMAX-35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54 近红外光学成像系统 ETG-4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55 涡度相矢仪 CR5000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56 液体样品处理工作站 MICRLAB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57 飞行时间质谱仪 LCTPRENMIERX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58 荧光分光光度计 Fluorolog-Tau-3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59 遗传分析仪 3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60 傅立叶红外-拉曼-显微光谱仪 NEXUS 67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61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luoview FV3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62 连续流动分析仪 AA3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63 时间分辨磁光克尔谱仪 TRFRS-201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64 扫描探针显微镜 HR-SPM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65 元素分析仪 VARIO E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66 Waters 串联四极杆液质联用仪 XEVOTQ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67 同位素质谱仪 Delto v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68 荧光倒置显微镜 Axio Observer D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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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 环境要素梯度观测系统 定制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70 单晶 X 一射线衍射仪 SMART APEX-2-3KW 高性能 CCD 择测器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71 气质联用仪 Agilent  7890A /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72 蛋白质液相色谱系统 AKTA-PURIFIER1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73 流式细胞计 FACSVamtage SE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74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系统 LSM51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75 气质联用仪 VARIAN40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76 红外光谱仪 102F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77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400MHZ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78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510META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79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SPECTRO ARCO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80 细胞荧光成像 PI-MAX II-1003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81 激光闪光光谱仪 *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82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Drx 5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83 激光共聚焦拉曼光谱仪 LABRAM ARAMI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84 三维激光扫描仪 Trimble GX DR200+3D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85 碳通量测量系统 LI-8150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86 涡度相关通量测定系统 RR-9100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87 不同像无尺度蒸散量观测系统 BLS450 分析仪器/其他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88 三维激光扫描仪 HD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489 气象色谱/质谱仪 7890A/5975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490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B11CHA271G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491 土工离心机 数据采集及摄像系统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492 波长色散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XRF-1800ASF(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493 l 路面加速加载设备实验土槽 50M*7M*6M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494 挥发性有机物质谱仪 VOICE 2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495 三维激光扫描仪 Scan Station C1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496 液态水同位素分析仪 912-0026 分析仪器/其他 长安大学 陕西 
497 全谱直读等离子光谱仪 ICAP63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498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Z-5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499 燃烧分析仪 CB566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500 SPC472 部分流颗粒采样系统 主柜 采样柜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50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502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503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504 电子探针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505 移动式远程遥感气体检测仪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506 Bruker AXS X 射线衍射仪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07 超高速照相机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岛津 GCMS-QP2010
S-4800I
X 系列

三道谱仪 JXA-8100
MP110 CO/CO2 NO
角度值 2Th 准确度&lt;0.01 度 分 辨 率

HSFC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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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 VHX-600E 超景深三维显微镜系统 VHX-600E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0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HP689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10 高效液相色谱 -质谱联用 HP1100LC/MSD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11 单晶衍射仪 Bruker Smart APEXII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12 基质辅助激光解吸飞行时间质谱仪 MALDI micro MX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13 园二色性光谱仪 J-81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14 激光诱导荧光高效液相色谱仪 1525-2487-247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15 传感器激光微加工封装系统 3Hz-26.5GHz 分析仪器/电化学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16 扫描电镜 JSM-6360LV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17 元素分析仪 VARIO MACRO  CHNS&lt;0.5%RSD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18 全自动 x 射线衍射仪 D/Max 240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19 超高液相色谱仪 Acquity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20 液相色谱仪 EUSD2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21 激光闪光光解仪 LP92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22 多功能薄膜 x 射线衍射仪 for Material Research;D8 discover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23 液相色谱仪 LC-9101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24 荧光光谱仪 FS92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25 高温扫描电镜 13840913728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26 液相色谱/四级杆飞行时间串联质谱仪 Q-TOF Micro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27 燃烧分析仪 AVL62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28 钨灯丝扫描电镜 QUANTA 45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29 X-射线荧光光谱仪 SRS340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30 全自动实验室反应量热仪 RC1e Mid Temp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31 原位红外光谱仪 EQUINOX55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32 400 MHz 超导核磁共振仪 40-162MHz,Vaian DLG4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33 三维光学扫描仪 ATOS I XL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34 核磁共振波谱仪 Bruker Avance II 4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35 高分辨直接进样飞行时间质谱仪 GCT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36 液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联用仪 G6224A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37 场发射扫描电镜 NOVA NanoSEM 45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38 元素分析仪 Vario E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39 三重四极杆液质联用仪 TSQ Quantum Ultra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40 红外光谱/气相色谱联用仪 NEXUS EURO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41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2000DV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42 离子色谱仪 DIONEX ICS-5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43 气相色谱/三重串联四极杆质谱联用仪 7000B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44 线性离子阱-高分辨液质联用仪 LTQ Orbitrap XL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45 物理吸附分析仪 AUTO SORB-1-M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46 紫外-可见拉曼光谱仪 15998635611DL-2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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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 实验室多功能循环染色仪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48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49 热重分析仪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50 X 射线衍射仪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51 三维激光扫描仪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52 扫描电镜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53 电子探针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54 电子顺磁共振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55 扫描电镜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56 柴油状态分析仪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57 光纤光栅传感解调分析仪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58 傅立叶红外光谱分析仪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59 光栅制作装置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60 元器件噪声参数测试系统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61 LB 膜分析用布儒斯特角显微镜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62 X 射线衍射仪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63 薄膜微电池制备设备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64 高分辨材料研究衍射仪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65 噪声系数分析仪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66 扫描探针显微镜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67 探针台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68 膜分析仪系统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69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70 扫描电子显微镜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71 高压差示扫描量热仪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572 高温同步热分析仪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573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574 同步热分析仪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575 高速摄像机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576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577 多晶 X 射线衍射仪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578 扫描电子显微镜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579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580 透射电子显微镜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581 综合热分析系统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582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583 紫外分光光度计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584 综合热分析仪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585 红外图象系统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MC360
XRF-1800
TGA/SDTA851e
XRD-6000
ScanStation C10
JSM-5600LV
EPMA-1600
A200－9.5/12
S-4800/分辨率 1.4nm
DEWE-5000
DSA72004B
NEXUS670
Bragg Star Industria，激光波长：248nm 脉
N8975A
BAM300
XRD-7000
JCP-500
W85325A
N8975A
4291B
FTV640-1200
KSY-5000
OLS3100
8757D
DSC204HP
STA409CD
7500A
STA449C
ultima APX-RS 120K
QUANTA 600,3.5nm
X’Pert Pro
SSX-550
ZSX100E
G2 20
STA409/PC
Optima—4300DV
LAMBDA950UV/VIS 波长 175-3300mm
SETSYS18TG/DAT/DSC
spectrum光谱范围:7800--720cm-1,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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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 直读光谱仪 ARL446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587 扫描电子显微镜 EV018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588 质谱仪 EMG-20-1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589 烧结高温抗折试验系统 WDW-50，直径 30mm 高 60mm/工作温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590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3080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591 透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H-6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592 同步热分析仪测试系统 SETARAM  最高温度 1750℃ 升温 99.9℃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593 氧氮氢联合分析仪 ONH836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594 电子显微镜 EM400T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595 X 射线衍射仪 D/MAX-3A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596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7001F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597 红外热象仪 Varioscan3021ST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598 全谱直读型等离子光谱仪 ICP-prodigyXP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599 便携式地物波谱仪 FIELDSPEC 3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600 红外热象仪 Imageir335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601 全谱直读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prodigy spec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602 拉曼光谱仪 HR8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603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OLS31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604 X 射线衍射仪 D8 DISCOVER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605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F2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606 扫描电镜 SSX55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607 同步热分析仪 STA449F3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608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分析仪 Trace ISQ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609 荧光光谱仪 FluoroMax-4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610 荧光光谱仪 FluoroMax-4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611 氧氮氢联合分析仪 ONH836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612 高效洁净低 NOx 燃烧实验台 燃料用量：55m3/h/最高温度 1250℃/工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613 同步热分析仪 STA449F3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614 高温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VL2000DX-SVF17SP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615 场发射透射电镜 JEM-2100F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616 直读光谱仪 ARL446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617 扫描电子显微镜 EV018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618 电子探针 EPMA16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619 高温同步热分析仪测试系统 SETARAM Setsys Evolu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620 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505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62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分析仪 Trace ISQ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622 场发射透射电镜 JEM-2100F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623 扫描电镜 SSX55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624 电子探针 EPMA16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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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阴极发光显微系统 CL8200MK5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626 高温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VL2000DX-SVF17SP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627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8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28 电感等离子体质谱仪 NexION-300D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29 碳通量测量系统 LI-8150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30 气质联用仪 安捷伦 7890A-7000B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31 液谱-质谱联用仪 Qtrap55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32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ZEISS LSM 7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33 多角度激光光散射仪 BI-MwA+GPC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34 超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 UPL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35 遗传分析系统 627-004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36 液相色谱质谱仪 API30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37 闭合二氧化碳通量分析仪 Li-7000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38 DNA 测序仪 ALF EXPRESS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39 超临界萃取装置 HA121-50-01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40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LSM 510Meta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41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 Quanta 2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42 气谱-傅立叶变换红外联用仪 Magna-IR 560 E.S.P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43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VG Probe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44 色谱质谱联用仪 8006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4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24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46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8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47 DNA 序列分析仪 MegaBACE1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48 气谱质谱联用仪 6890N-5973i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49 碳通量监测系统 COPEC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50 高压液相 269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51 X 射线衍射仪 D/Max220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52 DNA 序列测定仪 MegaBACE 5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53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Nikon C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54 多功能扫描探针显微镜 Picoplus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55 制备液相系统 Delta6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56 液相色谱仪 6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57 液相色谱 waters600 型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58 锥形量热仪 Standard CONE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59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ZEISS LSM 7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60 红外显微镜 3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661 近红外光谱仪 MPA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662 高效液相色谱仪 152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63 流式细胞仪 PAS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5928 台（套） 

86/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664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5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65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71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666 红外光谱仪 7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667 流式细胞仪 BD FACSARIA  II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668 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OPT1MA 2000DV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669 激光广角光散射仪 BI-200SM 分析仪器/其他 东南大学 江苏 
670 热分析仪 SDT Q60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671 微焦点 X 射线成像装置 WJDX-1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67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URBOMAS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673 三光栅拉曼光谱仪 T64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674 高温凝胶色谱仪 PL-GPC22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675 空气质量测试系统 MICRO THERM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676 单光子发射扫描仪 e.Cam Duet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677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Olympus FV1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678 探针台 SUSSPM5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679 红外光谱仪 NICOLET 57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680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TENSOR27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681 平板 X 线数字摄影系统 DR35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682 超薄切片机 UC6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683 X 射线荧光能谱仪 ARL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684 衍射仪系统 D8  DISCOVER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685 双束环境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3D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686 双束显微镜 NanoLab 600i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687 尾气分析仪 SEMTECH-DS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688 尾气分析仪 SEMTECH-DS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689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XL3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690 透射电子显微镜 H-7650C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691 流式细胞仪 FACSCu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692 直读光谱仪 SPECTRO MAXx LMF-15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693 高速激光共聚焦系统 Revoluition XD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694 红外热像仪 SC62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695 多光谱活体成像系统 Maestro EX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696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H-600-4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697 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T2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698 液相-飞行时间质谱仪 6224 TOFLC/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699 三维激光扫描仪 Hds 61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700 激光共聚焦拉曼光谱仪 *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701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Tecnai 2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702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Titan 80-3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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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3 显微共焦激光拉曼光谱仪 LABRAM LNFINIFY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04 DNA 测序仪 3130x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05 扫描探针显微镜 Nanoscope 4 + PicoForce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06 正置荧光显微镜 DMRXA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07 付立叶红外光谱仪 NEXUS 87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08 毛细管电泳仪 BioFocus 3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09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10 液相蛋白层析纯化系统 AKTA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11 扫描电子显微镜 XL 3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12 扫描探针显微镜 Multimode-8-AM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713 倒置显微镜 DM IRB+MPS60+Manipul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14 CCD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SMART APEX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15 X 射线多晶衍射仪 D4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16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1200EX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17 DNA 测序仪 377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18 细胞分析系统 570 型*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19 付立叶红外拉曼光谱仪 magna-r76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20 圆二色光谱仪 J-715-150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21 扫描电子显微镜 XL30FEG*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22 二次离子质谱仪 IMS 6f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23 扫描电子显微镜 XL30FEG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24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DMRXA  10X 100X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25 扫描探针显微镜 autoprobe cp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26 油相/水相凝胶渗透色谱仪 HP 11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27 显微拉曼光谱仪 LABRAM1B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28 DNA 测序仪 31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29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VG PQ-3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30 扫描探针显微镜 BL022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31 DNA 序列分析仪 PE-377  36 道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32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CM200FEG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3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Finnigan Voyager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34 AKTA 蛋白质克级纯化仪 AKTATM EXPLORE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35 高温 X 射线粉末衍射仪 D8-advanc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36 液质联用仪 API165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37 同位素分离器 1080-3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38 X-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PHI 5000C ESCA System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39 飞行时间二次质谱仪 TFS-2000MPI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40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6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41 原子吸收光谱仪 Solar 939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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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 4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43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NightOWL LB98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44 扫描式探针显微镜 UltraObjective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45 光学显微镜 DM6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46 扫描电子显微镜 VERA TS 5136MM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47 四极杆飞行时间串联质谱仪 qstar XL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48 角分辨联合能谱仪 1MEV 能量分辨氦 0.1 度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49 X 射线荧光分析仪 RIX300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50 显微分光光度计 IBAS1＋2 /GV256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51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PE-8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52 荧光实时定量 PCR 仪 7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53 基因芯片扫描仪 GENECHIP SCANNER 3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54 基因测序系统 ABI373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55 高效液相色谱仪 152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56 高效液相色谱仪 11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57 蛋白质纯化系统 AKTA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58 荧光及磷光分析仪 FLA-5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59 双光子共聚显微镜 TCS SP2*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60 液-质联用仪 HPLC 2695；Quattro Micro API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61 分子互作动力学检测仪 BIACORE3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62 多光子/共焦荧光显微镜 FV300-IX71/8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63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Bruker SMART APEX-CCD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64 多功能扫描探针显微镜 XE-1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65 小鼠荧光成像系统 Dmire2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66 飞行时间质谱仪 AXIMA-CFR+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67 高通量全自动液体处理系统 TANGO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68 蛋白质组学仪 47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69 X 射线小角散射系统 NanoStar U SAXS System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70 核磁共振波谱仪 ECA-4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71 稳态瞬态荧光光谱仪 FLS92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72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TCS SP2 AOBS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73 二维液相色谱仪 lc-packing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74 核磁共振波谱仪 MERCURYPLUS4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7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Shimadzu QP-201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76 核磁共振仪 JNM-MY60FT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77 核磁共振仪 JNM-MY60FT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78 扫描电子显微镜 ssx-55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79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IRPRESTIGE-21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80 瞬态/稳态荧光光谱仪 LP92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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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 固体核磁共振谱仪 300WB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82 高效液相色谱仪 11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83 X 射线荧光分析仪 S4 EXPLORER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84 全自动遗传分析系统 NENGLOBAL IR2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85 透射电子显微镜 CM12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86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 201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87 荧光显微镜 研究型 Leica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88 超速离心机 L-90K  90000 转/分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89 核磁共振波谱仪 DMX 5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90 扫描探针显微镜 Multimode－Nsin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91 流式细胞仪 FACS Vantagt SE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92 真空型付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VERTEX 80v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93 全自动样品管理和处理系统 REMP-SSS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94 纳米热分析系统 Multimode 8 型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95 极低温强磁场稀释制冷机系统 KelvionxMX40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96 活体细胞分辨率成像系统 OptiScan FIVE1  微米级分辨率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97 荧光定量 PCR 仪 7900HT  96 孔板、384 孔板和 TDLA 模块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98 单光子共聚焦显微镜 Leica TCS SP5*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799 椭圆偏振光谱仪 GES5E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00 超速离心机 L-100X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01 电子能量分析器 R30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02 DNA 合成仪 34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03 多功能激光扫描成像系统 Typhoon Trio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04 高效液相色谱仪 LC20AD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05 圆二色光谱仪 MOS-450/AF-CD  200-800 纳米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06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20 TWIN  200kV加速电压/LaB6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07 基因测序仪 3730x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08 单晶衍射仪 X8 PROTEUM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09 核磁共振谱仪 600MHz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10 X 射线衍射仪 D8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11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12 线性离子阱质谱 LTQ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13 液相分离点靶串联飞行时间质谱分析

 

5800 MALDI TOF/TOF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14 基因组综合分析仪 GA II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15 流式细胞分析/分选系统 Epics Altra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16 高分辨串联多级质谱系统 LTQ-ORBITRAP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17 红外真空紫外广谱谱仪 225NOVA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18 液－质联用仪 ZQ20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19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1100LC/MSD SL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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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Pro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21 核磁共振波谱仪 DSX 3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22 焦激光扫描显微镜 LSM51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23 X 射线单晶体四圆衍射仪 DICAD4FFACTIS58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24 X 射线多晶体衍射仪 D/max-rB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2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四极杆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26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 ABI3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27 流式细胞计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28 流式细胞仪 FC-5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29 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Mercury Plus 400MHz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30 水生生物研究系统 多层框架系统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31 全自动杂交系统 750-8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32 荧光原位杂交染色体 24 色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33 全自动凝胶后处理系统 XCISE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34 生物分子相互作用仪 BIAcore X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35 等温滴定微量量热仪 VP-ITC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36 双光源微焦斑结构分析仪 SMART APEX II DUO  钼铜双光源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37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SP5 型 Tirs  100 倍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38 云凝结核计数器 CCN-100型  颗粒大小0.75-10μm 波长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39 高感度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LSM710  放大倍数 63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40 串联飞行时间质谱仪 Maldi TOF/TOF 型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41 石英晶体微天平 E4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42 高真空扫描电镜 JSM-639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43 全信息带电粒子动量谱仪 自定义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44 气相色谱-质谱仪 7890A-5975  CEI/CI 自动进样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45 共聚焦显微镜系统 FV-1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46 离子色谱仪 ADI-2080  检测线≥0.05μg/m3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47 显微镜激光共聚焦拉曼光谱仪 inVia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48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Spirit TWIN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49 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

 

Voyager-DE STR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50 重量法吸附分析仪 IGA-002 分析仪器/其他 复旦大学 上海 
851 多肽自动纯化色谱质谱联用仪 waters 2545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52 全基因测序仪 3130*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53 实验动物行为自动分析系统 *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54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FE-SEM S-48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55 近场扫描光学显微成像系统 定制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56 电喷雾飞行时间质谱仪 mircrOTOF  外标法 5ppm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57 自动化工作站 Biomek FX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58 高效液相色谱仪 12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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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9 带电子转移裂解源的离子阱-轨道阱组

 

LTQ Orbitrap XL ETD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60 气质联用仪 G3243A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61 高分辩活细胞工作站 ultraview vox system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62 纳升级超高压液相色谱仪 NanoAcquityUPL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63 四级离子阱-飞行时间质谱仪 AXIMA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64 超高效液相色谱-四级杆串联飞行时间

 

Synapt G2MS 型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65 扫描探针显微镜 Multimode V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66 超高通量基因分析系统 SOLID 3.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67 Affymetrix 多重用途基因芯片系统 GeneChip Scanner 3000 MegAllele System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68 高速分选型流式细胞仪 BD FACSAria Flow Cytometer: 3 Laser Basic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69 基因分析仪 3130X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70 色谱质谱联用仪 4000Q TRAP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71 流式细胞计 BD FACSAria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72 Cell Vizio 在体式荧光显微镜 488 型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73 超速离心机 Optima Max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74 等温滴定量热仪 ITC200 样品池：2 毫升；注射器：0.5 毫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75 振荡器 Coherent Mira 900-D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76 智能型傅立叶红外光谱分析仪 Nicolet 67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77 化学吸附仪 Auto Chem Ⅱ 292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78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达芬奇设计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79 扫描探针显微镜 Nanoscope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80 小动物活体三维成像系统 IVIS 200 型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81 显微喇曼/荧光光谱仪 inVia 型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82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00F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83 样品制备系统 环境温度：15-35℃/工作压力范围：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84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701F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885 高效液相色谱仪 E269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886 液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仪 ACQUITY UPLC-LCT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887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XRF-180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888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490LV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889 X 射线衍射仪 D/MAX2500VL/PC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890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Nicolet 6700 FT-IR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891 透射电镜 H8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892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Agilent 7500cx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893 制冷空调综合性能实验装置 无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894 色谱质谱联用仪 HP11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895 气质联用系统 GC/MS-QP201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896 串联质谱仪 API 32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897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Agilent 7500A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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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8 三维 PIV 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河海大学 江苏 
899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400N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河海大学 江苏 
900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河海大学 江苏 
901 人工气候环境模拟试验箱 SDJ500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河海大学 江苏 
902 土壤元素分析仪 AA800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河海大学 江苏 
903 微观结构测试系统 *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河海大学 江苏 
904 气体同位素质谱仪 MAT253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海大学 江苏 
905 综合热分析仪 STA 409 PC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河海大学 江苏 
906 三维测量及激光扫描系统 *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07 高效液相色谱 Hitachi L-2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08 循环单剪试验系统 WF25735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09 X 射线衍射仪 D8—Advane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10 超景深三维显微系统（三维成像仪） VHX-1000E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11 倒置式生物显微镜 TE3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12 稳态/瞬态/近红外荧光分析系统 QM/TM/NIR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13 气质联用仪 GCMS-QP2010U1tra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14 采用 PC 矩阵的大像幅图像分析和处理

 

KM-MPVS 组装定制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15 综合热分析仪 SETSYS—24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16 颗粒计数分析仪 Nano  2s 分析仪器/其他 湖南大学 湖南 
917 超高分辨傅立叶变换组合液质联用仪 LTQ Orbitrap Velos pro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18 分子结构测定仪（核磁共振仪） INOVA400NE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19 场发射透射电镜 Tecnai G2 F20 S-TWIN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20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 Quanta 2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21 荧光（显微镜）成像系统 PL3—TCSPC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22 气质联用仪 TRACE200P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23 冷均发射扫描电镜 JSE——6700F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24 高分辨质谱仪 MAT95×P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25 纳米粒度及 ZETA 电位分析仪 NaNOZS 分析仪器/电化学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26 DNA 合成仪 DNA23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27 同位素检测仪 TOPUNT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28 综合热分析仪 STA449C Juplter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2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30 荧光/磷光发光分光光度计 LS—55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31 毛细管电泳仪 P/ACE MDQ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3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689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33 电泳及成像系统 VDS—CL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34 活体荧光成像系统 M—MSI—500—F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35 荧光分光光度计 FIU orolog3-taU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36 超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301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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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7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Q-Advantag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38 倒置式生物显微镜 TE2000U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39 台式扫描电子显微镜 PHENOM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40 Zeiss 显微分光光度计 NSPL3488A/N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41 紫外可见红外光谱检测系统 IHR55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42 激光共聚焦倒置显微拉曼光谱 invia-reflex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43 高空高速摄影仪 59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44 人工环境及气候试验装置 组装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45 生物图像处理系统 MIS2000SP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46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ultra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47 气质联用仪 GCMS-QP2010 Ultra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48 多功能酶标仪 M1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49 H800 透射电子显微镜 D50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50 气质联用仪 GCMS-QP2010U1tra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51 液质联用仪(超高压液相色谱-三重四级

 

1290/6460 Triple Quad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52 激光拉曼光谱仪 2ABRAM——01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53 全自动生物鉴定系统 Mircr Station 分析仪器/其他 湖南大学 湖南 
954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500+IV7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55 高速运动图像分析系统 hg-LE（4 组）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56 电离质谱仪 LCQ ADVANT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57 扫描探针显微镜 SPA—4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58 生物显微镜 SNOW23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59 流式细胞仪 Quant SC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60 核磁共振波谱仪 400MH2 AVANCE III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61 聚焦扫描显微镜 FV1000MPE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62 流式细胞仪 FACSC 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963 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 
964 光学流变显微镜 LV 100POL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 
965 差示扫描热量计 MiCRO DSCⅡ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 
966 液乡色谱质谱联用仪 1200-6120B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 
967 荧光光谱仪 Flnorolog-3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 
968 扫描探针显微镜 NanoScope Ⅲa MultiMode AFM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 
969 X 射线衍射仪 D/max2550VB/PC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 
970 顺序扫描荧光光谱仪 XFR-180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 
971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JSM-84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972 三级激光拉曼光谱仪 T64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973 样品处理仪 FX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974 多肽合成仪 433A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975 傅立叶红外光谱分析仪 87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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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6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Lambda 95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977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PRO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978 光谱仪 ANDOR ME 5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979 液相四级杆飞行时间串联质谱仪 synapt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980 飞行时间质谱仪 4800Plu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981 X-射线单晶衍射仪 SMART APEXII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982 核磁共振成像系统 Siemens Magnetom Trio I-class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983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EICA TCS SP5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984 X 射线粉末衍射仪 Ultima IV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985 X 射线粉末衍射仪 Ultima IV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986 流式细胞分析系统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987 分子成像超高真空设备 定制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988 红外热像仪 VCr58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989 核磁共振波谱仪 VNMR-SYS-400WB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990 高分辨率可视化设备 VS-67PH50U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991 多功能酶标仪 Aynergy-4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992 气质联用仪 HP7890-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993 色谱质谱联用仪 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994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S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995 流动注射分析仪 LACHAT-HACH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996 微波探针平台 CASCADE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997 介电频谱仪 BDS4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998 全自动流式细胞分析分选系统 FACSAria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999 全自动遗传分析仪 313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00 紫外显微荧光光谱测试 LABRAM HRUV-VISIBLE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01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XRF-180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02 元素分析仪 VARIO MICRO CUBE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03 流动注射分析仪 LACHAT QC85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04 高分辨质谱仪 GCT PREMIER TM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05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II3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06 蛋白质纯化系统 AKTAPURIFIER 100SYST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07 真空型付立叶光谱仪 BRUKER VERTEX80V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08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PERKINELMER LAMBDO95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09 流式细胞仪 FACScan/STAR PLU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10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500MHZ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11 高通量筛选酶标仪 HT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12 X 射线衍射仪 D8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13 4 通道理化学分析仪 San plus system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14 植物生理及环境检测仪 PTM-48A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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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液相串联四级杆质谱仪 *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16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35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17 全谱电感等离子光谱仪 VARIAN 710-ESAXIAC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18 单晶衍射仪 SMART APEXII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19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30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2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 DSQII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21 CCD 光谱仪 LN/CCD-400E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22 伏里叶红外光谱仪 NEXUS67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23 气相色谱仪质谱联用仪 AGILENT 6890/5973N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24 全自动间断化学分析仪 SMARTCHEM 2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25 气质联用仪 *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26 气体分析仪 QMG700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27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JSM-5610LV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28 元素分析仪 Vario Macro CNS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29 岩芯断层扫描仪 MSCL-XCT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30 智能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FV10i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31 便携式光合-荧光测量系统 LI-6400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32 蛋白纯化仪 AKTA PURIFIER-1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33 正立相差微分干涉荧光照相显微镜 AXIOIMAGER A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34 核磁共振波谱仪 Varian-700MHz NMR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35 质谱仪 1200HPLC micrOTOF Q Ⅱ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36 稳定同位素比质谱仪 Delta V Advantag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37 气质谱联用仪 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38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1200-613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39 核磁共振波谱仪 Bruker- AVANCEIII 600MHz NMR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40 多接收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Neptune MC-ICP-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41 落地超速离心机 Optima L-90K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42 X 射线生物学辐照仪 RS-2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43 激光扫描成像系统 Pharos FX plus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44 液相色谱-电喷雾飞行时间质谱仪 1200HPLC micrOTOFII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45 核磁共振波谱仪 Bruker-AVANCEIII 300MHz NMR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46 变温探测台 K20P4-6R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47 气相色谱质谱连用仪 120150-T230l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48 XRD 粉末衍射仪 D8Advanc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49 电子显微镜 JEM21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50 原子荧光光度计 AFS-9230/SA-1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51 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IRIS II XSP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52 傅立叶光谱仪 NEXUS 67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53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1100L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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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4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W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55 博立叶红外光谱仪 8400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56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SATURN21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57 等离子光谱仪 ICAP6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58 高性能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TRACE DSQ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59 多通道采样处理器 96-channel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60 多通道采样处理器 96-channel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61 扫描电子显微镜 日立 S-48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62 电位分析仪 Zetasizer NanoZS 分析仪器/电化学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63 超声分子束装置 真空度 2X10/1200L/S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64 核磁谱仪 DSX-3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65 全谱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IRIS INTREPID II XSP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66 稳定同位素质谱计 DELTA PLUS XP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67 高分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ELEMENT 2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68 离子色谱仪 ICS-25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69 萃取仪 ASE20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70 浓缩仪 HT12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71 原子吸收光谱仪 M6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72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8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73 倒置显微镜系统 IX8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74 全自动微阵列生物芯片 48-SLIDE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75 蛋白快速分离仪 PF 2D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76 综合热分析仪 STA449C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077 气质联用仪(GC-MS) Agilent5973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078 凝胶色谱仪 1100 型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079 噪声测试系统 N-840-C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080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Pro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081 10 通道 PULSE3560C-E05 型噪声、振动

 

3560C-E05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082 数字式高速摄影机 Red lake HG-look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083 同步热分析仪 STA449C/3/MFC/G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084 制备液相色谱系统 Prepstar 218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08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086 扫描式探针显微镜 SPA-300HV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087 超临界水氧化系统 SCWO-25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088 三维激光扫描系统 徕卡 SCANSTATION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089 倒置显微镜 Axio Obserber A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090 超临界逆溶剂造粒系统 SAS5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091 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Perkinelmer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092 磁悬浮天平 NL-2006-00384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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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3 全自动程序升温化学吸附仪 AUTO CHEMⅡ292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094 扫描探针显微镜 PicoForce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095 凝胶色谱-气质联用仪 GPC GCMS-QP2010 Ultra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096 台式显微镜 TM-30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097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 900T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098 气质联用仪 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099 液质联用仪 Agilent 1200-6410B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100 流式细胞仪 EPICS XL-MCL 4-Colo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101 快速纯化工艺开拓系统(高压蛋白纯化

 

AKTAexplorer 100 System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10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DS&II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103 多功能离子色谱仪 ICS-5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104 气相色谱-质谱仪 7890A-5975C 型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105 离子色谱仪配件 ICS-3000 型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106 石英晶体微天平 *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107 纸浆留着率检测仪 TCT-2302 分析仪器/其他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108 X 射线计算机段层扫描仪 Hamer 160x1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109 共聚焦显微镜 TCS.SP5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110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A3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111 小角 X-射线散射仪 SAXSess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112 倒置显微镜 DMI6000B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113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EVO18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114 广角度静态激光散射仪 ALV-CGS-3 型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115 光学控制膨胀仪 Tommi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116 多功能离子色谱 DIONEX ICS-3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117 多功能离子色谱仪 ISC-3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118 气质联用仪 7890A-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119 放射性测定扫描仪 YXLON 牌 Y.CTVNTVERSAL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120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Tensor 27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121 圆二色光谱分析仪 MOS-45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122 扫描电子显微镜 EVO-18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123 X 射线荧光探针 EAGLEⅢ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24 紫外成像仪 M001036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25 测序仪 ABI 3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26 园二色光谱仪 J-81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27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28 电镜制样系统 682-691-565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29 气相色谱仪 SATURN2100T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30 正置激光共焦显微镜 FV3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31 共聚焦显微镜 FV5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5928 台（套） 

98/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132 膜片钳分析系统 AXOPATOH200B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33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VERTEX7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34 膜片钳分析系统 Axon200B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3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36 透射电子显微镜 FEI Techan G2 12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37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5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38 凝胶分析系统 IMAGE SCANER II、TYPHOON 944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39 双向电泳系统 IPGphore II 、 dalt six、 DALT twelve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40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41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1100LC-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42 高温高压腐蚀测试仪 Wv-17002 分析仪器/电化学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43 扫描探针显微镜 SPA 4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44 超速离心机 WTSR-2P400SE18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45 流式细胞仪 LSR-II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46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Y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47 离子成像系统 IX71/FV3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48 库阵列电位化学高效液相 5600A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49 汞在线分析仪 SM3&VM3000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50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51 多污染物联合脱出中心 非标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52 双光子激光扫描显微镜 LSM51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53 便携式红外分析仪 DX-4000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54 多功能悬浮式点阵仪 Luminex TM 2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55 激光器共聚焦显微镜 FluoView? FV1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56 便携式气相色谱仪 micro-GC 3000A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57 多光谱荧光分析系统 PML-SPEC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58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激光光谱

 

LAMBDA 95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59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EIAMDRC-EICP-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60 全内反射系统 QNS2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61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4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62 在体电生理系统 700B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63 微阵列芯片系统 SmartArrayer48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64 高通量细胞因子分析仪 3000 7G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65 组织膜片钳系统 Multiclamp700B/Digital1322A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66 核磁共振波谱仪 Z101355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67 遗传分析仪 3130 基因分析仪 627-004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68 遗传分析系统 CEQ88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69 高效液相色谱仪（2695） Waters 269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70 显微镜系统 IX7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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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1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72 随机扫描系统 组装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73 激光共聚焦升级显微系统 CI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74 荧光定量 PCR 仪 7900HT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75 流式细胞高速分选装置 VANTAGE SE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76 遗传分析仪 3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77 手术显微镜 T40 M52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78 液相质谱联用仪 LCQ DECA XPplu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79 超薄切片系统 A-117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80 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G2 2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81 场发射扫描电镜 SLRION2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82 环境扫描电镜 Quanta 2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83 短波红外热像仪 TAURUS 81KS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84 荧光定量 PCR 系统 7900HT FAST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85 液相色谱质谱仪 TSQ QUANTUM ACCES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86 激光扫描成像系统 RCVDIution XD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87 ICP 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TraceScan Advantage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88 中波红外热像仪 TAURUS 110KM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89 多光子共焦成像设备 MRC-1024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90 微量超速离心机 CS150GX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91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X-RAY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92 红外线热像仪 VARIO CAM HEAD 68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93 化学吸附仪 AutoChemII292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94 热分析系统 DTA7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95 高温高压热分析仪 Thermax 50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96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FV1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97 多通道震动噪声信号采集器 LMS.SCM05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98 生物芯片扫描仪 Mx3000P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99 色谱质谱联用仪（气质联用仪） MSD 5975B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200 高分辨凝胶净化系统 WatersⅢ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201 蛋白相互作用阵列系统 ProteOn XPR36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202 流式细胞仪 LSR-II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203 高速摄象机 4QUIKE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204 电化学分析测试仪器 SOLAROM 分析仪器/电化学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205 流式液相芯片分析系统 Facsarray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206 流式细胞计 FACSCANTOII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207 热综合分析仪 STA 409C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208 傅里叶红外光谱仪 EQUINOX 55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209 元素分析仪 SHNS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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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材料流动性能测定系统 DOZYLAB/PC300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211 微传感器芯片激光扫描系统 AD15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212 双通道膜片钳系统 250mv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213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Lumazone FA 2048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214 流式细胞仪 FACSARIA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215 长波成像仪 Thermovisi10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216 傅立叶变换热红外光谱仪 102f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217 细胞核转染仪 Nucleofector? 96-wel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218 激光细胞扫描仪 CYTE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219 流式细胞仪 FACSCAC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220 离子成像系统 TE2000/CoolANAP HQ2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22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A-QP201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22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23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8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24 毛细管电泳仪 P/ACETM MDQ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25 热分析仪 DSC200PC/TG209C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26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STURN 2000 ICP-38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27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20A-LCMS-TOF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28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20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29 生物大分子相互作用仪 BIACORE 3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30 激光共聚焦显微拉曼光谱仪 inVia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31 蛋白质纯化系统 AKTA Explorer 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32 脉动真空灭菌器 BH-2VEP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3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34 全自动基因分析仪 313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35 超速离心机 LE-80K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36 测序仪 373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37 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仪 SFX22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38 遗传分析仪 43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39 激光共聚焦仪 SP2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40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P-AE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41 高效液相色谱仪 Prostar 23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42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1100 LC/MSD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43 超速冷冻离心机 LE-80K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44 气相色谱-质谱仪 CP-3800/SATURN22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45 多功能激光扫描仪 TYPHOON TRIO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46 磷屏成像系统 FLA5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47 制冷机 SG-LZMT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48 遗传分析系统 LICOR43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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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9 超薄冷冻切片机 UC6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50 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 2690 系列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51 全自动酶免工作站 EVO 150-8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52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LSM 510 META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53 毛细管电泳仪 P/ACE TM MDQ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54 DNA 芯片技术全套设备 GMS417,GMSTM418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55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390LV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56 气相色谱-质谱连用仪 GC6890-MSD5975B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57 毛细管电泳仪 P/ACE-MDQ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58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SQ QUANTUM ACCES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59 DNA 系列分析仪 ABLPRISN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60 液相色谱四极杆飞行时间质谱仪 Q STAR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61 高效液相色谱仪 Prostar 230/330/36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62 透射电子显微镜 H765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63 多通道微量量热仪 TAM3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64 DNA 测序仪 377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65 电子舌 *ASTREE II 分析仪器/电化学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66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7700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67 电子鼻 *FOX4000 分析仪器/电化学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68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ACQUIYUPL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69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UPLC H-CLAS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70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PI55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7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5975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72 成像光谱仪 *HS-VNR8 NR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73 串联质谱仪 4800PLU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74 流动注射分析仪 Smartchem2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75 基因分析仪 35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76 液相色谱仪 DIONEX ULTIMATE3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77 流式细胞仪 FC5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78 全功能型组合式稳态/瞬态荧光光谱仪 *FLS92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79 诊断试纸条点样仪 AD3200+700A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80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PI 55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81 四极杆串联线性离子阱质谱仪 4000QTRAP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82 衍射仪 *D8 ADVNC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8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 DSQⅡ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84 氨基酸分析仪 *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85 液相色谱仪 269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86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5975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87 定量遗传分析系统 Q96LD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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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8 碳氮元素分析仪 Vario MAX CN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89 液质联用仪 UPLC-Premier X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90 流式细胞仪 SC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91 气质联用仪 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92 定量遗传分析系统 75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93 荧光正置显微镜 "Axio scope  "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94 基因分析仪 373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95 全生育期植株表型自动分析平台 **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96 定量 PCR 仪 lightcycler 2.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97 精子质量分析系统 *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98 激光捕获显微分离系统 AS LMD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299 超高压金刚石对顶砧低温光谱测量系

 

CO2-011-001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00 聚焦离子/电子双束系统 Helios NanoLab 600i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01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WATERS E2695/TQD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02 超薄切片机 EMUC7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03 流式细胞仪 FACSARIA II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04 近红外光谱分析仪 *Antaris2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30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 DSQ-MASSTRACE DSQ-MAS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306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5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07 荧光光谱分析系统 QM/TM/NIR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08 X 光机(X 射线衍射仪) SMART-APEX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09 电子探针 JEOL-82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10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700F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11 FT-拉曼光谱仪 RFS 100/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12 全自动程序升温化学吸附仪 Autochem 11292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13 荧光光谱仪 FL-3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14 显微公焦拉曼光谱仪 inVia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15 宽波段显微光路高压真空红外光谱仪 组装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16 高温激光热导仪 LFAPT 100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17 遗传分析仪 ABI313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18 有机样品真空热升华性能分析,提纯仪 JTU-S-20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19 组合式多功能 X 射线衍射仪 TTRIII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20 X 射线显微分析仪 EMX-SM7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21 扫描电子显微镜 X-65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22 顺磁共振波谱仪 ER-200D-SRC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23 光电子能谱仪 ESCALAB MARK Ⅱ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24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PW1404/10    KV:100KV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25 组合式多功能 X 射线衍射仪 Ultima IV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26 荧光光谱仪 FM-4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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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7 飞行时间质谱仪 AXIMA CFR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28 光谱分析系统 DH720-18F-03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29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00F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30 震动噪声测量系统 SCADASIII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31 Zeiss 扫描电镜 EVO18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32 制备型超速离心机 Optima L100X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33 多功能光谱仪系统 T64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34 快速反应停留分析仪 MOS-450/AF-CD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35 稳态/瞬态荧光光谱仪 fls920P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36 质谱仪 MM54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37 质谱仪 MAT251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38 气质联用仪 ITQ11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39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 - 2000FX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40 目标蛋白快速分离系统 PROTEOMELAB PF 2D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41 超速离心机 HITACHI CS150GXII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42 X 射线衍射仪 D/max-2550VB+/PC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43 X 射线衍射仪 XRD-600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44 光栅型拉曼光谱仪 T64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45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MS 2010EV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46 多功能圆二色光谱仪 MOS-450/AF-CD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47 单晶衍射仪 18KW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48 扫描探针显微镜 SPA-4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49 组合化学分析系统 D8GADDS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50 ICP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3300DV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51 扫描电镜 SSX-55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52 X 射线衍射仪 P3/R3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53 电子自旋共振谱仪 JES-FA2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54 CCD 单晶衍射仪 SMAT APEX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5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 DSQ-Mas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56 综合热分析仪 STA449C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57 分子束外延/扫描探针显微镜/光电子能

 

UHV750VT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58 显微激光共聚焦拉曼光谱仪 RM 1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59 红外光谱仪 IFS66V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60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510A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61 x 射线衍射仪 Rigaku D/max2500PC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62 傅立叶红外变换光谱仪 Nicolet 67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63 荧光光谱仪 AXIOS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64 核磁共振谱仪 AV III4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65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R-AXIS Rapid - F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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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6 红外光谱仪 IFS66V/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67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QSTAR LCMS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68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700F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6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 M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70 激光扫描共聚焦荧光显微镜 FV1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71 扫描探针显微镜 dimension 31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72 微型胶电泳系统 WESTEPN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73 核磁共振波谱仪 300MHZ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74 DNA 测试仪 AB131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75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Vertex 80V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76 电化学 C－V PN4400 分析仪器/电化学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77 光电子能谱仪 ESCALAB25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78 组织脱水机 VIP-E3000F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79 太阳光模拟与光谱特性测试系统 IPCE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80 X 射线衍射仪 XRD-600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81 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301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82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F2O S-Twin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83 固体核磁共振波谱仪 INFINITY 4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84 CCD 单晶衍射仪 Smart 100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85 激光共焦扫描显微镜 OLS3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86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700F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1387 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388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Z/2690 XE/996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389 蛋白质快速纯化工艺开拓系统 AKTA explorer 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39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 MS/G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391 液相层析系统 AKTA purifer System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392 激光光散射系统 ALV/DLS/SLS-5022F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393 多功能光谱测量系统 SP-2558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394 电子显微镜 Quanta 2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395 毛细管电泳系统 P/ACE MDQ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396 高效液相色谱仪 11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397 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串联飞行时间

 

ultrafleXtrem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398 动态热机械分析仪 DMAQ80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399 全自动蛋白质分离纯化系统 AKTA avant 25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00 多维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岛津 MDGC/GCMS-201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01 生物芯片点样仪 Sprint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02 多角度激光光散射凝胶色谱系统 DAWN HELEOS Ⅱ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03 荧光双向电泳系统 Ettan 2D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04 全功能型稳态/瞬态荧光光谱仪 FLS92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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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5 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四级杆质谱联用

 

UPLC-TQD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06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07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08 离子色谱仪 ICS5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09 扫描电子显微镜 su151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10 高通量快速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7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11 质谱仪 micro mass platform LCZ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12 纳升级蛋白结晶工作站 mosquito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13 串联质谱仪 micromass Quatro L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14 差示扫描量热仪 Q200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15 高效液相色谱仪 2767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16 双向荧光差异凝胶电泳 TYPLLOON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17 蛋白质快速分离系统 AKTA avant 25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18 蛋白纯化系统（快速纯化液相色谱系

 

AKTA avant 25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19 基因测序仪（一体化个人测序系统） Miseq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20 人体扫描系统 VITUS SMART XXL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21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22 三重四级杆液质联用仪 TSQ quantum Ultra EMR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23 酶标仪 synergy H4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24 单四级杆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Ultra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25 液质联用仪 Q Exactiv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26 显微共聚焦拉曼光谱仪 LabRAM HR Evolution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27 酶解反应及糖化反应系统 SES-05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28 旋流器 HC10X14/10-8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29 灭菌、脱水及干燥系统 SES-07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30 气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仪联用仪 5975i GC/M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31 全数字化核磁共振波谱仪 Aduance Ⅲ 400MHZ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32 圆二色光谱仪 MOS-45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33 三重四级杆气质联用仪 TSQ Quantum XL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34 电子自旋共振波谱仪 EMXplus-10/12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35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8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36 超速离心机 L100X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37 蛋白纯化系统 AKTAPoilt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38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71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39 液相色谱四极飞行时间串联质谱联用

 

MALDI SYNAPT M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40 多模式扫描探针显微镜 5100AFM/SPM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41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21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42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H-765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43 全自动生物分子相互作用分析系统 BIACORE X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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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4 电喷雾-离子阱-飞行时间质谱仪 岛津 LCMS-IT-TOF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45 快速纯化液相色谱系统 AKTA avant 2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46 显微共聚焦拉曼光谱仪 inVia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47 流式细胞分选仪 FACSAriaII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48 在线近红外光谱仪 Antaris MX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49 气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仪 1200L/GC-MS-M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50 基因测序仪 313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51 X 射线衍射仪 D8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52 傅里叶变换质谱仪 APEX II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53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Lambda 95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54 真空紫外光谱仪 248/310G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55 液相色谱仪 Waters 2996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56 激光拉曼分光光度计 SPEX143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57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EM400T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58 液相色谱仪 Waters 2996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59 全自动比表面积物理吸附仪 ASAP2020M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60 时间分辨荧光光谱仪 FLS92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61 电子自旋共振谱仪 JES-FA3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62 双光束圆二光谱仪 DSM1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63 流式细胞仪 FACSCanto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64 显微拉曼光谱仪 HR8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65 气质联用仪 Trace DSQ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66 高温超导磁悬浮测试系统 SCML-02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67 综合热分析仪 Diamond TG/DTA,DSC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68 超薄切片机 UCT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1469 核磁共振波谱仪 INOVA 600NB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70 纳米超微操纵仪 MM3A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71 离子阱质谱仪/液相色谱仪 Esquire6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72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III 4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73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III 4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74 双光子激光扫描显微镜 ZEISS510META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75 植入式生理遥测系统 DQART3.0GOLD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76 DNA 分析系统 4200L-2D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77 DNA 检测分析仪 CEQ2000n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78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79 等离子质谱仪 PQ EXCELL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80 动态热机械分析仪 SDTA861e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81 元素分析仪 vario EL cube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82 低压电泳仪 P/SCE MOQ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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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3 扫描电子显微镜 SU-15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84 变温磁光克尔效应测试系统 nanoMOKE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85 磁力显微镜 MFP-3D-SA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86 DNA 测序仪 3130X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87 WAVE 核酸片段分析系统 WAVE2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88 全自动流动注射仪 FIAstor 5000 Analyze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89 研究级电动万能显微镜 AX8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90 红外光谱仪 TENSOR？27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91 有机制备仪 非标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92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G2 F3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93 分光光度计 lambda95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94 等温滴定量热仪 itc20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95 超速离心机 CP100WX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96 台式扫描电子显微镜 S-3400N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97 氨基酸分析仪 A2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98 流式细胞仪 FACS canto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499 色谱质谱联用仪 HP5988A GC/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500 双光共聚焦荧光显微镜 MPE FV1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501 固体核磁共振波谱仪 AV400WB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502 核磁共振波谱仪 300M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503 核磁共振波谱仪 Mercury Plus 3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504 X 射线衍射仪 PW3040/6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505 年轮分析工作站 BE26-0497BS2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506 粉末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Pro MPD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507 高速摄象机 UITIMA APX-R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508 气体同位素质谱仪 MAT253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509 便携式地物光谱仪 FR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510 全自动血凝分析仪 CA-7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511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8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512 全细胞双通道膜片钳 EPC 10 型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513 家畜温室气体采集系统 SF6 Trace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514 红外光谱仪 TENSOR？27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515 自动核酸蛋白纯化工作站 BioRobot 8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516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380Ly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517 高效液相色谱仪 LC-10ATVP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518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SMART APEXII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519 微生物自动分析仪 Biolog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520 氨基酸分析仪 A2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521 双通道纳瓦级微量量热 **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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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 电子显微镜制样设备 model 691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23 红外光谱仪 VERTEX70v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24 流式细胞仪 BD LSRFortessa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2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N /5973I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26 探针测试台 CRX-4K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27 遗传分析系统 CEQ 8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28 制冷机 PT403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29 太赫兹源 TM800-5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30 电子顺磁共振波谱仪 A300-9.5/12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531 稳定同位素比质谱仪 MAT253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532 激光显微拉曼光谱仪 inVia-Reflex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533 X-射线荧光光谱仪 PW2403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534 离子色谱仪 ICS-25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535 紫外可见荧光光谱仪 FLS920T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1536 半导体特性分析系统 4200 分析仪器/其他 南京大学 江苏 
1537 X 射线粉末衍射仪 D8 ADVANC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38 振动圆二色谱仪 PMA5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39 智能重量分析仪器 IGA 10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40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41 光电子能谱仪 K-Alpha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4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43 电子能谱仪 PHI5000 Versaprobe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44 探针测试台 *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45 样品制备仪 1010 型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46 气质联用仪 DSQ11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47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5300DV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48 光谱系统 SP25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49 多光谱成像、活体成像系统 EX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50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 X serie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51 流式细胞分析仪 BD LSRFortessa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52 X 射线衍射仪 2.0kw，NF_Cu 靶，垂直测量角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53 空气质量分析仪 AF22M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54 孔隙化学吸附分析仪 ASAP-2020/0.0005m2/g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55 共焦控曼光谱仪 Renishanplc/*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56 等温滴定量热仪 ITC20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57 荧光光度计 HJY FM-4-TCSPC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58 液相色谱质谱仪 1290/646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59 可见光到近红外高光谱成像光谱仪 hypersper Vnir n-serie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60 近红外高光谱成像光谱仪 hyperspe NIR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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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1 光谱仪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62 扫描电子显微镜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63 时间分辨红外光谱仪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64 扫描电子显微镜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65 高速摄像机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66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67 PCR 自动系列化分析仪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68 元素分析仪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69 低温真空探针台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70 近红外图像探测系统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71 X 射线衍射仪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72 傅里叶红外光谱仪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73 PCR 自动系列化分析仪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74 纳米光谱仪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75 红外紫外电子显微镜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76 单分子荧光微光区光谱显微镜系统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77 同位素质谱仪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78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79 固体核磁共振谱仪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80 双光谱仪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81 连续流质谱及微量进样系统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82 可调谐脉冲光学参量系统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83 X 射线衍射仪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84 X 射线衍射仪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85 高分辨率等离子质谱仪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86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87 X 射线衍射仪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88 核磁共振波谱仪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89 X 光衍射仪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90 多肽合成仪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91 DNA 分析仪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92 电化学石英晶体微分析系统  分析仪器/电化学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93 扫描电荷耦合摄像仪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94 图形数字转换仪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95 激光共聚焦荧光显微镜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96 工艺开拓蛋白纯化系统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97 高分辨多接收等离子质谱仪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98 气质联用仪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599 稀释制冷机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fieldspec 3 hi-res
multimode
IFS-66/S
QUANTA200
711
KAPPA APEXDUO
viiA7
Vario MICRO/CHNS&lt;0.1%ads 
CRX-4K
XC137-025Hz
ULTIMA-3
Spectrum GX
7300
NT-MDT
BX51TRF/观察不透明物中的包裹物

X71
VG354/质量范围 1-270at 8KV 分辨率

JSM-6490
AVANCE 3
U1000
DELTAplus GasBench/C,N,O,S,H 等同位素

Sunlite OPO
D8
D1SYSTEM/3KW 15-60KV
ELEMENT HR-ICP-MS
LAMBDA900uv/200-2500nm
D/MAX-uL TIMA3
ARANCE 300
X''''PERT PRO MRD
SQPS-220
3100/*
VMP-40/283/*
Model 794
MA6BA6
Lsm710
900/温度/压力/PH/OD
NEPTUNE plus
DSQ11
DR 2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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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H-765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01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02 色谱质谱联用仪 LCMS-202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03 圆二色光谱仪 J-810/163-9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04 荧光显微镜 AX10PLAN/*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05 单晶衍射仪系统 Apex2/CCD4K 低温液氮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06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PA300HV/0.1nm-150Mm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07 BIACORE X System biacor X/*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08 热分析仪 STA449C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09 高效液相色谱仪 Alliance269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10 气相色谱-质谱仪 GCMS-201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11 单晶分析仪 Apex/CCD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12 激光扫描成像仪 9410/最大分辨率 5u 可见光 紫外 激光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13 蛋白质纯化开拓系统 AKTA18111241002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14 X 射线衍射仪 XPERT/0-140C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15 流式细胞计 FACScalibu/*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16 热分析质谱联用仪 STA-449C/RT-1500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17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SX55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18 高性能四级离子井质谱仪 LCQ Fleet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19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Hitachi-3400N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20 稀释制冷机系统 MX400/&lt;20MK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21 近场光学测试系统 MV-4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22 阴极荧光谱仪 MONOCL3+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23 热电测量系统 ZEM-3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24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M6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25 扫描电子显微镜 XL-3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26 液质联用仪 LCQ Advantage Max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27 红外热像仪 SC300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28 微区分光光度计 8-station CLAMS for mice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29 热分析系统 Pyris l DSC/0.2uw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30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F2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31 电子探针显微分析仪 JXA—81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32 多功能酶标仪 Safire/96 孔板 384 孔板 紫外 荧光 化学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33 等离子质谱仪 7500A 四级杆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34 色谱质谱联用仪 MARINER ESI-TOP/*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35 X 射线衍射仪 XTRA/3KW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36 分光光度计 LAMDA9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37 飞行时间质谱仪 GC-TOF/70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38 固体同位素质谱仪 TRITON TI/3-340M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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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9 集成型单级拉曼测试平台 HR-800/光谱范围 200－1000nm 最低频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40 加速溶剂萃取仪 ASE35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41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ARL9800X/4.2KW 60KV 140MA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42 凝胶渗透色谱仪 PL-GPC 120 Plu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43 电子顺磁共振波谱仪 EMX10/12 波段:0～140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44 ICP-MS 等离子质谱仪 ELAN9000/无机元素分析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45 四园单晶 X 射线衍射仪 CAD4SDP44/*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46 电子探针 X-射线分析仪 JXA-8800M/1-4KV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47 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DPX 3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48 流式细胞计 SORP FACSARIA II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49 核磁共振仪 AM-500/500 兆 11.7T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50 气体同位素比值质谱仪 MAT252/G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51 扫描探针显微镜 NanoScopeⅢ型/AFM STM ±3mm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52 动力学光谱系统 SFM-3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53 多检测凝胶色谱仪 M515/DAWN/30mw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54 X 射线衍射仪 D5000HR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55 电喷雾质谱仪 LCQ/M/Z=50～185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56 检测系统 BTC262E/61E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57 数字化扫描电镜 KYKY2800/4.5nm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58 PCR 仪 7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59 扫描电子显微镜 1530VP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60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光谱仪 iCAP63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61 基因分析仪 Genome Analyze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62 荧光光谱仪 Fluorolog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63 液质联用仪 6210 TOF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64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Nova NanoSEM23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65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21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66 电子衍射仪 RHEED 30 DP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67 气体同位素质谱仪 MAT-253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68 荧光显微镜系统 *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69 等离子光谱(ICP) JY38S/PPB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70 低温探针测试台 5k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71 激光拉曼显微镜 SYSTEM RM1000/400nm-1000nm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72 三重四联杆液质联用仪 API40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73 流式细胞计 BD FACSCalibur 4 CL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74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EQUINOX55/700-30cm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75 扫描探针显微镜 SPA－300HV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76 大赫兹光谱仪 THZ-TD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77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4000EX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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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8 超真空薄膜蒸发系统 *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79 三维激光扫描仪 ScanStation2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80 傅立叶显微红外光谱仪 NICOLET6700,ONTINIU UM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81 X 射线衍射仪 D/MAX-RB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82 倒置式生物显微镜 TE2000-V/1000 倍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83 X 射线荧光光谱岩芯扫描仪 Avaatech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84 傅丽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Nexus87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85 高分辨光荧光扫描成像光谱仪 in-Via-Reflex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1686 气质联用仪 Trace DSQII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687 便携式地物波谱仪 Fieldspec3HiRes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688 气—质联用仪 6890/5973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689 气质联用仪 TRACE DSQ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690 质谱仪 MALDI-TOF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691 液质联用仪 XP PLU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692 斑点切取仪 Spot Cutt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693 多功能凝胶成像系统 Versal Doc 3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694 基因芯片点样系统 PIXSYS 55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695 全自动移液系统 MOLTIPROB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696 串联飞行时间质谱仪 ultraflextrem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697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71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698 超高压液相色谱仪 1200 infinity Serie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699 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平台（一期） *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00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01 三维激光扫描成像系统 RIEGL VZ-1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02 等温滴定微量热仪 ITC20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03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UPLC H-clas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04 调制叶绿素荧光成像系统 MAXI IMAGING-PAM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05 调制叶绿素荧光成像系统 MAXI IMAGING-PAM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06 全谱直读电感耦合器等离子体发射光

 

710-E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07 气相色谱--四极杆质谱仪 320-MS GCM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08 高通量测序系统 Hisq2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09 多功能成像系统 Typhoon Trio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10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MS-202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11 超高压处理系统 S-FL-850-09-W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12 高效液相色谱仪 E269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13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及药敏分析系统 Vitek 2 compact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14 自动快速蛋白纯化系统 AKTApurifie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15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LSM71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16 正置式显微镜 Axio Imager A2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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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7 元素分析仪 VarioELⅢ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18 荧光光切分析系统 AxioOlserverZ1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19 气质联用仪 GCMS-QP2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20 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21 虚拟显微镜 Dotslide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22 测序仪 377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23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3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24 基因分析仪 313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25 基因分析仪 313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26 基因分析仪 3130X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27 气质联用仪 Aigilent T890A/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28 高效液相色谱仪 HPLC12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29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7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30 超薄切片机 UC7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31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32 便携式地物光谱仪 Field Spec3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33 流式细胞仪 Epics XL-MC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34 激光共聚焦生物芯片扫描 SCANAPRAR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35 超速冷冻离心机 OPTIMA 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36 二维液相色谱 2D-L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37 流式细胞仪 JAcscalib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38 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OPTIMA 21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39 超速冷冻离心机 OPTIMA L-100X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40 便携式地物波谱仪 Field Spec3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41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42 液相串联-质谱联用仪 RRLC1200/6410B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43 高光谱地物反射仪 FIELDSPEC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44 激光共聚焦荧光显微镜 TCS SP2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45 电子显微镜系统 *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46 流式细胞分析系统 EPICS X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747 离子色谱仪 ICS-5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南开大学 天津 
1748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8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南开大学 天津 
1749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NightOWLⅡLB983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南开大学 天津 
1750 全数字化核磁共振谱仪 AVANCE III 400M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南开大学 天津 
1751 全数字化核磁共振谱仪 AVANCE III 400M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南开大学 天津 
1752 活细胞高速弱光工作站 IX81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开大学 天津 
1753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南开大学 天津 
1754 流式细胞仪 LSR Fortessa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开大学 天津 
1755 小动物成像仪 LuminaII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南开大学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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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6 低温超高速离心机 Optima L-100X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开大学 天津 
1757 等离子体质谱仪 Xseries2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58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59 卡尔维量热仪 C8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60 近红外光谱仪 N17E-NIR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61 电子顺磁共振波谱仪 A300-10/12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62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63 场发射球差校正电镜 Titan80-3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64 串连质谱联用仪 API32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65 飞行时间质谱 MALDI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66 离子阱质谱仪 Ion Trap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67 电喷雾飞行时间质谱仪 1200HPL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68 激光热导仪 TC-9000H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69 稳定同位素比质谱仪 DELTA V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70 多晶结构分析仪 D/max-2500/PC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71 扫描探针显微镜 Nanoscope5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72 离子色谱 ICS2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73 透射电子显微镜 B 型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74 顺磁共振谱仪 JEOL FA-2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75 扫描探针显微镜 NanoManVS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76 显微共焦拉曼光谱仪 INVA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77 基质辅助激光电离飞行时间质谱仪 AutoflexI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78 流式细胞仪 FACSAriaⅡ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79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 Quanta2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80 双光子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MPE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81 气相色谱/四级杆质谱 Quattro micro GC Ga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82 扫描探针显微镜 XE-1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83 圆二色光谱仪 J-715-150L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84 等温滴定微量热仪 VP-ITC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8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HP5937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86 富立叶红外拉曼光谱仪 Spectrum Gx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87 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AC-200P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88 场发射透射电镜 JEM-2010F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89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200CX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90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301F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91 分光光度计 LAMBDA95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92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 UPLC/Quattro Premier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93 场发射环境扫描电镜 QUANTA 200 FEG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94 电子显微镜及能谱仪 JEM-201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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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5 高功率 X 射线衍射仪 D/max-255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96 大功率单晶衍射仪 R-Axis—Spider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97 场发射超高分辨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7401F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98 质谱仪 LTQPX-10856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799 付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Nexus 67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00 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IRIS Intrepid 2 XSP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01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RIS ADVANTAGE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02 元素分析仪 PE2400-II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03 扫描探针显微镜 DI-31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04 透射电镜 JEM201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05 正光学显微镜 Axio lmager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06 高温疲劳机附扫描电镜 日本 SEM SS-55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07 300M 核磁共振谱仪 JNM-ECA3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08 扫描电镜 JSM-6460LV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09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TQ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10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5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11 加压热重分析仪 TherMax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12 超高分辨扫描电镜 Sirion 200 SEM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13 分子间相互作用分析仪 Biacore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14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S-Twin  F2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15 热分析系统 Q5000IR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16 毛细管电泳仪 P/ACE MDQ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17 600M 核磁共振谱仪 JNM-ECA6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18 液质联用仪 ESQUIRE-L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19 光电子能谱仪 PHI Quantro SXM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20 高分辨 X 射线衍射仪 D8-discover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21 多晶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22 激光导热性能测试仪 LFA427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23 热分析系统 TGA205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24 显微共焦拉曼光谱仪 RM2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25 气体分析系统 选配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26 气相色谱仪 GC689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27 热场发射扫描电镜 LEO-153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28 纳米扫描俄歇系统 PHI 7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2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FINNIGAN TRAE DSQ G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30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XRF-180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31 近场扫描光学显微镜 SNLG10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32 高温 X 射线衍射仪 D8/Aduanc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33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71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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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4 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INOVA  500NB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35 热重及差热分析仪 STA409 C/3/F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36 高分辨场发射扫描电镜 S-55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37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BRUKER P4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38 半自动纳米压印机 EVG520HE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39 正置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eica TCS SP5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40 等离子体质谱 X II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41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Nicolet 6700FTIR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42 场发射扫描电镜 S-45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43 原子吸收光谱仪 MK2 Dual ZeemanAA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44 傅立叶变换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600 超导/超屏蔽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45 高分辨气质联用仪 GCT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46 流式细胞仪 FC5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47 液质联用仪 ABI40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48 差热分析仪 TGA1500,DSP-SP 室温-150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49 高分辨 X 射线衍射仪 D5005 3KV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50 条纹相机 C5680-01 1280(H)X1024(V)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51 红外分光光度计 20SX 4800-225cm 负 1 方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52 阳极转靶 X 射线衍射仪 D/mex-rc 最大功率 12KW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53 透射电镜 H-800 分辨率 2.04 埃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54 动态热分析仪 DMA/SDTA861° DMA/SDTA861°/298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5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GC-5975CMSD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1856 液态金属分析仪 无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57 差式扫描量热计 DSC 404 25～150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58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610LV 钨灯丝型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59 透射电镜系统 TECNAI 20 U-TWIN 200KV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60 电子探针 JXA-8800R 40KV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61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62 多功能激光扫描成像系统 TYPHOON TRIO+ TRIO+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63 圆二色光谱仪 JASCO-810 多模式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64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RIS INTREPID IIXSP 165___1000nm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65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FV500 IX2-RFAEVA-2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66 傅立叶核磁共振谱仪 AVANCE400 400 兆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67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2 SP2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68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TCS SP2 1-32X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69 荧光定量 PCR 仪 ABI7500 96 孔微板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70 气相色谱质谱 GC/MS-QP2010c QP2010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71 小角 X 射线散射系统 MOD HMBG 0.005-0.6A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72 热场发射扫描电镜 SU-70 分辨率 1.0nm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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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 大景深三维显微系统 VHX-600E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74 阴极荧光光谱仪 Mono Cl3+C1001 FWHM 波长 75nm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75 红外光谱仪 VERTEX70    370-7800cm-1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76 扫描探针显微镜 4000-IN  AFM STM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77 园二色散光谱仪 Chirascan 165-900nm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78 2D 电泳图像系统 ETTAN IPGPHOR3 二维双向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79 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00 点分辨 0.23nm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80 超速离心机 L-100X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81 激光荧光谱测试系统 组装 325nm 氦氖激光 30mJ,5-300K,测量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82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AP6300 垂直距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83 金相显微镜系统 Leica DM LM 2500 倍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84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ZSXPrimusII 4KW/30um/CCD500um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85 微图象分析仪 400 8300-350cm/0.4cm/250000.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86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00F 0.23nm/0.1nm/0.2nm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87 液氮自循环杜瓦 XL-7 规格 380V/220V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88 超临界萃取仪 HA221-50-06-C 规格 1-5L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89 冷冻蚀刻 BAF060 规格液氮制冷 -170°C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90 透射电子显微镜 1400 规格 120KV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91 透射电子显微镜 1400 规格 100/120KV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92 扫描探针显微镜 910-000-009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93 近红外窄线宽钛宝石可调谐陆续激 MBR-PE 可调波长范围 700-990nm 线宽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94 质谱仪 4800PLU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95 荧光定量 PCR 仪 LightCycle 规格双模块全自动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96 超速离心机 optima  l-100xp 规格 100000rpm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97 扫描电镜 S-48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98 电场轨道阱回旋共振组合质谱仪 OrbitrapXl SN：83224 SN:01354B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899 X 射线衍射仪 DMAX-2500P 18KW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900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D8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901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 SCS-900 规格 SCS-900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902 傅立叶红外联用光谱仪 Nicolet 67000/NXR 规格 11000-375cm-1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903 高灵敏度共聚焦显微镜 LSM700 规格 LSM7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904 生物相互作用分析仪 Biacore  3000 规格 Biacore  3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905 原子吸收光谱仪 ICE3500 规格 ICE35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906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IVIS Kinetic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907 遗传分析仪 ABI 3500 规格 8 道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908 激光全息细胞成像系统 HOLOMONITOR M3 规格 M3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909 流式细胞仪 guava easyCyte 8HT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1910 激光光散射凝胶色谱系统 Viscotek TM  2.0A 50/60Hz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1911 介电分析与树脂固化检测仪 DEA230/2 分析仪器/电化学仪器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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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 扫描电子显微镜 S-57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1913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 Quanta 2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1914 x 射线衍射仪 D/MAX255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1915 紫外可见近红外光谱仪 LAMBD95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1916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TCS-SP5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1917 热分析系统 Q-600/Q100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1918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 QP201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1919 单晶衍射仪 Gemini  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1920 精诺真体内可见光成像系统 IVIS Spectrum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1921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Esquire60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1922 动物生理信号系统 PNM-P3P-D002 规格 8 通道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923 高灵敏度共聚焦显微镜 ZEISS LSM780 规格*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924 转盘式共聚焦显微镜 ZEISS Cell Observer SD 规格*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925 效应测试仪 M75-K25/6R 规格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926 激光全内反射显微镜 ZEISS Laser TIRF 3 规格*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1927 圆二色谱仪 chirascan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1928 遗传分析仪 3100AVANT 627－003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1929 傅立叶红外光谱仪 EQUINOX55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1930 核磁共振谱仪 AVANCF300MHz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1931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1932 超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1933 激光拉曼光谱仪 ALMEGA-TM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1934 化学吸附仪 AutoChem 292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1935 质谱仪 Maxis  Ultimate  300hpl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1936 还原热分解装置 非标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37 冷冻超薄切片机 UC6-FC6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38 生物型扫描探针显微镜 BioScope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39 X 射线衍射仪 D/max 2550VL/PC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40 液-质谱联用仪 Q-Tof Premier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41 微探针座 Model 11000 PROBE station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42 二维探测器 X 射线衍射仪 D8 Discover GADDS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43 X 射线衍射仪（多晶） D8 Advanc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44 小动物光学分子成像系统 SAM1-MFIM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45 气-质谱联用仪 JMS-Q1000G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46 傅立叶红外气体分析仪 -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47 红外线热像仪 Vario THERM head II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48 图像处理数据分析系统 AVID DS/HD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49 荧光定量 PCR 仪 ABI 7900HT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50 细胞培养检测系统 - IX81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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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CMS DMI 6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52 荧光定量 PCR 仪 7900HT - 7900HT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53 显微成像红外光谱仪 *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54 流式细胞仪 FACS Aria II - BD FACS Aria II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55 流式细胞仪 - BD FA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56 流式细胞仪 MOFLO XD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57 综合物性测量系统 TEMP:1.9K~400KTEMP SWEED:2K-MIN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58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59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60 扫描探针显微镜 8192*1024，4 通道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61 扫描电子显微镜 NOVA NanoSEM 23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62 激光显微取样仪 PALM MicroBeam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63 高速图像通讯与处理系统 SY945 一套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64 激光显微拉曼光谱仪 *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65 光纤光栅传感解调器 SM130-7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66 共聚焦显微镜 AXIO CSM 7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67 通用模拟原型显示座舱 JH7 分析仪器/其他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68 圆二色光谱仪 *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69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 HP 1100 LC/MSD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70 等离子光谱仪 IRIS Advantage1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71 活细胞工作站 IX－81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72 双色红外成像仪 ProteinSimple FluorChem M 多色荧光化学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73 低温制冷机 spc-4t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74 等温滴定量热仪 ITC200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75 差示扫描量热仪 VP-CAP DSC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76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7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78 生物大分子相互作用仪 OCT RED 96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79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SP5II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80 体荧光显微镜 法国 MAUNA KEA Technologies Cellvizio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81 连续光源原子吸收光谱仪 contrAA7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82 超速离心机 L-100X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83 流式细胞仪 LSR Fortessa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84 超高压液相三重四极杆线性离子阱质

 

5500 Qtrap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85 高效液相色谱仪 Alliance e269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86 生物型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Sprit BioTwin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87 超高压液相色谱/三重四极杆质谱联用

 

AB SCIEX TRIPLE QUAD 55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88 超高效液相 129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89 流式细胞仪 BD 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5928 台（套） 

120/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990 红外热像仪 SC7700BB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91 傅立叶红外-拉曼光谱仪 EQUINOX55-FRA106/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92 扫描探针显微镜 Nanoscope E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93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Nova NanoSEM 45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94 三重四极杆气质联用仪 Thermo Quantum XL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95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IVIS lumina II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96 生物学 X 射线辐照仪 RS2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97 全二维气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联用仪 PEGASUS 4D GC*GC-TOF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98 多重单细胞分析仪 ViiA 7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999 色谱质谱联用仪 CHRFC-5890876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四川大学 四川 
2000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5 II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四川大学 四川 
2001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Maestro Ex Pro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四川大学 四川 
2002 活细胞工作站系统 AF7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四川大学 四川 
2003 PIV 测速系统 2D-TRPIV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天津大学 天津 
2004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Vista-MPX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天津大学 天津 
2005 气质联用仪 6890N-5973N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天津大学 天津 
2006 发动机排气分析系统 MEXA-7100 DEGR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天津大学 天津 
2007 汽车发动机排气分析系统 MEXA-71000EGR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天津大学 天津 
2008 超临界流体装置 PEA-30  PCA-50  RESS-5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天津大学 天津 
2009 液质联用仪 1100LC/MSD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天津大学 天津 
2010 阳光气候模拟试验系统 SC3 1000MHG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天津大学 天津 
2011 在线傅立叶红外衍射仪 ReaTIR45in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天津大学 天津 
2012 热分析系统 TA-5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天津大学 天津 
2013 液相色谱／质谱联仪 Agilent  631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天津大学 天津 
2014 全自动化学吸附仪 autochemⅡ 292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天津大学 天津 
2015 X 射线衍射仪 D/MAX250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天津大学 天津 
2016 低温半导体探针台系统 TTPX probe station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天津大学 天津 
2017 全数字化超导核磁共振谱仪 AVENCE Ⅲ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天津大学 天津 
2018 X 射线光电子能谱 PHI1600-ESCA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天津大学 天津 
2019 多参数流速水质测试系统 WHS-600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天津大学 天津 
2020 X 射线面探系统 BE24-341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天津大学 天津 
2021 无机元素分析系统 ICP 质谱仪和光谱仪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2022 环境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PHILIPS XL30ESEM-TMP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2023 高分辨率电磁测量系统 GMS-06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2024 荧光磷光光谱仪 HORIB-FLUOROMAX-4P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2025 同位素比质谱仪 Delta XP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2026 气相色谱 DSQ GS/M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2027 有机元素分析仪 Vario ELIII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2028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ccels-TSQ-Quantum A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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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9 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OPTIMA 2100DV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2030 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 DSQ GC/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2031 综合热分析仪 Q600SDT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2032 质谱仪 Finnigan mAT mAT252/CARBONAT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2033 改良二维气相色谱仪 TCD-PDHID-FID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2034 有机硫卤分析仪 AFQ100+IC1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2035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H-8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2036 电子探针 EPM-81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2037 X 射线衍射仪 PW-170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2038 气相色谱 689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2039 稳定同位素比质谱仪 MAT 253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2040 超高分辨率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2041 活体荧光断层影像装置 FMT 25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2042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Pro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204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GC6890-5975I M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2044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7700X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2045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2046 三维动态位移测量系统 PROSERIES NODEL 2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2047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eica TCS SP5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2048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IB983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2049 离子色谱仪 ICS-5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2050 离心机双向加载装置 水平向和竖向双向加载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2051 活细胞图像分析系统 AF7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2052 核苷酸片段分析系统 WAVE-45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2053 全自动总汞形态汞二位一体测定系统 MERX 分析仪器/其他 同济大学 上海 
2054 三重四极杆气质联用仪 TSQ Quantum XL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2055 液相色谱-质谱仪 6460LC-MS QQQ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2056 离子色谱 3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2057 气动-声学风洞天平移动带系统 250Km/h 移动带速度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2058 红光学非接触式三维扫描仪 ATOS I 350 XL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2059 显微镜光拉曼光谱仪 HR-8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2060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SP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武汉大学 湖北 
2061 付立叶红外光谱分析仪 5700 FTIR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武汉大学 湖北 
2062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Pro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武汉大学 湖北 
2063 扫描电子显微镜 VEG 3 LMU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武汉大学 湖北 
2064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21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武汉大学 湖北 
2065 同位素质谱仪 MAT253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武汉大学 湖北 
2066 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武汉大学 湖北 
206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450-GC 320-M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武汉大学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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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8 付立叶红外光谱分析仪 MicroFTIR102F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武汉大学 湖北 
2069 数字航空摄影测量系统 ADS4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武汉大学 湖北 
2070 荧光分光光度计 Fluorolog-3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武汉大学 湖北 
2071 扫描电子显微镜(quanta 200) quanta 2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武汉大学 湖北 
2072 离子色谱仪 ICS25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武汉大学 湖北 
2073 圆二色谱仪 J-81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武汉大学 湖北 
2074 地面三维激光扫描系统 Leica HDS6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武汉大学 湖北 
2075 色谱质谱联用仪 3200QTRAP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武汉大学 湖北 
2076 核磁共振谱仪 Inova-6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武汉大学 湖北 
2077 激光共聚焦显微拉曼光谱仪 RM 1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武汉大学 湖北 
2078 毛细管电泳、质谱联用系统 P/ACE MDQ, LCQ advantage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武汉大学 湖北 
2079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IRION 2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武汉大学 湖北 
2080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2081 扫描探针显微镜 MultiMode 8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2082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Vertex 80v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2083 场发射扫描电镜 s-48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2084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2085 光纤光栅智能健康监测平台 自制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2086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00F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2087 高效液相/凝胶渗透色谱 14--269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2088 高速冷冻离心机 L-100X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2089 电子探针 JXA-823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2090 三角度激光散射仪 HBGD03316Y2KM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2091 气质谱联用仪 6890/5973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2092 气体吸附仪 SGA-10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2093 环境控制型高分辨多功能扫描探针显

 

SPI4000N,SPA-300HV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2094 油料分析光谱仪 SpectroilM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2095 转靶 X 射线衍射仪 D/MAX-RB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2096 Nexus 智能型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Nexu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2097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SP2+AOBS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2098 全谱直读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RIS INTREPID II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2099 综合热分析仪 STA449C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2100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60SXB,±0.01cm-1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2101 激光导热仪 LFA457/2/G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2102 激光热常数测试仪 TC-7000H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2103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5610LV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2104 C80 微量热仪 C8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2105 图相分析仪 VICOM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2106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拉曼光谱仪 InVia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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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7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7100F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2108 付立叶红外光谱分析仪 NICOLET�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2109 电子探针显微分析仪� JXA-8230/INCAX-ACT�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2110 高分辨快速 X 射线衍射仪 D8 Adwanc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2111 D8 Advance 型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2112 车辆道路动态测试仪 DAS3A 分析仪器/其他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2113 四通道汽车道路模拟试验台 FLRS-4B 分析仪器/其他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2114 全谱直读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4300DV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2115 热常数分析仪 tps-2500s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2116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Axios-Advanced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2117 扫描探针显微镜 MultiMode/Ns-4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2118 X 射线衍射仪 xrd-700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19 高速数字式摄像机 HG-100K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20 蛋白组学系统 *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21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TCS SP2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22 激光显微捕获系统 PIXCELL IIe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23 超速冷冻离心机 OPTIMA*2-100 卡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24 单细胞膜片钳 AXOPATCH 200B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25 光参量振荡器 *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26 扫描电镜 4-DV/L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27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AXIS ULtrabld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28 蛋白核酸分析仪 *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29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7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30 彩色 3D 激光显微镜 DESCRIPTION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31 高速数字摄像系统 V9.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32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PRO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33 激光拉曼谱仪 hr8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34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100SX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35 电子显微镜 VE-9800S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36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ultra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37 动力热机械分析仪 *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38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JSM-35C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39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27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40 超高速摄影系统 468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41 电子探针 SX MACRO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42 全自动物理化学吸附仪 ASAP2020/292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43 高分辨透射电镜 JEM-2100F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44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SX55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45 低温制冷机系统 Zephyr CH-1.4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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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6 激光 Raman 光谱仪 LabRAM HR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47 彩色 3D 激光显微镜 VK9700K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48 毛细管电泳系统 P/ACE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49 化学反应量热仪 SIMULAR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50 高速分幅相机 HSF-PRO S2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51 核磁共振波谱仪 布鲁克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52 FTIR 气体分析仪 GASMET/DX-4000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53 飞行时间质谱仪 Veyager-D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54 紫外器件光谱测试系统 sp-2357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55 三重四极杆液质联用仪 API3200 LC-20A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56 色谱仪 (gc6890)G1530A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57 元素分析仪 vaeeio MACRO cube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58 遗传分析仪 373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59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200CX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60 差示扫描量热仪 DSC1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61 脑片膜片钳系统 Muliclamp700B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62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C2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63 X-射线荧光光谱仪 S4PIONEER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64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3000N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65 电子能谱仪 MK-II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66 热电比测试系统 LSR-3/110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67 红外热像仪 SC7300M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68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OLS4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69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LVIS SPECTR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70 X 射线衍射仪 D/MAX-240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71 X 射线衍射仪 *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72 大飞机构件数字装配六自由度调姿平

 

自制 分析仪器/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73 高速摄影机及分析机 NACE-1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74 稳态瞬态荧光光谱仪 FLSPP2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75 导热系数仪 TPS-2500S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76 时间分辨红外光谱仪 *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77 时间分辨荧光光谱仪 *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78 目标蛋白快速分离系统 DF-2D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79 液相色谱-质谱仪 LCMS-201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80 扫描探针显微系统 *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81 场发射扫描电镜 JSM-7000F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82 毛细管液相质谱仪 *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83 纳米 X 射线三维成像系统 Y.CHEETAH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84 综合热分析仪 *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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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5 X 射线衍射仪 d8advanc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86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87 高效液相色谱仪 Coulochem-II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88 扫描电镜 JSM-6360LV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218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ISQ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2190 傅立叶变换近红外光谱仪 MPA.0331.04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2191 毛细管电泳仪 P/ACETm MDQ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2192 显微操作仪 IX71PH+DP25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2193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AIR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2194 透射电镜 JEM-123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2195 等离子质谱仪 820-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2196 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2197 四级杆线性离子阱质谱仪 GPC-GC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2198 荧光显微镜 Super SMFFM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2199 乳成份分析仪 FT120 分析仪器/其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2200 高效液相色谱仪 LC-2010AHT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2201 四级杆线性离子阱质谱仪 4000QTRAP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2202 共聚焦拉曼光谱系统 Lab RAM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203 热重分析仪 *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204 便携式 FTIR 气体分析仪 GASMET DX-4000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205 定量分析在线质谱仪 MAX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206 微核磁共振分析仪 MiniMR-6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207 全天候环境模拟实验平台 CEEC-QTH-20C 分析仪器/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208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Uitra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2209 倒置显微镜 axio Observer A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2210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P12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2211 双光子激光共聚焦显微系统 FV1000MPE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2212 便携式地物光谱仪 FieldSpec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2213 超薄切片机 UC7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2214 质谱仪 T0F58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2215 结构照明显微镜 Axio observer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2216 超速成离心机 L-100X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2217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ICE35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2218 投射电子显微镜 HT77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2219 显微操作系统 AM6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2220 倒置荧光显微镜及活细胞工作站 DMI6000B+AF6000 型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2221 全自动样器前处理系统 ACCUPREP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2222 蛋白质层析系统 AKTA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2223 多功能磷屏扫描仪 FLA-7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5928 台（套） 

126/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2224 离子色谱分析仪 ICs25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2225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510META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2226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Solaar M6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2227 测序和遗传分析系统 LI42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2228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20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2229 倒置显微镜 Axiover 2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2230 遗传分析仪 4300L-2+ODYSSEY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2231 毛细管电泳系统 P/ACE MDQ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32 全自动轮驻式切片机 LEICA UCT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33 核酸蛋白纯化分析 VDS-C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34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3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35 飞行时间质谱仪 VOYAGERDE-PRO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36 DNA 测序仪 ABI 3100 型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37 生物分子快速纯化系统 ABI 700E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38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000N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39 手性开发毛细管电泳仪 P/ACE MDQ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40 遗传分析仪 3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41 付立叶拉曼光谱仪 RFS 100/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42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MS-2010A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43 超速离心机 Beckman L80X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44 全自动 DNA 测序仪 Eppendorf Easypet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45 遗传分析系统 LI-COR43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46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 2100DV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47 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48 荧光差异显色分析系统 Typhoon Trio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49 快速蛋白纯化系统 AKTAEXPLORER 10S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50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H-75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51 气质联用仪 TRACE DSQ-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52 高效液相色谱仪 Delta6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53 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54 显微镜 Z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55 斑马鱼培养操作系统 *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56 全自动质粒提取系统 Biorbot3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57 荧光光谱仪 FL-TCSPC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58 气质联用仪 GCMS-GP201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59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HCT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60 超速离心机 OPTIMA L-100X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2261 超薄切片机 徕卡 EM VC7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62 高速流式细胞分选仪 Moflo XD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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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3 双光子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780NL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64 气-质联用仪 QP201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65 高效液相色谱仪 e269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66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系统 5975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67 超速冷冻离心机 CP100MX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68 超速冷冻离心机 CS150CX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69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 7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70 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成像仪 SPR InagerII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71 斑马鱼养殖系统 ESEN-AW-DV5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72 正置激光聚焦显微镜 SP5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73 生物大分子相互作用分析仪 Biacore3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74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日立 7100（ISE)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75 斑马鱼洁净系统 YDCC33DH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76 地物波谱仪 field spec 3 Hi-Res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77 定量 PCR 仪 ABI7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78 流式细胞分析仪 X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79 近红外快速品质分析仪 Infratec1255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80 高真空磁控与离子束衍射仪 FJL56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81 电化学表面等离子共振系统 ESPRIT/SPRINGLE 分析仪器/电化学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82 高效液相色谱仪 152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83 圆二色光谱仪 J-81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84 定量遗传分析系统 PyromarkID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85 自动化液体处理工作站 BiomekNXP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86 48 道 refurbish 基因分析仪 373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87 全自动核酸提取系统 KURABO-PI2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288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S8-Tiger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289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Q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290 超导核磁共振仪 Unity+5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291 X 射线衍射仪 D/MAX-RC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292 电离飞行时间质谱仪 MicroflexLRF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293 激光闪射法导热分析仪 LFT-457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294 四极杆离子回旋共振质谱仪 apex-wltra7.0T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295 溶液中蛋白质相互作用分析系统 XL-A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296 快速纯化工艺开拓系统 AKTAexplore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297 可见光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Ivis LuminaⅡ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298 液相色谱仪 Explorer1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299 生物分子相互作用分析 BIACORE X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300 核酸提取及液体处理系统 Biomek NX-MC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301 DNA 测序仪 3130X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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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2 全数字化核磁共振谱仪 AVⅢ-500M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303 毛细管电泳仪 P/ACE MDQ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304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eica Tcs spz AoBs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305 细胞遗传工作站 徕卡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306 全自动膜纯化仪 crossflow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307 流式细胞计 X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308 X 射线衍射仪 SPERT''PRO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309 电子探针显微镜 JXA-81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310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311 单晶衍射仪 Super Nova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312 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31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3900/SATUM2100T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314 X 射线能谱仪 EDS7426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315 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 FP 5035/2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316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Ⅲ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317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 XL30 ESEM TMP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318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5 EXCITER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319 流式细胞分选仪 EPICS ALTRA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320 制备型超速离心机 L-1001X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321 DNA 合成仪 3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322 扫描俄歇微探针 40-6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323 全数字化核磁共振谱仪 AVⅢ-400M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324 电子自旋共振波谱仪 EMX-10/12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325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61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326 超速冷冻离心机 L-100X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327 超速冷冻离心机 L-100X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328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AV4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2329 圆二色光谱仪 J-81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330 单晶衍射仪 Gemini S Ultra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331 色谱质谱联用仪 AMAZON.SL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332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ESQUIRE 3000 PLU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333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CD5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334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CARY 5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335 阴极发光仪 MonoCL3+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336 激光扫描共焦显微镜 OLS 1200-FAR2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337 单晶衍射仪 SMART APEX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338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Ⅱ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339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R-AXIS SPIDER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340 化学分析电子谱微探针 40-8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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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1 扫描电子显微镜系统 LED-153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2342 离子阱质谱仪 LTQ Orbitrap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43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1200EX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44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TCS SP5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45 双光子显微镜 LSM710 NLO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46 付立叶红外光谱仪 NICOTCT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47 倒置生物显微镜 尼康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48 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5973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49 多功能离子色谱仪 ICS-3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50 蛋白纯化系统 AKTApurifier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51 布里渊光时域分析仪 DSTS-R-2-0.1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52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53 PCR 自动系列化分析仪 7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54 透射电子显微镜 H-765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55 色谱质谱联用仪 VOYAGER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56 激光显微镜 VK-9710K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57 气质连用仪 Agilent 5973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58 高通量测序仪 5500x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59 生物扫描探针显微镜 NAHOSCPEIVA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60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ABI VIIA7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61 场发射电子扫描电子显微镜 Utral 55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6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 QP2010 Plu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63 蛋白纯化系统 AKT 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64 芯片点样仪 SmartArrayer 136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65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66 核磁共振波谱仪 Brucker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67 荧光显微系统 LCM-2106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68 超速离心机 L-100X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69 模拟移动床色谱 自制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70 三维扫描仪 H-3D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71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Nicolet 67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72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AP63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73 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269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74 膜片钳微操纵仪 700B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75 显微镜脑片全细胞记录系统 BX51W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76 红外烟气分析仪 Gasmet FT-IR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77 傅里叶红外光谱仪 NEXUS MODD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78 共聚焦显微镜 OLYMPUS FV1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79 荧光显微分析系统 Imager.A2 AX1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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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0 用于精密光学传感器加工系统激光光

 

I300C 分析仪器/电化学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81 核酸蛋白测序仪 377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82 活体荧光成像系统 MK50101-EX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83 多钛蛋白质合成仪 PIONEE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84 小动物活体荧光成像系统 M-MSI-EX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85 激光共聚焦电子显微镜 LSM T1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86 质谱仪 DSQ2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87 裂解气相色谱质谱联机 CDS5200/DSQII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88 扫描探针显微镜 veecosPM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89 场发射环境扫描电镜及能谱仪 FEG65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90 活体化学发光和荧光成像系统 LBLS-579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91 全自动研究级倒置显微镜 IX8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92 脑片膜片钳记录分析系统 MULTI-CLAMP 700B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93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PRO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94 同位素质谱仪 Delta V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95 DNA 遗传分析系统 4300 DNA ANALYZE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96 蛋白质分子相互作用仪 Biacoye 3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97 液相色谱仪 HP11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98 串联质谱联用仪 Agilent 7000B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399 膜片钳系统 700B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00 基因芯片操作系统 GCS30007G4C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01 荧光凝胶成像分析系统 ETTAN EDI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02 蛋白测序系统 MODEL-491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03 便携式地物波谱仪 FieldSpec3 Hi-Res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04 高分辩色质联机系统 JMS-800D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05 低温变温全波段荧光光谱仪 FLS92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06 在线红外气体分析系统 NGA2000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07 环境污染物分析测试系统 GC6890N-HP1200-GC-MS 7890A/5975C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08 傅立叶近红外光谱分析仪 ANTARI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09 拉曼光谱分析仪 81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10 生物传感器（生物分子间相互作用仪） BIACORE3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11 低温傅立叶红外光谱仪 IFS 66V/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12 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11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13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7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14 顺磁共振波谱仪 ESRA-3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15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2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16 多功能气候实验室 ZHS-030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17 蛋白纯化仪 AKTA-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18 微波探针台 summit 11K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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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9 凝胶渗透色谱仪 WATERS 1525/2414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20 高效液相色谱仪 12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21 元素分析仪 VARIO MAX CNS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22 MicroPET 扫描仪 FOCUS tmr4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23 荧光定量 PCR 仪 PRISM-7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24 智能重量分析仪（天平） HAS-022-124Q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25 基因检测系统 3130GENETIC ANALY2E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26 热重分析仪 TGA/SDTA851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27 基因芯片检测分析系统 GENRCHIP3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28 焦磷酸测序仪 PyroMark Q24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29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3000N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30 大气压化学电离源飞行时间质谱 CORSAIR API-IOF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31 冷冻超薄切片机 ULTRACUT UC7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32 全自动细胞脂肪酸分析仪 *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33 核苷酸片断分析系统 35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34 液相色谱串联电喷雾飞行时间质谱仪 6224 TOF LC/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35 DNA 测序系统 Mega BACE 1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36 多功能高分辨电镜 CM200UT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37 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38 红外光谱多组分分析仪 WESAM-FTIR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39 图像分析仪 ARTHUR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40 等温滴定微量热仪 VP-ITC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41 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2000G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42 付立叶变换质谱仪 APEXⅢ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43 超导核磁共振质谱仪 DD2-6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44 超导核磁共振仪 Avance-4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45 透射电子显微镜 HT77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46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MS-5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47 在线反应监测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MATRIX-MF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48 基因芯片分析仪 GENEPIX 4000B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49 离心机 Becman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50 气质联用仪 GC-M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51 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52 荧光定量 PCR 仪 LC480II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53 共聚焦显微镜 LEICA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54 离心机模型箱 非标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55 物理化学吸附仪 AWTOSOB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56 实时细胞电子分析系统 RT-CES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57 色谱质谱联用仪 POLARIS-Q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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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8 微热量仪 TAM-Ⅲ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59 球差矫正透射电镜 Titan ChemiSTEM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60 气相色谱质谱 CP-38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61 元素分析仪 Vario Micro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62 微量量热仪 毫焦尔级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63 加压热重分析系统 Thermax 50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64 电泳仪 P/ACE MDQ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65 核磁共振波谱仪 NMK/300MHZ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66 三重四级杆质谱系统 UPLC-TAD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67 超临界流体色谱仪 JASCO-208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68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 510 META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69 蛋白纯化系统 AKTA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70 超速冷冻离心机 Optima L-80X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71 活细胞显微研究系统 IX81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7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P2010N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73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74 自动凝胶采样仪 ETTAN SPET 250K0527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75 多功能遗传分析系统 313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76 精密显微镜系统 LEICA INM1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77 离子色谱仪 ICS2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78 激光拉曼光谱分析仪 DXR532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79 凝胶成像系统 EFFAN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80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系统 LSM51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81 直读光谱仪 ARL346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82 蛋白纯化系统 AKTApurifier 1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83 流式细胞计 344860FACSAYYAY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84 痕量有机污染物控制系统 GC-MS-MS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85 大容量热重分析仪 STA 449 F3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86 高通量测序仪 HiSeq2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87 飞行时间质谱仪 MASS-5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88 等离子质谱仪 ELAN DRC-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89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90 HPLC 系统 269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91 高效液相色谱仪 COILLCHEM-III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92 全自动倒置显微镜 AXIO OBSERVER.Z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93 液质联用仪 ESQUIRE3000 PIU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94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123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95 溶胶颗粒采样收集测量系统 10LPM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96 同位素荧光扫描仪 TYPHOON-86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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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7 高级倒置型显微镜 PMG3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98 同位素荧光仪 86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499 野外水质监测仪系统（动态污垢监测

 

SKALAR SAN++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00 动态激光散射 BI-200SM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01 蛋白纯化系统 AKTA EXPLORER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02 毛细管电色谱 2010GV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03 高效蛋白层析仪 AKTA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04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Nikon A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05 棱镜等离子光谱仪 ICP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06 二维液相色谱仪 2DL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07 超高压液相一三重四级杆质谱仪 UPLCIQPX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08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1100 型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09 快速液相-三重四级杆质谱联用仪 Agilent 646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10 等离子质谱仪 ICP-MS/G3271A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11 蛋白质纯化分离系统 AKTA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12 钨灯丝扫描电子显微镜 S-3700N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13 快速温度变化试验箱 QT1070W1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14 液相色谱仪 高效安捷伦 11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15 色谱质谱联用仪 5973N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16 色谱/质谱联用仪 Xevo TQ-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17 活细胞显微图像系统 NIKONTE 2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18 并联气相气谱仪 G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19 荧光 X 射线装置 XRF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20 高通量荧光定量 PCR 仪 ABI 7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21 X 射线辐照仪 RS2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22 超薄切片机 EM UC7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23 平面激光诱导荧光测量系统 二维，120mJ 激光器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24 高加速寿龠和高加速应力筛选测试系

 

OVS/TYPH00N-2.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25 荧光显微镜和细胞遗传分析工作站 olympusB×6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26 石英晶体微天平 ZCEC-100768F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27 蛋白检测分析系统 CHIP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28 生物分子成像仪 Typhoon FLA 7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29 自动 PCT 特性测定装置 PCT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30 等温滴定量热仪 VP ITC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31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8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32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33 微量量热仪 CSC440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34 多级质谱计 ESQUIRE-L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35 转盘式共聚焦显微镜 DU-897D-CS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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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6 流式细胞分选仪 BD FACS S ORP ARIA II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37 流式细胞仪 Cytomic FC 500MC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38 双光子正置共聚焦显微镜 BX61W1-FV1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39 倒置双光子共聚焦显微镜与活细胞工

 

IX81-FV1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40 动态荧光成像定量分析仪 ERP IM-1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41 自动蛋白酶解点样工作站 spotter/digeste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42 流式细胞分析仪 FC 500 MC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43 高分辩 X 射线衍射仪 DI 系统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44 倒置显微镜和显微操作系统 olympus1X17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45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LSM-51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46 凝胶渗透色谱仪 PL-GPC-5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47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48 红外光谱仪 NICOLET 67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49 流动检测高速相机 ULtima APX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50 质谱分析仪 PB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51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RIS INTREPID II XSP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52 扫描式探针显微镜 SP13800N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53 正置光谱型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54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III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55 液相色谱-四级杆飞行时间质谱仪 MS4-APIQSTAR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56 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F20 S-TWIN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57 离心机振动台 ZJU2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58 扫描探针显微镜 扫描探针显微镜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59 三维干涉显微镜 Wyko NT91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60 激光共聚焦显微拉曼光谱系统 inVia-Reflex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61 中压液相色谱系统 BUCHIB-68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62 串联四极杆质谱仪 ACQUITY PREMIER X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63 气质联用分析仪 HP-5973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64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PHILIPS TECNAI 1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65 液相色谱仪 UPL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66 高通量实时荧光定量 PCR 20263lc48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67 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DMX-5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68 气相色谱高分辨飞行时间质谱联用仪 GCT Premier GC-TOFMA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69 导热性测定仪 LFA457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70 X 射线晶体分析仪 Gemini A OHra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71 离子阱质谱仪 LGQ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72 野外光谱仪 ASD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73 多功能人工环境箱 SEY-100GS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7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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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5 显微操作系统 LEICA AFS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76 石英晶体微量天平 频率范围:3.8-6.06MHZ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77 连续流动分析仪 SAN++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78 分子相互作用分析系统 Biacore-X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79 流式细胞仪 FC-5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80 小动物放射成像系统 faxitron modelmx2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81 高效液相色谱仪 5600A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82 流式细胞仪 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83 X 射线衍射仪 R-AXISIV++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84 等温滴定量热仪 VP-ITC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85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86 DNA 测序仪 MEGABACE-1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87 高光谱成像仪 Imspector N17E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88 流式细胞计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89 高分辨率高质量精度质谱仪 Exactiv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90 荧光定量 PCR 仪 ABI7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91 噪声测量系统 DSS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92 并联气相气谱仪 G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93 扫描电子显微镜 S151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94 磁悬浮高压热天平 ISOSORP GAS HP-static-S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95 激光共聚焦正置显微镜 活体正置光谱型共聚焦显微镜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96 二维纳升液相色谱-三重四级杆线性离

 

LC Qtrap 4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97 新型等离子体发生装置 FPD-001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98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599 流式细胞仪 FACS 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00 荧光定量 PCR 仪 LC48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01 血细胞分析仪 ADUIA212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02 流式细胞计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03 等离子裂解反应器淬冷器 1MW,50KW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04 基因分析仪 ABI 3500 genetic analyze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05 基因分析仪 ABI313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06 ZEISS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系统 LSM 激光共聚焦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07 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仪 QUATTRO PREMIER XE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08 多组分气体分析系统 ALPHA 型/5975C/7890A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09 飞行时间质谱仪 CLIMPIOP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10 超速离心机 Ptima-L80X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11 热辐射扫描仪 *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12 二维纳升级液相色谱仪 X''TREME SIMPLE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13 红外热像仪 S65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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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4 大容量燃烧器的综合测试试验台 自制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15 流式细胞计（环境污染毒理测试系统） BDFACSCALIBARTM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16 光电子显微镜 Focus IS-PEEM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1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PLU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18 细胞电流记录系统 CIB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19 石英棱镜光谱仪 Z-1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20 烟气分析仪 DX-4000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21 液质联用多级离子阱质谱系 LLQ DECAXP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22 核磁共振仪 BRUKER AVIII500M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23 斑马鱼养殖系统 sdk-52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24 十一轴自动化超声波扫描成像系统 自制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2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 G1530N/G3172A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26 液/质联用仪 646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27 X 光电子能谱仪 ESCALAB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28 在线烟气测汞仪 MS-1A/DM-6B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29 离子阱质谱系统 LCD Deca xp max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30 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31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LIGHT CYCLER 48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32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SP5 Ⅱ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33 全内反射荧光显微镜 Olympus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34 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35 离心机 zju4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36 元素分析仪 VARIO MAX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37 DAM-100 荧光成像系统 IMAGING-MAXI8CMINR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38 多通道平行 DNA 分析系统 SE-301-1002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39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730-E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40 蛋白纯化仪 AKTA-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41 烟气分析仪 NGA2000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42 高温凝胶色谱仪 PL-GPC22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43 全功能型稳态瞬态荧光光谱仪 FLSP92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44 热红外光谱仪 102F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45 椭圆偏振光谱仪 GES 5E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46 荧光光度计 SP-75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47 蛋白核酸分析仪 313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48 定量遗传分析系统 PYROMARK/ID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49 多维色谱分析仪 MDL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50 电子鼻 FOX4000 分析仪器/电化学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51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XL30-ESEM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52 组织切片机 Leica UC6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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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3 荧光双向电泳系统 Typhoon trio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54 多功能活体成像平台 IN-VivoImagingsystem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55 生物辐照仪 RS2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56 倒置式生物显微镜 21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57 动态机械分析仪 DMA242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58 流式细胞仪 BD LS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59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OLYMPUS AU4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60 超高真空扫描探针显微镜 RHK 750 SPM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61 变温 X 射线衍射仪 Empyrean 200895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62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TSM-5510＜V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63 变温霍耳效应测试系统 2400s-903-01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64 近场光学显微镜 NTEGRA Spectra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65 角分辨电子能谱仪 ADES4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66 多功能凝胶成像系统 TYPHOON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67 电控单元综合环境实验系统 定制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68 IC 装备的流动检测与控制实验平台 自制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69 焦磷酸定量遗传分析系统 SOLID 3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70 质谱仪 Voy-de str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71 蛋白质相互作用分析系统 D08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72 基因分析仪 ABI 313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73 高温凝胶色谱 43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74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78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75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U-7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76 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5973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77 表面等离子体共振仪 SR 70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78 基因芯片分析仪 4200A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79 液相色谱一位谱联用仪 AGILENT 11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80 多功能圆二色光谱仪 MOS-45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81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TEREOSCAN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8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7890-5975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83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71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84 量热仪 C8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85 基因测序仪 BACE-5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86 凝胶采样仪 ETTAN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87 DNA 扩增仪 RIGHT CYCLE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88 荧光定量 PCR ABI7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89 流式细胞计 FACSCANTO Ⅱ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90 倒置生物显微镜 zeiss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91 串联飞行时间质谱仪 ultrafleXtreme TOF/TOF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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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2 流式细胞仪 FACSAVIA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93 高效液相色谱仪 Alliance e269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94 核酸片段分析仪 WAVE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95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光谱仪 ICP6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96 快速溶剂提取仪 ASE-30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97 生活垃圾气化热解燃烧一体化试验台 定制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98 环境透射电子显微镜 H-95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699 凝胶采样仪 SPOT-CUTTE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700 流式细胞仪 EPIES X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701 差热扫描量热仪 DSC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702 椭圆偏振光谱仪 M-2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703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 Acquity UPL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704 红外烟气分析仪 Gasmet FT-IR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705 高通量萤光定量 PCR 仪 7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706 气相色谱仪 HP-689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2707 能谱 LINK-ISIS3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2708 电子探针仪 EPMA-16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2709 电子探针仪 JCXA-733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2710 IBAS2000 图像分析仪 IBAS-2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2711 粉晶 X 射线衍射仪 D/Max-Rc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2712 同位素质谱仪 OPTIMA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2713 能谱仪 DX-4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2714 透射电子显微镜 H81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2715 200kV 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2716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SMART APEX- CCD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2717 静态真空质谱仪 MM-54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2718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 Plantform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2719 气相色谱-质谱仪 Agilent 6890-5973N MSD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2720 原子吸收光谱仪 ANNALYST600,1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272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n-5975i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2722 阴极发光显微镜系统 CL8200 MK5-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2723 激光等离子质谱仪 NEW  WAVE SS－193 激光器；Angilent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2724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400N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2725 能谱仪 IE35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2726 稳定同位素质谱仪 Isoprim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2727 激光拉曼光谱仪 Invia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2728 全谱直读光谱仪 PRODIGY SPEC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2729 三级四级杆半联质谱仪 320GC/MSMS SYSTEM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2730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AP6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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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1 场发射环境扫描电镜 Quanta 450 FEG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2732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AP6300DUO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2733 毛细管电泳仪 P/ACEMDQ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2734 显微红外光谱仪 6700+CONTINUUM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2735 三维激光扫描仪 OPTECH 3D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2736 偏光显微镜（带冷热台） Axio Imager.A1m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273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5975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2738 稳定同位素比质谱仪 MAT253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2739 拉曼光谱仪 R200L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274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PLU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2741 显微激光拉曼光谱仪 DXR Microscope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2742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460A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2743 三维激光扫描仪 ILRIS-HD-ER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2744 稳定同位素质谱仪 MAT253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2745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飞行时间质谱仪 GBC Optimass95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2746 等离子体质谱仪 安捷伦 7500a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2747 气相色谱/同位素比值质 DELTA－XP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2748 全谱直读 ICP 光谱仪 IRIS Intrepid 2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2749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8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2750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 QUANTA2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2751 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N/5975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2752 热电离同位素质谱仪 TRITON-TI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2753 高温高压合成装置 Quickpress 分析仪器/其他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2754 高分辨率 X 射线岩芯扫描分析仪 Itrax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2755 阴极发光仪 CL8200 MK5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2756 全二维色谱—质谱仪 Pegasus 4D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2757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XRF-180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2758 阴极发光仪 *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2759 气相色质谱计算机联用仪 HP6890GC/5973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2760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Elan DRC-II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2761 X 射线衍射仪 Brucker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2762 高分辨紫外可见近红外拉曼光谱仪 HJY-LABRAM HR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2763 三维激光扫描仪 VZ-4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2764 野外地物光谱仪 FieldSpec 3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2765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510－META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766 色谱质谱联用仪 5973N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767 同位素质谱仪 ISOPrim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768 超速离心机 L-100X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769 核磁共振波谱仪 JNM-ECP6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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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0 养殖循环水处理系统 TYRE50-15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771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772 通用光谱测试系统 SPEC-500i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773 ICP 等离子体质谱仪 7500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774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775 萃取装置 HA-420-40-96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776 生物大分子相互作用仪 BIAcore X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777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Quattro ultima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778 原子发射光谱仪 VISTA-MPX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779 组织切片系统 TP-102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780 万能显微镜 DMR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781 核苷酸序列分析仪系统 WAVE3500HT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782 荧光光谱仪 Fluorolog3-P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783 高效液相色谱仪 215-analysis-prep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784 功能连续光谱荧光酶标仪 M5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785 稳定同位素质谱计 Delta v adv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786 气质联用仪 6890N-5975B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787 上升流培育工程及单胞藻连续培养系

 

HXYS/50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788 原子吸收光谱仪 SOLLAAR M6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78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N/5973i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790 鱼房水体设备 定做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791 原子吸收光谱仪 M6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792 台式偏振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XEPOS 型:119749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793 离子色谱仪 ICS-3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794 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1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795 连续色谱分离装置 SEPTOR，20-4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796 透射电镜用成像系统 SCLOOO832，*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797 流式细胞仪 FC500 MP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798 扫描探针显微镜 Nano3D，*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799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Biochrom3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800 基因分析仪 CEQ8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801 液相色谱仪 LC-6AD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802 液相色谱仪 11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803 电感耦合等离子光谱仪 optima43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804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21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805 四级杆飞行时间质谱仪 Q-ToF ultina GLobal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806 激光光散射分子量检测系统 DAWNHELEOSII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807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48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808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AP63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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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9 玻璃微电极控制器 MM-METER 分析仪器/电化学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810 基因分析仪 ABI prism 313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811 遗传分析系统 qzhang@ouc.edu.cn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812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H-7000TEM  125KV 2.04 埃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813 X 射线衍射仪 D/max-rB  124 伏转靶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814 离子阱质谱仪（计） *Bruker amaZon SL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815 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Plu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816 液相色谱仪 Ultimate3000 DGL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817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1200SL-6410B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818 毛细泵液相色谱仪 1260 Infinity Capillary L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819 四元泵液相色谱仪 1260 Infinity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820 线性离子阱静电场轨道阱组合质谱仪

 

*LTQ-Orbitrap XL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821 气相色谱仪 7890-AGC-PF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822 傅立叶变换红外-显微图像系统 VERTEX80V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2823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套件) ESCALAB 250XI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2824 扫描电子显微镜 Quanta 25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2825 液相/飞行时间质谱仪 1200/621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2826 三维激光扫描仪 Trimble GX2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2827 流式细胞仪 FACS.VAN.TAGE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828 高性能地物光谱仪 3FieldSpec 3 Hi-Re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2829 X-射线衍射仪 Dmax-IIIB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2830 等温吸附解吸仪 IS-100 分析仪器/其他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2831 红外分光光谱仪 56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2832 离子阱质谱仪 LCQ-Advantag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2833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1100/LC/MSD Trap XCT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2834 等离子质谱仪 ICP-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2835 便携式高光谱成像光谱仪系统 Hyperspec HS-VNIR C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2836 色谱质谱联用仪 HP5973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2837 差热分析仪(含真空) STA409C131F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2838 多功能表面分析 XPS 能谱仪 ESCALAB 250Xi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2839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2840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41 自动核酸纯化工作站 Epmotion5075VAC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42 芯片扫描仪 ZUumna-Scan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43 快速蛋白纯化液相色谱系统 AKTA purifie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44 串联液质谱联用仪 1200/646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45 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46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S8  TIGER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2847 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ICP-720E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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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8 快速高分离度液相色谱仪 12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49 基因分型仪 ****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50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仪 Agilent 1260/646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51 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52 气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仪 Agilent 7890A/7000B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53 空气质量分析与控制系统 TECO-MODEL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54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C1Si/TE2000E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55 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26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56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26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57 氨基酸分析仪 S-433D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58 微量热仪 NANO ITC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59 DNA 遗传分析系统 4300S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60 生化分析仪 DXC 8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61 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260 HPLL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62 生物分子互作分析仪 OCTE RED96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63 电子力显微镜 MFP-3D-SA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64 气相色谱-离子阱质谱联用仪 450GC-240M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65 共聚焦显微镜 FV10i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66 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67 快速蛋白纯化系统 AKTK Purifier1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68 呼吸代谢监测系统 Oxylet System 4-cages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69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70 便携式光合作用测量仪 11JSM/58434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71 便携式地物波谱仪 fieldspec@3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72 生物分子相互作用仪 sensiq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73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400N-1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74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ViiA 7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75 活细胞工作站 AF65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76 大鼠代谢监视系统 ony max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77 自动培养基制备 DOSE IT P91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78 连续流动分析仪 AA3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79 基因芯片分析平台 Gene Chip Scanner 3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80 氨基酸分析仪 L-88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81 等离子光谱仪 ICP-PE33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82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ELAN90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83 流式细胞仪 FACSARIA III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8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85 蒸渗仪 2m*2m*2m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86 流氏细胞仪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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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7 二维液相蛋白分离系统 Proteomel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88 多功能聚焦扫描成像仪 Typhonn 941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89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1260/646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90 液态水同位素分析仪 SET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91 深冷科学级荧光探测器 DZ936N--#BV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92 冻干机 LYOQUEST-85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93 超速离心机 ****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9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７８９０Ａ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95 高速分选型流式细胞仪 MoFLoXDP 型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96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97 氨基酸分析仪 A-2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98 红外光声谱气体测量仪 1412-5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99 离子色谱仪 Ics-3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900 高通量荧光定量 PCR 仪 7900HT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901 摄影机 CCD-TRV92-H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902 同位素质谱仪 Deta Plus XP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903 基质辅助激光质谱仪 Autoflex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904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123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905 离子阱-液质联用仪 Esquire 6000 LC/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906 同位素标记分析仪 STOYM82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907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11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908 核磁共振波谱仪 DPX300MHZ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909 离子色谱仪 ICS-15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910 土壤分析仪 TRAACS2000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911 离心机 J-26 X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912 串联四级杆气质联用仪 7890A-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913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7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914 倒置研究型显微镜 Ti-E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2915 核磁共振谱仪 AvanceII 400M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2916 激光光谱检测系统 SP2358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2917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7401F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2918 气质联用仪 HP6890-5973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2919 单晶衍射仪 D8 VENTR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2920 宽动力学窗口时间分辨光谱装置 自行组装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2921 多重基因表达遗传分析系统 Gemno melab Gex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922 X 射线衍射仪 XRD-700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2923 生物显微成像系统 SPECFAL-DV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2924 激光拉曼光谱检测系统 Trivista TR555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2925 Proxima 连续流动分析仪 Proxima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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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6 扫描探针显微镜 DI D31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2927 飞行时间质谱联用仪 4DGCXGC-TOFM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2928 X 光电子能谱仪 K-ALPHA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2929 X 射线衍射仪 D8 Focus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2930 透射电镜样品前制备系统 691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2931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剑桥 S-36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2932 气相色谱-质谱连用仪 5890-5973I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2933 X 射线衍射仪 230V,65KVA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2934 场发射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Quanta 200 F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2935 全自动程序升温化学吸附仪 Autochem Ⅱ 292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2936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F2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2937 能谱波普 EBSD 三元一体化系统 Trident XM4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2938 透射电镜特殊成像系统 894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2939 透射电镜特殊成像系统 832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2940 元素分析仪 EL cube CHNSO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294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DSQ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2942 离子回旋共振质谱仪 APEX_ULTRA94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2943 色谱仪(AC 高速炼厂气分析仪） 7890A GC system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2944 连续光源原子吸收光谱仪 contrAA 7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2945 “深水井筒流动模拟实验装置”升级装

 

研制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2946 多功能显微镜 蔡斯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2947 显微镜 Axioimage rD1m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2948 CHNS/O 元素分析仪 Vario EL III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2949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Axios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2950 气相色谱仪 Agilen7890A-NCD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2951 M370 扫描电化学工作站 M370 分析仪器/电化学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2952 气相色谱仪 Agilen7890A-SCD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2953 60MPa 超临界高压反应系统 *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2954 透射电镜特殊成像系统 Gatan 832.20B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2955 冷场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2956 宽腔固体核磁共振谱仪 Avance III 400M WB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2957 材料显微镜 Axio Imager.A 2m 3D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2958 透射电镜 JEM-2100UHR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2959 付立叶红外光谱分析仪 Nexu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2960 粉末衍射仪 X’Pert PRO MPD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2961 激光拉曼光谱仪 LABRAM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2962 图像分析系统 KS400 、Axiovision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2963 原子吸收光谱仪 contrAA 7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2964 气相色谱仪 GCMS-QP21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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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5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PI40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2966 毛细管电泳仪系统 11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2967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2968 衍射仪 D8 ADVANC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2969 高效液相色谱仪 11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2970 质谱仪 654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2971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PI40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2972 流式细胞仪 FAS CA 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2973 质谱联用仪 1290UHPLC/6520QTOT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2974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MS202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2975 液质联用谱仪 1100LC/MSD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2976 质谱仪 LCMS-2010A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2977 离子阱质谱仪 MSD Trap  SL 11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2978 超速冷动离心机 ULTRA PROBO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2979 高效液相色谱仪 LC11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2980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3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2981 质谱仪 Q-TOF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2982 毛细管液相色谱仪 11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2983 元素分析仪 VARIO EL III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2984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2985 液质联用仪 LCMS-201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2986 液质联用仪 TSQ-Ultra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2987 单晶衍射仪 SMAT APEX II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2988 液质联用仪 1100LC/MSD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2989 液相色谱/质谱仪 HP-11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2990 质谱仪 API56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2991 液相色谱系统 安捷伦 Chip-L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2992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H-70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2993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5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2994 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100 Capillary L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2995 气相色谱时间飞行质谱仪 PEGASUS-Ⅲ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2996 色谱质谱联用仪 LC-MS-20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2997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岛津 ICPE9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2998 液相色谱仪 岛津 LC20A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2999 液质联用仪 岛津 LCMS-803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3000 液质联用仪 LCMS-202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3001 共聚焦生物显微镜 FV1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3002 质谱仪 API40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3003 生物分子分析系统 X-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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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4 高压雾化制粉装置 HERMIGA100/2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05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RISAdvantage1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06 遗传分析仪 PRISM3130X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07 荧光定量 DNA 扩增仪 7900HT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08 X 射线衍射仪 D/MAX RAPID IIR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09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SMART APEXII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10 圆二色光谱仪 J-815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11 流式细胞仪 Gallios/荧光信号差异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1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2010U1TRA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13 激光共聚焦扫描芯片系统 Beadstation5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14 全自动移液工作站 Evo 15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15 扫描电迁移率粒径谱仪 SMPS  3936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16 小焦点 X 射线实时成像系统 XY-225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17 串联四级杆液质联用仪 Quattro Micro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18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RIS Intrepid Ⅱ XSP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19 纳米粒度及 ZETA 电位分析仪 Zano-zs 分析仪器/电化学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20 芯片扫描仪 iScan System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21 离子肼质谱系统 LCQAD-600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22 核苷酸片断分析系统 L-74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23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5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24 实时荧光定量 PCR 分析仪 Light Cycle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25 直读光谱仪 SPECTROMAXx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26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irion2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27 荧光差异蛋白质组分析系统 TYPHOON TRIO+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28 三重四极杆液质联用仪 API40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29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TecnaiG220S-Twin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30 X 荧光谱仪 AXIOS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31 气质联用仪 5975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32 激光闪射法导热分析仪 LFA457/2/G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33 激光共聚焦图像处理显微镜 TCS SP5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34 定量遗传分析系统 PyroMarker ID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35 基因芯片系统 Affymetrix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36 定量遗传分析系统 PyroMark ID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37 超快速液相色谱仪 WATERS  ACQUITY.TM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38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39 电子背散射衍射系统 OIMXM4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40 显微激光拉曼光谱仪 LabRAM HR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41 显微激光拉曼光谱仪 LABRAM ARAMI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42 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0ST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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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3 X 射线衍射仪 D/max2550pc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44 光谱型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90iC1Si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45 噪声及振动测试分析系统 DETAILS SEE ATTACHMENT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46 恒温微量量热仪 C8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47 烟气分析仪 testo-360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48 遗传分析系统 CEQ 8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49 综合热分析系统 SETSYS EVO 18/24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50 热膨胀仪 DIL 402C/1/4/7G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51 环境扫描电镜(带能谱仪) Quanta-2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52 X-ray 测试仪 XD7600NT+CT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53 荧光差异蛋白质组分析系统 ETTAN 2D-DIGE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54 空区自动激光扫描系统 C-AL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55 有机分析质谱仪 ULTRAFLEX Ⅲ TOF/TOF 2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56 制备超速离心机 OPTIMAL L-100X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57 X 射线衍射仪 D 50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58 高速摄影系统 HG2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59 全自动核酸纯化工作站 biomek NX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60 X 射线衍射仪 D/Max 2500VB=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61 离子阱型液质联用仪 LCQ Deca XP Plu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62 高低真空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360LV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63 高低真空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360LV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64 库仑陈列电化学高效液相色谱仪 5600A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65 流式细胞仪 FACS ARIA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66 细胞膜片钳系统 EPC-1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67 快速纯化液相色谱仪 AKTA Purifier 1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68 化学吸附仪 ASAP202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69 神经扫描仪 Neur 64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70 电化学扫描探针显微镜 EIProScan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71 氮/氧/氢联合测定仪 TCH6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72 多功能凝胶成像系统 TYPHOON trio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73 同步热分析仪 STA-449F3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74 金相制样设备 planpol-v discoton-2 prontopress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75 电感偶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系统 PS-6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76 金相图像定量分析仪 MeF3A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77 扫描探针显微镜 multimode Ⅴ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78 反应微量量热仪 SuperCRC 20305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79 X 射线衍射仪 TTR Ⅲ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80 高空高速图像采集系统 SA1.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81 同步热分析仪 STA  449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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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2 衍射仪系统 D8 discover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83 超薄切片机 UC6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84 X-射线荧光光谱仪 ZSX Primus II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85 显微激光拉曼光谱仪 LabRAM HR8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86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Optima5300DV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87 氧氮分析仪 TC4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88 流式细胞仪 MOFLO XD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89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K-ALPHA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90 扫描探针显微镜 Dimension ICON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91 偏光显微镜 LEICA DM4500P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92 扫描探针显微镜 NanoManVS+Multimode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93 三维视频显微系统 KH-77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94 高空高速图像采集系统 Photron FASTCAM SA1.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95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JEOL-2100F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96 电子衍射成像系统 832.20B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97 芯片杂交站 TECAN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98 原子吸收光谱仪 MARS XP15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099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Nova NanoSEM23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100 噪声惯量台架实验系统 Model3900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101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Axios  mAX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102 地下成像系统 TRT6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103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PQ-EXCELL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104 荧光显微镜 Axio Observer A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105 Calvet 微量热计 HT-100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106 激光共聚焦成像系统 RADIANCE 21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107 台式生物芯片点样仪 Accent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108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MS-201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109 多肽合成仪 PIONEE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110 三维激光扫描仪 ILRIS-3D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111 遗传分析仪 PRISM3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112 电化学扫描探针显微镜 EIProScan ERP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113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Axios mAX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114 五官科多功能摄像系统 ENDOSTROB D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115 多通道电化学测试系统 1470E 分析仪器/电化学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116 制备型超速离心机 Optimal L-100X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3117 基质辅助激光解吸附飞行时间质谱 Ultraflex TOF/TOF Ⅲ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18 120KV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14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19 气质联用仪 Agilent 7890A-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20 超速离心机 OPTIMA L-100X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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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1 流式细胞分析系统 Gallios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22 三重串联四极杆质谱联用仪 RRLC/6410 LC/MSD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23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500+IX8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24 多功能激光扫描成像系统 GE Typhoon Trio+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25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OLYMPUS  FV1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26 模块化组合分析系统 E17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27 快速动力学停留装置 SX2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28 实时荧光定量 PCR 系统 LightCycler 480II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29 等温滴定微量热仪 VP-ITC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30 数字式圆二色光谱仪 Chirascan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31 透射电镜 CCD 成像系统 GATAN 832.10W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32 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SpiritTwin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33 扫描电子显微镜 FEI Quanta  2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34 超速离心机 Optima L-100X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35 液体蛋白芯片指纹图谱仪 Ultraflex TOF Ⅲ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36 DNA 测序仪 377-01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37 飞行时间质谱仪 OmniFlex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38 核苷酸片段分析系统 WAVE-99-3500HT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39 生物大分子相互作用分析仪 ProteOn XPR36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40 液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联用仪 岛津 LCMS-IT-TOF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41 连续波长多功能酶标仪 TECAN Infinite M1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42 全自动 DNA 遗传分析仪 ABI3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43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010(Cryo)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44 全内反射荧光系统 Lecia AM TIRF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45 高通量荧光定量 PCR 仪 Roche LightCycler48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46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LEICA TCS SP5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47 傅立叶核磁共振波谱仪 Bruker AVANCE Ⅱ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48 等离子体质谱仪 XSeries 2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49 全自动 DNA 遗传分析仪 AB1373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50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TCS-SP2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51 荧光差异蛋白表达检测分析系统 Typhoon94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52 生物荧光双波分析系统 METAFLOUR TE2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53 基因分析仪 ABI 3500X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54 低温真空探针台 Lake Shore EMPX-HF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55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7600-020 ISE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56 全自动细胞组高内涵筛选分析系统 ArrayScan VTi600Plus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57 高温凝胶色谱仪 Polymer PL-GPC22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58 单晶衍射仪 Gemini A Ultra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59 分析/分选型高通量流式细胞仪 BD FACSAriaⅡ(SOR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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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0 近场显微光谱系统 WiTec Alpha 300-S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61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ABI ViiA 7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62 色谱质谱联用仪 HP6890/5973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63 动态热分析差示量热仪 TA5000/DSC2910/DMA298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64 X 射线粉末衍射仪 D8 ADVANC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65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Rigaku R-AXIS Spider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66 高温凝胶色谱仪 GPC 2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67 傅立叶变换红外园二色振动光谱仪 TENSOR27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68 X-射线粉末衍射仪 D/MAX2200VPC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69 小分子 X-射线单晶衍射仪 Gemini S Ultra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70 圆二色光谱仪 J-81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71 全频超声乳化吸引刀 SONOCA 3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72 X 射线衍射仪 SMART  APEX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73 热重-红外联用仪 TG209/VECTOR22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74 热场发射环境扫描电镜 Quanta 4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75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EQUINOX-55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76 全谱直读等离子光谱仪 IRIS ADVUNTAGE(HR)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77 色谱质谱联用仪 VOYAGER CE8000TOP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78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SMART 1000 CCD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79 冷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JEM-6330F 型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80 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010(HR)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81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QDecaXP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82 激光显微拉曼光谱仪 inVia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83 电子探针显微分析仪 JXA-880012 型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84 冷冻超薄切片机 LEICA UCL/FC6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85 500 兆超导核磁共振谱仪 INOVA 500NB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86 400 兆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AV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87 热场电镜电子背散射衍射仪 EBSD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88 高分辨质谱仪 MAT95XP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89 光电子能谱仪 ESCALab 25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90 超速离心机 Optima LE-80k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9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 DSQ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92 小动物活体（光学）成像系统 Caliper IVIS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93 超速流式细胞分选系统 MofloXD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94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Zeiss LSM 71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95 全自动磁性细胞分选仪 autoMACS Pro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96 流式细胞分选仪 BD SORP FacsAria II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97 流式细胞分选仪 BD Influx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3198 双束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系统 AURIGA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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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9 紫外线成像仪 CoroCam IV+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3200 高速摄像机 HG100K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3201 智能重量分析仪 IGA-100B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3202 X 射线衍射仪 D/Max-2500PC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3203 X-荧光分析仪 Quan X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3204 高速可见光成像仪 HSFC-PRO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3205 低温低气压人工气候室 Φ7.8×H11.6m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3206 场发射扫描电镜 FEINOVA400NANOSEM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3207 可变电子真空扫描电镜 TESCAN-VEGAII-LMU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3208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XRF-180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3209 X 射线衍射仪 D/Max-2500PC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3210 热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Libra 2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3211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eica DMI6000 SPS-TCS SP5/Leica DMI6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3212 活细胞工作站 Leica AF6000-DMI 600B/Leica AF6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3213 紫外/可见/红外光谱仪 LAMBDA9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3214 同步热分析仪 STA44PF3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3215 核磁共振仪 AV500MHZ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3216 分子相互作用分析系统 BR-1100-2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3217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TECNAI2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3218 扫描电子显微镜 TESCAN-VEGAⅢ-LMH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3219 综合热分析仪 STA449C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3220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lient 11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3221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8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3222 元素分析仪 vario EL  III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3223 气质联用仪 5973NGC-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3224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Advanced XP+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3225 微波消解系统 Ultra wave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3226 同步热分析仪 STA449F3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3227 氟化氢气体分析仪 G1205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3228 高速实时图像记录系统 高速相机 FASTCAM 1024PCI  软件 IO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3229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X Series 2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3230 数字式高速摄像系统 SA1.1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3231 热红外成像与监测分析系统 TVS-81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3232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400NII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3233 显微分光光度计 QDI 302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3234 显微分光光度计 QDI 302+DM4500P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3235 傅立叶变换显微红外光谱仪 67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3236 X 射线衍射仪 D/MAX-2500/PC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3237 制冷机组 CEV64DE10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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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8 激光加工系统 TJ-HL-T50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3239 岩矿切割机 10-2156-400 Delta  PetroCut Geological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3240 双面光刻机 MA6/BA6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重庆大学 重庆 
3241 变速高压柱塞泵 820VSD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重庆大学 重庆 
3242 连续轨迹数控坐标磨床 MK2945C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重庆大学 重庆 
3243 钻铣加工中心 α-T10A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重庆大学 重庆 
3244 镁合金冷室压铸机 DCC630M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重庆大学 重庆 
3245 金属板材砂光机 SG1300-WJS-*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重庆大学 重庆 
3246 高压水射流切割机 2626xP/30HP-工作合尺寸：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重庆大学 重庆 
3247 PECVD100 等离子增强化学气相淀积系

 

PECVD100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重庆大学 重庆 
3248 感应耦合等离子刻蚀机 LPX ASE SR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重庆大学 重庆 
3249 键合机 SB6e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重庆大学 重庆 
3250 卧式 LPCVD 系统 L4110Ⅱ-3/ZM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重庆大学 重庆 
3251 磁控溅射系统 MS100X6-L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重庆大学 重庆 
3252 立式加工中心 TV5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重庆大学 重庆 
3253 正面对准光刻机 科毅 AG350-6N-D-SS-V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中山大学 广东 
3254 微波等离子体化学气相沉积系统 MPECVD-R2.0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中山大学 广东 
3255 紫外光源（曝光头部分） OAI LS18S-35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中山大学 广东 
3256 手动式曝光机 ABM/8/500/NUV/DCCD/M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中山大学 广东 
3257 芯片劈裂装置 OBM-90TPⅡ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中山大学 广东 
3258 等离子增强化学气相沉积系统 80Plus PECVD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中山大学 广东 
3259 感应耦合反应离子刻蚀机 ICP-50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中山大学 广东 
3260 氧化铟锡(ITO)电子束蒸镀系统 Cello Ohmiker-50D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中山大学 广东 
3261 热板机 SAWATEC HP-7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中山大学 广东 
3262 大面积热蒸发系统 定制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中山大学 广东 
3263 21 英寸射频磁控溅射台 定制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中山大学 广东 
3264 多功能蒸发镀膜机 定制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中山大学 广东 
3265 半导体特性分析系统 吉时利 4200-SCS/F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中山大学 广东 
3266 高真空共溅射镀膜系统 LJUHV SP303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中山大学 广东 
3267 21 英寸直流磁控溅射台 定制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中山大学 广东 
3268 金属及氧化物蒸镀设备 Cello Seker-6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中山大学 广东 
3269 热等静压机 RDJ15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中南大学 湖南 
3270 数控加工中心 XH716（ARROW125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中南大学 湖南 
3271 精密间隙式涂布机 KCM500A-12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中南大学 湖南 
3272 列车气动及撞击试验台 自设计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中南大学 湖南 
3273 中频感应烧结炉 非标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中南大学 湖南 
3274 挤压机 XJ-800-S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中南大学 湖南 
3275 立式真空气压烧结炉 FPW180/250-2200-1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中南大学 湖南 
3276 真空电炉 FVPHP-R-10FRET-4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中南大学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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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7 注塑机 LD05EH2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中南大学 湖南 
3278 可压缩性实验系统 Model1620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中南大学 湖南 
3279 冷等静压机 LDJ500/1500/300YS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中南大学 湖南 
3280 升降式气氛钟罩电阻炉 A(V)-AF-450 型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中南大学 湖南 
3281 四腔室多功能磁控溅射设备 非标订制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中南大学 湖南 
3282 高温炉 HTK40/18-S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中南大学 湖南 
3283 真空挤出机 V15spHv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中南大学 湖南 
3284 数控线切割机 BA8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中南大学 湖南 
3285 数控线切割机 BA8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中南大学 湖南 
3286 立式加工中心 V60A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中南大学 湖南 
3287 多功能摩擦磨损测试仪 UMT-3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中南大学 湖南 
3288 多功能焊接强度测试仪 DAGE-40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中南大学 湖南 
3289 龙门式搅拌摩擦焊接机 FSW805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中南大学 湖南 
3290 超高真空溅射与蒸发系统 JGP45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中南大学 湖南 
3291 加工中心 VMC-1270A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中南大学 湖南 
3292 加工中心 MVP-8S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中南大学 湖南 
3293 磁控溅射多功能涂层设备 CSU550-1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中南大学 湖南 
3294 冷室压铸机 J114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中南大学 湖南 
3295 超高温石墨化炉 3000 度/石墨发热体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中南大学 湖南 
3296 车辆动态偏移量检测系统 自研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中南大学 湖南 
3297 多联生物反应器 Labfors(TV7.5L/5.0L) 工艺实验设备/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3298 数控车床 T8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中南大学 湖南 
3299 催化脱脂炉 TFE-60-20/E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中南大学 湖南 
3300 气体泄漏与扩散实验系统 自制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3301 立式加工中心 MV-6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3302 储层非均质模拟实验装置 自行研制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3303 数控加工中心 MV-5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3304 固井工程作业实训装置 GJSX-I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3305 油气成因高压催化模拟装置 自制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3306 高温模拟蒸馏系统 AC Agilent 6890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3307 小型催化裂化试验装置（ACE 装置） ACE-Model R+ MM (220V)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3308 光化学反应动力学装置 自行组装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3309 生物冰点保鲜示范库 30 吨 工艺实验设备/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3310 小区播种机 2R-CTS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3311 多功能离子注入机 *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3312 激光快速成形机 AFS-32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3313 多功能高温电炉 FVPHP-R-5/FRET-2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3314 实验室循环水系统 HXDF-10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3315 仪表盘 KAI-13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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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6 水下作业机器人 Wizard 75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3317 高温高压反应装置 研制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3318 卧式加工中心 HC500A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3319 手动激光纯化系统 54-LEM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3320 新型高效废弃物炉排焚烧试验台 废弃物焚烧处置量 0.2～0.5t/h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21 分子束外延系统 MBE-IIIB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22 超高温气压烧结炉 ZTQ-60-22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23 化学气相沉积连续镀膜系统 CVD Coating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24 PECVD 镀膜机 MESC MULTIPLEN CND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25 全动力立拉加工中心 VTC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26 交流电源平台 ACS800-14-0640-3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27 电动注塑机 TTI-100U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28 煤焦油加氢平台 定制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29 光学镀膜机 ZZSX-125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30 光学镀膜机 ZZSX-125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31 超高真空 CVD 设备 自制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32 原子层沉积系统 TFS 2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33 磁控溅射镀膜机 pvd 75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34 ALD 原子层沉积系统 ALD150LX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35 离心泵性能测定实验装 tpt-06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36 高温黑体炉 M390-A2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37 超高精度矿物材料磨抛加工机床 350FG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38 光学浮区炉 FZ-T-800-H=PC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39 关节臂测量机 2009ZSIR0559US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40 电子垃圾熔炼试验平台 电子垃圾处理量 10-30kg/h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41 海水淡化装置 自制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42 感应耦合等离子刻蚀机 Plaswalab 1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43 反应离子蚀刻机 FLSKJ-208A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44 放电等离子烧结装置 SPS-105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45 高速液压动力卡盘综合性能试验平台

 

CK1440WY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46 中试分子蒸馏提纯系统 DZL-20/BML-20/JB-80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47 高性能干法刻蚀设备 Mesc Multipler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48 高真空 MOCVD 设备 自制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49 磁控镀膜设备 TAJC-7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50 纳米压痕仪及配套设备 G2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51 氧化锌 MOVD 设备系统 MOCVD-II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52 分子束外延设备 JZMBE-450C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53 生物反应器 NLF22 工艺实验设备/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54 离子束溅射镀膜系统 DIBS-11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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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5 催化反应器 POLYCLAVE 1L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56 交流调速驱动系统 600KW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57 表面贴装焊接系统 BGA35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58 等离子增强化学气相沉积 NPE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59 激光分子束外延 LMBE-1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60 快速 PCB 制作系统 ProtMat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61 超高真空化学气相淀积系统 UHVODV-300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62 溅射系统 CVE301A-MAGIII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63 准分子激光微加工系统 *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64 转子高速旋转（高低温疲劳）试验台 2UST-D1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65 物理气象沉淀系统 特制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66 大面积磁控溅射 PVD 75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67 激光分子束外延 LMBE-M-2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68 大流量电液比例伺服阀试验系统 自制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69 电子压力扫描阀 DSM34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70 催化剂表面性质测定 autochem II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71 微光刻系统 ABM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大学 浙江 
3372 刻蚀机 AMS200(阿尔卡特)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厦门大学 福建 
3373 微控四管扩散炉 L4513Ⅱ-53/2M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厦门大学 福建 
3374 化学机械抛光机 POLE400M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厦门大学 福建 
3375 喷胶机 ST222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厦门大学 福建 
3376 芯片键合机 AML-AWB-04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厦门大学 福建 
3377 微控四管扩散炉 L4513Ⅱ-53/2m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厦门大学 福建 
3378 光刻键合机 MA6BA6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厦门大学 福建 
3379 LPCVD L4131/ZM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厦门大学 福建 
3380 电子束蒸发台 BJD/FC20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厦门大学 福建 
3381 龙门移动式加工中心 MV1818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382 小区收割机 CLASSIC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3383 小区联合收割机 CLASSIC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3384 螺杆机械及制冷机组全性能试验及测

 

xjluogan-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385 数控机床 DL-20MH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386 数控铣床 H5 -8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387 真空钎焊炉 10.0VP4035/42HV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388 FARO 激光扫描测量机 P12-7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389 排气颗粒物收集系统 ELPI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390 高速水力测功器 401-013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391 电火花成型机 HCD800X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392 等离子体喷涂设备 9M 型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393 喷雾式光刻胶涂布装置 evg101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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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4 超精密数控外圆磨床 *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395 三维台阶显微检测仪 XP-2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396 涡旋盘单轴数控铣床 BD18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397 专业制备系统 zzx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398 电子束直写刻蚀系统 CABC9300CSX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399 放电等离子烧结系统 ed-pas-iii-es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00 数字控制器 *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01 三维热线系统 STREAMLINE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02 柔性制造系统 *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03 五轴五联动数控铣床 HJ044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04 龙门铣床 XQT2014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05 内圆磨床 MK2110-9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06 高速永磁电机实验台 定制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07 数控转子轴外圆磨床 GL5A-32II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08 数控非园内孔磨床 QCK005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09 四轴数控铣床 XK715B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10 数控车床 FTC-2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11 高温大型可控烧结炉 js-300w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12 内圆磨床 MK2110-8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13 高低温磁性测量系统 VSM-7307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14 分析测试仪 LZ-800GTV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15 真空沉积炉应力测试系 *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16 离子磁控溅射镀膜机 sp-0806ast-xd-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17 高温热压烧结炉 *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18 紫外激光蓝宝石衬底剥离系统 IX-66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19 金属衬底键合机 Tbon-1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20 镀膜型 LB 膜分析仪 KSV5000ALT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21 多功能磁控溅射仪 gdp-56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22 机床振噪测试与结构模态分析系统 SCM05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23 多功能热压装置 high-mult150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24 气体排放分析仪 MEXA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25 缝合机 AST/TB0N-1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26 蜗杆磨床 QCK04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27 涡旋盘双轴数控铣床 BD22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28 复合式电机测试台 2WB115+EK+2PB115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29 纳米表面机能加工系统 ec2-pse-05-cxun-001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30 磁控溅射系统 1210027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31 涡旋盘单轴数控铣床 BD18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32 深干法刻蚀机 ICP18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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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3 快速纯化工作站 BIO CAD700E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34 磁控离子溅射台 *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35 多层介质涂层设备 *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36 磁控溅射仪 ACS-40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37 焊接机器人系统 hp6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38 光刻机 ABM6/350NAV13SV/M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39 材料喷印沉积系统（薄膜制备） DnP-30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40 全功能数控车床 FTC-3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3441 颗粒排放仪 AVL-SPC472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3442 涡旋盘双轴数控铣床 BD22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443 发动机排放分析仪 CAI600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3444 汽车发动机动态实验台 220KW/934N.M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3445 重型雪撬式切片机 Leica SM25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3446 等离子体增强化学气相沉积设备 M82320-1/UM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3447 粉末烧结激光快速成型机 HRPS-IV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3448 全自动贴片机/半自动丝印机 BS390V2-V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3449 放电等离子烧结系统 SPS-105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3450 高真空双室镀膜设备 JZCDF-450S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3451 单工位加工机床 VCE800WPro800*560*6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3452 燃料电池发动机台架试验系统 自制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3453 立式加工中心 MV-11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3454 车载排放测试系统 SEMTECH-DS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3455 高真空磁控溅射与蒸发镀膜装置 JGP56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3456 一控四发酵系统 BioFLO 工艺实验设备/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3457 柴油机废气排放分析仪 MEXA-1500D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3458 微型双螺杆挤出机 MiniLab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武汉大学 湖北 
3459 热环境风洞转鼓系统 非标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同济大学 上海 
3460 气动声学风洞风机系统 WA85.45/MV70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同济大学 上海 
3461 气动声学风洞转盘盖板 非标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同济大学 上海 
3462 Seekur 智能移动系统 SKR0001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同济大学 上海 
3463 介电材料测试系统 E8362C+85070E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同济大学 上海 
3464 五轴联动数控铣床 CU12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同济大学 上海 
3465 旋转压实仪 普通型 B0251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同济大学 上海 
3466 核磁光振仪 AVANCE III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同济大学 上海 
3467 旋转压实仪 研究型 B0252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同济大学 上海 
3468 大面积高均匀性磁控溅射镀膜机 *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同济大学 上海 
3469 数控车床 INDEX GU61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同济大学 上海 
3470 空气离子净化设备系统 *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同济大学 上海 
3471 结构试验协调加载系统 HAD-50K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同济大学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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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2 发动机试验台 AVL AFA404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同济大学 上海 
3473 发动机试验台 AVL AFA202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同济大学 上海 
3474 发动机排放分析系统 AMA4000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同济大学 上海 
3475 无人车比赛系统 *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同济大学 上海 
3476 连续羰基合成反应试验装置 10266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天津大学 天津 
3477 云系统服务平台 *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同济大学 上海 
3478 真空手套箱 MBC200MOD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天津大学 天津 
3479 有机/无机多功能镀膜系统 LN-284SA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天津大学 天津 
3480 可调压中压湿气流量实验装置 无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天津大学 天津 
3481 MEVVA 真空等离子注入机 MEVVAIIA-H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天津大学 天津 
3482 立式综合加工机 KFV-4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天津大学 天津 
3483 实验室用反应挤出系统 MP19 TC-35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天津大学 天津 
3484 气固两相流装置 无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天津大学 天津 
3485 数控高速专用磨床 MK8232/H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3486 可模拟多种来流形式的涡激振动试验

 

自制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3487 光学发动机测试系统 BASIC UNIT 5400 EMCON 400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3488 箱式炉热处理生产线 BBH200 规格 BBH2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大学 山东 
3489 静压压力桶 8016A-8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3490 电控装置开发、试制及检测系统 YV100XG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3491 静压成型设备 CIP32260 规格 60.000psi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大学 山东 
3492 激光打标机 EP-15-THG-S 规格 355nm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大学 山东 
3493 三室多功能磁控仪 BMS660B 规格 380V-50HZ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大学 山东 
3494 真空热蒸镀膜机 K975X 10e-3pa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大学 山东 
3495 多功能摩擦磨损试验机 UMTS-2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大学 山东 
3496 卧式超高真空高温熔炼炉 SVM80/120H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大学 山东 
3497 漂浮海浪发电装备制作 SD35 规格 HLFD-12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大学 山东 
3498 六轴磨料水射流加工机床 ABB：IRB2400  IRB2400F/16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大学 山东 
3499 万能镗铣床 DMU-70V 70V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大学 山东 
3500 超高速立式铣床 VMC0540d 3800*3100*32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大学 山东 
3501 激光分子束外延设备 MBE45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大学 山东 
3502 数控成型磨床 MKL7120*6 630*2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大学 山东 
3503 高速五轴五联动加工中心 KERN MICRO 2522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大学 山东 
3504 分子束外延系统 VARIANSH110  SPECS9*-9mbar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大学 山东 
3505 超高真空磁控与离子束溅射双室联合

 

FJL52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大学 山东 
3506 红外分析全自动合成反应器 2abmax 650～1950，2200～4000 cm-1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大学 山东 
3507 激光沉积和离子束刻蚀设备*激光 LMEB450C 2X10-8Pa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大学 山东 
3508 真空镀膜机（PVD 刀具涂层） AS-585 AS-585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大学 山东 
3509 超高压水射流切割系统 FCM1313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大学 山东 
3510 多功能烧结实验炉 FVPHP-R-5 FRET-2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大学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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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1 立式加工中心 ACE-V500 1020*500*51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大学 山东 
3512 硬脆加工中心 SPEEDY2000 X=32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大学 山东 
3513 精密数控线切割机床 ROBOFIL39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大学 山东 
3514 SMT 教学示范生产线 CM86（高速贴片机）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清华大学 北京 
3515 化学气相沉积系统 L450P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清华大学 北京 
3516 气体排放分析系统 MEXA-7200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清华大学 北京 
3517 功率处理系统 AV-900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清华大学 北京 
3518 排放分析仪 CEB2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清华大学 北京 
3519 放电等离子烧结炉 SPS-1050T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清华大学 北京 
3520 蒸发镀膜系统 L-400EK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清华大学 北京 
3521 高级匀胶系统 EVG101C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清华大学 北京 
3522 氮化物分子束外延系统 N35-V-2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清华大学 北京 
3523 电子束光刻机 e-LiNe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南京大学 江苏 
3524 全自动发酵系统及附件 * 工艺实验设备/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3525 发动机排放分析仪 MEXA-7100DEGR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清华大学 北京 
3526 紫外光刻机 MJB4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南开大学 天津 
3527 饲料预混合成套机组 *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3528 生物反应器系统 BIOF-6500B/S/Z 工艺实验设备/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3529 样品搅拌机 SM 45 T2M-RISTL 工艺实验设备/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3530 快速纯化工艺开拓系统 AKTA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3531 小区联合收割机 Nurseryma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3532 分合性化学气相淀积材料生长系统 自行研发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南京大学 江苏 
3533 高真空泵组 80 plus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南京大学 江苏 
3534 光刻机 MJB4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南京大学 江苏 
3535 HVPE 生长系统 自制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南京大学 江苏 
3536 推广型 III 族氮化物 HVPE 材料生长系统 自制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南京大学 江苏 
3537 等离子体化学气相淀积系统 Plasmalab80Plus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南京大学 江苏 
3538 高真空多靶磁控溅射镀膜设备 JZCK-45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南京大学 江苏 
3539 箱式真空镀膜机 ZZS700-6/G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南京大学 江苏 
3540 超高真空多靶磁控溅射台 JGP-650 型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南京大学 江苏 
3541 刻蚀镀膜仪 682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南京大学 江苏 
3542 超高真空多靶磁控溅射 JGP560D 型/120MA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南京大学 江苏 
3543 磁控与粒子束联合溅射镀膜机 FJL56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南京大学 江苏 
3544 氦液化设备 TCF10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南京大学 江苏 
3545 激光分子束外延系统 */极限真空 6.67*10-8Pa 800 摄氏度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南京大学 江苏 
3546 精密刻蚀镀膜仪 682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南京大学 江苏 
3547 超高真空磁控溅射镀膜设备 BMS660B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南京大学 江苏 
3548 多靶磁控溅射设备 JPG600/4 靶位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南京大学 江苏 
3549 外延系统 LMBE-8C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南京大学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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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0 人工录音系统 HMSⅡ.3/*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南京大学 江苏 
3551 原子沉积系统 SUNALE TM R-150B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南京大学 江苏 
3552 超高真空多功能团簇束流系统 CBS-I 型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南京大学 江苏 
3553 光催化剂评价系统 定制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南京大学 江苏 
3554 溅射仪 PCD75 CLUSTER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南京大学 江苏 
3555 离子辅助电子束蒸发镀膜机 ZZS700-6/G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南京大学 江苏 
3556 微加工系统 DM4000M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南京大学 江苏 
3557 电子束蒸发设备 FU-20PEB-RH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南京大学 江苏 
3558 等离子刻蚀机 RIE-10NR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南京大学 江苏 
3559 光刻机 ABM/6/5001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南京大学 江苏 
3560 DE 射频溅射台 DE5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南京大学 江苏 
3561 磁控溅射系统 KJLC-LAB-18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南京大学 江苏 
3562 电子束曝光系统 ESL-37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南京大学 江苏 
3563 多功能环境风洞 无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兰州大学 甘肃 
3564 薄膜制备仪 500 型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兰州大学 甘肃 
3565 双螺杆挤出挤压系统 POLYLAB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江南大学 江苏 
3566 发酵罐 SSTC-2005-11    50L 工艺实验设备/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江南大学 江苏 
3567 快速成型机 Z51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江南大学 江苏 
3568 液态中试生产线 Th-ML-50 型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江南大学 江苏 
3569 柔性制造系统 *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江南大学 江苏 
3570 连续式染色机 CDM-30 工艺实验设备/纺织工艺实验设备 江南大学 江苏 
3571 四罗拉多电机智能细纱机 TH558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江南大学 江苏 
3572 四联发酵罐 BioFLo 115 四联 工艺实验设备/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江南大学 江苏 
3573 糖浆浓缩精制系统 SES-06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江南大学 江苏 
3574 高真空卷绕磁控溅射设备 JZCK-8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江南大学 江苏 
3575 发酵罐系统 ABEC 200-1 工艺实验设备/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江南大学 江苏 
3576 糖浆液化系统 SES-03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江南大学 江苏 
3577 发酵罐 Bioflo 4500 工艺实验设备/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江南大学 江苏 
3578 不锈钢发酵罐 Biostat Cplus 20L MO 工艺实验设备/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江南大学 江苏 
3579 MPS 模块化生产加工系统 MPS001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江南大学 江苏 
3580 微生物反应器 Techfors-S 工艺实验设备/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江南大学 江苏 
3581 一位四头涤锦复合纺丝 POY 生产工程 JHF14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江南大学 江苏 
3582 柔性制造系统 *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江南大学 江苏 
3583 低压化学气相沉积系统 无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吉林大学 吉林 
3584 立式加工中心 RF MY8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江南大学 江苏 
3585 发酵罐 NLF22 工艺实验设备/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江南大学 江苏 
3586 感应耦合等离子高密度刻蚀机 CE-3001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吉林大学 吉林 
3587 纳米微印刷系统 NIL-25-OB-LT-PL-LW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吉林大学 吉林 
3588 双室磁控与离子束复合溅射系统 FJL-560a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吉林大学 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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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9 ZnO 薄膜 MOCVD 设备 *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吉林大学 吉林 
3590 微型双螺杆混合和微型注射成型机 MiniLAB  MiniJET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吉林大学 吉林 
3591 RF 离化增强型双流生长系统 II-MOCVD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吉林大学 吉林 
3592 高压储氢系统 RUBOTHERM MSB, IMGO-500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吉林大学 吉林 
3593 发动机排气颗粒物粒径谱仪 3090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吉林大学 吉林 
3594 发动机排放测试系统 MEXA7100DEGR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吉林大学 吉林 
3595 等离子体喷涂设备 GDP-K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吉林大学 吉林 
3596 惰性气体系统 MB200MOD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吉林大学 吉林 
3597 汽车振动测试分析系统 SCADAS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吉林大学 吉林 
3598 发动机实验台架 PUMAOPEN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吉林大学 吉林 
3599 光刻机 ABM/6/350/NUV/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吉林大学 吉林 
3600 车用电子控制开发系统 1401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吉林大学 吉林 
3601 激光加热系统 GS40-1053S  40GPA 2000K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吉林大学 吉林 
3602 汽车电控动力传动系实验台 6071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吉林大学 吉林 
3603 微波等离子体化学气相沉积镀膜设备 ASTex 5250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吉林大学 吉林 
3604 多元多室有机金属镀膜系统 JD400 型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吉林大学 吉林 
3605 贴片机 *SM421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3606 数控立式加工中心 *VMC-85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3607 果蔬生产线 100h/小时* 工艺实验设备/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3608 生物柴油中试生产线 无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3609 磁控溅射炉 JZCK-640S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10 晶片结合机 AML-402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11 纳米微影压印机 EITRE 3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12 果汁生产线 HBV601 工艺实验设备/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3613 低压化学气相沉积系统 460106L/S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14 感应耦合等离子刻蚀机 PLASMALAB SYSTEM 100 ICP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15 金属有机物化学气相沉积 W120 2"单片机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16 卧式车削中心 QTN200M/1000V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17 金属有机物化学气相沉积 CCS 3*2FT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18 光电子微纳制造工艺平台 CCS 3*2FT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19 金属粉末直接快速成型机 HRPM-5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20 高精密微细机械加工机 MAESTRO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21 生物反应器系统 BIOSTAT-C 工艺实验设备/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22 ICP 特气柜 手动双瓶柜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23 高真空双室多靶溅射仪 GZKSB-35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24 超声波数控中心 CNC1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25 柔性制造系统 Mandelli-M7V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26 加工中心 Mandelli-M7V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27 亚微米倒装键合工艺实验系统 FINEPLACER-96"LAMBDA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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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8 煤炭加氢气化试验装置 7MPA/850 度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29 电子束蒸发镀膜机 EB-500S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30 立式加工中心 XHK514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31 合成振荡回路装置 自制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32 热等静压系统 QIH-6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33 激光切割机 JKD512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34 数控镗铣床 WF72C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35 数控电火花线切割机 A350-E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36 数控电火花成形机 A35R-E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37 立式车削中心 VL-850HR+P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38 SLS 实验装置 QIH-6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39 卷绕机 AVM483A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40 车载移动式生物质液化系统 MBP-I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41 三峡模拟同步发电机组 MTF-2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42 超音速喷凃系统 KY-HVO/AF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43 数控铣床 XKF456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44 高效数控磨床 HGM01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45 LOM 快速成型机 HRP-III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46 双落管真空系统 非标自制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47 双层真空容器系统 非标自制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48 数控等离子复合机床 XKA504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49 热泵冷水机组 WSDSXHP045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50 步进电机控制器 SMC90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51 实时在线反应分析系统 ReactIR iC10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3652 连续式高浓度盘磨机 2500-II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3653 水平式旋转蒸煮器 KRK 2611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3654 连续管式微型反应釜 Par 5403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3655 等离子喷涂系统 Praxair 7700-Biolabs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3656 全自动发酵罐 Biostat C8844925 工艺实验设备/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3657 四色印刷机 閃彩印王 905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3658 派勒卧式精细研磨机 PUHLERPHN06C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3659 催化剂表征系统 AMI-100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3660 实验室压力磨浆系统 12"-1CP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3661 超高真空磁控溅射镀膜系统 JGP560 型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3662 印刷适性仪 GST2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3663 纤维分析仪 FS-200 工艺实验设备/纺织工艺实验设备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3664 动态纸页成型系统 CA320 CA321 CA322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3665 结构耐火试验炉 *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3666 实验室反应釜 BEP280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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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7 FED 封装系统（场发射） FED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3668 PFI 磨 MILL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3669 薄膜制备等离子体系统 NJVP6S1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3670 绿色化工反应评价装置 GcRu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3671 多功能等离子体实验系 定制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3672 高压微反色谱系统 dadi1511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3673 激光压缩真空系统 4 靶室 真空度 10－6PA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3674 光学磁体低温系统 SM4000-1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3675 超高真空多功能磁控溅射系统 JGP56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3676 催化反应装置 *ACE MODEL R+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3677 分子束外延仪 Compact 12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3678 磁控离子束复合镀膜设备 MIS-560C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3679 高压晶化釜 5M3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3680 高真空薄膜沉积系统 PLD-45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3681 高压晶化釜 5M3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3682 高压晶化釜 5M3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3683 数控精密激光加工机 LW12X25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湖南大学 湖南 
3684 单柱座标磨床 MK2945C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湖南大学 湖南 
3685 超高速数控磨削实验台 HJ-Z 线速度 150M/S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湖南大学 湖南 
3686 模具化智能组焊装置及配套控制系统 自制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湖南大学 湖南 
3687 发动机性能开发实验台 PUMAOPEN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湖南大学 湖南 
3688 汽车悬架试验台 研制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湖南大学 湖南 
3689 四通道整车疲劳测试试验台架系统 MTS 320.035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湖南大学 湖南 
3690 二甲苯氧化反应装置 自制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湖南大学 湖南 
3691 催化剂表征系统 AutoChem II 2920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湖南大学 湖南 
3692 压力扫描阀 DTCnet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湖南大学 湖南 
3693 五轴轻型高速数控龙门铣床 POSEIDN38/TUCU25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湖南大学 湖南 
3694 无掩模亚微米光刻机成套设备 研制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湖南大学 湖南 
3695 超高速数控磨削实验台 HJ-Z 线速度 314M/S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湖南大学 湖南 
3696 汽车风洞测力设备 非标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湖南大学 湖南 
3697 三釜串联反应装置 定制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湖南大学 湖南 
3698 压力扫描阀 DTCInitum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湖南大学 湖南 
3699 变速运动分析系统 CR2000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湖南大学 湖南 
3700 多功能离子束磁控溅射 M1S8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湖南大学 湖南 
3701 卧式挤压机 XT—125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湖南大学 湖南 
3702 立式数控铣床 HV—705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湖南大学 湖南 
3703 数控三维 CO2 激光切割焊接系统 Pratico2545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湖南大学 湖南 
3704 数控精密激光加工机 LW12×25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湖南大学 湖南 
3705 卟啉中试生产装置 组装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湖南大学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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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6 建筑与环境低速风洞 3MX2.5MX10M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湖南大学 湖南 
3707 MOCVD-有机源气相外延薄膜生长设备 DZS-5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湖南大学 湖南 
3708 铝镁合金型材挤压机 XJ-800M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湖南大学 湖南 
3709 等离子喷涂系统 3710 型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河海大学 江苏 
3710 泥泵及泥沙管道输送实验台 自制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河海大学 江苏 
3711 仿真风力发电系统 5KW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河海大学 江苏 
3712 焊接机器人 IGM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河海大学 江苏 
3713 淡水鱼加工系统 300KG/H 工艺实验设备/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河海大学 江苏 
3714 五室 OLED 综合制备系统 非标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3715 激光快速成型机 ZIPPY-I-b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3716 发动机数控机实验台 FSTZC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3717 超高真空多靶磁控 JGP56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3718 超高真空磁控离子束溅射系统 FJL560B1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3719 小型啤酒生产线 CG-1.OT 工艺实验设备/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3720 立式加工中心 RFMV8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3721 立式加工中心 UCP800Duro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3722 在线反应红外分析系统 ReactIR  45M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复旦大学 上海 
3723 微阵列芯片生产系统 110050  Smart Array136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复旦大学 上海 
3724 存储薄膜溅射仪 ACS-4000-C4 Type S 型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复旦大学 上海 
3725 浮区单晶生长炉 FZ-T-10000-H-VI-VPO-PC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复旦大学 上海 
3726 多功能薄膜沉积仪 EPD-5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复旦大学 上海 
3727 超高真空激光分子束外延及原位测量

 

无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复旦大学 上海 
3728 全自动免疫组化染色机 220V 工艺实验设备/纺织工艺实验设备 复旦大学 上海 
3729 快速纯化工作站 BioCAD700E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复旦大学 上海 
3730 真空系统 Custom PLD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复旦大学 上海 
3731 真空系统 Custom PLD and STM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复旦大学 上海 
3732 电子束光学镀膜机系统 EPD-11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复旦大学 上海 
3733 真空系统 Custom PLD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复旦大学 上海 
3734 纳米器件溅射仪 ASC-4000-C4 Type L 型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复旦大学 上海 
3735 高真空镀膜机 BMDE500, 6 靶 10-5pa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复旦大学 上海 
3736 氧化物薄膜分子束外延设备 臭氧氧化源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复旦大学 上海 
3737 分子束外延设备 10-10 乇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复旦大学 上海 
3738 超高真空磁控溅射仪 JGP560D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复旦大学 上海 
3739 电子束蒸发系统 UHVEBE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复旦大学 上海 
3740 高真空多靶磁控溅射仪 KJLC CMS-18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复旦大学 上海 
3741 脉冲电子烧蚀镀膜机 自制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复旦大学 上海 
3742 硅分子束外延系统 EVA-32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复旦大学 上海 
3743 磁控溅射系统 DISCOVERY 18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复旦大学 上海 
3744 超高真空分子束外延系统 3？10-10 mbar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复旦大学 上海 



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5928 台（套） 

165/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3745 光刻机 MJB3/UV4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复旦大学 上海 
3746 分子束外延系统 自制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复旦大学 上海 
3747 溅射镀膜系统 LAB600sp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复旦大学 上海 
3748 准分子激光微加工系统 1 SET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东南大学 江苏 
3749 发动机排气粒径谱仪 3090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东南大学 江苏 
3750 原子层沉积 R1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东南大学 江苏 
3751 三菱电机自动化系统 Q00J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东南大学 江苏 
3752 小型机器人 KR16-2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东南大学 江苏 
3753 数控加工中心 STRATOS/ECO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3754 激光切割机 丰达 FD2512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东南大学 江苏 
3755 木塑一步法挤出设备 BHMS-40/75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3756 一般大气环境室 SEWTH-Z-230S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东南大学 江苏 
3757 全自动相变仪 L78RITA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东北大学 辽宁 
3758 数控光学曲线磨床 MK9025A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东北大学 辽宁 
3759 多功能钇铝石榴石激光加工机 JHM-1GY-7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东北大学 辽宁 
3760 高真空磁控溅射设备 JZCK-440S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东北大学 辽宁 
3761 高精度低速走丝线切割机床 CA2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东北大学 辽宁 
3762 多功能钇铝石榴石激光加工机 JHM-1GY-7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东北大学 辽宁 
3763 高精度低速走丝线切割机床 CA2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东北大学 辽宁 
3764 高真空磁控溅射设备 JZCK-440S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东北大学 辽宁 
3765 强磁场加热炉 HMF-1200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东北大学 辽宁 
3766 全自动相变仪 L78RITA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东北大学 辽宁 
3767 强磁场加热炉 HMF-1200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东北大学 辽宁 
3768 快速成形机 成形层厚 0.02mm/加工精度：0.1-0.2mm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东北大学 辽宁 
3769 过滤电弧离子镀膜机 极限真空度 3*0.0001Pa/0.3Pa/h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东北大学 辽宁 
3770 卷取式四辊可逆冷轧机 φ350×φ120×300mm 400KW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东北大学 辽宁 
3771 多功能真空加热炉 EPM-MF-300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东北大学 辽宁 
3772 直拉式四辊可逆冷轧机 φ350×φ120×300mm 20KW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东北大学 辽宁 
3773 卷取式可逆温轧机 φ350×φ120×300mm 54KW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东北大学 辽宁 
3774 高压辊磨机 GY8012P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东北大学 辽宁 
3775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柔性创新实验系 GFMS01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东北大学 辽宁 
3776 双丝气体保护焊机 GLC403QUINTO,403A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东北大学 辽宁 
3777 退火模拟实验机 自制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东北大学 辽宁 
3778 多功能真空加热炉 EPM-MF-300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东北大学 辽宁 
3779 热应力和应变模拟机 GLEEBIE1500,100KN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东北大学 辽宁 
3780 高压辊磨机 GY8012P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东北大学 辽宁 
3781 真空感应熔炼炉 BJ-Vim/q-30kg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东北大学 辽宁 
3782 新型五自由度混联机床 *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东北大学 辽宁 
3783 真空感应熔炼炉 ZGJL0.05-100-2.5H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东北大学 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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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4 半连续真空精炼模拟系统 ZGL-50B，容量 50kg/极限真空 0.006Pa/压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东北大学 辽宁 
3785 硅钢退火实验机 试样 400*200*0.2-1mm/加热≤50℃/s 冷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东北大学 辽宁 
3786 450mm 热轧实验机组 450×450mm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东北大学 辽宁 
3787 生物发酵实验装置 GUJS-100，100L.10L 工艺实验设备/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东北大学 辽宁 
3788 多功能真空镀膜机 5×10-5Pa t=4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东北大学 辽宁 
3789 数控磨床 MKS1320X5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东北大学 辽宁 
3790 多功能热力模拟实验机 PXI-8187,P4,2.5GHz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东北大学 辽宁 
3791 物理气相沉积系统 Sunicel plus 2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3792 立式加工中心 TH565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东北大学 辽宁 
3793 冷等静压机 φ320/1500-300MPa  工作压力 300MPa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东北大学 辽宁 
3794 连铸机 R5.25M 弧型，100X100,150X150,240X8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东北大学 辽宁 
3795 MBE 分子束外延系统 外延室真空 6.6X10-8Pa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东北大学 辽宁 
3796 超高真空磁控与离子束联合溅射系 FJL560CⅡ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东北大学 辽宁 
3797 深槽反应离子蚀刻机 SYSTEM 200 EEG/ERP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3798 等离子体增强化学气相沉积系统 L2112II-20/ZM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3799 分步投影光刻机 NSR2005i9C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3800 薄膜快速热处理系统 LS5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3801 三管程控扩散炉 SPA－300HV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3802 真空溅射测试系统 8722ES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3803 离子束辅助磁控溅射系统 42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3804 涂胶显影系统 AIO-7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3805 金属氧化物化学气相沉积系统 SP-758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3806 反应离子蚀刻机 8600A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3807 磁控溅射设备 Sunicoat 594L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3808 有机多功能超高真空成膜设备 OLed-V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3809 光刻设备 MA-6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3810 高真空磁控与离子束溅射镀膜系统 FHL560F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3811 铁电薄膜溅射系统 83623B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3812 传输线脉冲测试仪 HED-T50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3813 双室磁控溅射沉积系统 JGP-560C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3814 越高真空多功能磁控溅设备 Sunicoat 594L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3815 PVD 离子镀膜机 OLed-V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3816 高真空多功能磁控溅射电子束镀膜系

 

N5542A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3817 原子层沉积系统 ALD-P-100B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3818 宽带铁磁共振测试系统 FMR1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3819 激光分子束外延设备 FJL560L 型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3820 高压半导体特性分析系统 4200SCS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3821 半导体特性分析系统 42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3822 等离子体去胶机 Aura 10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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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3 等离子刻蚀机 FHR 150X4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3824 微波等离子体化学气相沉积设备 ASTEX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3825 等离子增强化学气相沉积设备 COPRA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3826 增强型等离子体化学气相沉积系统 PECVD Module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3827 等离子体微波管试验系统 PMS-01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3828 化学气相沉积系统 3*2 flip top ccs MOCVD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3829 离子注入机 定制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3830 立式加工中心 MB-56VA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3831 LB 镀膜机 9.2TCF-FBG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3832 MOCVD 特气输运系统 SCD-DRXFG-DRXFG-XXV-LL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3833 脉冲激光分子束外延设备 自制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3834 电子束蒸发设备 VPC-11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3835 软着陆闭管扩散炉 8172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3836 柴油机排放测试仪 NGA2000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3837 等离子源磁过滤弧设备 自制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3838 摩擦磨损试验机 UMT-2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3839 空调实验系统 TRY-G009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3840 气动电气动综合训练系统 FMS50/6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3841 多功能离子镀膜机 MP806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3842 发动机排放测试系统 MEXA-7100DEGR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3843 纤维轧染干燥热处理装置 TFO350 工艺实验设备/纺织工艺实验设备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3844 聚氨脂弹性体浇注机 EA-21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3845 双室真空油淬气冷炉 ZYC2-1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3846 化学机械抛光试验台 CP-4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3847 光刻机 SUSS MA/BA6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3848 激光快速成型系统 MRPMS-II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3849 卧式数控车床 DMC55HduoBLock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3850 镗铣加工中心 HSM5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3851 化学机械抛光试验台 EJW-610I-1AL/CMP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3852 精密激光加工机 LMT-504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3853 数控线切割加工机床 A530D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3854 电火花成型机床 A50R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3855 龙门立式加工中心 SL-2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3856 卧式加工中心 FANUC-18i  HTN-3216G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3857 关节臂测量机 INF INTFE2.8m Sevenaxes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3858 实验室微型管挤出系统 HPE-100H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3859 薄膜沉积系统 LAB18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3860 干法刻蚀机 AMS 100SE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3861 立式镗銑加工中心 VF-3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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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2 加工中心 DMU70W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3863 超精密数控线切割加工机床 AP2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3864 车辆动态测试系统 DEWE-5000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长安大学 陕西 
3865 汽车底盘综合试验台 AC315-10T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长安大学 陕西 
3866 立式加工中心 VMC-1000XP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长安大学 陕西 
3867 超音速火焰喷涂系统 TJ-40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长安大学 陕西 
3868 排放分析成套设备 CEB II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长安大学 陕西 
3869 钛合金微弧氧化生产线 MAO-200D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长安大学 陕西 
3870 离子注入机 HV-4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3871 电动汽车模拟试验台 180KW-DC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长安大学 陕西 
3872 离子注入机 3-JYZ801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3873 沉积注入机 CHZ-26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3874 调音台 J24-*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3875 真空镀膜机 UTT-4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3876 微弧氧化设备 WHYH-6U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3877 离子注入机 *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3878 离子来纳米高层膜制备系统 FM2000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3879 风沙环境与工程风洞 研制加工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3880 离子注入机 M1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3881 辐向磁场成形压机 63t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3882 金属材料智能压成形设备 20KW-D6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3883 高速数控铣削加工中心 立式高速铣 D165/4A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3884 精密 5 坐标加工与测量系统 SmartCNC500_DRT/MV322_CNC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3885 板带中心实验设备控制与工艺连接 SIMATIC TDC/S7-4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3886 热等静压机 QIH-9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3887 真空感应悬浮熔炼炉 ZGXF-0.002/Q0004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3888 多功能挤压机 TXJ-650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3889 真空感应炉 VIM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3890 磁控溅射镀膜仪 ATC-1800F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3891 熔体快淬喷铸设备 KZL-5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3892 高温高压电化学慢拉仪 LF-100-201-v-304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3893 高速电子压力扫描阀系统 DTC INITIUM 512 通道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3894 风电机组仿真、试验系统 LMS SCM05，Motion，Durability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3895 机组噪声测试系统 丹麦 7914-356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3896 200KW 大型风电机组半实物仿真平台 200KW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3897 风洞洞体 非标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3898 手套箱系统 Lab20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3899 立式加工中心光机 TH5656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3900 真空烧结炉 1000-4560FP202200 度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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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1 车载控制器 LCF-300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3902 车载控制器 LCF-300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3903 手套箱镀膜系统 ZZL-U400H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3904 立式加工中心 TH5656 光机 4 坐标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3905 多功能薄膜制备系统 SD400M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3906 真空烧结炉 1000-4560FP2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3907 立式加工中心 TH5656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3908 蒸发系统 EVA45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3909 级间节能器 定制,200 平米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910 多功能磁控溅射系统 JGP560 型主溅射室=￠560*280MM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911 超重力反应器 定做,直径 3.5M/高 1.5M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912 纳米粉体制备技术研究装置和中试生

 

组装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913 溅射镀膜机 LINE42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3914 风电机组控制系统 无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3915 分子束外延 IV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3916 立式加工中心 TH5656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3917 微分注塑机 800KN/32MM/≥40Kg/h/≥300MM/S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918 精密交错式卷绕机 SZHM880E25 头/7.5KVA/300-400V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919 挤出机 ZSK 型 25WLE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920 往复压缩机故障模拟与诊断系统 实时采集温度，加速度，位移信号，提供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921 压缩机实验操作台 300kw, 15000r/min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922 无油润滑压缩机 转速：600r/min;排气压力：0.2Mpa;排气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923 高温石墨化炉 *0-30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924 纺丝机 ** 工艺实验设备/纺织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925 挤塑仪 PLD-651 温度 40-350℃/转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926 收丝机 880400V/50HZ/12.1A 工艺实验设备/纺织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927 密炼机 转速 6~60r/min；75L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928 鼓式硫化机 380KN；4KW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929 塑料成型注射机 螺杆直径 MM/注塑压力 2871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930 中式反应装置 *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931 溶浆混合反应装置 5 立方米/7.5KW/18M/600℃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932 闪蒸干燥机组 800t/a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933 三辊压延机组 辊筒直径φ550MM；辊筒速比 0.5~1 任调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934 聚酰亚胺纺丝设备 自制 工艺实验设备/纺织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935 真空感应高温石墨化炉 28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936 全自动比表面分析仪 1.0.0005m2/g 无上限 2.孔体积最小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937 气体分离中试装置 操作压力 0.095MPa 处理量 10Nm3/h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938 可在线多段取料双螺杆挤出机 1150rpm；55KW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939 电子束光刻机 nB3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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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0 ICP 刻蚀机 STS ICP ASE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41 在线红外反应分析系统 iC10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42 亚微米精度键合机 FINE PLACER-96Lamda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43 功能薄膜材料制膜系统 非标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44 激光分子束外延系统 LMBE45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45 电子束曝光系统 1000B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46 2K 低温系统 L140-2K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47 磁控溅射镀膜仪 PVD75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48 光刻机 EVG2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49 真空镀膜系统 订做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50 硅片键合机 EV501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51 电子束刻蚀系统 ELPHT PLUS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52 诱导耦合等离子刻蚀机 KYICP-T888036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53 真空镀膜系统 ZDC20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54 等离子刻蚀系统 ICP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55 超高真空镀膜机 ULS-4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56 乙醇发酵系统 MDL-10L 工艺实验设备/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57 直线型匀胶显影设备 KS-L1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58 热化学气相沉积系统 TN-LPCVD-S-3-60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59 有机化学气相沉积系统 CWⅡ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60 等离子体刻蚀机 STS AOE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61 等离子增强淀积机 STS PECVD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62 电子束镀膜仪 AXXIS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63 大风洞洞体 2.25m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64 磁控溅射系统 Gamma 1000C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65 多真空室激光溅射系统 LMBE-450 型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66 有机金属化学淀积系统 3X2" GaN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67 离子注入机 CF-30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68 低压化学气相淀积设备 LB-35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69 微控四管炉 L4513Ⅱ-29/ZM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70 光刻/键合对准系统 MA6/BA6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71 键合机 SB6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72 环境风洞(2 号) 32mx3mx2m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73 4472 微控扩散系统 L4513 -45/ZM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74 分子束外延系统 SVT N35-V-2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75 多针尖纳米刻蚀系统 830-ABC/SP/N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76 反应离子刻蚀系统 790-10-RIE-CC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77 薄膜蒸镀仪 AXXIS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78 自动划片机 DAD321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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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9 机械印刷平台 C42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80 光电薄膜制备-真空室 非标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81 数字喷墨印刷平台 BF42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82 反应离子刻蚀机 Minilock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83 四室超高真空系统 自制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84 数字喷墨印刷平台 BF42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85 电渗析实验装置 (CH-0(20)2U)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86 低聚糖分离装置 ISMBLabo-15LT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87 纤维素糖化系统 TC-FA 工艺实验设备/纺织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88 激光剥离系统 LLD-5W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89 原子层沉积系统 Savannah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90 紫外光刻机 MJB4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91 单面紫外光刻机 MJB4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92 单面紫外光刻机 MJB4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93 低温液氦系统传输管线 特殊定制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94 硝化脱氮系统 YTC-NDS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95 硫酸浓缩系统 EHC-10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96 激光多普勒组织血流灌注成像系统 LDLS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97 霍尔效应测试仪 HL55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98 六面顶大腔体静高压装置 6*14MN 铰链式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3999 厌氧发酵罐 YTC-1KPJ 工艺实验设备/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4000 电子束-热阻真空镀膜机 UNIVEX3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4001 脉冲过滤电弧离子镀膜机 PFCVA-4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4002 乙醇蒸馏系统 KA-4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4003 高真空镀膜仪 EM MED02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4004 自动机械搅拌不锈钢中试发酵罐 AUTO2000 工艺实验设备/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4005 超净水系统 定制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4006 等离子体增强化学气相沉积设备 PECVD-450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4007 脉冲激光沉积系统 P-1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4008 多功能靶室 定制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4009 高超声速静风洞 *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4010 双腔高真空热蒸发镀膜系统 TH4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4011 激光显微切割机 LMD70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4012 薄膜沉积系统 DE-12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4013 Φ120mm 高超声速静风洞 1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 北京 
4014 力-磁-热耦合加载与测量系统 ST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北京大学 北京 
4015 综合物性测量系统 PPMS-9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北京大学 北京 
4016 多系统卫星导航模拟器 HWA-RNSS-74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大地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017 宽范围颗粒粒径谱仪 WPS 1000XP CONFIGURATION A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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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8 单光子探测器 iXon+ DU-897D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019 椭偏谱仪 UVISEL FUV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020 面部三维测量仪 Face sca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021 小角 X 射线散射仪 SAXSess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022 转矩流变仪实验工作站 Lab Statio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023 相位多普勒粒子测量仪 TSI FSA-3P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024 光学参量振荡激光系统 Panther OPO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025 高速比表面孔径测定仪 ASAP2010M+C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026 万能电子实验机 5567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027 静电分析仪 EPA82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028 激光相位多普勒测速仪 system90-4 2D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029 准分子激光系统 LPX305i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030 激光测振仪 OFV-3001/353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031 椭偏仪 GES-5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032 静态激光光散散射仪 DAWN HELEOS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033 椭圆偏振仪 UVISEL(m2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034 光纤波导对准系统 APICO-AP-25L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035 粒子图像速度场仪 PIV-4-1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036 粒子成像流场测量系统 Y120-15E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037 检力式高速材料试验机 TS-1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038 扫描式激光测振仪 PSV-400-M4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039 交联密度谱仪 15MHz/40-12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4040 橡胶加工分析仪 Model;rpa2000 温度范围 40-230℃振荡频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4041 高低温摆锤冲击试验机 resil impactor 695725 焦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4042 光散射测定仪 BI-200SM/BI-MWA*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4043 材料试验机 LLOYD LR30K PLUS30K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4044 流变仪 F73C，F73G/25MM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4045 转矩流变仪系统 功率大于 7Kw，最大扭矩大于 300Nm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4046 透平实验平台 NJCM-018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4047 高分子加氢中试装置 200 升；8.5MP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4048 电液伺服式材料试验机 8801 型±100K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4049 激光颗粒成像测速仪 YAG200XT200ML/脉冲/5W1100 万像素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4050 拟动力试验机 MTS  +-1000KN+-200MM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051 疲劳机 PSB25T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052 结构疲劳试验机 FTS-1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053 材料疲劳试验机 MTS-81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054 振动与噪声数据 MKTU 采集器 MK2 48 通道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055 多通道、高精度转向架测力构架标定加

 

MTS 16 通道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056 流变仪 ARES-G2F73C，F73G/25MM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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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7 动三轴仪 MTS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058 非饱和土静三轴实验仪 GDSTAS 50KN/3400KPA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059 500T 拉压试验机 500T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060 振源发生器及附件 自制 SBZ30 0-250KN/5-30Hz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061 加载架 *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062 微控伺服力学试验机 XTW－104/100/3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063 激光超声测量仪 TEMPO-2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064 结构疲劳试验机 FTS-1000100 吨＋25 吨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065 电机测功机试验台 定制 400KW/0-2200r/min/0-600N.m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066 SDH 光传输 S385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067 多通道载荷标定试验台 MTS-16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068 便携式轨检测系统 *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069 双压力室非饱和三轴仪 SY-205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070 高频疲劳试验机 ZWICK Amsler HFP250 25T 载荷，最高频率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071 振动与噪声测试分析系统原件 PAK5.5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072 非线性超声测试系统 SNAP-0.25-7-G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073 电气控制系统 DK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074 电液伺服岩石三轴试验机 TAW-2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4075 高温力学性能测试系统 定制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4076 液压式压力试验机 THD79S-2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4077 MTS809 电液伺服拉扭疲劳试验机 MTS 809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4078 腐蚀疲劳裂痕测试系统 P0103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4079 动态热力学模拟试验机 GLEEBLE 15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4080 X 射线应力测定仪 X-350A 型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4081 原位观察高温疲劳试验机 SS-55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4082 岩石三轴剪切流变试验机 RAW-2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4083 机械系统行为测试平台 CoCo8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4084 经颅磁刺激器及脑导航定位系统 3012-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大地测量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085 电子万能试验机 AG-100KNI MO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4086 喷雾粒度分析仪 SPROGTER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4087 粒子图像测速仪 flowmaster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4088 道路加速加载试验系统 Dyuatest/CSIR HVS Mark V1 型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4089 三维形貌仪 PZ-06-SC-SF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 
4090 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压剪疲劳实验加载

 

PLU-1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4091 电液伺服动静试验机 SDS5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4092 沥青路面分析仪 APA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4093 隧道地质预报系统 TGP206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长安大学 陕西 
4094 工程机械液压底盘模拟试验台 自制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4095 直线型底盘测功机 RPL 1220/12C22M13/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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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6 非饱和土三轴试验系统 25KW-IKUST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4097 隧道地质预报系统 TGP206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大地测量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4098 测功器 F35M-F 四发动机支架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4099 动态电液伺服试验系统 MST-458.1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4100 MTS 结构试验加载系统 三通道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4101 沥青混合基本性能测试仪 SPT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4102 约束试件温度应力试验机 TSRST 4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4103 汽车自动检测仪 R13U/364L/D7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探伤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4104 电涡流测功机 W700 型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4105 土壤沥清闭环试验系统 MTS81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4106 微控电液伺服长柱压力试验机 YAE-20000 2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4107 沥青直接拉伸测试系统 DT5525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4108 动三轴实验系统 GDS10HZ/20K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4109 动态道路材料试验系统 Test Star Ⅱm 控制器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4110 静三轴实验系统 GDS40K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4111 剪切试验系统 CS7400 UCB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4112 公路检测系统 EKKO100A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4113 车辙仪 汉堡 WT00237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4114 动态剪切流变仪 DSR-4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4115 汽车悬架座椅振动试验台 EA-5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4116 光谱椭偏仪 M-2000 DI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117 三轴 YAG 激光器成型系统 LP700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118 驱动定位系统 M521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大地测量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119 蒸气蒸空弧离子注入机 MEVVA IV80-1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120 喷雾特性及测温系统 定制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121 三维形貌仪 Talysurf CLI2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122 圆柱度仪 PRISMO navigator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123 双头毛细管流变仪 Rosand RH7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124 动态伺服液压沥青混合料试验系统 UTM-25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4125 PULSE 多通道模态分析仪系统 3560-C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126 材料试验系统 100K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127 全能试验机 UMTS-1000,10000k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128 磁流变仪 MCR301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129 结构模态分析和激光扫描测振系统 16 通道+4 通道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130 声学测试分析系统 LAN-XI,6 通道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131 NV5022 表面轮廓仪 NV 5000 5022S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132 光伏电池二室热丝 CVD 联合系统 定制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133 电液伺服动静万能试验机 CSS-280I-250,25 吨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134 霍尔测试仪 HL5500PC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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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5 非接触式材料及结构应力成像系统 ALTAIR-LI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136 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 MTS New81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137 声学与振动测量分析系统 3560D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138 振动/声场测试分析仪 2816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139 水声测量系统 3560D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140 电液伺服疲劳试验机 EHF-LM20KN1-02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141 海底管道检测技术开发平台 STINGRAY MK II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142 拖车系统 1535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143 四自由适航仪 GEL-42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144 水下无声放电试验装置 PHAN TOM V12.1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145 不规则造波系统 正弦波 椭圆余弦等 波高 0.45 米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146 螺旋桨水动力仪 H29-01/101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147 超高精度微力试验机 INSTRON 5948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148 等离子增强系统 10-7Pa;ESPD-U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149 疲劳实验机 EFH-2M200KN-40L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150 光学信号分析系统 DSA82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4151 光频域反射分析仪 E8267D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4152 大芯径保偏光纤熔接器 110-4.3T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4153 光谱椭偏仪 SE-85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4154 BH 分析仪 8510SX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4155 应力仪 CORTEX:F25072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4156 高级旋转流变仪 等效性验证工具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4157 旋转测力系统 9123C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4158 光学应变测量系统 ARAMZS    4M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4159 B-H 分析仪 SY-8232 180V-250V/50-60HZ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东北大学 辽宁 
4160 声学与振动多分析仪系统 3560D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4161 随机电磁振动台 最大出力:1000Kg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4162 液压综合实验室 SYT_BMG2315/63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4163 粒子图像记录仪 FlowMap1500  0.1mm/s-400m/s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4164 液压伺服疲劳试验机 EHF-LBI-4L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4165 电导率剖面仪 EH-4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4166 高灵敏度振动样品磁力计 Lakeshore7407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4167 电液伺服疲劳试验机 MTS81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4168 同步热红联用仪 工作温度：室温--155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东北大学 辽宁 
4169 电液伺服相似材料试验台 XSAY-1000K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4170 万能材料试验机 1343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4171 电子材力试验机 4206-006,100KV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4172 碳硫分析仪 CS844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4173 岩石三轴流变试验系统 Rock Triavial Cell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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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4 激光三维空区探测系统 CMS V4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东北大学 辽宁 
4175 振动噪声测试仪 3560C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4176 全自动比表面积及微孔物理吸附仪 ASAP2020M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4177 万能薄板试验机 BCS-50AR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4178 三维表面轮廓仪 65522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4179 仪器式落锤冲击试验机 9250HV 型,25-1603J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4180 土动三轴仪 STX-5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4181 岩石三轴流变试验机 TAW-2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4182 碳硫分析仪 CS844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4183 岩石三轴流变试验机 TAW-2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4184 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 AG-X100K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4185 激光多普勒测速仪 速度测量范围：-300-700m/s 6 光速双探头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4186 液压比例伺服控制系统 额定压力 30MPa/总流量 85L/mi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4187 疲劳试验机 EHF-EV100K1-040-1A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4188 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 AG-X100K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4189 疲劳试验机 EHF-EV100K1-040-1A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4190 振动噪声测试仪 3560C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4191 激光三维空区探测系统 CMS V4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东北大学 辽宁 
4192 3600 转鼓试验台 36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4193 MTS 液压式伺服加载系统 375K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4194 万能力学试验机 AG-10TA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4195 摩擦力测量模块 SFA 2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4196 20 通道动态分析仪 WCA2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4197 振动传感器校正系统 961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4198 电液激振系统 1100-5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4199 硬支承动平衡机 H90T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4200 MTS810 液压伺服万能试验机 MTS81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4201 飞秒钛宝石再生放大器系统 Spitfire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4202 ARES 应变型流变仪 ARES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4203 表面磁光克尔效应仪 自制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复旦大学 上海 
4204 RS75 流变仪 RS75H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4205 物理特性测试系统 低温强磁场下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复旦大学 上海 
4206 分子量阵列分析系统 Mass Array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探伤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4207 激光共聚焦系统配件 TCSNT(3channel syst)*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探伤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4208 宽范围粒径谱仪 Model 1000XP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4209 电学测试系统 高精度 IV/CV 等*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探伤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4210 快速病原体鉴定系统 Plex-ID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探伤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4211 动态静态光散射仪 CGS－3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4212 多功能磁学测试系统 Versalab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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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3 实时劳尔反馈系统 MWL11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探伤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4214 高速应力分析仪 iXRD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4215 单通道电液伺服悬架动态性能试验台 LFH-5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4216 HD 系列磁滞式功机 HD-4008NA-01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4217 三向压制液压机 YH39-1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4218 非接触激光扫描测振仪 PSV-4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河海大学 江苏 
4219 微机控制低温动态试验机 DDW-1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河海大学 江苏 
4220 岩石三轴渗流流变系统 RCT2001-3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河海大学 江苏 
4221 岩石力学试验系统 RMT-150B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河海大学 江苏 
4222 应力控制大型三轴仪 YS6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河海大学 江苏 
4223 静动三轴试验机 MIS-235-1-73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河海大学 江苏 
4224 土壤粒径分析仪 SEDIMA4-1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河海大学 江苏 
4225 均匀风发生器 HHUWT-001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河海大学 江苏 
4226 非接触变形测量系统 CSI Vic-3D HR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河海大学 江苏 
4227 大型真三轴仪 TSW-4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河海大学 江苏 
4228 岩土全自动三轴流变伺服仪 RCT2001-3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河海大学 江苏 
4229 水流粒子成像测试系统 Dantec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河海大学 江苏 
4230 双向万能试验机 500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河海大学 江苏 
4231 非接触激光测振系统 PDV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河海大学 江苏 
4232 非饱和流变三轴仪 VJT-VDC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河海大学 江苏 
4233 拟动力土木工程系统 SDJ-5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河海大学 江苏 
4234 标准非饱和土测试系统 7KN/1700KPa/38/76mm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河海大学 江苏 
4235 声学多普乐海流剖面仪 RDR-6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河海大学 江苏 
4236 振动测试仪 SC31OW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4237 测振仪 CR—5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4238 三轴运动演示平台 Aerotech-45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4239 非饱和土三轴试验仪 GDSTAS 50K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4240 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 338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4241 MTS 电液伺服务系统 1000m MTS31F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4242 疲劳试验机 PMS——P5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4243 落锤试验机 925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4244 汽车噪声分析测试系统 SCMOS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4245 高性能落锤冲击试验机 自制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4246 电液伺服结构系统 PLZ-630X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4247 三维粒子图像测速系统 DM2-11M5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4248 汽车振动噪声实验分析系统 SCM09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4249 三维粒子图像测速系统 DM2-11M5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4250 车身刚度强度模态试验台架 组装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4251 数字化控制液压伺服材料试验系统 88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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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2 落地式材料试验系统 5984 型（150k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4253 大型应力路径三轴仪（应力路径三轴剪

 

YS30-3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4254 白车身动静态特性测试平台 自制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4255 熔接机 GPX-34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4256 激光粒度分析仪 MS-2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 
4257 转矩流变仪 POLYLAB RC300P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 
4258 超高真空设备 定制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4259 旁测声纳及地层剖面仪系统 EDGETECH 4200P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4260 便携式光谱辐射度仪 ASD FIELDSPEC @3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4261 GPS 卫星定位系统 R7GNSS+R 8GNSS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大地测量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4262 半导体注入光纤激光放大器 DL Pro FA-111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4263 粒度粘度热稳定综合测定仪 LA-950S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4264 太阳能电池测试系统 PVIV-412V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4265 综合物性测试仪 PPMS-9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4266 浅地层剖面系统 GEOCHIP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4267 沥青混合料气动伺服实验机 NU-14 型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4268 PULSE 建筑声学分析仪 PULSE 3560C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4269 接触角测量仪 OCA 20LHT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4270 流变仪 AR2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4271 应变控制型高级流变仪 ARES-RFS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4272 粒度分析仪 APS-1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4273 长柱压力试验机 15M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4274 万能材料试验系统 MTS 81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4275 表面轮廓仪 *垂直测量范围 0.1nm~1mm,分辨率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4276 材料试验机 150KN 和 5KN，拉伸、压缩、弯曲，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4277 落锤冲击试验机 9250HV/P439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4278 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 5567/P4237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4279 落锤式弯沉仪 PR121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4280 直接拉伸测试系统 *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4281 动态剪切流变仪 8MKT/MCI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4282 MTS 综合实验机 810-MTS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4283 路面沥青分析仪 AAPA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4284 手持式分析仪系统（声源与振动测量前

 

*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4285 模块化流变仪工作站 MARS III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4286 B&K3660D 声学测量系统 LAXI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4287 超高剪切粘度计 ACAV4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4288 数字人工头测量系统 *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4289 表面轮廓综合测量仪 PGI-83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4290 微型粒子图像测速仪 DUAL ND YAG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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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1 固体潮观测系统 非标自制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大地测量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4292 扭秤真空工作平台 非标自制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大地测量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4293 动态性能综合测试系统 ELEC35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4294 粒子图像速度场仪 Y120-15E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4295 双动金属挤压液压机 Y28K-400/8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4296 噪声和振动测试分析系统 3560C S5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4297 板材试验机 多用途三轴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4298 红外光点三维运动分析系统 F20-6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4299 震动信号采集与分析系统 LMSTEST.LAB.9A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4300 动态姿态分析仪 SMAKT．Balance  Masee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4301 多标记微孔板检测仪 Envisio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4302 电子自准直仪 ELCOMAT HR-C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4303 气浮回转试验平台 RT600V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4304 高分辨率电子自准直仪 ELCOMA-HRC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4305 焊接热－力模拟试验机 15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4306 振动扭矩测试系统 TT9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4307 物理层分析系统 W16D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4308 激光粒度分析仪 mini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4309 电子万能试验机 ZWICK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4310 双动液压压力机 YZ8--5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4311 机械振动测试分析仪 LMSSCADAS.MOBILE5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4312 三维流场测量系统 IMAGEPYOX2M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4313 激光检测仪 FLA-9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4314 四鼓底盘测功机 5451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4315 磁学性能测量系统 SQUID-VSM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吉林大学 吉林 
4316 铁电材料测试系统 Precision Multiferroic Test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吉林大学 吉林 
4317 布里渊散射仪 FRS－TFP1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4318 高压气体吸、脱附分析仪 PCTE-E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4319 物性测试系统 PPMS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吉林大学 吉林 
4320 瞬态测功机及排放系统 PUMAS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4321 比表面孔径化学吸附分析仪 BELSORP-MAX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4322 综合物理测试系统 PPMS-16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吉林大学 吉林 
4323 瞬态测功机控制系统 PUMA5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4324 保偏熔接机 F5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4325 椭偏仪 M-2000VI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4326 多功能振动与噪声分析 3560c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4327 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 MTS81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4328 旋转流变仪 AR-1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4329 六面顶液压机 CS-XII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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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0 成像椭偏仪 I-Illi2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4331 界面流变仪 CIR-1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4332 移动桥式三坐标测量仪 G-90C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江南大学 江苏 
4333 电液伺服材料试验系统 MTS32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4334 旋转流变仪 AR-G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4335 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 3385H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4336 声学与振动测试分析系统 3560C-TXX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4337 光谱型椭偏仪 EP3SE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4338 主动式减震仪 TMC 21-30255-0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4339 轮廓测试系统 ADP-8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4340 非饱和土三轴仪 25KN-HKUST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4341 铁电分析仪 2000E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南京大学 江苏 
4342 磁性测量系统 SQUID-VSM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南京大学 江苏 
4343 磁性测量系统 PPMS-9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南京大学 江苏 
4344 光散射仪 BI-200SM/*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4345 粒子探测系统 ME800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南京大学 江苏 
4346 万能材料试验机 3366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4347 粒度谱仪 MSXOIMS/0.1-600um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4348 物性测量系统 PPMS-16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南京大学 江苏 
4349 全自动比表面测定仪 ASAP2021-Micropore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南京大学 江苏 
4350 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岩石三轴试验机 TAW-2000；最大试验力 2000KN 最大围压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4351 椭偏仪 GES-5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4352 Intron 万能材料试验机 4466/10KN 500N 10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4353 多功能物理特性测量系统 2001NUGC/20nV,10uA-2A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南京大学 江苏 
4354 比表面孔径测定仪 ASAP2020m+c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4355 激光测振系统 OFV-505/5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4356 光纤损耗测试仪器 AQ8603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4357 单光子探测器 ID-201-MMF-RS-UL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4358 光纤应变损失分析仪 AQ8602B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4359 激光多普勒测振系统 MSV-300/最大信号频率 512KHz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4360 台阶仪 Dektak3st/*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南京大学 江苏 
4361 动态粘弹谱仪 DMA+45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4362 光学检测分析系统 iHR 32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4363 连续电导率剖面仪 EH-4 10Hz-100KHz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4364 微孔板监测分析仪 Synergy H4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4365 声和振动系统 */*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4366 铁电测试仪 PREMIER II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南京大学 江苏 
4367 光学轮廓仪 GT-K1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南开大学 天津 
4368 全光谱椭偏仪 SE85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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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9 多功能空间加载装置 FCS9333-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4370 粒子图像测速仪 3D 立体 piv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4371 伺服试验机 INSTRON8506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4372 比表面积分析仪 Autosorb-1-C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4373 流变仪 MCR301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4374 生物力学试验系统 INSTRON8874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4375 光谱式椭偏仪 SOPRAGES5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4376 汽车底盘测功机 41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4377 拉扭复合低频疲劳机 INSTRON1343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4378 大型多功能动静三轴机 TYS－2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4379 表面三维形貌仪 MICROXAM-3D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4380 动态热力学模拟试验机 GLEEBLE 15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4381 高灵敏度磁测量系统 MPMS-XL7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4382 高温弯曲性能实验机 EHF-10L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4383 激光粒径分析仪 Mastersizer2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4384 高级扩展流变仪 MCR3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4385 电液伺服结构实验系统 243 系列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4386 纳米硬度计 Nano Hardness Tester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4387 物理性能测试系统 PPMS-9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4388 光散射系统 BI-200SM 200sm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4389 负载敏感液压综合开发平台 JMFM-01B 21Mpa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4390 多角度光散射检测器 DAWN HELEOS II HELEOS II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4391 光谱椭偏仪 GES5 210NM-2000NM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4392 岩石三轴压力机 3000K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4393 X 射线应力分析仪 XSTRESS3000X 3000X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4394 液态金属粘度仪 RHEOTRONIC Ⅷ 0.1CP-10CP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4395 三坐标测量仪 MISTIAL 775 775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4396 应力路径控制大型三轴剪切试验机 YS-30A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4397 隧道地质超前预报系统 203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4398 高温粘度仪 RHEOTRONIC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4399 光学轮廓仪 Veeco NT93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4400 岩石三轴流变仪 RLW-1000G 规格 1000G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4401 转矩流变仪 HAAKHE Polglab 7KW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4402 岩石三轴流变仪 RLW-1000 规格 1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4403 全场扫描式激光振动测量系统 PSV-400-M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4404 振动声学多分析仪 3560-C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4405 接触角测定仪 OCA20 DCAT21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4406 激光测振仪 OFV—505/5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4407 转子试验机 - 自制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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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8 电磁振动试验台 V8-640 6.5t/2.2KHz±300nm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4409 伺服疲劳试验机 EHF-UM5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4410 声管消波装置 - 自制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4411 声管消波装置 - 自制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4412 冲击机 - 自制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4413 光纤惯性导航仪 PHINS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大地测量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4414 冲击试验台 CL-1000/KCL-2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4415 多功能蠕变材料试验机 ATS233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4416 热模拟试验机 GLEEBE35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4417 流变仪 Rheometer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4418 动态粘弹谱仪 Q8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4419 材料试验机 250K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4420 静态三轴测试系统 40K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4421 激光全息振动测量与无损检测系 Vibromop 1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4422 高频疲劳试验机 静负荷 300kN 动负荷 150kN 频率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4423 底盘测功机 4100 2WD CHASSIS DYNOMETER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4424 小角 X-射线散射仪 SAXsess mc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4425 红外六自由度运动测量系统 六自由度，精度 0.1mm - 09us51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4426 光学六自由度运动测量仪 Oqus300，主动发光式，50M 传输电缆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4427 三维高频激光粒子图像测速仪 Nd-YAG 双腔脉冲激光器，激光导臂，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4428 拉压疲劳试验机 MTS-88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4429 高时空分辨粒子成像测速仪 2D Tr-PIV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4430 电力测功机 AC231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4431 摆锤式冲击试验机 ZBC2302-D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4432 振动噪声测试分析系统 LMS SCADAS Mobile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4433 水下粒子成像测速场仪 Flow Master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4434 锚泊定位模拟操作系统 自制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大地测量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4435 转矩流变仪 HAAKE Polylab OS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4436 表面形貌测量仪 Dektak 6M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大地测量仪器 天津大学 天津 
4437 2 轴姿态转台 902c-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天津大学 天津 
4438 太阳能电池量子效率测试仪 Q-Test station 1000ADX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天津大学 天津 
4439 太阳模拟器与 I-V 测试系统 IV Test station 4000AAB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天津大学 天津 
4440 1000kN 电液伺服动静万能试验机 CSS-1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天津大学 天津 
4441 微小力性能测试系统 Instron  5848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天津大学 天津 
4442 荧光寿命测试系统 Tempro 01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天津大学 天津 
4443 激光粒度分析仪 MASTERSIZERSIONG BED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天津大学 天津 
4444 微机控制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 SHT5605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4445 高级动态循环单剪仪 BE24-401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天津大学 天津 
4446 IST 加振器测试系统 IST 1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同济大学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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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7 直接拉力试验机 5525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4448 低噪声转鼓试验台 4Axle-4 separat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4449 SCHENCK 液压加载系统 SCHENCK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4450 扭矩拉扭材料试验机 MTS809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4451 全球定位系统 GPS 5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大地测量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4452 汽车底盘测功机 EM04-84C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4453 空心圆柱多功能剪切仪 GDS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4454 材料试验机 PSB25T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4455 电液伺服疲劳试验机 1343    250k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4456 MTS 模拟地震振动台 MTS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4457 电液伺服岩石试验机 100T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4458 动态路面测试系统 MTS 81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4459 重载落锤弯沉仪 HWD PRI2100VW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4460 10000kN 大型多功能结构试验机系统 YAW-J10000J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4461 六自由度车轴试验系统 Dual Corner 6 DOF Axle Test Rig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4462 转矩式流变仪 RC90-2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4463 4 通道汽车道路模拟试验机 4Poster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4464 高风流变扩展系统 ARES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武汉大学 湖北 
4465 GPS 模拟系统 GSS7700  GSS4768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大地测量仪器 武汉大学 湖北 
4466 声学材料测试系统 3560B, 4206T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武汉大学 湖北 
4467 高精度微光分光仪 IUD+SP25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武汉大学 湖北 
4468 气体炮 口径 50mm 气体炮，口径 30mm 火药炮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4469 变温高分子材料综合性能测试仪 CMT4204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4470 扫描式激光测振仪 PSV-400-B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4471 微型材料试验机 INSTRON5848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4472 旋转粘度计 RHEOTRONICⅡ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4473 振动噪声分析仪 LMS-SCADAS-111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4474 伺服液压沥青混合料动态测试系统

 

UTM-25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4475 MTS 陶瓷试验系统 MTS810100K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4476 全自动液压精冲机 HFB-2500A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4477 BET 比表面仪 AUTOSDRB-1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4478 MR 阻尼器试验系统 30T/1T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4479 轮机综合诊断系统 专用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4480 电液伺服材料试验机 Instron1314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4481 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 INSTRON588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4482 高级流变仪 AR-2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4483 多轴疲劳子结构试验系统� TB-500/25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4484 光电测试系统 pviv-412v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4485 电输运性质测量系统 ET9105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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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6 综合物性测量系统 PPMS-9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4487 地震模拟振动台 单向 3*3M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4488 轴承寿命试验机 XAJD80-15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4489 微机控制电液伺服疲劳试验机 PWN-1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4490 旋转叶轮内部巡回监测 spc3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4491 三维激光测速系统 *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4492 500T 液压机 XP-S-5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4493 损伤智能检测系统 PXI1042Q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4494 显微形貌仪 VK-97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4495 X 射线应力测定仪 X-350A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4496 椭偏仪 PZ2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4497 全场热弹性应力测量系统 FFT01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4498 多普勒激光测振仪 PVS-4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4499 转矩流变仪系统 R-90-2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4500 多扫描超声检测系统 C329C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探伤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4501 微小力实验机 tytron 25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4502 飞秒光电参量放大系统 compact-pro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4503 喷雾粒度分析仪 Spraytec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4504 高频万能疲劳试验机 100HFP51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4505 粒子图像速度仪 Y300-CE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4506 三维粒子图像测速仪 ZDTRPIV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4507 三维激光多普勒分析仪 *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4508 声学测试综合分析系统 *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4509 流变仪 MCR30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4510 可控温拉伸机 5K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4511 白光干涉轮廓测量仪 CCI6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4512 声乐成像测试系统 MCDREC-721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4513 电液伺服试验系统 1341 1432 1436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4514 三维流体测速系统 sf0201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4515 多功能摩擦试验机 UMT-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4516 X 射线应力仪 MSF-M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4517 激光喷雾测量系统 L200-1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4518 粒子示踪器 Flow Master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4519 非球面面型光学测量仪 *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4520 超声波扫描显微镜 D95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探伤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4521 摩擦摩损测试仪 TRIBOMETER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西南大学 重庆 
4522 机械实验机 GALDABINI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4523 物性测定仪 TA.XT plus/5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4524 电液伺服两通道加载试验系统 JNT41067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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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5 流变仪 ARES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4526 微波光电导衰减寿命测试仪 WT-2000/2M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27 多功能高真空太阳能电池 定制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4528 微尺度流场三维测量系统 定制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29 隔振光学平台 I-20000-422,M-RS-412-8,M-R3-51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30 转矩流变仪 BRABEMDER-C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31 三轴施压的构造物理模拟装置 定制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32 高频响大推力电液振动控制实验平台 自制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33 三维粒子成像系统 3D/1000 帧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34 布里源光时域反射计 DITEST STA-R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35 在线粒度测量及分析系统 PAT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36 旋转流变仪 RS6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37 100T 高性能试验机 8805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38 疲劳试验机 MTS810-25to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39 高速运动分析仪 REDLAKE MASD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40 液压泵马达关键特性参数测试平台 自制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41 光背反射计 OBR44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42 航空液压系统综合管理平台 自制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43 多功能试验机 YAW-10000F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44 动静三轴仪 DSY3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45 高精密度振动综合测试系统 ESS-015/SVC-3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46 液压元件振动、噪声测试分析室项目 自制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47 大型振动测试与控制器 Premax-MI-8018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48 激光粒度仪 MASTERSIZER 2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49 液压马达联合试验台 自制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50 水下液压元件及系统研发平台 *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51 深海水下作业液压机械手试验平台 DSVROV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52 激光粘度分布表面积测定仪 FLASORB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53 保偏光纤熔接测试系统 PM1623W1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54 电涡流测功机及发动机测控系统 GW400 FC2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55 高级流变仪 GMINI 2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56 电液节能混合动力控制系统试验平台 自制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57 盾构电液控制系统实验平台 自制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58 液压振动台大流量高压油源系统 自制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59 光纤陀螺基准 GQTL，全站仪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大地测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60 无扭动振动台 BS-50LS3-445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61 双向动三轴试验系统 *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62 燃料电池空压机试验平台 RALLYE06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63 液压浮动平台 自制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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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4 PDA 粒子多普勒测速仪 3D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65 转矩流变仪 D-2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66 相控阵超声波探伤台 OMNISCA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探伤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67 光纤应力分析仪 AQ8603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68 空心园柱扭剪仪 GDS 5HZ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69 多功能材料物理特性测量系 PPMS-9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570 25T 高性能试验机 880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71 转矩流变仪 EUR11265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72 表面积分析仪 ASIC-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73 声学/振动测试分析系统 PULSE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74 高频响机电-机械转换器及电液测试系

 

自制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75 流变仪主机 Hacke MARS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76 混凝土冲击试验机 80#4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77 纳米粒度分析仪 NANO-ZS9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78 声学测量系统 ABCZD10638,USD180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79 测功机 MagTrol 2WB65-HS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4580 比表面分析仪 AUTOSORB-1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4581 岩石力学试验机 MTS815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4582 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岩石三轴试验机 TAW-2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4583 岩石试验机 MTS815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4584 水蒸气吸附及微孔分析系统 Autosorb-iO2-C-VP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4585 三轴试验仪器 应力路径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4586 粒子成像速度仪 PowerVier/12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4587 水下辐亮度照度剖面仪 Profilerll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4588 液压水文绞车 5MM*6000M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4589 液压生物绞车 5MM*3000M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4590 浅地层剖面仪 CAP6600 CHirpII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4591 液压 CTD 水文绞车 8.3mm*8000m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4592 芯片测试器 *GenePix43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4593 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 WHLR75K H2-3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4594 液压振动台 ES-5/RC-2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4595 浅地层剖面仪 GeoChirpⅡ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4596 传动控制系统 PCS7 ED driver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4597 MTS810 材料试验系统 MTS318.1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4598 比表面孔径测定仪 Autosorb-1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4599 MTS 电液伺服岩石试验系统 MTS815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4600 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 C64.106/1000K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4601 全数字旁扫声纳系统 2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4602 3DPIV 粒子成像测速 3D-new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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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3 声学水体剖面仪 MF-AWCP5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4604 GPS 卫星定位系统 Ashtech Z-R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大地测量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4605 多功能岩石三轴测试系统 22870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4606 液压式压力试验机 YE-10000F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4607 直读式深海温盐深剖面仪 SBE911Plus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4608 深海模拟水压试验机 SUP-HD-12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4609 全自动液压工作站 EVO150-8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4610 动态力学分析仪 Q8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4611 流变仪 AR2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4612 ESI-128 导事件相关定位系统 ESI-128 导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大地测量仪器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4613 比表面积吸附分析仪 ASAP2020M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4614 全自动程序升温化吸附分析仪 Autosor6-1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大地测量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4615 碳硫分析仪 CS230HC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4616 材料试验机 MTS MODCL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4617 钻柱动力学模拟实验装置 无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4618 流变仪 AR-G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4619 钻井录井多参数工业训练平台 ZLSX-1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4620 二维可适性相位激光多普勒测速仪 APV-2D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4621 高温高压接触角测量仪 DSA 1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4622 流变仪 RS75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4623 模拟化高级旋转流变仪 HAAKE MARS III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4624 810 型疲劳试验机 MTS81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4625 40000 千牛等温锻造液压机 YH10-4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4626 动态力学分析仪 DMAQ8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探伤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4627 五通道拟动力结构实验系统 300T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4628 激光多谱勒测振系统 MCV-5004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4629 液压伺服动态试验系统 8802 型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4630 光学轮廓仪系统 WYKO NT91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4631 主动压电式减振控制系统 STACIS 21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4632 全自动三轴及非饱和土试验系统 GDSTAS-HKUST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4633 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 13,461,34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4634 压力机装置 Y32-315T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4635 便携式残余应力分析仪 iXRD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4636 三维表面形貌仪 Talysurf CLI2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4637 路基结构动力加载系统 FlexTest60Controller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4638 环境-疲劳耦合作用试验系统 DGN-1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4639 高频疲劳试验机 LandMark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4640 台式疲劳试验机 MTS-858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4641 24 通道模态实验分析系统 LMS Test.lab24ch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中南大学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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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2 全自动 3 站比表面积及孔隙度分析仪 Quadrasorb SI-3MP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4643 万能材料试验机 MTS Landmark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4644 数显液压脉冲试验机及加力架 PMS-5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4645 高频(1.5M)型激光多普勒扫描测振仪 PSV-400-M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4646 高温维氏硬度实验系统 HTV-PHS3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4647 疲劳试验机 MTS landmark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4648 多叶准直器及电子射野成像 MLC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4649 磁学性质测量系统 MPMS XL-7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中山大学 广东 
4650 动静态光散射系统 200SM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4651 转矩流变仪 RHEOCORD 300P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4652 拉扭组合电液伺服材料试验系统 MTS 858-拉伸（+-15KN）/扭转（+-150N.M）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4653 空间电荷测量系统 *-*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重庆大学 重庆 
4654 电液伺服压剪试验机 YA72-20000-20K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4655 粒子图像测速系统 测量面积 60×60cm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4656 电子精密材料试验机 AG-I 250k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4657 材料试验机 MTS815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4658 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数控器 1346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4659 MTS 结构试验系统 FLEXTEST GT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4660 光散射仪 DAMM DOS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4661 声发射系统 12CHS-PCT -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4662 电液伺服岩石力学系统 134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4663 电液伺服结构试验机 10MNCSS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4664 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 WAW-600B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4665 热模拟实验机 Gleeble-1500D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4666 全数字液压三轴试验系统 EHF-UG500K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4667 深部岩爆过程模拟实验系统 DREME-0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4668 深部煤岩 T-P 耦合瓦斯解吸实验测试系

 

DREME-05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4669 恒阻大变形锚杆拉伸试验系统 LAW-5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4670 声强测试系统及声级计测试系统 PULSE3560C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4671 深部岩石非线性力学实验系统 DREME-06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4672 SEM 材料显微高温疲劳系统 JSM-5410LV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4673 恒阻大变形锚索拉力试验机 HWL-2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4674 恒阻锚索冲击试验仪 HZ-100000J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4675 全数字液压伺服实验系统 EHF-EG200K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4676 深部矿井工程灾害模型实验系统 DREME-01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4677 超高刚性伺服试验机 3000KN-15GN/M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4678 微机控制冻土低温三轴试验机 TDW-2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4679 直流污秽成套装置 ±600KV 其他仪器/其他 重庆大学 重庆 
4680 高纯特种气体供应系统 GT2 其他仪器/其他 中山大学 广东 



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5928 台（套） 

189/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4681 隧道模型 订制 其他仪器/其他 中南大学 湖南 
4682 剩余油形成机理装置 自制组装 其他仪器/其他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4683 储层非均质模拟实验装置 自制组装 其他仪器/其他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4684 井控模拟教学实验装置 自制 其他仪器/其他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4685 石油地质构造物理模拟教学平台 DGSX-1 其他仪器/其他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4686 标准具 LB1005 其他仪器/其他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4687 模块化柔性制造综合实训系统 * 其他仪器/其他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4688 数字电视制作系统 苹果数字 其他仪器/其他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4689 旋转托盘物料输送缓冲控制试验系统 TPTL380-JX 其他仪器/其他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4690 旋转托盘物料输送缓冲控制试验系统 TPTL380-HC 其他仪器/其他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4691 旋转托盘物料输送缓冲控制试验系统 TPTL380-DM 其他仪器/其他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4692 孔底遥测系统 ZTS－108KC 其他仪器/其他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4693 湿转子动力学实验装置 自制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694 生物能量测定仪 XF96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695 冲击交压成套试验装置 1500KN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696 生物质直接液化制取高品位液体燃料

 

自制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697 给水管网模拟系统 2UPC-09080003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698 合成气合成液体燃料平台 定制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699 土木结构加载系统 243.45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00 高速铁路路基动力试验装置 订制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01 3 个频点模拟机 HWA-RNSS7300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02 微化工测控平台 自制设备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03 高精度偏振控制测试系统 PSCA-101A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04 测试系统(传输线脉冲器 4002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05 红外体缺陷分析仪 SIRM-200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06 空间结构大型节点试验全方位加载系

 

*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07 混合动力能量回收装置 自制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08 第三代半导体芯片测序系统 ion torrent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09 间歇式捏合反应器系统 CRP2.5Batch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10 极端环境下机电系统特性测试平台 ZJ-3AN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11 气动元件及系统参数测量装置 FESTO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12 定量红外水分灰分检测设备 Honeywell 4022-31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13 微型制麦仪 07/011204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14 生物质气化合成液体燃料的实验室规

 

自制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15 人体反射场特性高速获取系统 自制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16 稻米品质近红外快速分析仪 XDS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17 海底观测网络试验平台 自制设备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18 拟动力结构试验系统 MTS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19 双激光显微捕获切割系统 ARCTURUS XT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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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0 汽车电控单元硬件在环实时开发系统 ZTJD6-09088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21 自主水下航行器 AUV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22 有机/无机原型器件装置 自制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23 大型地基与边坡工程实验系统 *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24 反射式平行光管 NAIRC4002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25 三维半球形光学系统 Imaging Sphere IS-SA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26 超声声场分布检测装置 APIS－040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27 双能量 X 射线吸收测定仪 GE/LUNER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28 全自动交叉流过滤工艺开放系统 AKTA CROSSFLOW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29 电化学测试及数据处理仪 IM6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30 氢气与材料相容性测试系统 HT140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31 粒子图象测量系统 DUALND:YAG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32 微型高性能复合材料混合成型系统 HAAKE MiniLab II & MiniJet II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33 安全控制系统 自制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34 特种车辆多种节能模式组合创新平台 自制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35 单元设备能效测试平台 *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36 大型转子动力特性试验台 自制设备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37 材料气体反应控制仪 PCT Pro-2000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38 组合式加载装置 JE-1000K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39 高铁路基动力学测试系统 AVANT MI-7016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40 母版测试系统 I1803PLUS-1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41 高频及准静态测量系统 S-1060R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42 CAVE 系统 R2-2S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43 先进固结试验系统 24584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44 光学参量震荡激光系统 PANTHBR EXDPO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45 光学传递函数分析仪 套 AB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46 脉冲激光沉积系统 ZTJD6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47 SFU 测试系统 SFU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48 工程机械多路用负载敏感节能系统 定制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49 128 导联事件相关电位系统 128 导联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50 环境识别稳定及随动系统创新实验平

 

自制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51 燃料特性成套分析系统 5E-IRSII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52 1000kV 高压直流发生装置及其附件 1000kV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53 人工头声品质及回放测试系统 HMS IV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54 多功能承压设备实验台 自制设备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55 高压大流量疲劳试验台 MHV900-2F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56 极低温试验装置 自制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4757 多功能超高真空制样系统 非标 其他仪器/其他 西南大学 重庆 
4758 行为活动标记追踪模拟分析系统 IS-900 其他仪器/其他 西南大学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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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9 低能电子束源系统 * 其他仪器/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4760 真空树脂洗涤系统 e211-25/25 其他仪器/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4761 分子束外外延系统 USM-1400SA 其他仪器/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4762 燃气轮机试验台 自制 其他仪器/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4763 高压直流电力设备绝缘 * 其他仪器/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4764 超精密形状测量仪 UPFM900 其他仪器/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4765 多机并车动力装置综合实验台 组装专用 其他仪器/其他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4766 VTS 模拟器 Navi-Harbour 3.92 其他仪器/其他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4767 压电工作站 PrecisionWorkstation5V~10000V 其他仪器/其他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4768 轮机综合实习机舱 自制 其他仪器/其他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4769 自动化立体仓库实验系统 无 其他仪器/其他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4770 数码互动设备系统 DMBA300 其他仪器/其他 武汉大学 湖北 
4771 特种车(改装车) BDK5050BJCC 其他仪器/其他 武汉大学 湖北 
4772 高精度位置方位(POS)系统 NV-LINS812WHU 其他仪器/其他 武汉大学 湖北 
4773 五自由度并联控制教学实验装置 CRS 机械臂、C500C 控制器、手持控制 其他仪器/其他 天津大学 天津 
4774 可调式假底船池底 自行设计 其他仪器/其他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4775 机械教学演示系统 一套 其他仪器/其他 清华大学 北京 
4776 低温测量系统 CFM-8 其他仪器/其他 南京大学 江苏 
4777 个人化测序平台 MiSeq Sequencing System 其他仪器/其他 江南大学 江苏 
4778 自动扫描平台控制系统 X50 其他仪器/其他 吉林大学 吉林 
4779 高速数字式土槽试验平台 无 其他仪器/其他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4780 高压微射流纳米分散仪 M110PEE 其他仪器/其他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4781 快速凯赛法纸页成型器 RK3AKWT 其他仪器/其他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4782 激光导引车系统 SIASUN-A500 其他仪器/其他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4783 中浓打浆过程--控制系统 * 其他仪器/其他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4784 化工过程实验装置 * 其他仪器/其他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4785 全自动多功能试验系统 GEO COMP LAAD7RAD-II 其他仪器/其他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4786 纸页成形器 Model 1600 其他仪器/其他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4787 BDI 结构测试系统 STS-48 其他仪器/其他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4788 场发射动态系统 研制 其他仪器/其他 湖南大学 湖南 
4789 动态作动缸 MTS 31F-01 其他仪器/其他 湖南大学 湖南 
4790 瞬态加载装置（轻气炮） 155MM 其他仪器/其他 湖南大学 湖南 
4791 6 轴精密电动组合调整平台 KM-AFP6 其他仪器/其他 湖南大学 湖南 
4792 碰撞实验假人 ES——ZE 其他仪器/其他 湖南大学 湖南 
4793 性能台架 CW160+FST2E 其他仪器/其他 湖南大学 湖南 
4794 高级固结实验系统 11003698 其他仪器/其他 河海大学 江苏 
4795 超高压大流量岩石渗透特性及渗流应

 

SOY-00 其他仪器/其他 河海大学 江苏 
4796 多轴运动综合控制实验系统 RA-DZ-1 其他仪器/其他 东北大学 辽宁 
4797 最小点火装置 MIE3 其他仪器/其他 东北大学 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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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98 电磁铸轧机 * φ500X500mm 其他仪器/其他 东北大学 辽宁 
4799 前投软幕 Stewart Studiotek 130 其他仪器/其他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4800 乳液聚合装置 XF-40L 其他仪器/其他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801 隧道通风试验室 金属结构 1288M 其他仪器/其他 长安大学 陕西 
4802 实验台座及反力架 * 其他仪器/其他 长安大学 陕西 
4803 比例压力及流量控制系统 自制 其他仪器/其他 长安大学 陕西 
4804 振荡压实试验压路机 自制 94 年加 213536.13 其他仪器/其他 长安大学 陕西 
4805 驾驶人注视行为监测系统 FACELAB5 其他仪器/其他 长安大学 陕西 
4806 变组分二氧化碳吸收系统 无 其他仪器/其他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4807 受电弓动态监测试验台 定制 其他仪器/其他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808 交通运输教学综合沙盘 75 平米 其他仪器/其他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809 VOBC 机柜 * 其他仪器/其他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810 混合动力驱动系统 CKZ6116HEV3 其他仪器/其他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811 VOBC 机柜 * 其他仪器/其他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812 城轨列车模型系统设计集成与开发 定制 其他仪器/其他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813 轨旁系统研制与集成 定制 其他仪器/其他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814 高速控制信号采集系统 16 个模拟通道，16 个数字输入通道 其他仪器/其他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815 载荷标定试验加载架 非标设计 两个 100 吨，两个 50 吨 其他仪器/其他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816 钢平台 8000*4000*400 其他仪器/其他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817 隧道结构加载试验系统 定制 100-200T 其他仪器/其他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818 轨道交通牵引供电与牵引传动实验平

 

* 其他仪器/其他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819 轨道交通牵引供电与牵引传动实验平

 

* 其他仪器/其他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820 缠绕机 CNC 6MAW20-LSI-6 其他仪器/其他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4821 Redone 数字电影机 Redone4K 其他仪器/其他 北京大学 北京 
4822 实验室台式遗传合成阵列点样仪 ROTOR HDA 其他仪器/其他 北京大学 北京 
4823 离子电子动量成像谱仪实验系统 定制（COLTRIMS) 其他仪器/其他 北京大学 北京 
4824 3D 立体影视制作系统 IQSID 其他仪器/其他 北京大学 北京 
4825 相干场发射实验台 无 其他仪器/其他 北京大学 北京 
4826 压电陶瓷扫描控制系统 SPM100 其他仪器/其他 北京大学 北京 
4827 口腔专用 CAD/CAM 系统 T1 切削仪/S107 扫描仪/Air 吸尘器 其他仪器/其他 北京大学 北京 
4828 高温高压材料合成系统 Quick Press 其他仪器/其他 北京大学 北京 
4829 无创主动脉脉波分析仪 SphygmoCor Px 其他仪器/其他 北京大学 北京 
4830 细胞收缩微血管张力与离子浓度同步

 

BioIon XX2 其他仪器/其他 北京大学 北京 
4831 被动氢钟 OSA 3700 计量仪器/时间频率计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832 生物用原子力显微镜 Nano Wizard3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833 微波网络分析仪 N5230C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834 超高真空低温扫描隧道显微镜 MUSM-12005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835 四端口矢量网络分析仪 N2530C PAN-L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836 极低温强磁场系统 CF450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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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7 极低温原子力扫描系统 atto AFMIII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838 多功能原子力显微镜 MFP-3D-BIO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839 矢量网络分析仪 E8363C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840 低温强磁场量子输入系 VTI/14T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841 原位纳米力学测试系统 TI-900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842 自动兰光 OSL 测年系统 1100 计量仪器/电离辐射计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843 磁性质测量系统 XL-5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844 物理性质测量系统 PPMS 9Tesla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845 误码检测仪 D3186/D3286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846 原子力显微镜 Dimension ICON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847 磁学性质测量系统 MPMS XL-7Tesla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848 UHV VT 扫描隧道显微镜 UHV VT-SPM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849 交变梯度磁强计 2900-04C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850 扫描隧道显微镜 NANOSCOPE Ⅲ(a)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851 磁光低温磁场系统 SM4000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852 低温强磁场扫描隧道显微镜 VSM-1300S3HE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853 光电误码测试系统 40GBIT/S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854 矢量网络分析系统 HP8510C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4855 综合数据网络测试平台 SPT-9000A 添新许可证,新购 SPT-2U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856 数据网络测试仪 Optixia XM12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857 矢量网络分析仪 ESI26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858 三坐标测量机 ARES7.7.5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859 测量接收机 ESI26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4860 振动样品磁强计 PPMS-9VSM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4861 振动样品磁强计 LDJ MODEL 9600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4862 纳米力学探针 Nano Indenter XP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4863 矢量网络分析仪 E8362B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864 矢量网络分析仪升级套件 E8363C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865 激光跟踪仪 Leica AT901-B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 
4866 程控电话机 *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4867 三坐标测量机 PRISMO navigator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868 激光干涉仪 ML10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869 三坐标测量机 MT3 2040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4870 平面度测量仪 FlatMaster200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871 原子力显微镜 XE-200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872 原位纳米测试系统 TI950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873 矢量网络分析仪 N5242A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874 纳米压痕 xp 系统 nanoindenter XP;100BA-1C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875 消声水池实验行车系统 声源行车 6*3+测量行车 6*5 计量仪器/声学计量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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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76 变压箱实验设备 WSTF-LDZ10K/0.05D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877 微波毫米波矢量网络分析仪 RTP-500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4878 网络分析仪 N5230A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4879 微波网络分析仪 N5247A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4880 矢量网络分析仪 N5242A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4881 矢量网络分析仪 E8363B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4882 矢量网络分析仪 E8363B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4883 矢量网络分析仪 E8362C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4884 毫米波矢量网络分析仪 W85325A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4885 网络分析仪 8510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4886 矢量网络分析仪 8510SX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4887 矢量网络分析仪 E8363B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4888 矢量网络分析仪 E8363B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4889 矢量网络分析仪 N5230A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4890 矢量网络分析仪 N5230A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4891 接收机 8530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4892 矢量网络分析仪 E8363B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4893 超导强磁场 JMTD-6T 300    6T φ300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4894 矢量网络分析仪 AV1482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4895 半导体分析仪 4200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4896 铂金坩埚 * 计量仪器/热学计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4897 网络分析仪 N5227A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4898 纳米力学测试系统 TRIBOINDENTER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4899 误码仪 D3286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4900 原子力显微镜 PICOPLUS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4901 微波网络分析仪 HP8510C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4902 原子力显微镜 NS3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4903 四端口矢量网络分析仪 E5071C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4904 矢量网络分析仪 N5230C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4905 原子力显微镜 MFP-3D-SA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4906 网络分析仪 N5242A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4907 网络分析仪 N5230A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4908 网络分析仪 E5071B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4909 网络分析仪 E8363B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4910 网络分析仪 8720ES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4911 矢量分析系统 E4440A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4912 淬火/相变膨胀仪 -160--2400℃/加热速度&gt;1000℃/s 计量仪器/热学计量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4913 三坐标测测量机 MC876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4914 强磁场低温系统 39057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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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5 矢量网络分析仪 E8363C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4916 纳米力学综合测试系统 UNHT/NST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4917 变温扫描隧道显微镜 VT-SPM/STM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4918 原位纳米力学测试系统 TI 700 Ubi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4919 振动样品磁强计 LAKESHORE7407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4920 超高真空扫描隧道显微镜 Multiprobe S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4921 网络分析仪 E8363C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4922 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模拟测试系统 AVL BTS-BSBT/200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4923 汽车 NVH 分析系统 Artermis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4924 激光跟踪测量仪 LT3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4925 智能材料实验测试系统 11003698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河海大学 江苏 
4926 光纤光珊传感网络分析仪 P104B-04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4927 激光干涉仪 GPI.XP/D4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4928 生物原子力显微镜 Nanowizard.II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4929 原子力显微镜及电化学控制系统 Multimode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4930 Yb 光学钟真空室 * 计量仪器/时间频率计量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4931 原子力显微镜 Dimension 3100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4932 扫描隧道显微镜 Mutimode 8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4933 Yb 光学钟真空室 * 计量仪器/时间频率计量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4934 多通道热线/热膜电风速计 IFA300 计量仪器/热学计量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4935 超声相控阵系统 64 通道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4936 集成网络分析仪 OPVS2INA(1000BAS-SX)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4937 多功能磁性测量仪 MMVFTB（E）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4938 矢量网络分析仪 N5230A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4939 振动样品磁强计 7404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4940 空气滤清器试验台 ZHT-12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4941 原子力显微镜 Park XE-100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4942 宽带光网络测试系统 smb6000clan3101b/3102b/3201b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4943 干涉仪 GPI/XP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4944 眼扫描视网膜厚度分析仪 RTA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4945 三座标测量仪 GLOBAL STATUS 9128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4946 原子力显微镜 Agliene5500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4947 光网络分析仪 37369D/3652/4765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4948 三座标测量机 INFINIFE/SC/2.4M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4949 网络分析仪 E8362B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4950 三座标测量机 INFINIFE SC 2.4M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4951 标量网络分析仪 562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4952 近红外品质快速分析仪 *DS2500 计量仪器/光学计量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4953 振动样品磁强计 Lake Shore 7410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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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4 微纳米力学测试系统 Nano lndenter G200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4955 生物用原子力显微镜 Nano Wizard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4956 霍尔效应测试仪 HL5500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4957 原子力扫描探针显微镜 AFM STM ECAFM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4958 超导量子干涉仪 MPUS-XL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4959 矢量网络分析仪 89641A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4960 激光快速自动成型机 AFS-320MZ/附冷却机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4961 矩形模块式组合三维编织机 3DB-J100-8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4962 制备型全自动模拟移动床连续色谱分

 

增强型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4963 树脂传递模塑成型注射系统 Piston-2000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4964 先进控制理论演示实验装置 ACTE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4965 工业工程硬件系统 *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4966 小型啤酒实验装置 TYPE1000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4967 单层裁床 UNOCUT4501/ST/15 液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4968 矢量网络分析仪 37269c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4969 自动络筒机 ESPERO-M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4970 原子力显微镜 Dimension ICON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4971 红外应用及显微附件系统 AntarisII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4972 医用 X 线影像扫描系统 CR85-X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4973 原料预处理系统 SES-01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4974 无缝提花经编机 RDJ6/2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4975 三维动态捕捉特技制作系统 MX13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4976 高清多格式演播放录机 HDW-M2000P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4977 高清摄录一体机 HDW-750P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4978 微型啤酒制造设备 定制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4979 织物风格测试评价系统 KES FB AUTO-A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4980 网络分析仪 N5247A  10MHz-67GHz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4981 超导量子干涉仪 MPMSXL-7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4982 振动样品磁强计 LS 7307-9309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4983 网络分析仪 E8363A/45MHZ-40GHZ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4984 矢量网络分析仪 E8363A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4985 GAMMA 能谱仪 GCW3523-7500L 计量仪器/电离辐射计量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4986 二端口矢量网络分析仪 PNA 8363B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4987 激光椭圆仪 MM-16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4988 激发态物理和化学过程测试系统 fluotrome200-pmt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4989 微波网络分析仪 3125A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4990 电磁矢量测试系统 PNA E8363B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4991 振动样品磁强计 LS 7307-9309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4992 振动样品磁强计 EV7/灵敏度 10-5emu *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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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3 矢量网络分析仪 E8363C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4994 原子力研究显微镜 mmafm-2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4995 原子力显微镜 Nanowizard 2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4996 分子束外延及低温扫描隧道显微系统 Omicron 分子束外延,低温扫描隧道显微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4997 超导量子干涉仪磁性测量系统 MPMS-XL-7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4998 扫描隧道显微镜 Nano ScopeⅢa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4999 介电频谱温谱分析系统 4191A、 4192A、4194A、E4991A、4284A、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5000 微型三座标测量机 MVAL454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5001 多轴激光并行直写光刻系统 Microlab 4A-100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南开大学 天津 
5002 原子力显微镜 MULTIMODE-N3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5003 膜厚仪 DNS VM-1220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5004 网络分析仪 E8362C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5005 纳米压痕仪 XP 型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5006 振动样品磁强计 730T 型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5007 振动样品磁强计 BHV-50HTI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5008 原子力显微镜 SPM-960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5009 纳米力学性能测量仪 Nano Test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5010 激光干涉仪 -平面系统 GPIXP/D xp/d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5011 交流梯度磁强计 2900 1.4T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5012 气动消声室 非标定制 计量仪器/声学计量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5013 双速比并车齿轮箱 离合器齿轮箱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5014 在线激光测量系统 Auroguage 计量仪器/光学计量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5015 热电系数/电阻测量系统 LSR-3 规格 LSR-3/1100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5016 3D 形状测量显微镜 VK-X200K 规格 Z 向 0.0005 微米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5017 超导量子干涉仪 XL 7T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5018 激光跟踪仪 API T3-40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5019 振动样品磁强计 LDJ9600-1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天津大学 天津 
5020 激光干涉仪 XL-80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5021 水流量标准实验装置 自制 计量仪器/热学计量仪器 天津大学 天津 
5022 三维数字化系统 Atos I 计量仪器/光学计量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5023 电池模拟测试仪 BS400-650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5024 三维运动测量系统 Optotrak Certus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5025 三维静态测量系统 Optotrak Certus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5026 全站仪 TPS system 1000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5027 原子力显微镜 Multimode 8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天津大学 天津 
5028 可调压气体流量实验装置 自制 计量仪器/热学计量仪器 天津大学 天津 
5029 GPS 接收机 Trimble 5700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武汉大学 湖北 
5030 HP8722ET 矢量网络分析仪 HP8722ET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5031 三坐标测量机 global09.12.08900*1200*800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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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2 振动样品磁强计 MODEL4HF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5033 微波电磁参数测试系统(矢量网络分析

 

N5230A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5034 低压断流试验站测控系统 0－1140V，0－25KA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035 大电流冲击试验变压器 *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036 激光跟踪仪 ION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037 原子力显微镜 An509robe/CP-kesearc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038 纳米力学测量系统 Ti-950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039 三坐标测量仪 UCMS553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040 原子力显微镜 D3100CAP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041 原子力显微镜 Cypher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042 脉冲电容器 MWF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043 激光跟踪仪 at901-lr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044 原子力显微镜 DIMENSION IOON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045 高压脉冲发生器 S600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046 原子力显微镜 INNOVA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047 振动样品磁强计 665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048 振动样品磁强计 EV11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5049 数据网络性能测试仪 SPT-2U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050 电位研究分析系统 256 导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5051 多功能模式原子力显微镜 SPM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5052 原子力显微镜 Multimode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5053 超导量子干涉磁强计 MPMS-XL-7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5054 原子力显微镜 ICON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055 标准球面干涉系统 09LTS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056 矢量网络分析仪 N5230A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057 矢量网络分析仪 37369D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058 安捷伦网络分析仪 E8363C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059 激光跟踪仪 AT901-B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060 矢量网络分析仪 ZVA 40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061 矢量网络分析仪 ZVA 40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062 低温磁场测试和试样制备系统 MPMS-XL-5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063 网络分析仪 E8363B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064 激光跟踪仪 AT901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065 三座标测量仪 TYDE EOS544MOT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066 seebeck 系数/电导测量系统 LSR-3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067 原子力显微镜 Pico Scem 2100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068 精密气体流量测试仪 DFMA 计量仪器/热学计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069 偏振干涉仪 PXA-1000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070 1.5T 医用磁共振超导磁体 SM04-001 1.5T4K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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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1 硅基光电探测系统 DE-202 计量仪器/光学计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072 高压气源反试验平台 自制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073 激光跟踪仪 LTD640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074 原子力研究显微镜 WET-SPM-9500J3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075 原子力显微镜 SPI-3800N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076 APL 激光跟踪仪 T3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077 矢量网络分析仪 8722ES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078 干涉仪 OMP-035/M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079 变温扫描隧道显微镜联合系统 RM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080 三座标测量机 7107 桥式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081 原子力显微镜 MultiMode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082 共聚焦显微镜 LEICA TCS SPE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5083 原子力显微镜 NS-3A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5084 全自动热释光光释光测量仪 DA-20-C/D 计量仪器/电离辐射计量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5085 释光测年系统 DA-20C/D 计量仪器/电离辐射计量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5086 原子力显微镜 5400SPM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5087 时间域电磁测量系统 CEI-7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5088 原子力显微镜 Agilenst 5500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5089 多功能激光检测仪 FLA-9000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5090 三坐标测量机 GLOBAL STATUS575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5091 原子力显微镜 PicoPLws AFM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5092 数控螺旋锥齿轮铣齿机 YK2210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5093 铝液在线测氢仪 Alscan C 计量仪器/其他 中南大学 湖南 
5094 陀螺全站仪 AFS-2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5095 OT 快速跟踪测量仪 OT-15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5096 压痕测试仪 UNHT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5097 光纤耦合系统 AA Modal 计量仪器/光学计量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5098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东芝 AplioXG SSA-790A 计量仪器/声学计量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5099 薄膜厚度测量仪 K-MAC ST5030-SL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5100 工频试验变压器 YDTW-2000KVA/500KV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5101 原子力显微镜 Nano Wizard Ⅱ JPK-JPK SPM Control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5102 原位纳米力学测试设备 HysitronTI-950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5103 精密齿轮综合检测设备 KlingelnbegP26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5104 反力架系统 反力架 13*9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5105 原子力显微镜 9500J2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5106 现代综合通信实验平台 e-Bridge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5107 天线远场测量控制系统 0B010902-100M-20GHz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5108 矢量信号发生器 E4438C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5109 大型地网接地参数测试平台 YDTW-200/200-* 电子测量仪器/其他 重庆大学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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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 宽频介电和阻抗谱仪 concept80-3uHz-20MHz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5111 冲击电压发生器 CDHV-2400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5112 大电网可靠性并行处理系统 天潮 4000L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5113 空区监测系统（CMS） CMS Wireless 电子测量仪器/其他 中南大学 湖南 
5114 电源车 SDC5070TDY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5115 音频大地电阻率测量系统 EH-4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5116 音频大地电阻率测量系统 EH-4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5117 抗扰度测试仪 UCS500 N7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5118 多功能离子注入机电源 *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5119 振动信号分析仪 BK2034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5120 纳米电子器件测试系统 Z5614A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121 纳米电子材料综合测试系统 Z5611A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122 纳米电子组件测试系统 Z5608A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123 扩展电阻仪 SSM-350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124 机械电源控制系统 定制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125 模拟信号发生器 E8257D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126 频谱分析仪 E4447A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127 任意波信号发生器 AWGT122B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128 微波矢量信号发生器 E8267C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129 微波矢量信号源 SMJ100A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130 纳米电子测试系统及软件 Z5676A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131 高速取样示波器 DSA8200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132 宽频介电和阻抗谱仪 Concept40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133 MIMO 信道模拟器 安捷伦 5106A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134 电磁场实验装置(仪) sxcelf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135 宽温宽频阻抗分析仪 GMBH-GEMANG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136 频谱分析仪 E4440A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137 矢量信号发生器 Vector Signal Generator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138 微波信号发生器 SMF 100A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139 正电子寿命谱系统 * 电子测量仪器/其他 西南大学 重庆 
5140 采样示波器 86100C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141 纳米通用形发生器 DY-2000d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5142 抓握力反馈手套 CGR2202-R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5143 宽带采样示波器 EYE-1100C-001-FA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5144 分布式实时监控系统 M-PDP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145 功率放大器 RTDS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146 数字荧光示波器 dp071604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147 高电压真空断路器合成回路电抗设备 SKGKL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148 电压源 *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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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9 脉冲电容器 MWF5-140（88 个）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150 宽带介电谱测试系统 concept 80 电子测量仪器/通讯测量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151 数字储存示波器 AGILENT DSO90404A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5152 晶圆级小型半自动静电放电测试仪 HED-W5000M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天津大学 天津 
5153 带电元器件放电模式自动测试仪 HED-C5000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天津大学 天津 
5154 传输线脉冲测试仪 HED-N5000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天津大学 天津 
5155 静电放电闩锁效应测试仪 HED-N5000 电子测量仪器/大规模集成电路测试仪器 天津大学 天津 
5156 GPS 测试仪 Z-X 电子测量仪器/通讯测量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5157 四通道高带宽示波器 Agilent DSAX93204A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5158 信号质量分析仪 MP1800A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天津大学 天津 
5159 射频阻抗分析仪 E4991A 规格&lt;0.8%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5160 高速主轴实验台 JSCZ150-30 规格 JSCZ150-30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5161 侧信道攻击分析测试平台 SCA 规格 NA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5162 大规模接入汇聚路由器 ME60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5163 逻辑分析仪 泰克 TLA7012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5164 雷达模拟器 LDM2010 电子测量仪器/通讯测量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5165 频谱仪 E4446A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5166 电磁兼容检测系统 E7405,3142B 等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5167 数字仿真功率放大器 FZL-864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5168 微波自动调谐装置 MT984A01/MT982B01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5169 精密阻抗分析仪 Agilent 4294A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5170 频谱分析仪 E4440A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5171 可旋转多维扫描系统 ESP7000/线性 0.1um 旋转 0.01um 电子测量仪器/其他 南京大学 江苏 
5172 半导体技术实验装置 MOCVD-Nju-s01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5173 示波器 DSA 8200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5174 光矢量分析仪 OVA CTE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5175 脉冲信号源系统 06168/*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5176 激光器及电源 无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5177 放大器 HEKA EPC10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5178 电子能量损失谱仪 963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5179 高带宽数字荧光示波器 DP071604B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180 半导体器件特性测试系统 Keithley 4200-SCS/F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181 数字荧光示波器 Tektronix DPO70604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182 IPV 试验床 IVP6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183 数字荧光示波器 Mikron M9104W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184 应变网络分析系统 ASAME/TARGET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185 超高速光采样示波器 EYE-1000C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186 精密阻抗分析仪 65120B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187 基于 ROF 的移动通信创新平台 WIMAX-TDD/RF/ROF 电子测量仪器/通讯测量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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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8 密集波分复用设备 txotw1:1548  51nmtxotw2-15 电子测量仪器/其他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189 网络性能测试仪 LXIA/L600T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190 卫星数据接收系统 EOS/MODIS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191 信号分析仪 mp1632c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192 旋转式多罐蒸煮器 2201-6 电子测量仪器/通讯测量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5193 多功能涂布平台 S-CU5.300 S-CA5-300 电子测量仪器/通讯测量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5194 双波段极轨卫星数据接收、处理和分析

 

2.4m X-L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195 PFI 磨 MILL 电子测量仪器/通讯测量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5196 信号处理系统 PXI-1045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197 卫星遥感资料 DVB-S 广播系统 DVB-S 电子测量仪器/通讯测量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198 半导体激光阵列 COMPACT1200/400-976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199 电波暗室 IMPACT 2*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5200 IBAG 电主轴 HF230.4 AI20CF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5201 电主轴 IBG HF230.4 A120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5202 6 分量力测量系统 * 电子测量仪器/其他 东南大学 江苏 
5203 毫米波倍频器 FEC-02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5204 高性能示波器 DSO91204A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5205 核心路由器 MX960-PREMIUM-AC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5206 磁屏蔽室 Titan 80-300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5207 频谱分析仪 E4447A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5208 半电波暗室 定制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5209 功率器件分析仪 B1505A 电子测量仪器/其他 东南大学 江苏 
5210 矢量信号源 E8267D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5211 实时示波器 DS091204A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5212 集成电路自动测试系统 V93000 AV8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5213 半导体存储器参数测试仪 4200-SCS/F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5214 EMC 耐受性模拟测试器 TRA2000IN6+附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5215 微电网控制系统 smv500A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5216 频谱分析仪 Agilent E4440A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5217 数字电视芯片测试系统 R&S SFU 型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5218 频谱分析仪 AgilentE4440A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5219 天线测试组件 HP85326A-OPT001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5220 信号源分析仪 E5052B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5221 信号源分析仪 E5052A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5222 频谱分析仪 E4447A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5223 信号源分析仪 E5052B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5224 矢量信号源 E8267D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5225 频谱分析仪 E4448A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5226 频谱分析仪 E4440A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5928 台（套） 

203/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5227 矢量信号源 E8267C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5228 芯片测试台 SUMMIT11000 电子测量仪器/大规模集成电路测试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5229 示波器 54855A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5230 天线测量系统 HP85301B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5231 多通道信号系统 3567A 电子测量仪器/通讯测量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5232 网络分析测试系统 N5542A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233 无线通信信号分析仪 54855A 电子测量仪器/通讯测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234 信号分析系统 89650S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235 三维高精度测量系统 SAZKJS-450S 电子测量仪器/通讯测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236 毫米波固定频率发生器 FSD-XX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237 数字示波器 wave pro 760 2i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238 信号分析仪 N9030A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239 信号分析仪 N9030A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240 半导体参数测试系统 89650S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241 频率捷变信号源 8645A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242 矢量信号分析仪 89441A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243 频谱分析仪 E4447A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244 电阻率测试系统 OMR-2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245 微波暗室 4MX4MX8M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246 模拟信号发生器 E8257D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247 元器件相噪测试系统 E5505A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248 XXXXX 接收信道 国营 081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249 电磁干扰扫描系统 NPS2.0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250 微波远近场天线测量系统 NSI-300V-30X30(9mx9m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251 信号源 E8267D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252 数据记录开发工具 VTR-2008-52-CIT1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253 信号发生器 AWG7122B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254 IC-CAP 参数抽取及器件建模分析系统 85225EE40 电子测量仪器/大规模集成电路测试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255 网络应用层性能测试工具 Spirent Avalanch2900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256 网络性能工具测试套件 Spirent ThreatEX 2900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257 矢量信号发生器 E8267D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258 频谱分析仪 E4447A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259 毫米波信号源 83623B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260 数字示波器 8600A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261 毫米波频谱仪 8563E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262 毫米波 U 波段调试测试系统 8757D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263 矢量信号分析仪 89600S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264 PSG 矢量信号发生器 E8267D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265 PSG 矢量信号发生器 E8267D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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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6 ESG 模拟信号发生器 E4428C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267 示波器 DSO81304B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268 半导体器件低频噪声检测分析仪 9812B 电子测量仪器/大规模集成电路测试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269 半导体探针测试系统 S300-971 电子测量仪器/大规模集成电路测试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270 多探头天线增益测量仪 StarLab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271 激光发生器 5KW 横流 CO2;DL-HL-T5000B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272 综合布线系统 * 电子测量仪器/其他 长安大学 陕西 
5273 校园网布线系统 * 电子测量仪器/其他 长安大学 陕西 
5274 任意波形发生器 泰克 AWG 7122C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 
5275 通用交换路由器 NetEngine40-2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 
5276 电磁测试系统 SG24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 
5277 数字荧光示波器 泰克 DPO72004C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 
5278 高性能示波器 DSOX93204A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 
5279 信令测试仪 M500 电子测量仪器/通讯测量仪器 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 
5280 信号采集分析系统 3560-C-E05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5281 信号分析仪 SMU200A 和 FSQ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5282 功率放大器 BLMA 4080-60 4-8GHz,60W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5283 RTDS 功放 PAP02B 电子测量仪器/其他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5284 抗扰度综合测试仪 EMCPRro PLUS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5285 直流实验电源 1250Kw/300V~800 可调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5286 通道脉冲分析仪 PCSD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5287 宽带测试系统 AX/4000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5288 矢量信号源 SMU200A 100K-3GHZ/带宽 24M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5289 信号分析仪 N9020A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5290 应变测试分析系统 HBM QuantumX 电子测量仪器/其他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5291 电网模拟电源 500KW/三相 50Hz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5292 电波暗室改造 定制 1MHz-18GHz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5293 轨道交通动态环境测量模拟系统 自制 电子测量仪器/其他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5294 手持频谱分析仪 FSH8 9kHz-8GHz,高灵敏度-161dBm(1Hz)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5295 功率放大器 500W1000A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5296 风电测功平台 GW200 电子测量仪器/其他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5297 微波功率放大器 *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5298 模拟干扰系统 EMC Pro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5299 SDH 网络系统 *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5300 SRHP 高性能锂离子电池（2000 块） SRHP4.75Ah 电子测量仪器/其他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5301 通信设备 ZTE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5302 数字程控机 ZXJ10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5303 射频信道模拟器 HP 11759C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5304 信号分析仪 FSQ3 100K-3.6GHZ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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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5 高密度综合数据性能测试设备 SPT-9000A SPT-9000A 电子测量仪器/其他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5306 信号分析仪 SM2100B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5307 路由器 交换结构＋NP，转发≥200MppsZXR10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5308 路由器 交换结构＋NP，转发≥200MppsZXR10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5309 路由器 ZXR10 T64E*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5310 综合布线 交大嘉园学生公寓 电子测量仪器/其他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5311 半导体参数测量系统 4156C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312 数字荧光示波器 DP072004B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313 半导体参数分析仪 B1500A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314 精密半导体参数分析仪 HP4156B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315 DPSK 信号发生器 SHF5003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316 同步数据传输分析仪 ME3520A 电子测量仪器/通讯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317 不间断电源 Adapt PM120K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318 半导体参数分析仪 B1542A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319 矢量信号发生器 E4438C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320 矢量信号分析仪 E4440A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321 400 千瓦高频功率源 非标产品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322 超微电流测试系统 4200-SCS/F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323 射频信号采集系统 PXI5600 电子测量仪器/通讯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324 MBE/SPM 电学测量系统 Multiprobe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325 自动阻抗测量系统 MAURY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326 93000 SOC 测试系统 93000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327 半导体参数分析仪 Agilent4156C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328 数字通信分析仪 86100C 电子测量仪器/通讯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329 数字通信分析仪 86100A/86105A/86109B 电子测量仪器/通讯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330 任意波形发生器 AWG7122B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331 示波器 TDS6604B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332 射频测试系统 PXI_5600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333 三角波扫描高压电源及控制单元 2HA070490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334 混合信号示波器 MS070604C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335 任意波形发生器 M1890A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336 安捷伦实时示波器 DSA-X91604A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337 影像导航经颅磁刺激仪 Magstim Rapid2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338 钛激光治疗仪 PowerSuite60w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339 多通道神经信号记录系统 128 Channels Cerebus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340 多通道神经信号记录系统 128 Channels Cerebus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341 高分辨小动物超声实时影像系统 Vevo 2100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342 小动物超声影像系统 VEVO TM 2100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5343 分子设计研究系统 SYBYL6.5 医学诊断仪器/其他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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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4 活体影像系统 Lumina Ⅱ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345 脑机交互实验系统 ESI 128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346 腹腔镜手术模拟器 Lap Mentor Ⅱ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347 全数字多普勒彩色超声诊断仪 Vivid7 Dimension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348 64 导脑电系统 BrainAmp DC Standard 64-channel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349 动脉血压监测仪 DSI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350 128 导脑电采集分析仪 ESI-128system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351 脑电测试分析仪 SCAN-64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5352 眼动仪 EMR-7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5353 高档双能 X 线密度仪 Discovery-W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5354 眼动仪 504 501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5355 树木年轮密度仪 LignoStation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5356 核磁共振成像系统 Magnetom Trio A TiM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5357 EEG/ERP 记录系统 01/125540HK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5358 脑电采集系统 64 导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5359 便携式脑电采集系统 核磁型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5360 脑电测量系统 EGI system 200, 128channels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5361 脑机接口高精度直流放大器 BrainAmp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362 脑电测量系统 SYSTEM 200 EEG/ERP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363 超声诊断仪 A7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364 C 型臂数字减影机 INNOVA3100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5365 超声诊断系统 Sequoia512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5366 电子内窥镜 VP-4400/XL-4400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5367 数字平板血管造影系统 Allura Xper FD10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5368 重复性经颅磁刺激仪 RAPID2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5369 7.0T 动物磁共振成像系 70/16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5370 小动物超声实时影像系统 Vevo 770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5371 台式核磁共振活体组分分析仪 MQ-7.5 型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5372 小动物 PET/CT 影像系统 SD_000_N8-875  PET/CT 共用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5373 高分辨率小动物超声系统 VisualSonics？ Vevo770？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5374 钙离子成像系统 BX51WIF 医学诊断仪器/其他 复旦大学 上海 
5375 全自动血球计数仪 CD3700CS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5376 病理影像分析系统 KS400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5377 核磁共振成像系统 Magnetom Verio 3T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5378 X 射线断层扫描仪 Y.CT PRECISION S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5379 自动上下料视觉检测分拣生产线 KM-AR1（上）、KM-AR2（下）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5380 压力测试系统 ZOC33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5381 压力测试系统 DSM3400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5382 32 通道脑电信号采集分析系统 MAP/32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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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3 压力测量系统 INTIUM-000000000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5384 压力测试系统 DMS3400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5385 32 通道脑电信号采集分析系统 MAP/32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386 场电位系统 AXOPATCH-2B 医学诊断仪器/其他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387 眼动仪 TOBII T120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388 16 通道脑电信号采集分析系统 MAP/16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389 多通道采集处理器 96-CHANNEL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390 多通道采集处理器 96-CHANNEL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391 多通道采集处理器 96-CHANNEL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392 多通道采集处理器 96-CHANNEL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393 肺功能仪 MasterScreen Body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394 多通道电生理系统 MEA60 EPC-9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395 X 射线数字成像系统 MX--20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396 脑室镜 *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397 CT 16 层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398 多层螺旋 CT 128 层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399 肺功能仪 MasterScreen Body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400 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设备 Discovery LS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401 多功能影像分析仪 5100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5402 核磁共振成像系统 3.0T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403 双能量心血管成像系统 DEFINATION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404 数字减影血管照影系统 ARTIS DF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405 人体模型 无 医学诊断仪器/其他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406 高级急救监护模拟人 ECS-100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407 体外循环机 S3 医学诊断仪器/其他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408 神经电生理诊断系统 Nicolet Endeavor CR(16 导)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409 高分辨率小动物超声影像系统 VEVO 2100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410 膀胱镜电切镜 0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5411 超声波诊断系统 SSA-340A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5412 多功能激光成像系统 TYPHOON T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5413 多普勒超声诊断系统 MYLAB 90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5414 光电磁定位仪 NDI Polaris passive Spectra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5415 三维立体成像显微镜 MicroXCT200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5416 128 导事件相关电位系统 128ch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5417 脑电事件分析系统 ERP 规格 64 通道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5418 断层扫描机 skyscan1172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5419 多功能激光成像仪 Laser Image Scanner Typhoon FLA9500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5420 眼动仪 smarteye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5421 眼动仪 smarteye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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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2 高性能生物信号采集处理系统G.BCISYS g.MOBlab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5423 工业视频内窥镜 IPLEX FX IV8420-2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5424 神经电生理检测系统 *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425 生理电位测试系统 Spectrum32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426 医用压力测试系统 04yujin-j008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427 双能 X 线骨密度仪 Discovery-w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428 X 荧光机 HF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429 人体三维运动测试系统 optotrak-3020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430 TDT 生理诊断仪 tdt1640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431 植入式动物生理信号 cerebus 32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432 神经控制测试系统 M9700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433 多导数据采集分析系统 MP150 医学诊断仪器/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434 128 通道脑电图检测分析仪 8050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435 经颅磁刺激器 Stander Rapid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5436 BP 脑电记录分析系统 BraomAmp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5437 脑电分析记录系统 GES300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5438 磁共振成像系统 MAGNET OMTRIO A TIM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5439 多通道神经信号分析系统 64 导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440 神经信号采集系统 32CHANNEL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441 生理（脑电）记录仪 BRAINAMP MR64PLUS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5442 SMI 眼动跟踪系统 SMI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443 活体影像系统 Nightowl NC320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444 脑电分析仪 Nerosoan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445 活体动物影像分析系统 MAESTRO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446 人体运动视觉捕捉系统 motion-system-s250e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447 触动觉视觉交互系统 Phanton Premiun3.0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448 多光谱影像系统 NUANCE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449 生物发光与荧光活体影像系统 FXPro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450 永磁开放式磁共振成像系统 OPER 0.35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451 核磁共振操作台 Redstone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452 冷光荧光影像分析系统 LB-981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453 离子成像/光度比率测量分析装置 EASY RATIO PRO(ERP) 医学诊断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5454 视觉实验系统 Visage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455 PLIF 激光诊断系统 噪音小于等于 60db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456 生物数码显微系统 Zeiss primostar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5457 双色红外激光成像系统 Odyssey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5458 彩色多谱勒超声诊断仪 Antares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5459 多功能激光成像系统 FLA-5100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5460 全自动尿液分析仪 IQ 200 ELITE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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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1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PHILIPS IU22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5462 双色红外激光成像系统 ODYSSEY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5463 小动物肺实验系统 MAX1320 医学诊断仪器/其他 中南大学 湖南 
5464 遥控式 X 光机 OMNI DIAGNOST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5465 磁共振成像系统 MAGNETOM Trio A Tim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5466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系统 ALLURA XPER FD20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5467 64 层螺旋 CT AQUILION TSX-101A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5468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Technos  MPX DU8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5469 视网膜研究成像系统 RETCAM II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中山大学 广东 
5470 激光显微切割系统 LMD6000 激光器/激光器 中南大学 湖南 
5471 激光空区测试系统 CMS 激光器/其他 中南大学 湖南 
5472 激光烧蚀固体进样系统 LSX-213 激光器/激光器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5473 KH2 飞秒激光系统 EMPGWER 激光器/激光器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5474 高能量飞秒激光系统 EMPGWER 激光器/激光器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5475 大功率飞秒激光器系统 Spitfire 激光器/激光器 中南大学 湖南 
5476 激光显微切割系统 LMD7000 激光器/激光器 中南大学 湖南 
5477 激光显微切割系统 LMD6000 激光器/激光器 中南大学 湖南 
5478 5kW 横流 CO2 激光加工成套设备 DL-HL-T5000 激光器/激光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5479 COMPex 准分子激光器 compex 准分子 激光器/激光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480 钛宝石激光器 X3S8 激光器/激光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481 飞秒啁啾脉冲放大系统 CPA-2001 激光器/激光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482 激光销蚀溶蚀系统 MIRIO-30W 激光器/激光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5483 激光剥蚀系统 GeoLasPro 激光器/激光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5484 激光剥蚀系统 Comperx Pro 162 KrF 激光器/激光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5485 准分子激光剥蚀系统 COMPEX PRO102F 激光器/激光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5486 可调激光系统 VIBANT B 激光器/激光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5487 种子注入半导体泵浦 Nd:YAG 脉冲激光

 

532 nm 单纵模 激光器/激光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5488 半导体脉冲激光器 DS10-532-SLM-01 激光器/激光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5489 振荡可调谐激光器 PANTHEREXOPO 激光器/激光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490 皮秒脉冲激光器 Amberpico-Q-10 激光器/激光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491 连续单纵模可调谐激光器 CW tunable laser 激光器/激光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492 可调激光器系统 81600B 激光器/激光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493 飞秒激光器 VITESSE 激光器/激光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494 全自动激光捕获显微切割系统 Veritas TM 激光器/激光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495 半导体激光器 TA100 TA780 激光器/激光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496 激光器 COMPEX 201 激光器/激光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497 超连续宽带光源激光器 Brilliant B 激光器/激光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498 倍频氩离子激光器 Innova 300C 激光器/激光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499 可调谐激光器 FP001182 激光器/激光器 浙江大学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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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0 外腔可调半导体激光器 SYS-120-0780-150 激光器/激光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501 准分子激光器 CoMPerPro 201 激光器/激光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502 大功率激光器 IS16I-E 激光器/激光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503 飞秒激光器 Mira HP 激光器/激光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504 连续可调谐激光器及附件 899-29 激光器/激光器 西南大学 重庆 
5505 皮秒激光器 IC-1500PS Nd:VANRGGAMP 激光器/激光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506 激光器 JK300D 激光器/激光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507 染料激光器 YG980E10 激光器/激光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508 二氧化碳气体激光器 CO2 激光器/激光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509 钛宝石飞秒激光放大器 Libra-USP-HE 激光器/激光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510 准分子激光器 PM500D 激光器/激光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511 激光显微切割仪 LMD7000 激光器/激光器 同济大学 上海 
5512 红宝石固体激光器 chameleon ultra 激光器/激光器 武汉大学 湖北 
5513 激光器 compex 205 激光器/激光器 武汉大学 湖北 
5514 固体激光器加工系统 JK2003SM 激光器/激光器 天津大学 天津 
5515 准分子激光器 COMPexPro201 规格 5W 激光器/激光器 山东大学 山东 
5516 飞秒激光器 - Griffin-F 激光器/激光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5517 染料激光器 Cobra-Stretch CSTR-LG-24-EG 激光器/激光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5518 锁模激光器 DY61C-10 10Hz 激光器/激光器 山东大学 山东 
5519 二极管泵浦固体激光器 Verdi-V6 6W,532nm 5MHZ 激光器/激光器 山东大学 山东 
5520 全自动宽带调谐飞秒激光器 UltraII 激光器/激光器 南开大学 天津 
5521 氩离子激光器 INNOVA 304C 激光器/激光器 南开大学 天津 
5522 双光子飞秒激光器 MaiTai-HP 激光器/激光器 清华大学 北京 
5523 紫外激光器 MBD266 激光器/激光器 南京大学 江苏 
5524 YAG 激光器 LEOPARD D-10 激光器/激光器 南京大学 江苏 
5525 准分子激光器 COMPEXPRO205 激光器/激光器 南京大学 江苏 
5526 Nd:YAG 及染料激光系统 NY81-10 激光器/激光器 南京大学 江苏 
5527 皮秒 YAG 激光器 PY61C-10 激光器/激光器 南京大学 江苏 
5528 远红外激光器 FiRi-100-S/700G-4.2THZ 100MW 激光器/激光器 南京大学 江苏 
5529 激光剥蚀系统 UP213AI 激光器/激光器 南京大学 江苏 
5530 高功率绿光激光器 DSOH-532 激光器/激光器 南京大学 江苏 
5531 远红外激光器 FIRL-100 激光器/激光器 南京大学 江苏 
5532 激光器 Verdi-V5 激光器/激光器 南京大学 江苏 
5533 锁模调 Q Nd:YAG 激光器 NP 71-10/* 激光器/激光器 南京大学 江苏 
5534 准分子激光器 LPX205I/248nm 50HZ 600MJ 激光器/激光器 南京大学 江苏 
5535 超快激光器 Tsunami 激光器/激光器 南京大学 江苏 
5536 激光器 Verdi-V5 激光器/激光器 南京大学 江苏 
5537 激光器 Lab-170-10 激光器/激光器 南京大学 江苏 
5538 激光剥蚀系统 UP193FX 激光器/激光器 南京大学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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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9 准分子气体激光器 COMPEX/* 激光器/激光器 南京大学 江苏 
5540 全自动宽带调谐短脉冲飞秒激光器 chameleon vision-s 激光器/激光器 南京大学 江苏 
5541 飞秒－皮秒激光器 3960-XLBB 激光器/激光器 吉林大学 吉林 
5542 掺钛兰宝石 fs-ps 激光器 3960-L3S，720-850nm 激光器/激光器 吉林大学 吉林 
5543 激光器 surelite II-10 激光器/激光器 吉林大学 吉林 
5544 脉冲激光沉积系统 NEOCERA P180 激光器/激光器 吉林大学 吉林 
5545 一焦耳掺钕 YAG 激光器 LAB-190-10 激光器/激光器 吉林大学 吉林 
5546 高功率飞秒激光振荡器 MZRA-HP-F 激光器/激光器 吉林大学 吉林 
5547 钛宝石飞秒激光器 Verdi 10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548 深紫外倍频氩离子激光器 INNOVA 300C MOTOFRED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549 太赫兹激光器 50MW 40UM-1020UM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550 轴流激光器 PRC-200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551 光纤激光器 YLR-4000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552 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器 EIS4Y-940/3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553 可调谐 CO2 激光器 GEM-SLECT 100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554 飞秒激光系统放大级 Spitfire 50 fs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555 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器 F500-976-4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556 全自动飞秒激光器 3W 800NM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557 准分子激光器 CompeX201/650mJ10hz 激光器/激光器 南京大学 江苏 
5558 光纤激光器 PL-WA-1567-02-RM 激光器/激光器 南京大学 江苏 
5559 Quanta-Ray 激光器 LAB-100 激光器/激光器 南京大学 江苏 
5560 可调谐激光器 Supelite II-10 激光器/激光器 南京大学 江苏 
5561 飞秒激光系统 Quantronix Thor-TW 激光器/激光器 兰州大学 甘肃 
5562 准分子激光器 compex pro 205 激光器/激光器 吉林大学 吉林 
5563 Nd:YAG 纳秒脉冲激光器 Surelite III-10/LAB170-10 激光器/激光器 吉林大学 吉林 
5564 高功率脉冲连续 THZ 激光器 295-FIR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565 激光卜获系统 SL-UCUT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566 飞秒激光器 MaiTaiBB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567 飞秒激光器 MICRA-5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568 准分子激光器 THINFILMSTAR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569 半导体泵浦调 Q 激光器 Empower 30-220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570 半导体泵浦调 Q 激光器 Empower 30-220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571 激光显微切割系统 Leica AS LMD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572 连续钛宝石、染料激光器 VERDI-V10&899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573 固体激光器 VERDI-V6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574 固体激光器 VERDI-V6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575 超快钛宝石激光器 Rainbow dfg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576 YAG 激光器 PRO-350-10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577 钛宝石飞秒激光再生放大器 TSA-25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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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8 YAG 激光器 PRO-350-10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579 皮秒 YAG 激光系统 PY61-10/PD-10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580 半导体倍频激光器 TA-SHG Pro399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581 飞秒激光器 Octavius-1G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582 激光器及制冷器 Millennia Prime 15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583 激光发生系统 TheThemis stimulation laser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584 飞秒激光放大器  Legend Cryo-HE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585 光纤耦合半导体激光器 OTF600-40-1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586 钛宝石激光器 Millonnia pro15 matisse tx light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587 飞秒激光再生放大系统 Spitfire Pro 40F-HPR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588 光学参数放大器 SPECTRA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589 大功率准分子脉冲激光 COMPEXPRO205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590 纳秒 YAG 激光器 850NJ@1064NM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591 半导体激光器 SYST TA-SHG 110/DS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592 飞秒激光放大器 Legend Elite USP -HE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593 飞秒激光放大器 RegA9050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594 氩离子激光器 INNOVA 305C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595 单频连续可调谐钛宝石激光器 MBR110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596 纳秒可调谐染料激光器 350NM-710NM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597 固体激光器 VERDI-V10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598 半导体激光器 LDF3000-600 激光器/激光器 湖南大学 湖南 
5599 飞秒激光器 Libra—3—1k 激光器/激光器 湖南大学 湖南 
5600 飞秒激光器 50 FS 激光器/激光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601 高速激光器 New wave  Peagasus PIV 激光器/激光器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5602 飞秒激光器 Millennia Prime 10 激光器/激光器 湖南大学 湖南 
5603 高功率数据激光加工设备 GS-TFI-6000CO2 激光器/激光器 湖南大学 湖南 
5604 光纤激光器 YLS-4000-S2T 激光器/激光器 湖南大学 湖南 
5605 激光剥蚀系统 Geolaspro 激光器/激光器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5606 固体泵浦钛宝石激光器 Spectra Physics 激光器/激光器 复旦大学 上海 
5607 Ar 离子激光器 INNOVVA400 激光器/激光器 复旦大学 上海 
5608 掺钛蓝宝石飞秒激光器 MIRA BASIC 激光器/激光器 复旦大学 上海 
5609 YAG 激光器 PY61C-10 激光器/激光器 复旦大学 上海 
5610 氩离子-染料激光器 CR899-29 激光器/激光器 复旦大学 上海 
5611 皮秒宽光谱扫描激光器 PL2143A 激光器/激光器 复旦大学 上海 
5612 Nd:YLF 调 Q 激光器 Evolution-30 激光器/激光器 复旦大学 上海 
5613 钛宝石飞秒激光器 Tsunami 100 fs 激光器/激光器 复旦大学 上海 
5614 激光显微切割仪 LEICH ASLMD 激光器/激光器 复旦大学 上海 
5615 高功率飞秒激光器 Spitfire Pro 激光器/激光器 复旦大学 上海 
5616 可调谐激光器 VIBRANT,宽光谱 355II 激光器/激光器 复旦大学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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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7 飞秒级钛宝石激光器 Mai Tai eHP DS  Mai1000 激光器/激光器 复旦大学 上海 
5618 准分子激光器 COMPexPro201 型 激光器/激光器 复旦大学 上海 
5619 单频可调谐钛宝石激光系统 Verdi-V10+MBR110EL+MBD-200* 激光器/激光器 复旦大学 上海 
5620 Nd:YAG 激光器 Powerlite DLS 8000  1064 nm/1J 激光器/激光器 复旦大学 上海 
5621 超短脉冲激光器 Micra-10 激光器/激光器 复旦大学 上海 
5622 超连续光纤激光器 SuperK Extreme 激光器/激光器 复旦大学 上海 
5623 飞秒激光系统 Libra-F-HE 激光器/激光器 东南大学 江苏 
5624 远红外激光器 295FIR 激光器/激光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625 飞秒激光器 E8363B 激光器/激光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626 飞秒激光 3D 光波导器件制作系统 Lambda 1043 ，聚焦光斑直径＜10um 激光器/激光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627 二氧化碳激光器 PL6 激光器/激光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628 157mm 准分子激光器 N5242A 激光器/激光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629 激光器 * 激光器/激光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5630 超快再生放大器 LEGENDELITEF-HE 激光器/激光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5631 激光器 Powerlite Precision Plus 激光器/激光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5632 多功能固体脉冲激光器 Powerlite Precision II 8000 激光器/激光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5633 光学参量振荡激光系统 Sunlite? EX OPO 窄带 OPO 系列 激光器/激光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5634 激光显微切割系统 LMD6000 激光器/激光器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5635 二氧化碳横流激光器 HJ-3/？1500W 激光器/激光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5636 钛宝石激光器 Mira-900D 激光器/激光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5637 脉冲激光器 * 激光器/激光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5638 千赫兹飞秒激光器 spitfire 激光器/激光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639 飞秒激光放大系统 TSA-10F 激光器/激光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640 锁模激光器 GE-100-XHP 激光器/激光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641 钛宝石皮秒超快激光器 V-10/900p/9200/9300 激光器/激光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642 飞秒激光放大系统 CPRO CE-phase(3KHz) 激光器/激光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643 飞秒激光振荡器系统 Mira-900F 激光器/激光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644 准分子激光器 LPX PRO 210F 激光器/激光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645 泵浦固体激光器 VERDI-V6 激光器/激光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646 宽带自动调谐飞秒激光系统 OperA Solo 激光器/激光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647 半导体激光器 TA100 激光器/激光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648 蓝光激光器 423nm 激光器/激光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649 二级管泵浦激光器 Verdi-10 激光器/激光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650 固体激光器 CUBE 等 激光器/激光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651 激光剥蚀熔样系统 COMPEXPRO102 激光器/激光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652 激光捕获显微切割仪 Leica LMO-7000 激光器/激光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653 皮秒激光器 PicoEmerald 激光器/激光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654 飞秒激光器 Mai Tai eHP DS 激光器/激光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655 超快激光系统 SPFIRE ACE 激光器/其他 北京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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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6 Mai Tai 飞秒激光器 Mai Tai BB DS-OL 激光器/激光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657 钛宝石超窄线宽可调谐激光器 SOLSTIS-SRX-F-10 激光器/激光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658 半导体泵浦固体激光器 Verdi-10 激光器/激光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659 飞秒激光器 Chameleon Vision II 激光器/激光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660 准分子激光器 COMPEXPRO 205 激光器/激光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661 宽带地震仪系统 streckheisen STS-25 地球探测仪器/地震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662 大地电磁测深仪 GMS-07e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663 大地电磁测深仪 GMS-07e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664 大地电磁测深仪 GMS-07e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665 电法仪(物探数据采集系统) V8-6R 地球探测仪器/电法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666 激光显微定年系统 GV5400 地球探测仪器/岩石矿物测试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667 智能型重力分析仪 LGA-0030.000001mbar-20bar 地球探测仪器/重力仪器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5668 高温高阻霍尔测量系统 Accent 地球探测仪器/磁法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669 地质探测仪 Hi MOD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5670 地质雷达 SIR－2000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5671 强震观测系统装置 SMA-1 地球探测仪器/地震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672 高速地面电磁探测仪 SIR-20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5673 隧道地质超前预报仪 TGP-206A 地球探测仪器/地球物理测井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5674 电磁测地系统 RAMAC/GPR 地球探测仪器/地球物理测井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5675 分布式地震采集系统 DZ-240 地球探测仪器/地震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5676 智能测井系统 JGS-1B 地球探测仪器/地球物理测井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5677 岩石力学试验系统 RMT-150C 地球探测仪器/岩石矿物测试仪器 长安大学 陕西 
5678 岩石声发射监测系统 Hyperion 地球探测仪器/岩石矿物测试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5679 瞬变电磁仪 Terra TEM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5680 30 通道微震监测系统 ISS-30 地球探测仪器/地震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5681 测井仪 RG Videologger 地球探测仪器/地球物理测井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5682 30 通道微震监测系统 ISS-30 地球探测仪器/地震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5683 河湖航道多功能疏浚实验台 自制 地球探测仪器/其他 河海大学 江苏 
5684 探地透视仪 MALA ProEx,X3M 地球探测仪器/地球物理测井仪器 河海大学 江苏 
5685 高速多通地质探测仪 SIR-10H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河海大学 江苏 
5686 无损检测系统 SUMMIT 地球探测仪器/地震仪器 河海大学 江苏 
5687 震动系统 DY-300-2 地球探测仪器/地震仪器 河海大学 江苏 
5688 盐温深度探测仪 acrobat 地球探测仪器/岩石矿物测试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689 光释光年代测定仪 DA-20 地球探测仪器/其他 兰州大学 甘肃 
5690 浅层地震仪 MK-6 地球探测仪器/地震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5691 2G 超导磁力仪 755-4K/* 地球探测仪器/磁法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5692 KJR6 旋转磁力仪 JR-6A/高 87.7 转/秒 低 16.7 转/秒 范围

 

地球探测仪器/磁法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5693 液相闪烁计数器 3170TR/SL 地球探测仪器/其他 南京大学 江苏 
5694 岩土工程模型试验系统 2.4m*2.4m*2m 地球探测仪器/岩石矿物测试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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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95 瞬变电磁仪 ProTEM47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5696 隧道地质预报系统 TSP203PLUS 4 端口 地球探测仪器/岩石矿物测试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5697 GPS 测量系统 R7GNSS 地球探测仪器/地球物理测井仪器 武汉大学 湖北 
5698 霍尔效应测试系统 7707A 地球探测仪器/磁法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699 地质雷达 PULSE EKKO PRO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700 中浅水多波束测深系统 Seabeam1050SM2000 地球探测仪器/岩石矿物测试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5701 高分辨率海洋地震仪 24 道 地球探测仪器/地震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5702 海洋船用重力仪 Air-seaGravity 地球探测仪器/重力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5703 等离子体震源 20KJ 地球探测仪器/地震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5704 覆压孔渗仪 AP-608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5705 多功能电法仪 GDP-3211 地球探测仪器/电法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5706 浅层地震仪 GEODE96 地球探测仪器/地震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5707 核磁共振找水仪 NUMIS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5708 旋转型多频磁化率仪 MFK1-FA 地球探测仪器/岩石矿物测试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5709 钻井模拟仪 DS-5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5710 隧道地质超前预报仪 TGP206A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5711 水合物地层渗流与开采模拟装置 *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5712 相对重力仪 CG-5 地球探测仪器/重力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5713 网络大地电磁测量系统 MTU-5A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5714 宽频数字天然地震仪 CMG-3ESPC 地球探测仪器/地震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5715 陆地重力仪 Model-G 地球探测仪器/重力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5716 GDP32 多功能电法仪 GDP-32 地球探测仪器/电法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5717 大地电磁仪 MT-24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5718 多功能电法测试仪 V-8 地球探测仪器/电法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5719 JR-6A 旋转磁力仪 JR-6A 地球探测仪器/磁法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5720 2MHZ 核磁共振岩心分析仪 NM-2-G 地球探测仪器/地球物理测井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5721 大岩心电化学测量系统及配套试验装

 

UPC-WL 地球探测仪器/电法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5722 重力旋转仪 自制组装 地球探测仪器/其他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5723 深水井筒流动模拟实验装置 研制 地球探测仪器/岩石矿物测试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5724 GPS 测量系统 Thales Z-max 地球探测仪器/地球物理测井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5725 多功能电法工作站 GDP32-2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5726 电法仪 GMS-07 地球探测仪器/电法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5727 电磁仪 STRANTAGEM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5728 瞬变电磁仪 PROTEM 47-HP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5729 海洋地震仪 ROS-48D 地球探测仪器/地震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5730 地震仪 SE2404NTM 地球探测仪器/地震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5731 定向钻进系统 φ35 地球探测仪器/其他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5732 地质雷达 RAMAC/GPR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5733 矿井地质探测仪 KDZ1114-6B30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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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4 隧道地质超前预报系统 TGP206 地球探测仪器/其他 重庆大学 重庆 
5735 瞬变电磁仪 protem47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5736 深井降温科学与工程现场实验室(实验

 

HEMS 地球探测仪器/地球物理测井仪器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5737 地质雷达系统 Sir-10H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5738 电导率成像系统 EH-4 ETRATAGEM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5739 瞬态电磁系统 PROTEM/TEM67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5740 48 道地震采集系统 GEODE48 地球探测仪器/地震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5741 水力采掘试验系统 自组 地球探测仪器/其他 中南大学 湖南 
5742 广域电磁测深仪 gdc-1 地球探测仪器/地球物理测井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5743 广域电磁测深仪 GDC-1 地球探测仪器/地球物理测井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5744 大地电磁系统 V5-2000MT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5745 大地音频测量系统 77225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5746 地质预报系统 TSP203 地球探测仪器/地球物理测井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5747 网络化多功能电法仪 V8-6R 地球探测仪器/电法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5748 大地音频测量系统 STRATAGEM77225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5749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环境试验系统 详见合同清单 地球探测仪器/岩石矿物测试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5750 隧道地质预报系统 TSP203PLUS 地球探测仪器/岩石矿物测试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5751 电导率成像系统 EH-4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5752 探地透视仪 MALA-DroEX 探地透视仪 地球探测仪器/地球物理测井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5753 岩土多功能实验系统 240T*180T 地球探测仪器/岩石矿物测试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5754 地质雷达 SIR-20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5755 面阵探测器 Paxscan 2520 特种检测仪器/射线检测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5756 X-射线系统 MQ452(附加 MXR-0.2) 特种检测仪器/射线检测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5757 汽油烃组成分析仪 * 特种检测仪器/其他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5758 高分辨率 3D X 射线显微镜 MicroXCT-400 特种检测仪器/射线检测仪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5759 电池特性测试仪 BS 特种检测仪器/光电检测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760 光学多道分析仪 OMA 特种检测仪器/光电检测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761 燃料电池测试系统 * 特种检测仪器/光电检测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762 综合试验牵引供电系统（三部分组成） tjty001 特种检测仪器/其他 同济大学 上海 
5763 隧道地质超前预报仪 TGP206 特种检测仪器/电磁检测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5764 排放测试系统 EUR V LD DUTY EMISSION TEST SYSTEM 特种检测仪器/其他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5765 车辆正投影面积二维运动机构及地坑

 

非标 特种检测仪器/光电检测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5766 电池测试系统 EVTS 特种检测仪器/光电检测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5767 动物影像系统 Inveon 特种检测仪器/光电检测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5768 燃料电池测试系统 CTS2000 特种检测仪器/光电检测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5769 微波测试系统 RCS 及反射率测试系统 特种检测仪器/其他 南京大学 江苏 
5770 近红外测温仪 Mikron M9104W 特种检测仪器/光电检测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771 芯片探针测试仪 Cascade S300M-101 特种检测仪器/电磁检测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772 动力电池测试模拟系统 DIGATRON300-450 特种检测仪器/光电检测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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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73 路面雷达检测系统 IRIS-L 特种检测仪器/光电检测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5774 超声声场分布检测系统 AIMSⅢ 特种检测仪器/超声检测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5775 大型瓦斯煤尘管网爆炸测试系统 16MNR 特种检测仪器/其他 东北大学 辽宁 
5776 高效滤料测试仪 8130 特种检测仪器/其他 东北大学 辽宁 
5777 64 导事件相关电位系统 SCAN6 特种检测仪器/其他 东南大学 江苏 
5778 电磁辐射测试系统 FACT-5 特种检测仪器/电磁检测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5779 磁性测量系统 MPMS (SQUID) VSM 特种检测仪器/电磁检测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5780 电池测试设备 Digatron BNT300-75-1 特种检测仪器/光电检测仪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5781 微震动监测系统 HMSi 特种检测仪器/声发射检测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5782 标准水槽 * 海洋仪器/海洋水文测量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5783 不规则造波机系统 2 米水槽 海洋仪器/海洋水文测量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784 4 米非线性波浪造波系统 4 米 海洋仪器/海洋水文测量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785 不规则波发生系统 MTS 海洋仪器/海洋水文测量仪器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5786 低湍流水洞 PWT 海洋仪器/其他 北京大学 北京 
5787 拖曳式水槽 TT-2 海洋仪器/海洋水文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788 自动微生物鉴定仪 F-4600 海洋仪器/海洋生物调查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5789 虚拟制造系统 1GMips*4/8G/146G*2/55.88mm 纯平*2 海洋仪器/海洋水文测量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5790 船池拖车系统 SL-1 海洋仪器/其他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5791 港池不规则造波机 31X17X1m 海洋仪器/海洋水文测量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5792 多项不规则造波机 自制 海洋仪器/海洋水文测量仪器 河海大学 江苏 
5793 SONIC 2024 宽带超高分辨率多波束回

 

SONIC 2024 海洋仪器/海洋水文测量仪器 河海大学 江苏 
5794 风浪流不规则造波系统 水槽长 85cm,宽 1m,高 1.5m 海洋仪器/海洋水文测量仪器 河海大学 江苏 
5795 激光多谱勒流速仪 F3500 海洋仪器/海洋水文测量仪器 河海大学 江苏 
5796 声学多普勒波浪剖面流速仪 WHR1200KH 海洋仪器/海洋水文测量仪器 河海大学 江苏 
5797 多功能环保型清漂船 20110088 海洋仪器/其他 河海大学 江苏 
5798 不规则造波机 SB60A1 海洋仪器/海洋水文测量仪器 河海大学 江苏 
5799 城乡河网多功能挖泥船 20020507 海洋仪器/其他 河海大学 江苏 
5800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 3130 海洋仪器/海洋生物调查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5801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 * 海洋仪器/海洋生物调查仪器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5802 微生物筛选系统 QPIX2 海洋仪器/海洋生物调查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5803 自动快速微生物鉴定仪 GENIII MicroStatio 海洋仪器/海洋生物调查仪器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5804 裂变径迹分析系统 Autoscan 海洋仪器/其他 同济大学 上海 
5805 22Mpa 封头式等机 定制 海洋仪器/海洋遥感／遥测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5806 重力式水洞 定制 海洋仪器/其他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5807 微生物鉴定系统 Agilent 7890 海洋仪器/海洋生物调查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5808 波流水槽模拟系统 研制 海洋仪器/海洋水文测量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5809 裂变径迹分析系统 Autoscan Deluxe Automated Counting FTD 

 

海洋仪器/其他 同济大学 上海 
5810 全任务大型船舶操纵模拟器 NTPRO-4000 海洋仪器/其他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5811 微生物鉴定系统 PLFA 海洋仪器/海洋生物调查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5928 台（套） 

218/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5812 综合声学水池 自制 海洋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5813 全自动菌种微生物鉴定系统软件 * 海洋仪器/海洋生物调查仪器 西南大学 重庆 
5814 船用浅水多波束系统 SONIC2024 海洋仪器/其他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5815 潜水式营养盐在线监测 NPAPLUS；0.5~10 米，4~40℃ 海洋仪器/海洋水文测量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5816 浮标体组合系统 NPAPLUS；0.5~10 米，4~40℃ 海洋仪器/多要素水文气象测量系统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5817 全自动营养盐分析仪 AA3 海洋仪器/海洋水文测量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5818 二维不规则波造波系统 DHI 海洋仪器/海洋水文测量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5819 东方红 2 海洋实习调查船 3500 吨级 海洋仪器/其他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5820 自动快速微生物鉴定仪 microstation 海洋仪器/海洋生物调查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5821 空泡水洞 * 海洋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 浙江 
5822 多功能变坡水槽试验平台 16-0.6-0.8 海洋仪器/海洋水文测量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823 营养盐分析系统 AutoAnaly Zer3 海洋仪器/海洋水文测量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5824 微生物鉴定系统 Microsation 海洋仪器/海洋生物调查仪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5825 集成膜法海水软化中试成撬装置 12*2.4*2 米 海洋仪器/其他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5826 浮游生物连续采样网 Type Midi 海洋仪器/海洋生物调查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5827 二维测波选波系统的控制系统 DHI-460/16 海洋仪器/海洋水文测量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5828 船载海浪与表层流监测系统 WAMOS II，* 海洋仪器/多要素水文气象测量系统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5829 多波束测探仪 GeoSwath plus  12 倍/100m 海洋仪器/海洋水文测量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5830 海洋剖面观测仪 TURBOMAP 海洋仪器/海洋水文测量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5831 自容式多参数 CTD 测量系统 SBE25 海洋仪器/海洋水文测量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5832 水上水下光学剖面辐射计 PRR-800/PRR810 海洋仪器/海水物理量测量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5833 温盐深探测仪 911PLUS 海洋仪器/海洋水文测量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5834 声学多普勒测流系统 OS-75 海洋仪器/海洋水文测量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5835 全自动快速微生物鉴定系统 ELX808BLG 海洋仪器/海洋生物调查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5836 系列活性营养盐流动注射分析仪 QC8500 海洋仪器/海洋水文测量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5837 电镜制样及离子束涂层 681HLIBC-691PIPS 核仪器/离子束分析仪器 重庆大学 重庆 
5838 超声波切割仪/精密度凹坑仪/离子减薄

 

Gatan601/656/691 核仪器/离子束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5839 离子束处理系统 RES101 核仪器/离子束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5840 离子减薄系统 691 型 核仪器/离子束分析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5841 高纯锗伽马谱仪系统 GMX45/DSPEC-PLUS 核仪器/核效应分析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5842 加速器 HM-12S-A 核仪器/离子束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843 液体闪烁与发光分析仪 1450 Micro Beta Trilux 核仪器/核辐射探测仪器 中南大学 湖南 
5844 小角 X 射线散射仪 SAXSESSMC2 核仪器/其他 厦门大学 福建 
5845 双束聚焦离子束微纳加工仪 Quata 3D FEG 核仪器/离子束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846 超低本底液体闪烁分析仪 QUANTULUS-1220-003 核仪器/核辐射探测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847 聚焦离子束纳米制备和加工系统 Quanta 3D FEG 核仪器/离子束分析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848 聚焦离子束微加工系统 Strata FIB 201 核仪器/离子束分析仪器 南京大学 江苏 
5849 多方式辐射成像平台 YTU225/2520 核仪器/核辐射探测仪器 清华大学 北京 
5850 离子束表面分析仪 4117A 2 x 1.7 Mev 核仪器/离子束分析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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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1 高真空离子束测射系统 FJL-450 核仪器/离子束分析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5852 离子减薄仪 Gatan model 691 核仪器/离子束分析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5853 离子减薄系统 JEM-2100F 核仪器/离子束分析仪器 吉林大学 吉林 
5854 离子减薄系统 691 核仪器/离子束分析仪器 湖南大学 湖南 
5855 高纯锗伽玛谱仪 N 型 核仪器/中子散射及衍射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856 低本底α/β计数器 PIC-MDS-8 核仪器/核辐射探测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857 高纯锗伽玛能谱仪（GAMMA) BE3830 核仪器/中子散射及衍射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858 高纯锗检测系统 GWL-120210-S 核仪器/其他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859 离子减薄仪 691？两只潘宁规式离子抢 减薄入射角：

 

核仪器/离子束分析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5860 直线加速器 PRIUMSM 核仪器/离子束分析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5861 离子减薄仪 PIPS 691 核仪器/离子束分析仪器 东南大学 江苏 
5862 聚焦离子束 FIB200xp 核仪器/离子束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5863 电子束离子阱 自定义 核仪器/离子束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5864 串列加速器 9SDH-2 核仪器/离子束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5865 低剂量率研究照射装置 Gammacell 40 核仪器/其他 复旦大学 上海 
5866 双束聚焦离子束 Quanta200 3D 核仪器/离子束分析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5867 串列静电加速器 5SDH-2 核仪器/离子束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868 4.5 静电加速器 4.5MV 核仪器/离子束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869 X 射线探测系统 XRD 1640 AL3 ES 核仪器/核辐射探测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870 六维转角仪 QN101296-A1 核仪器/核效应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871 液体闪烁计数仪 TRI-CARB 3110 核仪器/核辐射探测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872 束流诊断与控制系统 定制 核仪器/离子束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873 聚焦离子束/电子束系统 Helios Nanolab 600i 核仪器/离子束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874 串列静电加速器 EN-18 核仪器/离子束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875 聚焦离子束系统 STARTA DB235 核仪器/离子束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876 中子谱仪 BC408 核仪器/中子散射及衍射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877 三组合四级透镜 定制 核仪器/核效应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878 碳 14 测量加速器质谱仪 1.5SDH-1 核仪器/离子束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879 快速迁移粒子数谱仪 TSI3091 核仪器/核辐射探测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880 液体闪烁计数仪 Tricarb 3110 核仪器/核辐射探测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881 钴源 RSL2089 核仪器/其他 北京大学 北京 
5882 静电加速器(质子加速器） BF-5 核仪器/离子束分析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5883 高纯锗伽马能谱仪 GMX50P4 核仪器/核辐射探测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5884 低本底液闪记数仪 TRI-CARB3170TR/SL 核仪器/核辐射探测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5885 离子束刻蚀系统 LKJ-1C-150I 核仪器/离子束分析仪器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5886 综合自动气象站 定制 大气探测仪器/气象台站观测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5887 高精度差分 GPS Trimble 5800 大气探测仪器/被动大气遥感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5888 微波辐射计 DP—8CH 大气探测仪器/被动大气遥感仪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5889 自动气象站 MILOS 520 大气探测仪器/气象台站观测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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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90 风廓线雷达系统 非标 大气探测仪器/主动大气遥感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891 高分辨飞行时间气溶胶质谱 HR-TOF 大气探测仪器/特殊大气探测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892 基准地面太阳辐射测量 ENC16118 大气探测仪器/对地观测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893 微波辐射计 MP3000A 大气探测仪器/被动大气遥感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894 激光雷达 MPL1000 大气探测仪器/主动大气遥感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895 气溶胶粒径谱仪 3321 大气探测仪器/特殊大气探测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896 车载式风廓线雷达 CFL-3 大气探测仪器/主动大气遥感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897 云凝结核计数器 CNN-200 大气探测仪器/特殊大气探测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898 单颗粒黑碳光度计 SP2 大气探测仪器/特殊大气探测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899 双通道云凝结核计数器 CCN-200 大气探测仪器/特殊大气探测仪器 北京大学 北京 
5900 气溶胶飞行时间质谱仪 3800* 大气探测仪器/特殊大气探测仪器 复旦大学 上海 
5901 热线风速仪 6 通道 大气探测仪器/特殊大气探测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5902 红外光谱辐射计 Turbo FT 大气探测仪器/被动大气遥感仪器 东北大学 辽宁 
5903 微波散射计 四波段 工作频率：LSCX 波段 灵敏度

 

大气探测仪器/对地观测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904 空气质量实时监测与预报系统 * 大气探测仪器/气象台站观测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905 开放式超声研究平台 Sonix RP 大气探测仪器/被动大气遥感仪器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5906 激光成像雷达 5060604 大气探测仪器/主动大气遥感仪器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5907 大气监测仪系统 AP-360 系列 大气探测仪器/气象台站观测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908 湿地微气候梯度观测系统 定制 大气探测仪器/气象台站观测仪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5909 多滤波旋转辐射计 MFRSR 542 大气探测仪器/被动大气遥感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5910 自动气象站 无 大气探测仪器/气象台站观测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5911 辐射仪器 CM21 大气探测仪器/被动大气遥感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5912 雷达 CE370-2 大气探测仪器/主动大气遥感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5913 辐射观测系统 CH 大气探测仪器/特殊大气探测仪器 兰州大学 甘肃 
5914 室内无人工具控制演示实验装置 UVS 大气探测仪器/对地观测仪器 江南大学 江苏 
5915 无人遥控搭载平台 HD2+2 大气探测仪器/对地观测仪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5916 在线气体组分及气溶胶监测系统 ADI20801 规格 ADI20801 大气探测仪器/特殊大气探测仪器 山东大学 山东 
5917 在线气溶胶颗粒物测量仪 ELPI-01(10LPM) 大气探测仪器/特殊大气探测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918 涡动协方差系统 75H-1171 NR01-1080 大气探测仪器/气象台站观测仪器 厦门大学 福建 
5919 分光辐射光谱仪 ASD-Fieldspec 3 大气探测仪器/被动大气遥感仪器 同济大学 上海 
5920 六线热线风速仪 IFA-300 大气探测仪器/特殊大气探测仪器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921 地面光谱辐射仪 102F 大气探测仪器/被动大气遥感仪器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5922 分光辐射计 PR-1980B 大气探测仪器/气象台站观测仪器 浙江大学 浙江 
5923 卫星地面站设备 SEA WIFS/NOAA 大气探测仪器/高空气象探测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5924 海洋专用微波辐射仪器 4GH2 6.6GH2 大气探测仪器/被动大气遥感仪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5928 天文望远镜 65CM/F/3 天文仪器/地面天文望远镜 南京大学 江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