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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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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司法部的仪器的数量为 43 台（套），占

总量的 0. 2%。司法部大型科学仪器中，分析仪器 29 台（套），医

学诊断仪器 10台（套），工艺实验设备 2 台（套），核仪器 1 台（套），

其他仪器 1 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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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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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型生物芯片点样仪 SpotArray 24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2 遗传分析仪 3130X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3 核酸自动化进样分装仪 4CH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4 全自动打样机 304QuadPunch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5 3130 遗传分析仪 313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6 骨龄鉴定 X 射线计算机成像系统 AXIOM Multix MT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7 高清晰光学相干断层扫描仪 CIRRUS4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8 核酸提取自动化工作站 96+4CH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9 3100-Avant 遗传分析仪 3100-Avant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10 7500 荧光定量 PCR 仪 75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11 气质联用仪 6890-5973N G2589A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12 液质联用仪 API40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13 等离子体质谱仪 7500c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14 激光烧蚀系统 UP-213-2289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1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系统 QUATTRO MICRO G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16 高分辨电场轨道阱质谱仪 orbitrap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17 激光解析质谱仪 autoflex 3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18 线性离子阱质谱仪 LTQ-XL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19 四极杆离子阱串联质谱仪 4000QTRAP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20 气相质谱联用仪 QP2010PLU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21 制备液相仪 254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22 离子色谱仪&nbsp ICS-5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23 组织病理切片数码扫描仪 scanscope GL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24 焦磷酸测序遗传定量分型系统 Q96ID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25 耳鼻咽喉摄像系统 Image IHD2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26 激光显微拉曼光谱仪 inVia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27 微聚焦型 X 射线荧光能谱仪 EAGLE IIIu—PROB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28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与显微红外联

 

Nicolet67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29 显微分光光度仪 QDI201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30 多功能神经诱发电位仪 keypoint workstation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31 多焦点诱发电位仪 科研型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32 徕卡 FSC 宏观比较镜 FSC M165C 其他仪器/其他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33 全功能数字化眼科超声诊断仪 AVISO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34 等速肌力测试系统 PMA+MJ+EMG(接口) 医学诊断仪器/其他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35 广角激光眼底镜 Panoramic 200 型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36 数字化彩色超声诊断系统 SONOLINE G60S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37 红外线像眼震电图仪系统 ULMER VNG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38 前庭功能测试仪 SMART EquiTest 医学诊断仪器/其他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39 断层扫描视野检查系统 SL—OCT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司法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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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定量感觉障碍测量仪 TSA-CHEP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41 离心转椅检查系统 PDS-12 医学诊断仪器/其他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42 CT Definition AS 40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43 X 光射线轮胎检测仪 MU2000 核仪器/核辐射探测仪器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