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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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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分析仪器的数量为 11372 台（套），占

总量的 55. 9%。分析仪器中，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1831 台（套），

质谱仪器 1749 台（套），光谱仪器 1559 台（套），电子光学仪器

1373 台（套），色谱仪器 1272 台（套），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1050 台（套），X射线仪器 698 台（套），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432 台（套），热分析仪器 394 台（套），其他 338 台（套），波谱

仪器 332 台（套），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276 台（套），电化学仪

器 68 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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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产地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上海大学 上海 
2 模型和阻尼分析系统 RFDA MF SYSTEM 21 日本 上海大学 上海 
3 元素碳/有机碳分析仪 DRI 2001A 美国 上海大学 上海 
4 人工胃肠模拟装置 PDA 丹麦 上海大学 上海 
5 超速离心机 OPTIMA L-80XP 美国 上海大学 上海 
6 基因芯片分析仪 GENEPIX 4000B 美国 上海大学 上海 
7 光学浮区晶体生长设备 FZ-T-10000-H-VI-P-SH 日本 上海大学 上海 
8 生物芯片克隆挑取系统 &P1*2 英国 上海大学 上海 
9 生物降解呼吸测定仪 BI-2000 美国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上海 
10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 上海 
11 流式细胞分析分选系统 Epics Altra 型 美国 上海市肿瘤研究所 上海 
12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上海市肿瘤研究所 上海 
13 生物芯片扫描杂交系统 Genepix 4000 型 美国 上海市肿瘤研究所 上海 
14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上海市肿瘤研究所 上海 
15 全自动玻片扫描仪 Leica SCN400 型 德国 上海市肿瘤研究所 上海 
16 荧光定量 PCR 仪 ABI-7300 型 美国 上海市肿瘤研究所 上海 
17 基因分析系统 CEQ8000 美国 上海市伤骨科研究所 上海 
18 遗传分析系统(CEQ8800) CEQ8800 德国 上海市内分泌代谢病研究所 上海 
19 多功能点阵仪 LUMINEX 200 美国 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 上海 
2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ADVIA2400 美国 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 上海 
21 流式细胞分析仪 FC500 美国 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 上海 
22 蛋白纯化系统 AKTAER100 瑞典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上海 
23 全自动生化系统 DREW/950 美国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上海 
24 流式细胞分析分选仪 FACScalibur 美国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江苏 
25 基因分析仪 3130 新加坡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江苏 
26 微通道反应系统 OSBP 德国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 
27 遗传分析系统 LI-COR-4300 美国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28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29 流变仪 RC300P 中国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30 长波分析仪(ABI 310 遗 * 美国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31 酶联免疫仪 SpectraMax M5 美国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 
32 流式细胞仪 FC500 美国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 
33 电泳凝胶成像分体系统 Typhoon 美国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 
34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AU680 美国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 
35 流式细胞分选仪 BD SORPFACSAria II 美国 南通大学 江苏 
36 超速离心机 CP100MX 日本 南通大学 江苏 
37 流式细胞仪 BD FACSARIA 美国 南通大学 江苏 
38 流式细胞仪 BD FACSCalibur 美国 南通大学 江苏 
39 多重基因表达遗传分析仪 GeXP 美国 南通大学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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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产地 单位名称 所在地 

40 激光显微切割系统 LMD7000 德国 南通大学 江苏 
41 流式细胞仪 FACSColibur 美国 南通大学 江苏 
42 定量 PCR 仪 7500 美国 扬州大学 江苏 
43 基因分析仪 3130 美国 扬州大学 江苏 
44 显微操作仪 Leica DMZRE2 德国 扬州大学 江苏 
45 遗传分析仪 310 美国 扬州大学 江苏 
46 显微操作系统 DMARXA 德国 扬州大学 江苏 
47 流式细胞仪 FACSAria 美国 扬州大学 江苏 
48 测序仪 3130 美国 扬州大学 江苏 
49 基因分析仪 3500 美国 江苏科技大学 江苏 
50 流式细胞仪 FACS Calibur 美国 江苏大学 江苏 
51 流式细胞仪 Gallios 美国 江苏大学 江苏 
52 高内涵系统（活细胞工作站） Array Scan Infeinity HCS Ready 美国 南京医科大学 江苏 
53 流式细胞分选仪 ARIA III 美国 南京医科大学 江苏 
54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南京医科大学 江苏 
55 流式细胞仪 FACSARIAII 美国 南京医科大学 江苏 
56 流式细胞仪 FACS VANTAGE SE 美国 南京医科大学 江苏 
57 基因分析仪 ABI 3700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58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59 高通量荧光定量 PCR 仪 LightCycler480 Ⅱ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60 流式细胞仪 BD FACS ARIAⅢ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61 流式细胞仪 EPICS-XL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62 多重基因表达遗传分析系统 GeXP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63 流式细胞仪 FC500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64 基因测序仪 3130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65 超速离心机 Optima L-100K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66 流式细胞仪 FACS Ca1ibur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67 活细胞工作站 mutlimode V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68 活细胞工作站 AF6000 德国 苏州大学 江苏 
69 全自动磁性细胞分选仪 autoMACSR Pro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70 基因分析仪（测序仪） ABI 3130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71 流式细胞计 FACSCalibur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72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徐州医学院 江苏 
73 磁珠分析仪 AUTOmacs pro 德国 徐州医学院 江苏 
74 流式细胞仪 Facs Canto II 美国 徐州医学院 江苏 
75 超速冷冻离心机 L—100XP 美国 徐州医学院 江苏 
76 脑片膜片钳系统 奥林巴斯;AXON;WPI 美国 徐州医学院 江苏 
77 DNA 测序仪 310 型 美国 盐城师范学院 江苏 
78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日立 7060 日本 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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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流式细胞仪 FACS 美国 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 江苏 
80 氨基酸分析仪 A200 德国 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江苏 
81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 1235-514 AutoDELFIA 美国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 江苏 
82 流式细胞仪 FASCalibur 美国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 江苏 
83 DNA 序列分析仪 3100-Avant 美国 江苏省肿瘤防治研究所 江苏 
84 流式细胞仪 XL Coulter EPICS-XL 美国 无锡市临床医学实验研究所 江苏 
85 流式细胞仪 FACSCANTO2 美国 无锡市临床医学实验研究所 江苏 
86 流式细胞仪 FC500 美国 南京食品包装机械研究所 江苏 
87 有机无机肥料造粒设备 ZQ650-40-17-2  ZQ600-40-2  ZL600-31-5-1  

   

中国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88 高速冷冻离心机 CP100WX 日本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89 蛋白分离纯化系统 GE 瑞典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90 纯化系统 AUTO-P-2545 美国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91 流式细胞仪 FCASCalibur 美国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92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日立 L－8900 日本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93 多功能细胞毒性仪（流式细胞仪） BD FACSCalibur 美国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94 超高速离心机 BTPX205 意大利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95 蛋白快速纯化工作站 700E 美国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96 离心机 (免税)L-80XP 美国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97 Bio-Dot 生物芯片点样仪 (免税)AD3200 美国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98 遗传分析仪 3100A 美国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99 全自动液压式植物纤维模塑成型机 AE-2A 中国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00 双头毛细管流变仪 （免税）RH7D 英国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01 流式细胞仪 * 美国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02 生物分子相互作用分析系统 * 美国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03 流变仪 MCR301 奥地利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04 遗传分析仪 3130XL 美国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05 流动注射分析仪 QC8500 美国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 
106 药物溶出度仪 Waters 2695＋2489 美国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07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AU640+ISE 644-04 日本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08 全能三维组织培养与测试平台 BD 5110 美国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09 流式细胞仪 FACS Canto 美国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10 蛋白质组学实验设备 Typhoon 9400 美国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11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7600-020E 日本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12 流式细胞仪 EPICS ALTRA 美国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13 血液分析仪 XT-2000i 日本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14 多功能细胞分析系统 Quanta SC 美国 浙江海洋学院 浙江 
115 流式细胞仪 EPICS XL 美国 浙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浙江 
116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800 日本 浙江丝绸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 
117 多重表达遗传分析系统 GXP 美国 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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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浙江 
119 氨基酸自动分析仪 L-8900 日本 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浙江 
120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浙江 
121 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 浙江 
122 流式细胞仪 BD FACSCalibur 美国 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 浙江 
123 蛋白纯化系统 ？KTApurifier 100 瑞典 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设计研究院 浙江 
124 自动生化分析仪 liasys 日本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125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126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7100 日本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127 细菌鉴定仪 v2compact 法国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128 生化分析仪 7100+ID 美国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129 五分类血液分析仪 ADVIA 2120 美国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130 流式细胞仪 SDF-123 美国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131 流式细胞仪 SACSCALIBUR 美国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132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4c 美国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133 蛋白纯化仪 F10 美国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134 毛细管电泳仪 7100B 美国 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浙江 
135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ABI7500 美国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136 痕量基因读数系统 QX100 美国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137 荧光定量 PCR 仪 Viia 7 美国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138 荧光定量 PCR 仪 Viia7 美国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139 全自动病原微生物快速检测系统 Vidas 30 法国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140 全自动生化细菌鉴定系统 VITEK2-compact 法国 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141 全自动基因分析系统 ABI 3500 美国 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142 核酸全自动纯化仪 MagMAXTM Express 美国 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143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 vitek32 法国 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144 超高速冷冻离心机 himac CP70ME 日本 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145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240Z&240FS 德国 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146 流式细胞仪 Quanta SC 美国 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147 超薄冷冻切片机 UC7FC7 德国 安徽大学 安徽 
148 流式细胞仪 FC500 美国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149 全自动膜片钳系统 NPC-1 德国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150 流式细胞分析系统 COULTER EPICS XL 美国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151 遗传分析系统 CEQ8800 美国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152 活细胞工作站 Leica AF6000 德国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153 流式细胞仪 FC500 型 美国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154 基因测序仪 4300L 美国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155 基因测序系统 NAMODROP2000 美国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156 基因测序仪 3730XL 美国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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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氨基酸分析仪 A300 德国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158 基因组分析仪 Beadarray 美国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159 基因序列分析仪 ABI 310 美国 皖南医学院 安徽 
160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药敏分析系统 VITEK 32 法国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 
161 AKTApurifier100（UPC-F920） AKTA purifier100-UPC 美国 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 
162 3130 遗传分析仪 ABI 3130 美国 安徽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 安徽 
163 WAVE 核苷酸分析系统 1100 美国 安徽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 安徽 
164 310 遗传分析仪 ABI310 美国 安徽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 安徽 
165 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集美大学 福建 
166 电泳 DNA 分析系统 Megabace500 瑞典 集美大学 福建 
167 生物芯片点样制作系统 pixsys5500 美国 集美大学 福建 
168 发酵罐 JUJS-200L*2AUTUBIO 中国 福建省微生物研究所 福建 
169 超速冷冻离心机 OPTIMLE-80K 美国 福建农林大学 福建 
170 液相色谱与氨基酸柱后衍生分析系统 Agilent1200+VECTOR 美国 福建农林大学 福建 
171 流式细胞仪 FACSVerse 美国 福建医科大学 福建 
172 蛋白纯化系统 AKTA Explorer 美国 福建医科大学 福建 
173 流式细胞仪 FACSCanto（TM）II 美国 福建医科大学 福建 
174 定量 PCR 仪 7700 美国 福建医科大学 福建 
175 实时荧光定量 PCR 系统 LightCycler 480 瑞士 福州大学 福建 
176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福建中医药大学 福建 
177 微流体芯片系统 TLDA(7900HT) 新加坡 福建中医药大学 福建 
178 实时荧光定量基因分析仪 7500FAST 中国 福建中医药大学 福建 
179 荧光定量 PCR 分析仪 Mastercyc 德国 福建中医药大学 福建 
180 凝胶切取系统 Exquest Spot Cutter 美国 福建中医药大学 福建 
181 基因分析仪 3130xl 美国 福建中医药大学 福建 
182 表观遗传学分析系统 GenomelLab GeXP 美国 福建中医药大学 福建 
183 蛋白相互作用阵列系统 Proteon XPR36 美国 福建中医药大学 福建 
184 310 遗传分析仪 310 美国 福建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 福建 
185 制备型超速冷冻离心机 LE-80K 美国 福建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福建 
186 全自动移液工作站 Zephyr 美国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福建 
187 氨基酸自动分析仪 日立 L-8800 日本 福建省农科院中心实验室 福建 
188 生物分子纯化系统 AKTAexPlorer100 美国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189 基因分型系统 open array 美国 江西农业大学 江西 
190 DNA 测序仪 3130XL 美国 江西农业大学 江西 
191 测序仪（基因分析仪） ABI310 型 美国 东华理工大学 江西 
192 动物型血液分析仪 XT2000-IV 日本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193 流式细胞仪 FC500 美国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194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奥斯龙 300 日本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195 蛋白纯化仪 AKTA 瑞士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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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超速离心机 CP80MX 日本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197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488nm 气冷式氩离子激光器 中国 德州学院 山东 
198 超速冷冻离心机 CP100MX 日本 鲁东大学 山东 
199 全自动连续流动分析仪 AA3 德国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200 高级蛋白纯化与检测系统 AKTAPurifcir100 美国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201 蛋白质纯化系统 AKTA prifier 100 瑞典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202 生物芯片扫描及点样系统 Genepix 41004 美国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203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7011362 日本 潍坊医学院 山东 
204 流式细胞仪 197400021 美国 潍坊医学院 山东 
205 流式细胞仪 E3613R1 美国 山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 
206 流式细胞计 FACSCalibur 美国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 
207 蛋白质纯化系统 AKTAEXPLOR ER100 瑞典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 
208 DNA 测序仪 310 美国 山东政法学院 山东 
209 流式细胞仪 E97400010 美国 青岛大学 山东 
210 蛋白质纯化系统 EXPLORER 中国 青岛农业大学 山东 
211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ar 美国 青岛农业大学 山东 
212 快速生物鉴定仪 Microstation 美国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 
213 实时定量 PCR 仪 7500FAST 美国 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山东 
214 流式细胞仪 FACSCABIBUR 美国 泰山医学院 山东 
215 分选型流式细胞仪 BD FACSA ria II 美国 泰山医学院 山东 
216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 山东 
217 蛋白纯化系统 AKTA-explortr 瑞典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山东 
218 流式细胞仪 Epics XL 美国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山东 
219 流式细胞仪 LTER EPICS XL 美国 滨州医学院 山东 
220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山东省花生研究所 山东 
221 氨基酸分析仪 8900 日本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中心实验室 山东 
222 氨基酸分析仪 Biochrom30 英国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中心实验室 山东 
223 高速冷冻离心机 BECKMAN 美国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山东 
224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9000 美国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山东 
225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日立 7100 日本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山东 
226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山东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 山东 
227 DNA 测序仪 ABI310 美国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高新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 
228 DNA 测序仪 3100 美国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高新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 
229 流式细胞仪 BD：FACSCALIBUR 美国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山东 
23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AU640 日本 山东省职业卫生与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山东 
231 生物芯片荧光分析仪 Gene Pix 4000B 美国 郑州大学 河南 
232 实时荧光定量 PCR 系统 Mastercyclerep 4s 德国 郑州大学 河南 
233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 VITEK260/BTA3D120 美国 郑州大学 河南 
234 流式细胞仪 Partec GmdH 德国 郑州大学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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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低压电泳仪 HPCE 3D 德国 郑州大学 河南 
236 全自动 DNA 测序仪 ABL 310 美国 郑州大学 河南 
237 超速离心机 L-100K 美国 郑州大学 河南 
238 流式细胞仪 BD FACSCalibur 美国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239 流式细胞仪 FACSVantage SE 美国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240 低压层析系统 BioLogicLPsystem 中国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241 蛋白质组研究工作站 ProteanIEFSystem 中国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242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au640 日本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243 实时荧光定量系统 lightcycler480 瑞士 河南省医药科学研究院 河南 
244 流式细胞仪 FACSARIA 美国 河南省肿瘤研究所 河南 
245 流式细胞仪 Calibur 美国 河南省肿瘤研究所 河南 
246 实时荧光定量 PCR 系统 IQ5 美国 河南省正骨研究院 河南 
247 流式细胞仪 BD FACSCalibur 美国 河南省正骨研究院 河南 
248 全自动核酸分离和纯化工作站 5705 德国 河南省农科院小麦研究中心 河南 
249 全自动核酸分离和纯化工作站 5705 德国 河南省农科院小麦研究中心 河南 
250 多重基因表达遗传分析系统 3730 美国 河南省农科院小麦研究中心 河南 
251 氨基酸分析仪 L-8800 日本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

 

河南 
252 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

 

河南 
253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Chemix-800 印度 湖北省预防医学科学院 湖北 
254 生物大分子相互作用研究系统 BIACORE 3000 瑞士 湖北大学 湖北 
255 全自动化生物工作站 Biomek-200 美国 湖北大学 湖北 
256 流式细胞仪 FC500 美国 武汉科技大学 湖北 
257 流式细胞仪 PACS Calibur 美国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 
258 氨基酸自动分析仪 L-8800 日本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

 

湖北 
259 蛋白质多肽序列仪 PPSQ-31A 日本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 
260 DNA 合成仪 ABI-3400 美国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 
261 基因测序仪 ABI prism3130X 美国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 
262 生物分子相互作用系统 BIACORE X System 瑞典 湖南省中医药大学 湖南 
263 超速冷冻离心机 CP100MX 日本 南华大学 湖南 
264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CX5 Delta 中国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 湖南 
265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湖南省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湖南 
266 全自动微生物仪 Gen Ⅲ 美国 湖南省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湖南 
267 毛细管型 DNA 测序仪 310 美国 湖南省计划生育研究所 湖南 
268 蛋白质相互作用分析仪 半自动 X 型 瑞典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269 荧光定量 PCR 仪 7900HT 美国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270 凝胶斑点切取工作站 Derkin Elmer 美国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271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272 蛋白质气相序列分析仪 491A 美国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273 多色荧光成像分析系统 Derkin Elmer 美国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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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超速离心机 K0K1CP56G 日本 吉首大学 湖南 
275 自动生化分析仪 LABOSPECT003 日本 湖南省实验动物中心 湖南 
276 血液分析仪 XT2000iv 美国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广东 
277 全自动蛋白质点成像分析切取工作站 ProPic Ⅱ 美国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 
278 全自动蛋白酶解点样工作站 ProPrep II 美国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 
279 制备型超速离心机 Optima L-100XP 美国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 
280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LightCycler480 德国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 
281 ABI 7500 荧光定量 PCR 仪 ABI7500 美国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 
282 基因芯片点样仪 Smart Arrayer 48 中国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 
283 L-8900 高速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 
284 中压低压层析系统 AKTA  Explorer 100 美国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 
285 超速冷冻离心机 OptimaTM L-100XP 美国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286 流式细胞仪 BD FACSCanto II 美国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287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288 全自动遗传分析仪 ABI PRISM 310 美国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289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7060 型 日本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290 流式细胞仪 EPICS ALTRA 美国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291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S-433D 德国 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广东省测试分析

 

广东 
292 膜片钳 700B\ECLIPSEFN1 美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293 DNA 测序仪 310 美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294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III 400Hz 瑞士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295 目标蛋白快速鉴定系统 PROTEOMELAB PA800 美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296 活细胞影像观察分析系统 Axiovbrt 200M 德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297 超速离心机 OptimaTM MAX ULtracentrifuge 美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298 荧光差异凝胶电泳系统 Ettan DIGE 美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299 全自动斑点切取系统 Ettan Spot picker 美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300 DNA 合成仪 3900 美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301 快速纯化工作站 BIOCAD700E 美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302 流式细胞仪 FACSCanto II 美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303 DNA 分析仪 310 美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304 多肽蛋白合成仪 433A 美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305 DNA 序列分析仪 310 美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306 多功能微孔板分析仪 GENios Pro 瑞士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307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Acquity UPLC 美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308 超速离心机 Optima L-XP 美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309 荧光定量 PCR 测定仪 ABI-7000 美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310 自动化工作站 Biomek2000 美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311 基因芯片点样仪 omnigrid 300 美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312 目标蛋白快速分离系统 DMRA2 美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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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遗传分析仪 3730 美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314 DNA 测序仪 310 美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315 基因分析仪 3130xl 日本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316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317 激光扫描器 SCAMARRAY lite 美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318 基因芯片扫描仪 48 片全自动 美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319 全自动比表面积及微孔物理吸附仪 ASAP2020 美国 广州大学 广东 
320 高端流式细胞仪 FACSAria III & FACSCanto II 美国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321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分析系统 VITEK 2 Compact30 法国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322 流式细胞仪 XL-MCL ADC 美国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323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324 全自动液体处理工作站 FKEEDOM   EVV100 瑞士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325 倒置显微活细胞成像系统 Eclipse Ti-U 日本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326 荧光定量 PCR 仪 7900 新加坡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327 X-射线单晶衍射仪 R-axis Spider 日本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328 高分辨溶解曲线分析系统 Light Cycler 480II 瑞士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329 液相悬浮芯片系统 BIO-PLEX200 美国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330 支气管磁导航系统 INREACH 美国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331 细胞拉力加载系统 FX5000T 美国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332 核酸序列分析仪 3130XL 美国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333 基因分析仪 ABI3500 美国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334 流式细胞仪 EPICSXL-MCL 美国 广东医学院 广东 
335 目标蛋白快速分离系统 PROTEOMELAB PF-2D 美国 广东药学院 广东 
336 流式细胞分析仪 EPICS  XL 美国 广东药学院 广东 
337 超速离心机 Optima L-100XP 美国 广东药学院 广东 
338 多重基因表达遗传分析系统 CEQ8000 美国 广东药学院 广东 
339 多功能遗传分析仪 Licor4300 美国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环境园艺研究所 广东 
340 日立 L-8900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广东省食品工业研究所 广东 
341 微生物鉴定仪 MicroStation System  ELx808BLG 美国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 广东 
342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7020 日本 广州医药研究总院 广东 
343 蛋白质自动酶切系统 TECAN FREEDOM 中国 广西大学 广西 
344 连续流动化学分析仪 AA3 德国 广西大学 广西 
345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OPTICON Ⅱ 美国 广西大学 广西 
346 贝克曼超速离心机 OPTIMA L-100XP 美国 广西大学 广西 
347 血红蛋白分析仪 VARIANT-Ⅱ 美国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348 超速分选型流式细胞仪 INFLUX 美国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349 超速离心机 XL-100K 美国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350 DNA 测序仪 3100 美国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351 快速 DNA 定量仪 7500Fast 美国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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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全自动系列生化分析仪 TBA-120FR 日本 广西中医药大学 广西 
353 膜片钳 AXOPATCH200B 美国 广西中医药大学 广西 
354 模拟移动床分离装置 总分离体积 3-4L 中国 广西科技大学 广西 
355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日立 L-8800 型 日本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356 自动遗传分析仪 3130XL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357 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358 快速高效蛋白纯化工作站 AKTApurifier 100 美国 广西科学院 广西 
359 基因组分析仪 AZCO PolonatorG.007 美国 广西科学院 广西 
360 GenomeLab GeXP 多重基因表达遗传分析系统 GenomeLab GeXP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兽医研究所 广西 
361 流式细胞仪 Navios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兽医研究所 广西 
362 DNA 遗传分析仪 贝克曼 CEQTN-8000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 广西 
363 基因分析仪 3130 日本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广西 
364 全自动蛋白水解氨基酸分析仪 Biochrom 30 英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广西 
365 微生物自动鉴定仪 BIOLOG MICROSTATION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广西 
366 荧光定量 PCR 仪 7500 新加坡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广西 
367 流式细胞仪 facsariaII 美国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368 酶标定量测定仪 M1000 瑞士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369 DNA 测序仪 3100 美国 重庆医科大学 重庆 
370 超速冷冻离心机 CP100MX 日本 重庆医科大学 重庆 
371 流式细胞仪 FACSVantage 美国 重庆医科大学 重庆 
372 生物传感器 BiacoreX 手动、双通道 瑞典 重庆医科大学 重庆 
373 流式细胞仪 XL 美国 重庆医科大学 重庆 
374 土工离心机 TLJ-60 中国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 
375 氨基酸分析仪 L-8800 日本 重庆文理学院 重庆 
376 离心沉淀机 CP100MX 日本 长江师范学院 重庆 
377 全自动 DNA 遗传分析仪 Applied Biosystems 美国 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院 重庆 
378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 WALKWAY96 中国 重庆市肿瘤研究所 重庆 
379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7600 日本 重庆市肿瘤研究所 重庆 
380 全自动酶免分析仪 FREEDOMEVOLYZER-2100/4 瑞士 重庆市肿瘤研究所 重庆 
381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重庆市肿瘤研究所 重庆 
382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AU640 日本 重庆市肿瘤研究所 重庆 
383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V250 美国 重庆市肿瘤研究所 重庆 
384 荧光 PCR 7500 fast 美国 重庆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重庆 
385 基因测序仪 3500 美国 重庆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重庆 
386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重庆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重庆 
387 晶芯生物芯片研究系统 Luxscan10K-B 中国 川北医学院 四川 
388 流式细胞仪 XL/MCL 美国 川北医学院 四川 
389 实时定量 PCR 系统 7900 美国 川北医学院 四川 
390 DNA 全自动分析仪 310-3R 美国 川北医学院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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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 全自动时间分辨荧光系统 1235-AUTODELFIA 芬兰 泸州医学院 四川 
392 富士凝胶成像系统 LAS-3000 日本 泸州医学院 四川 
393 全自动基因测序分析系统 ABI 3500 美国 泸州医学院 四川 
394 基因测序系统（二代） GS Junior 瑞士 泸州医学院 四川 
395 流式细胞仪 Epics XL 美国 泸州医学院 四川 
396 多功能生物分子纯化系 AKTAEXPLORER100SYSTE 美国 绵阳师范学院 四川 
397 自动快速微生物鉴定仪 MicroStation 美国 四川理工学院 四川 
398 全自动 DNA 序列分析仪 Prism 310 美国 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 
399 荧光定量 PCR 仪 7900HT 美国 四川农业大学 四川 
400 遗传分析仪 3100 型 美国 四川农业大学 四川 
401 液相悬浮芯片系统 Merck millpore Luminex 200 美国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四川省中药研究所） 四川 
402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S-433D S-433D 德国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分析测试中心 四川 
403 氨基酸分析仪 L-8800 L-8800 日本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分析测试中心 四川 
404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7500 型 美国 四川警察学院 四川 
405 8 通道 DNA 测序仪 3500DX 美国 贵阳医学院 贵州 
406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 VITEK2 法国 遵义医学院 贵州 
407 超速离心机 L-100XP 美国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云南 
408 基因测序仪 CEQ8000 美国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云南 
409 氨基酸分析仪 L-8800 日本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云南 
410 FPLC 系统分析仪 LCC-501 美国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云南 
411 DNA 测序仪 4300 美国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云南 
412 微生物鉴定系统 Biolog 美国 云南农业大学 云南 
413 超速离心机 "CP100MX 日本 云南农业大学 云南 
414 荧光定量 PCR 仪 7900 新加坡 云南农业大学 云南 
415 DNA 遗传分析系统 CEQ 8800 美国 云南农业大学 云南 
416 TMS-1024 全自动生物化学分析仪 TMS-1024 日本 昆明医科大学 云南 
417 蛋白质纯化仪 安玛西亚 100 型 AKTA explorer 瑞典 云南大学 云南 
418 荧光定量 PCR 分析仪 7500 Fast 美国 云南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云南 
419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DXC600 美国 云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云南 
420 梅里埃 HIV-1 病毒载量测定仪 Nuclisens EasyQ 美国 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 云南 
421 定量 PCR iCycler IQ 美国 大理学院 云南 
422 流式细胞仪 美国 BD FACSCALIBUR 美国 大理学院 云南 
423 焦磷酸测序仪 * 瑞典 西北大学 陕西 
424 粒子图象速度场仪 200XT-15HZ 丹麦 西北大学 陕西 
425 吸附与膜生物反应器实验系统 5M3/H 中国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陕西 
426 全自动多色分析流式细胞仪系统 Quanta  SC 美国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 
427 S-433D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S433D 德国 甘肃省分析测试中心 甘肃 
428 流式细胞仪 XL 美国 甘肃中医学院 甘肃 
429 全自动微粒子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 COULTER ACCESS.2 美国 青海省体育发展研究中心 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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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宁夏大学 宁夏 
431 流式细胞仪 PK121R 意大利 宁夏大学 宁夏 
432 蛋白组学分析系统 IEF+EXQuest(套） 美国 宁夏医科大学 宁夏 
433 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 xt-1800i 日本 宁夏医科大学 宁夏 
434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AV400 日本 宁夏医科大学 宁夏 
435 鉴定分析器材 VITEK-32 美国 宁夏出入境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宁夏 
436 微生物、细菌分析仪器及设备 BACTIFLOW 法国 宁夏出入境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宁夏 
437 核酸测序仪 genetic 3130 美国 宁夏出入境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宁夏 
438 定量 PCR 仪 AB2700 美国 宁夏出入境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宁夏 
439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AU400 日本 宁夏医学科学研究所 宁夏 
440 蛋白组学分析系统 IEF+EXQuest(套） 美国 宁夏医学科学研究所 宁夏 
441 流式细胞仪 Easycytemini System 美国 宁夏医学科学研究所 宁夏 
442 氨基酸分析仪 S-433D(一套） 德国 宁夏医学科学研究所 宁夏 
443 流式细胞仪 FACSAria II BD 美国 新疆畜牧科学院中-澳绵羊育种研究中心 新疆 
444 超速离心机 OPtima L-100xp 美国 新疆畜牧科学院中-澳绵羊育种研究中心 新疆 
445 实时定量 PCR 仪 Lightcycler1.5 美国 新疆畜牧科学院中-澳绵羊育种研究中心 新疆 
446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 Type2229 德国 新疆人口和计划生育科研所 新疆 
447 染色体分析系统 LEICADM6000B 德国 新疆人口和计划生育科研所 新疆 
448 二维凝胶处理系统 Biomachine 2DID 瑞士 宁波大学 浙江 
449 全自动核酸提取系统 NucliSENS easyMAG 法国 宁波大学 浙江 
450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ar 中国 宁波大学 浙江 
451 细胞分析系统 XCELLigecne RTCA SP 德国 宁波大学 浙江 
452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浙江万里学院 浙江 
453 氨基酸分析仪 hitachi L-8900 日本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454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Aminosys A200 德国 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 浙江 
455 冷冻台式离心机 OPTIMA TLX，GS-15R 美国 宁波市微循环与莨菪类药研究所 浙江 
456 细胞分离机 COM.TEC 德国 青岛市结核肺病防治研究所 山东 
457 序列分析电泳仪 无 中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58 蛋白纯化系统 AKTAPURIFIER 100 美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59 高速细胞分选系统 MoFlo XDP 美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60 电泳仪 JY200 美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61 多功能酶标仪 M1000 捷克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462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7080 日本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463 Biacore 3000 生物分子相互作用系统 Biacore 3000 美国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464 多功能成像系统 Typhoon Trio 美国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465 全自动细菌鉴定和药敏分析仪 Vitek2 Compact 美国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466 荧光定量 PCR 仪 7900HT 美国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467 全自动蛋白酶解系统 Ettan Digester 美国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468 全自动蛋白斑点切取系统 Spot Picker 美国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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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 基因芯片点样仪 Nano plotter 2.0 美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470 单细胞微量分析系统 Guava EasyCyte MiNi 美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471 微量蛋白点样仪 AD1500 美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472 基因芯片扫描仪 4200X 美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473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 Microstation 美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474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 VITEK 32 法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475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 VITEK 32 法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476 液相蛋白芯片分析仪 Workstation 200 美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477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器 罗氏 LightCycler480II 瑞士 深圳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医学中心 北京 
478 多导电生理记录仪 MP150 美国 石河子大学 新疆 
479 超速离心机 OPTIMAL-80XP 美国 石河子大学 新疆 
480 DNA 测序仪 377DNA 美国 石河子大学 新疆 
481 基因序列分析仪 ABI 3130 R 美国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 山东 
482 基因扩增仪 ABI 7500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北京 
483 氨基酸分析仪 HJTACH-L-8900 日本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北京 
484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北京 
485 呼吸代谢测热舱 无 中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北京 
486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7080 日本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北京 
487 荧光定量 PCR 仪 iQ5 Optical Module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北京 
488 分子凝胶成像系统 Univeral Hood Ⅱ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北京 
489 蛋白质组学分析系统 Biologic DUO-FLOW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北京 
49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Beckman CX5 pro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北京 
491 牛奶体细胞测定仪 FM5000+FT120 丹麦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北京 
492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 内蒙古 
493 碳氮(CN)元素分析仪 Vario  MAX CN 德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浙江 
494 氨基酸分析仪 s-433d 德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浙江 
495 超速离心机 L-80XP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 重庆 
496 全自动 DNA 测序仪 CEQ2000XL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 重庆 
497 DNA 测序仪 4300L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 辽宁 
498 生物芯片点样仪 BioDot/AD6000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黑龙江 
499 活细胞观察系统 TI-E 日本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黑龙江 
500 全自动切胶仪 Ettan Spot picke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黑龙江 
501 超速离心机 L-100XP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黑龙江 
502 流式细胞仪 FC500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黑龙江 
503 流式细胞仪 BD/FACSAria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黑龙江 
504 生物芯片杂交仪 GeneTAC Hyb12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黑龙江 
505 超速离心机 Beckman Coulter/Opt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黑龙江 
506 基因芯片系统 3000 7G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甘肃 
507 全自动微波多肽合成仪 LIBERTY TM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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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 生物大分子相互作用系统 BIACORE 3000 SYSTEM 中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甘肃 
509 流式细胞仪 BD FACSAria 三激光 9 色分选仪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甘肃 
510 基因测序仪 CEQ8000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甘肃 
511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BS-420 中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 甘肃 
512 氨基酸分析仪 ACQUITY UPLC 中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 甘肃 
513 蛋白阵列分析系统 ProteOn XPR36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 北京 
514 自动切胶系统 EXQUEST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 北京 
515 流式细胞仪 Quanta SC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 北京 
516 蛋白分离纯化系统 agilent 1200 infinity series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 北京 
517 生物大分子相互作用分析仪 Biacore Q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 北京 
518 蛋白质快速纯化分离系统 AKT Apure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北京 
519 超速冷冻离心机 CP100WX 日本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北京 
520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北京 
521 元素分析仪 EA1112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

 

北京 
522 全自动酶免分析仪 Evolis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

 

北京 
523 连续流动分析仪 AA3 德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

 

北京 
524 制备型超高速冷冻离心机 Optima L-100XP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上海 
525 制备型超高速冷冻离心机 Optima L-100XP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上海 
526 流式细胞分析系统 FC 500MPL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上海 
527 自动凝胶切取系统 Spot Cutter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上海 
528 往复式循环溶出仪 SOTAX Switze 瑞士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上海 
529 生物芯片点样仪 microarrayer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上海 
530 荧光定量 PCR ABi 7900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上海 
531 全自动凝胶净化浓缩系统 GEC-ULTRA/10836 德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上海 
532 多功能全液长酶标仪 Synergy HT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上海 
533 蛋白纯化仪及配件 DUOFLOW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上海 
534 基因测序仪 ABi 3500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上海 
535 多重基因组表达分析仪 Gexp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上海 
536 高效蛋白纯化系统 Waters e2695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北京 
537 自动切胶仪 200-240V/0.1A，50/60Hz 瑞典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北京 
538 实时定量 PCR 仪 7900HT 型/Veriti96-well0.2ml 型/9700 型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北京 
539 荧光定量 PCR 与 SNP 分析系统 Lightcycler480 瑞士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北京 
540 蛋白质组学工作站 roteome Works BIO-RADBiologic DuoFlow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北京 
541 荧光测序分析系统 3130XL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北京 
542 流式细胞仪 BD FACSCalibur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北京 
543 双红外染色全自动 DNA 测序系统 4200-02G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北京 
544 高通量 DNA 测序仪 ABI3130XL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北京 
545 氨基酸分析仪 S 433D 德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北京 
546 DNA 遗传分析系统 4300L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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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 北京 
548 流式细胞仪 CELLLABQUANTA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 北京 
549 氨基酸分析仪 433D 德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 北京 
550 高通量基因分析仪 3130XL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 吉林 
551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 吉林 
552 精子动力分析系统 IVOS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 吉林 
553 转基因操作系统 AM 6000 德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 吉林 
554 蛋白质分析工作站 Bio-Rad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 吉林 
555 氨基酸分析仪 S433D 德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甜菜研究所 黑龙江 
556 元素分析仪 Vario MACRO Cube 德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甜菜研究所 黑龙江 
557 DNA 遗传分析系统 4300s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 河南 
558 超高速离心机 KL-80K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 河南 
559 连续流动分析仪 BrantLuebbe AA3 德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 河南 
560 生物分子互作检测系统 BIACORE3000 德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北京 
561 高通量荧光定量 PCR 仪 7900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研究所 浙江 
562 DNA 测序仪 3130xl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研究所 浙江 
563 遗传分析仪 310 型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研究所 浙江 
564 自动多肽合成仪 Liberty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北京 
565 生物技术研究预处理系统 FX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北京 
566 荧光定量 PCR 仪 7900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北京 
567 基因组测序仪 hiseq 2000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北京 
568 基因检测仪 CAPELLA400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北京 
569 96 道 SNP 遗传多态性分析仪 3730X1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北京 
570 96 道 SNP 遗传多态性分析仪 3730X1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北京 
571 454 超高通量测序仪 FLX454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北京 
572 96 道 SNP 遗传多态性分析仪 3730X1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北京 
573 蛋白质自动测序仪 PPSQ-21A 日本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北京 
574 自动挑取克隆系统 QPIX2 英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北京 
575 超速冷冻离心机 OPTIMA LX-100P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北京 
576 ＤＮＡ 自动核酸提取仪 MAGNAPURELC 日本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北京 
577 生物芯片点样系统 VERSARRAY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北京 
578 连续自动加样系统 MULTIMEK384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北京 
579 流式细胞仪 FACSVANTAGE SE 德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北京 
580 元素分析仪 VARIO MACRO CUBE 德国 中国气象局乌鲁木齐沙漠气象研究所 新疆 
581 超速离心机 CP100MX 日本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广东 
582 氨基酸分析仪 S-433D 德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广东 
583 全自动致病微生物分析仪 Biomerieux VIDAS-30 意大利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广东 
584 元素分析仪 2400II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广东 
585 凝胶净化浓缩联用仪 Accuprep MPSTM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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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 多功能乳品分析仪 FOSS FT120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广东 
587 DNA 测序仪 377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 海南 
588 流式细胞分析仪 EPICS XL ADL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 海南 
589 超速冷冻离心机 CP800WX 日本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 海南 
590 生物芯片点样系统 PIXSYS5500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 海南 
591 荧光定量 PCR 仪 ABI/7900HT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 海南 
592 多功能挑克隆系统 Qpix2 英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 海南 
593 实时细胞电子分析系统 xCELigence TRCAsp 瑞士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 海南 
594 遗传分析系统 CEQ8000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

 

海南 
595 流式细胞分析仪 CELL LAB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

 

海南 
596 N.P.K 连续流动分析仪 AutoAnalyzer3-AA3 德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 海南 
597 遗传分析工作站 CLUSTER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北京 
598 细胞遗传分析系统 GSFLX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北京 
599 自动化工作站 a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 江苏 
600 流式细胞仪 BD FACSCalibur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 江苏 
601 贝克曼遗传分析系统 CEQ8000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 江苏 
602 荧光定量 PCR 仪 a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 江苏 
603 定量遗传分析系统 RG3000-A 澳大利亚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 黑龙江 
604 SNP 单核苷酸突变分析仪 PyroMark TM ID 中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 黑龙江 
605 DNA 遗传分析仪 Li-cor4300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 黑龙江 
606 流式细胞仪 cell lab quanta 中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 黑龙江 
607 遗传分析仪 Pyrmoark Qp6ID 瑞典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山东 
608 基因分析仪 3730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山东 
609 基因分析仪 3130 日本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山东 
610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山东 
611 快速工艺开拓液相色谱蛋白纯化系统 AKTA EXLORER 10S 瑞典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山东 
612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7500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山东 
613 遗传分析系统 Li-cor4300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山东 
614 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山东 
615 蛋白纯化系统（快速工艺开拓液相色谱仪） AKTAexplorer100 瑞典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山东 
616 遗传分析仪 贝克曼库尔特 GEXP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山东 
617 流式细胞仪 CyFlow Space 德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山东 
618 遗传分析仪 3130 新加坡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山东 
619 四通道流动注射分析仪 SAN++ 5000 荷兰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 广东 
620 多功能遗传分析系统 ABI3130 日本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 广东 
621 流式细胞仪 Quanta SC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 广东 
622 超速离心机 Optima L-100xp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 广东 
623 氨基酸分析仪 A300 德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 广东 
624 细菌鉴定仪 CEN III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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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超速离心机 Optima L-90K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 广东 
626 全自动生物相容性的层析系统 AKTAEXPLORER 10S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627 氧氮氢分析仪 TCH600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628 氨基酸分析仪 L-8800 日本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629 基因分析系统 BMK-FEB.2010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630 核酸分离纯化系统 TECAN  EVO 瑞士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631 全自动一体化定量PCR（笔记本计算机DELL 083R1） GENEXPERT 美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632 悬浮芯片系统 Bio-Plex 美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633 动物呼吸代谢测量系统 IA3 美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634 超速离心机 L-100 XP 美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635 多肽合成仪 liberty 美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636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 VITEK 2 COMPACT30 美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637 生化分析仪 7100 日本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638 全自动酶标仪 STARlet 4CH 瑞士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639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7180 日本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640 高通量免疫分析仪 2104 ENVISION 美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641 网络地理信息系统 9.2 版本 美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642 自动化工作站 liquid handling work JANUS 美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643 流式细胞仪 FACS CALIBUR 美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644 离心浓缩仪 RVC2-332R 德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645 芯片点样仪 spotarray24 美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646 组织细胞全景显微分析系统 TISSUE FAXS 奥地利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647 凝胶成像仪（笔记本计算机 DELL BOP2SH1） GENEXPERT 美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648 流式细胞仪 BD FACSCantoII 美国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649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CX4PRO 美国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650 培养细胞分析仪和多功能定量细胞分析系统 Vi-Cell； Quanta SC 美国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北京 
651 SPRi 高通量生物分子间相互作用系统 PlexArray HT 美国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北京 
652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653 制备型超速离心机 Optima XL-100K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654 生物分子相互作用分析仪 BIACORE3000 瑞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655 细胞遗传工作站 Axioskop 2 plus 德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656 生物分子相互作用分析 Biacorc X 瑞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657 快速蛋白纯化工艺开拓系统 AKTA Explorer 100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658 AKTA 纯化系统 AKTA PRIMER PURIFIER 瑞典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659 元素分析仪（C/H/N 模式） Vario EL cube CHN 德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660 伽玛辐照仪 BIOBEAM200D 德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661 元素分析仪（CHNS-O 模式） Vario EL cube CHNS-O 德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662 生物制药分析系统 PA 800plus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663 蛋白质层析系统 Explorer100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生化分离分析仪器/1831 台（套） 

22/575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产地 单位名称 所在地 

664 分子结构分析波谱仪 Avance III 瑞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665 激流式生物反应器 AP200-II 中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666 流式细胞仪 FACSVERSE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667 流式细胞分选仪 FacsAria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668 活细胞工作站 AF6000LX 德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669 活细胞工作站 AF60 德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670 制备型超速离心机 Optima L-100XP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671 离心机 WEB9051 德国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 
672 停流仪 SX20 英国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673 蛋白质纯化系统 duoflow pathfinder 美国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674 流式细胞仪 FACSARIA 美国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675 DNA 合成仪 POLYGEN 12 德国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676 元素分析仪 Vario Elcube 德国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677 元素分析仪 varioMACROcube 德国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四川 
678 流式细胞分选仪 MoFlo XDP 美国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四川 
679 氨基酸自动分析仪 L-88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四川 
680 制备型超速离心机 OptimaL-100XP 美国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 
681 水质流动分析仪 SKalan santt 荷兰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682 连续流动分析仪 AA3 德国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683 全自动化学分析仪 Smartchem2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684 元素分析仪 Elemental Analyzer vario MAX N/CN 美国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685 元素分析仪 variomax n/cn 德国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686 流式细胞仪 cytosense 荷兰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 
687 活细胞激光共聚焦实时成像系统 PerkinElmer Ultraview Vox 美国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688 亚细胞激光辐照系统 C1R-34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689 高内涵细胞分析仪 Thermoshier ArrayScan VTI 美国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690 化学信号与细胞反应综合系统 700A 美国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691 流式细胞仪 FACSVantage SE Diva 美国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692 生物芯片系统 4000B 美国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693 X 光生物学辐照仪 Rad Soure RS2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694 输运床流动试验台 自行研制 中国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北京 
695 元素分析仪 CHN  VAKIOEL 德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广东 
696 微量蛋白结晶筛选仪 5 way 英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广东 
697 基因芯片操作系统 AFFYMETRIX GENECHIP SYSTEM WITH GADS2.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广东 
698 独立通气笼具 1291H-36 意大利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广东 
699 流式细胞仪 FACSARIA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广东 
700 独立通气笼 IVC 1145T-128 意大利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广东 
701 高内涵筛选和分析系统 Pathway 855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广东 
702 生物分子相互作用分析仪 Biacore 3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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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3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CL80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广东 
704 独立通气笼(小鼠) 2T128MAC30CACP 意大利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广东 
705 超速离心机 OPTIMA L-100XP 德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广东 
706 高通量 DNA/RNA 合成仪 BLP 192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广东 
707 台式超速离心机 OPTIMA MAX-130X 德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广东 
708 独立通气笼架笼具 2T128MAC30CA-1145T 意大利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广东 
709 超速离心机 OPTIMA L-100XP 德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广东 
710 流式细胞仪 FACSCABILUR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广东 
711 立式高速冷冻离心机 Avanti J30I 德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广东 
712 超速离心机 L-80XP 德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广东 
713 立式高速冷冻离心机 AVanti J30I 德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广东 
714 全自动化液体传输/酶动力学反应平台 Freedom EVO 150-8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广东 
715 放射性同位素/化学发光测定仪 TOPCOUNT NXT 丹麦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广东 
716 快速纯化工艺开拓系统 AKTAexplore100 system+PRAC-95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广东 
717 台式超速离心机 OPTIMA MAX-130X 德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广东 
718 元素分析仪 vario EL cube 德国 德国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京 
719 流式细胞分选系统 ML99030 美国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京 
720 DNA 合成仪 AKTA OLIGO PILOT DNA/RNA 美国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京 
721 12 柱组合层析系统-1 自研 中国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京 
722 多肽合成仪 LIBERTY 美国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京 
723 层析系统 AKTA PILOT 美国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京 
724 生物分子层析工作站 AKTA 美国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京 
725 四柱组合层析系统-2 自研制 中国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京 
726 遗传分析仪 GENETIC ANALYZER 31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山东 
727 流式细胞仪 FACSVantage SE 美国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山东 
728 solid 分析仪 solid3 型 美国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山东 
729 流式细胞仪 Flow CAM VS-2V 美国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山东 
730 超速离心机 CP100WX 日本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山东 
731 连续流动分析仪 quaatro 型 德国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山东 
732 流式细胞仪四色分析系统 BD FACSCalibur 美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733 BD 流式细胞仪 ARIA III 美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734 蛋白质快速层析系统 AKTA EXPLORER 1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735 细胞染色体核型分析及荧光原位杂交系统 AXIOPLAN 2 iminage、AXIOVERT 200、SV11 德国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广东 
736 高速冷冻离心机 HITACHI CP10MX 日本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广东 
737 元素分析仪 1112 意大利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738 离心机 XL－9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739 氢分析仪 RHEN602 美国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740 流式细胞分析仪 4COLOR 美国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甘肃 
741 辐照终端 自建 中国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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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活细胞观察系统 DMI6000B 德国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甘肃 
743 生物辐照装置 RX-650 美国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甘肃 
744 细胞原位实时成像分析系统 ImageXpress Micro 美国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云南 
745 遗传分析仪 3730xl 日本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云南 
746 多通道焦磷酸 SNP 分型、DNA 甲基化检测平台-定

 

PyroMark Q24 瑞典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云南 
747 超灵敏发光检测仪 AB-1850 日本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云南 
748 多功能酶标仪 Infinite M100 Pro 奥地利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云南 
749 计算机辅助药物筛选系统 Discovery Studio v2.1; Symyx 5.1 美国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云南 
750 单分子测序系统 Pacbio RS 美国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云南 
751 流式细胞仪 InFlux 美国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云南 
752 蛋白质全自动纯化系统 AKTA Explorer 10S 瑞典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云南 
753 基因芯片系统 3000TG 美国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云南 
754 多重基因表达遗传分析仪 GEXP 美国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云南 
755 Hiseq 2500 高速基因分析系统 Hiseq 25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云南 
756 全自动克隆挑取系统 GeneMachines  G3 美国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云南 
757 高通量基因组测序仪 GS FLX 美国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云南 
758 流式细胞仪 FACS Vantage se 美国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云南 
759 基因分型系统 SNP Stream 美国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云南 
760 多肽/蛋白自动测序系统 PPSQ-31A 日本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云南 
761 全自动斑点切取系统 Ettan Spot 瑞典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云南 
762 基因分析系统 Solexa Genome Analyzer 美国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 
763 高通量测序仪 ABI3730 英国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 
764 压电式超微量非接触芯片点样系统 Nano-Plotter2.1 德国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 
765 多重遗传分析系统 CEQ GEXP 美国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 
766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 
767 DNA 全自动遗传分析仪 ABI-3730XL 美国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 
768 翻袋式离心机 HF300 中国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北京 
769 流动性注射分析仪 QC85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广东 
770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广东 
771 生物分子相互作用系统 BIACORE-X 瑞典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广东 
772 全自动遗传分析仪 3130 型 日本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广东 
773 流式细胞仪 VANTAGE  SE 美国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广东 
774 液态水同位素分析仪 DLT-1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江苏 
775 元素分析仪 CE-44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江苏 
776 流式细胞仪 11 美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江苏 
777 N/CN 元素分析仪 Vario Max CN 德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江苏 
778 超速离心机 Optima L-100XP 美国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浙江 
779 vario EL cube 元素分析仪 vario EL cube 德国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 青海 
780 元素分析仪 Vario EL CUBE 德国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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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 真空紫外辐照模拟设备 CRF-1224 中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 
782 实时定量分析仪 7900HT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上海 
783 流式细胞分选仪 MOFLO ASTRIOS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上海 
784 流式细胞分选仪 MOFLO ASTRIOS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上海 
785 环境与温度控制仪 STERILGARD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上海 
786 碳分析仪 DRI Model 2001A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上海 
787 流式细胞仪 BD FACSArray?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上海 
788 元素分析仪 Vario Micro cube 型 德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789 高内涵筛选系统 无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790 全自动元素分析仪 Vario EL 德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791 生物分子相互作用分析系统 BIACORE3000 瑞典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792 氧分析仪 836 836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793 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辽宁 
794 荧光定量 PCR 仪 IBM7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辽宁 
795 流式细胞仪 LSR II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北京 
796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4CLR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北京 
797 停留谱仪 ？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798 蛋白纯化系统 UV-900+P-9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799 流式细胞仪（升级） FACS Vantage Diva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00 流式细胞仪 FACS Calibur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01 蛋白纯化仪 AKTA micro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02 细胞分析仪 cedex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03 流式细胞仪 BDFacsc alibur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04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05 液态芯片系统 3D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06 自动化基因克隆和质粒制备装置 Thermo fisher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07 蛋白质相互作用定量检测系统 t1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08 高速钙离子分析系统 xit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09 生物样本自动分选系统 COPAS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10 流式细胞分选系统 arialii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11 高速转盘共聚焦活细胞成像系统 spin disc 加拿大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12 全自动孵育振荡箱 Cytomat 2C 450TS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13 流式细胞仪 FACS Vantage SE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14 荧光分析超速离心机 PROTEMEL AB XL-I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15 多途径基因导入系统 1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16 多维活细胞观察工作站 Leica 德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17 目标蛋白快速鉴定系统 AXIMA-CFRTM Plus 英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18 生物分子相作用分析仪 BIAcore 3000 瑞典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19 荧光屏磷分析系统 Typhoon Troi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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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 流式细胞仪 FACS Calibur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21 超速程序温控离心 Avanti J-25I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22 全自动斑点处理平台 Etlan S.H.W.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23 超速离心机 英文名称 PreParative 

 

Himac CP 100 MX 日本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24 分析超速离心机 XL-I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25 超速离心机 optimal 100K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26 流式细胞仪 influx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27 膜蛋白结晶自动化加样工作站 LCP 英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28 蛋白质晶体自动观测和晶体筛选系统 mosquito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29 超速冷冻离心机 BECKMAN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30 生物样品库 biobank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31 自动化蛋白质表达和检测系统 beckman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32 超速离心机 cp100wx 日本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33 激光流动成像细胞仪 amnis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34 哺乳动物细胞等表达系统 真核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35 小鼠转基因操作系统及配套设备 JICHEN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36 生物学辐照仪 rs2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37 蛋白样品制备系统 proteome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38 自动化蛋白质结晶系统 mosquito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39 蛋白质晶体衍射质量筛选和数据收集装置 345 德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40 便携式动物呼吸测量系统 foxbox 美国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湖北 
841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7900HTFAST 美国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湖北 
842 流式细胞仪 FACSA RIA Ⅲ 美国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湖北 
843 DNA 分析系统 Li-Cor 43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湖北 
844 高速基因分析系统 GAⅡX 美国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湖北 
845 细菌鉴定分析仪 62402A 美国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846 高速分选式流式细胞仪 MoFlo XDP 美国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847 全自动克隆挑选系统 QP Expression 英国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848 蛋白纯化仪 GE AKTAavant25 瑞典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849 蛋白纯化仪 GE AKTApurifier10 瑞典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850 超速离心机 Optima L-100XP 美国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851 高速分选流式细胞仪 MOFLO XDP 美国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852 高通量测序仪 CENOME ANALYZER IIX 美国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853 流式细胞仪 BD FACSAria 美国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854 分子间相互作用仪 BRACORE 3000 德国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855 蛋白质切取分析仪 165-7009 美国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856 分析型超速离心机 Proteomelab XL-A 美国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湖北 
857 全自动芯片分析系统 GEN 3 Omnilog Combo Plus System 美国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湖北 
858 超高速冷冻离心机 XL-110K 美国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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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9 流式细胞分析仪 EPICS XL 4CLR 美国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湖北 
860 生物分子相互作用系统 Octet RED 美国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湖北 
861 DNA 测序仪 3730XL 日本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青海 
862 全自动生化分析系统 Dimension RxLMax-HM 美国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青海 
863 荧光定量 PCR 仪 LightCycler 480II 瑞士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云南 
864 基因测序分析仪 MiSeq 美国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云南 
865 连续流动分析仪 Auto Analyzer 3 德国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云南 
866 流式细胞仪 BD FACSCalibur 美国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867 低剂量辐照装置 HFY-JW1G1 中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新疆 
868 薄层色谱系统（自动点样仪、自动展开仪、全自动

 

TLC Scanner4 System 瑞士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新疆 
869 液态水同位素分析仪 LGR908 美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新疆 
870 基因测序仪 MEGABACE5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新疆 
871 双流速生物层析系统 DuoFlow 10/40，QuadTec 10/40，Maximizer 

 

美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新疆 
872 AA3 连续流动化学分析仪 AA3 德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新疆 
873 高通量基因组测序分析仪 HiSeq 2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874 高通核酸样品制备仪 Illumina cBot 美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875 基因分析系统 3730XL 美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876 蛋白差异表达分析系统 Protean IEF 美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877 高通量生物分子相互作用系统 PlexArray 美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878 超高通量基因组测序系统 GS FLX 美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879 遗传分析系统 4300DNA 美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880 活细胞工作站 AS-MDW 德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881 基因组测序系统 Ion PGM Sequencer 美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882 全自动 DNA 测序仪 3730 美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883 活细胞扫描仪 CARVII 日本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884 遗传分析系统 CEQ8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885 高通量基因组测序分析仪 HiSeq 2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886 流式细胞仪 FACSAria III 美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887 流式细胞分选仪 BD FACSAria II 美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888 激光定量细胞成像系统 OPERETTA 英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889 连续流动分析仪 AA3 德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890 生物分子互作分析仪 Biacore 3000 瑞士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891 遗传分析系统 CEQ 8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892 包裹式茎流计 Flow1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893 第二代 DNA 测序仪 HiSeq2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894 蛋白组双向分离差异表达鉴定系统 PROTEOMELABTM PF-2D 美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895 全自动基因分析仪 ABI3730xl 美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896 DNA 遗传分析仪 Lecor43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897 生物芯片制备系统 BP6000MG610 英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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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8 流式细胞仪 Moflo XDP 美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899 CO2 同位素分析仪 G2131-I 美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900 CO2 同位素分析仪 G2131-I 美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901 CO2 同位素分析仪 G2131-I 美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902 卧式离心机 CA150-01-33 德国 济南果品研究所 山东 
903 立式离心机 SB7-06-076 德国 济南果品研究所 山东 
904 生物芯片分析仪 * 中国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 
905 辐照中心工艺设备 * 中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906 高温结构分析设备 HTC16 德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907 流式细胞计 FACSCALIBUR4 美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908 多元素油料分析光谱仪 MOA 美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909 台式核磁共振活体组分分析仪 LEOL-6380LV 德国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910 化学成分筛选单体分离仪 Sepbox 2D-250 美国 国际竹藤中心 北京 
911 磷屏成像仪 Typhoon9200 美国 国际竹藤中心 北京 
912 基因测序仪 3730 美国 国际竹藤中心 北京 
913 基因芯片系统 AD3200 美国 国际竹藤中心 北京 
914 有机元素分析仪 Macro 德国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江苏 
915 基因分析仪 3130XL 日本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江苏 
916 流动化学分析仪 SKALAR SAN++ 中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江苏 
917 定量遗传分析系统 RYroMarRID-system 德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北京 
918 全自动遗传分析仪 3130XL 德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北京 
919 蛋白序列分析系统 Procise 491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北京 
920 生物芯片点样系统 SpotArray722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北京 
921 真核生物基因芯片杂交分析系统 TG3000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北京 
922 SNP 筛查系统 PyroMarkID 瑞典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北京 
923 多功能遗传分析仪 Gexp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北京 
924 氨基酸分析仪 waters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

 

北京 
925 DNA 序列与遗传分析系统 Li-4300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

 

北京 
926 流式细胞仪 Accuri C6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昆虫研究所 云南 
927 蛋白纯化系统 Healthcare/AKTA EXPLORER100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昆虫研究所 云南 
928 全自动间断化学分析仪 AMS Smartchem 200 意大利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昆虫研究所 云南 
929 遗传分析系统 Life technologies/3500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昆虫研究所 云南 
930 元素分析仪 Thermo Fisher Flash 2000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昆虫研究所 云南 
931 定量 PCR 仪 ABI7500 美国 北京体育大学 北京 
932 自动生化分析仪 7020 日本 北京体育大学 北京 
933 免疫发光分析仪 07A83-03 美国 北京体育大学 北京 
934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北京体育大学 北京 
935 流式细胞仪 FACS Aria 美国 暨南大学 广东 
936 全自动流动化学分析仪 AA3 德国 暨南大学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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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7 荧光定量 PCR 仪 Light Cycler480/96 瑞士 暨南大学 广东 
938 活细胞显微成像系统 IX81 日本 暨南大学 广东 
939 荧光多功能酶标仪 Infinite F500 奥地利 暨南大学 广东 
940 流式细胞仪 FACSC ALIB UR-SORT4 美国 暨南大学 广东 
941 在线氯化氢分析仪 m287071 美国 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 北京 
942 遗传分析系统 GeXP 美国 大连海事大学 辽宁 
943 双涵道燃气轮机装置结构分析与演示系统 WS-9 中国 大连海事大学 辽宁 
944 蛋白纯化系统 AKTA explorer100 美国 大连海事大学 辽宁 
945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大连海事大学 辽宁 
946 X-Ray 路面材料微观结构分析仪（工业 CT 扫描仪） BIR320 美国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 北京 
947 元素分析仪 Vario Marco CHN 中国香港 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 天津 
948 连续流动化学分析仪 AutoAnalyzer3 中国 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 天津 
949 活细胞成像显微镜 THE DV ELITE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50 高通量测序仪 SOLID4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51 荧光差异蛋白表达分析系统（多功能成像） Ettan DIGE 1001-2008AG(CHN) 瑞典 北京大学 北京 
952 超速离心机 OPTIMA L-100K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53 活细胞实时跟踪荧光显微镜系统 尼康 Ti-e,Roper Evolve 512 EM CCD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954 高通量 DNA 自动测序仪 AB 3730XL 新加坡 北京大学 北京 
955 快速蛋白纯化液相系统 AKTA Purifier 10 瑞典 北京大学 北京 
956 新一代快速测序仪 MiSeq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57 流式细胞仪 BD FACS Verse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58 活细胞实时跟踪荧光显微镜 Ti-E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959 高通量测序仪 5500XL-U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60 呼吸代谢分析系统 LE1305 西班牙 北京大学 北京 
961 高通量基因组测序仪 Hiseq 2000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62 定量遗传分析系统 Pyro-Mark Q96ID 瑞典 北京大学 北京 
963 高内涵分析筛选系统 IMAGEXPRESS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64 数码微珠芯片系统 BEADXPRESS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65 高通量基因测序仪 Seq 1000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66 超速离心机 Optima L-100XP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67 高速分选型流式细胞仪液流系统升级套件 FACSAria Ⅱ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68 超速离心机 CP70MX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969 独立通气笼 SEALSAFF1145T-162 意大利 北京大学 北京 
970 600 分子结构分析仪 Avance III 600（600 兆核磁机柜） 瑞士 北京大学 北京 
971 高通量快速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7900HT 新加坡 北京大学 北京 
972 纳升级液体处理工作站 Xtal 英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73 数字化分析型流式细胞仪 BD-LSR Ⅱ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74 多功能酶标仪 FlexSation3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75 基因分析仪 3130XL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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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6 遗传分析仪 ABI3130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77 流式细胞分选仪 SORP Aria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78 超低温蛋白结构探测仪 TCI/20K 瑞士 北京大学 北京 
979 独立通气笼 SEALFAFE1145T-128，1145T-162 意大利 北京大学 北京 
980 基因芯片测试系统 Genechip Scanner 3000 7G System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81 流式细胞仪 Gallios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82 超低温生物分子分析仪 TXI 瑞士 北京大学 北京 
983 流式细胞分选仪 MOFLO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84 流式细胞仪 FACS Calibur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85 蛋白质组质谱样品制备 GE－063/105 瑞典 北京大学 北京 
986 蛋白质序列分析仪 Procise 491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87 超速离心机 XL-90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88 蛋白快速纯化仪 AKTA  EXPLORER  100 瑞典 北京大学 北京 
989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90 分析型超速离心机 XL-A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91 流式细胞仪 FACSAria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92 超速离心机 CP100MX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993 流式细胞仪 FACS Vantage_DiVa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94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95 X 光生物学辐照仪 RS 2000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96 高内涵药物筛选系统 KineticScan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97 蛋白质序列分析仪 Procise 491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98 目标蛋白快速分离系统 PF-2D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99 生物分子相互作用仪 BIACORE3000 瑞典 北京大学 北京 
1000 流式细胞仪 BD FACSCalibur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1001 蛋白质层析仪 AKTA explorer 10S 瑞典 北京大学 北京 
1002 超速离心机 100XP,最高转速&gt;80000rpm/min,最大离心

 

日本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1003 高速冷冻离心机 CR22G 日本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1004 蛋白纯化气泡感应系统 AKTA 美国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1005 全自动蛋白水解氨基酸分析系统 Biochrom 30 英国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1006 遗传分析仪 Li-Cor 4300 美国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1007 遗传分析仪 3100 美国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08 连续流动分析仪 AA3 德国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09 元素分析仪 VARIO EL 德国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10 流式细胞计 FACSVamtage SE 美国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11 细胞荧光成像 PI-MAX II-1003 美国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12 土工离心机 数据采集及摄像系统 中国 长安大学 陕西 
1013 l 路面加速加载设备实验土槽 50M*7M*6M 中国 长安大学 陕西 
1014 元素分析仪 VARIO MACRO  CHNS&lt;0.5%RSD 德国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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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元素分析仪 Vario EL 德国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1016 物理吸附分析仪 AUTO SORB-1-MP 美国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1017 膜分析仪系统 KSY-5000 芬兰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1018 遗传分析系统 627-0040 美国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1019 DNA 测序仪 ALF EXPRESS 瑞典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1020 DNA 序列分析仪 MegaBACE1000 瑞典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1021 流式细胞仪 PAS 德国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1022 DNA 序列测定仪 MegaBACE 500 美国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1023 流式细胞仪 BD FACSARIA  II 美国 东南大学 江苏 
1024 流式细胞仪 FACSCulibur 美国 东南大学 江苏 
1025 DNA 测序仪 3130xl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26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27 液相蛋白层析纯化系统 AKTA100 瑞典 复旦大学 上海 
1028 DNA 测序仪 377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29 细胞分析系统 570 型* 中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30 DNA 测序仪 310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31 DNA 序列分析仪 PE-377  36 道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32 AKTA 蛋白质克级纯化仪 AKTATM EXPLORER 瑞典 复旦大学 上海 
1033 荧光实时定量 PCR 仪 7900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34 基因测序系统 ABI3730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35 蛋白质纯化系统 AKTA100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36 分子互作动力学检测仪 BIACORE3000 瑞典 复旦大学 上海 
1037 高通量全自动液体处理系统 TANGO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38 蛋白质组学仪 4700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39 全自动遗传分析系统 NENGLOBAL IR2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40 超速离心机 L-90K  90000 转/分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41 流式细胞仪 FACS Vantagt SE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42 活体细胞分辨率成像系统 OptiScan FIVE1  微米级分辨率 澳大利亚 复旦大学 上海 
1043 荧光定量 PCR 仪 7900HT  96 孔板、384 孔板和 TDLA 模块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44 超速离心机 L-100XP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45 DNA 合成仪 3400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46 基因测序仪 3730xl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47 基因组综合分析仪 GA II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48 流式细胞分析/分选系统 Epics Altra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49 流式细胞计 FACSCALIBUR*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50 流式细胞仪 FC-500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51 全自动杂交系统 750-800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52 荧光原位杂交染色体 24 色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53 全自动凝胶后处理系统 XCISE 日本 复旦大学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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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4 生物分子相互作用仪 BIAcore X100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55 双光源微焦斑结构分析仪 SMART APEX II DUO  钼铜双光源 德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56 全基因测序仪 3130*L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57 实验动物行为自动分析系统 *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58 高分辩活细胞工作站 ultraview vox system 英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59 超高通量基因分析系统 SOLID 3.0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60 Affymetrix 多重用途基因芯片系统 GeneChip Scanner 3000 MegAllele System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61 高速分选型流式细胞仪 BD FACSAria Flow Cytometer: 3 Laser Basic with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62 基因分析仪 3130XL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63 流式细胞计 BD FACSAria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64 超速离心机 Optima Max 德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65 DNA 合成仪 DNA2300 美国 湖南大学 湖南 
1066 多功能酶标仪 M1000 奥地利 湖南大学 湖南 
1067 流式细胞仪 FACSC alibur 美国 湖南大学 湖南 
1068 流式细胞仪 Quant SC 美国 湖南大学 湖南 
1069 多肽合成仪 433A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70 流式细胞分析系统 FACSCalibur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71 多功能酶标仪 Aynergy-4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72 流动注射分析仪 LACHAT-HACH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73 全自动流式细胞分析分选系统 FACSAria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74 全自动遗传分析仪 3130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75 元素分析仪 VARIO MICRO CUBE 德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76 流动注射分析仪 LACHAT QC8500 法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77 蛋白质纯化系统 AKTAPURIFIER 100SYST 瑞典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78 流式细胞仪 FACScan/STAR PLU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79 高通量筛选酶标仪 HT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80 全自动间断化学分析仪 SMARTCHEM 200 意大利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81 元素分析仪 Vario Macro CNS 德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82 蛋白纯化仪 AKTA PURIFIER-10 瑞典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83 落地超速离心机 Optima L-90K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84 X 射线生物学辐照仪 RS-2000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85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WR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86 全自动微阵列生物芯片 48-SLIDE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87 蛋白快速分离仪 PF 2D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88 流式细胞仪 EPICS XL-MCL 4-Color 美国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089 快速纯化工艺开拓系统(高压蛋白纯化系统) AKTAexplorer 100 System 瑞典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090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A300 德国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091 测序仪 ABI 3100 日本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092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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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3 超速离心机 WTSR-2P400SE18 日本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094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Y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095 流式细胞仪 LSR-II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096 在体电生理系统 700B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097 微阵列芯片系统 SmartArrayer48 中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098 高通量细胞因子分析仪 3000 7G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099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00 多功能悬浮式点阵仪 Luminex TM 200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01 全内反射系统 QNS2000 德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02 遗传分析仪 3130 基因分析仪 627-0040 日本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03 遗传分析系统 CEQ8800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04 流式细胞高速分选装置 VANTAGE SE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05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06 荧光定量 PCR 仪 7900HT 新加坡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07 遗传分析仪 3100 日本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08 荧光定量 PCR 系统 7900HT FAST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09 微量超速离心机 CS150GX 日本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10 蛋白相互作用阵列系统 ProteOn XPR36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11 流式细胞仪 LSR-II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12 流式液相芯片分析系统 Facsarray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13 流式细胞计 FACSCANTOII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14 元素分析仪 SHNS 德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15 材料流动性能测定系统 DOZYLAB/PC300P 德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16 流式细胞仪 FACSARIA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17 细胞核转染仪 Nucleofector? 96-well 德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18 流式细胞仪 FACSCACIBUR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19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日本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120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800 日本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121 生物大分子相互作用仪 BIACORE 3000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122 蛋白质纯化系统 AKTA Explorer 100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123 全自动基因分析仪 3130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124 超速离心机 LE-80K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125 测序仪 3730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126 遗传分析仪 4300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127 超速冷冻离心机 LE-80K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128 磷屏成像系统 FLA5100 日本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129 遗传分析系统 LICOR4300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130 全自动酶免工作站 EVO 150-8 瑞士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131 DNA 芯片技术全套设备 GMS417,GMSTM418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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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 DNA 系列分析仪 ABLPRISN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133 DNA 测序仪 377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134 流动注射分析仪 Smartchem200 意大利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135 基因分析仪 3500 德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136 流式细胞仪 FC500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137 基因分析仪 3730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138 定量 PCR 仪 lightcycler 2.0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139 精子质量分析系统 * 德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140 氨基酸分析仪 * 日本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141 定量遗传分析系统 Q96LD 德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142 碳氮元素分析仪 Vario MAX CN 德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143 流式细胞仪 SC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144 定量遗传分析系统 7500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145 流式细胞仪 FACSARIA II 美国 吉林大学 吉林 
1146 遗传分析仪 ABI3130 美国 吉林大学 吉林 
1147 制备型超速离心机 Optima L100XP 美国 吉林大学 吉林 
1148 快速反应停留分析仪 MOS-450/AF-CD 法国 吉林大学 吉林 
1149 目标蛋白快速分离系统 PROTEOMELAB PF 2D 美国 吉林大学 吉林 
1150 超速离心机 HITACHI CS150GXII 日本 吉林大学 吉林 
1151 组合化学分析系统 D8GADDS 德国 吉林大学 吉林 
1152 DNA 测试仪 AB1310 美国 吉林大学 吉林 
1153 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江南大学 江苏 
1154 蛋白质快速纯化工艺开拓系统 AKTA explorer 100 瑞典 江南大学 江苏 
1155 全自动蛋白质分离纯化系统 AKTA avant 25 美国 江南大学 江苏 
1156 生物芯片点样仪 Sprint 英国 江南大学 江苏 
1157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江南大学 江苏 
1158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江南大学 江苏 
1159 高通量快速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7900 美国 江南大学 江苏 
1160 纳升级蛋白结晶工作站 mosquito 中国 江南大学 江苏 
1161 蛋白质快速分离系统 AKTA avant 25 美国 江南大学 江苏 
1162 蛋白纯化系统（快速纯化液相色谱系统） AKTA avant 25 美国 江南大学 江苏 
1163 基因测序仪（一体化个人测序系统） Miseq 美国 江南大学 江苏 
1164 酶标仪 synergy H4 美国 江南大学 江苏 
1165 酶解反应及糖化反应系统 SES-05 中国 江南大学 江苏 
1166 全自动生物分子相互作用分析系统 BIACORE X100 美国 江南大学 江苏 
1167 超速离心机 L100XP 美国 江南大学 江苏 
1168 蛋白纯化系统 AKTAPoilt 美国 江南大学 江苏 
1169 流式细胞分选仪 FACSAriaII 美国 江南大学 江苏 
1170 基因测序仪 3130 美国 江南大学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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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1 流式细胞仪 FACSCanto 美国 兰州大学 甘肃 
1172 DNA 测序仪 3130XL 美国 兰州大学 甘肃 
1173 WAVE 核酸片段分析系统 WAVE2100 美国 兰州大学 甘肃 
1174 全自动流动注射仪 FIAstor 5000 Analyzer 瑞典 兰州大学 甘肃 
1175 植入式生理遥测系统 DQART3.0GOLD 美国 兰州大学 甘肃 
1176 DNA 分析系统 4200L-2D 美国 兰州大学 甘肃 
1177 DNA 检测分析仪 CEQ2000nl 美国 兰州大学 甘肃 
1178 元素分析仪 vario EL cube 德国 兰州大学 甘肃 
1179 有机制备仪 非标 中国 兰州大学 甘肃 
1180 超速离心机 CP100WX 日本 兰州大学 甘肃 
1181 氨基酸分析仪 A200 德国 兰州大学 甘肃 
1182 流式细胞仪 FACS canto 美国 兰州大学 甘肃 
1183 全自动血凝分析仪 CA-7000 日本 兰州大学 甘肃 
1184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800 日本 兰州大学 甘肃 
1185 自动核酸蛋白纯化工作站 BioRobot 8000 德国 兰州大学 甘肃 
1186 微生物自动分析仪 Biolog 美国 兰州大学 甘肃 
1187 氨基酸分析仪 A200 德国 兰州大学 甘肃 
1188 流式细胞仪 BD LSRFortessa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89 遗传分析系统 CEQ 8000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90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91 样品制备仪 1010 型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92 流式细胞分析仪 BD LSRFortessa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93 孔隙化学吸附分析仪 ASAP-2020/0.0005m2/g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94 元素分析仪 Vario MICRO/CHNS&lt;0.1%ads O2&lt;0.2%abs 德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95 PCR 自动系列化分析仪 viiA7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96 PCR 自动系列化分析仪 7300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97 多肽合成仪 SQPS-220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98 DNA 分析仪 3100/* 中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99 工艺开拓蛋白纯化系统 900/温度/压力/PH/OD 瑞典 南京大学 江苏 
1200 BIACORE X System biacor X/* 瑞典 南京大学 江苏 
1201 蛋白质纯化开拓系统 AKTA181112410020 瑞典 南京大学 江苏 
1202 流式细胞计 FACScalibu/*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203 多功能酶标仪 Safire/96 孔板 384 孔板 紫外 荧光 化学发光 奥地利 南京大学 江苏 
1204 流式细胞计 SORP FACSARIA II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205 PCR 仪 7900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206 基因分析仪 Genome Analyzer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207 流式细胞计 BD FACSCalibur 4 CLR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208 斑点切取仪 Spot Cutt 美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209 多功能凝胶成像系统 Versal Doc 3000 美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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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基因芯片点样系统 PIXSYS 55 美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211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212 高通量测序系统 Hisq2000 美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213 测序仪 377 美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214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及药敏分析系统 Vitek 2 compact 法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215 自动快速蛋白纯化系统 AKTApurifier 瑞典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216 元素分析仪 VarioELⅢ 德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217 荧光光切分析系统 AxioOlserverZ1 德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218 基因分析仪 3130 新加坡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219 基因分析仪 3130 美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220 基因分析仪 3130XL 新加坡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221 超速冷冻离心机 OPTIMA L-100XP 美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222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223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224 流式细胞仪 Epics XL-MCL 美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225 超速冷冻离心机 OPTIMA L- 美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226 流式细胞仪 JAcscalib 美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227 流式细胞分析系统 EPICS XL 美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228 活细胞高速弱光工作站 IX81 日本 南开大学 天津 
1229 流式细胞仪 LSR Fortessa 美国 南开大学 天津 
1230 低温超高速离心机 Optima L-100XP 美国 南开大学 天津 
1231 多晶结构分析仪 D/max-2500/PC 日本 清华大学 北京 
1232 流式细胞仪 FACSAriaⅡ 美国 清华大学 北京 
1233 元素分析仪 PE2400-II 美国 清华大学 北京 
1234 分子间相互作用分析仪 Biacore 美国 清华大学 北京 
1235 流式细胞仪 FC500 美国 山东大学 山东 
1236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FACSCalibur 美国 山东大学 山东 
1237 荧光定量 PCR 仪 ABI7500 96 孔微板 美国 山东大学 山东 
1238 超速离心机 L-100Xp 美国 山东大学 山东 
1239 荧光定量 PCR 仪 LightCycle 规格双模块全自动 瑞士 山东大学 山东 
1240 超速离心机 optima  l-100xp 规格 100000rpm 美国 山东大学 山东 
1241 生物相互作用分析仪 Biacore  3000 规格 Biacore  3000 瑞典 山东大学 山东 
1242 遗传分析仪 ABI 3500 规格 8 道 日本 山东大学 山东 
1243 激光全息细胞成像系统 HOLOMONITOR M3 规格 M3 中国 山东大学 山东 
1244 流式细胞仪 guava easyCyte 8HT 美国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1245 遗传分析仪 3100AVANT 627－0030 美国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1246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1247 荧光定量 PCR 仪 ABI 7900HT 美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248 细胞培养检测系统 - IX81 日本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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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9 荧光定量 PCR 仪 7900HT - 7900HT 新加坡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250 流式细胞仪 FACS Aria II - BD FACS Aria II 美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251 流式细胞仪 - BD FASCalibur 美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252 流式细胞仪 MOFLO XDP 美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253 活细胞工作站 IX－81 日本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254 生物学 X 射线辐照仪 RS2000 美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255 生物大分子相互作用仪 OCT RED 96 美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256 超速离心机 L-100XP 美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257 流式细胞仪 LSR Fortessa 美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258 流式细胞仪 BD Calibur 美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259 多重单细胞分析仪 ViiA 7 美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260 活细胞工作站系统 AF7000 德国 四川大学 四川 
1261 无机元素分析系统 ICP 质谱仪和光谱仪 美国 同济大学 上海 
1262 有机元素分析仪 Vario ELIII 德国 同济大学 上海 
1263 离心机双向加载装置 水平向和竖向双向加载 英国 同济大学 上海 
1264 活细胞图像分析系统 AF7000 德国 同济大学 上海 
1265 核苷酸片段分析系统 WAVE-4500 中国 同济大学 上海 
1266 高速冷冻离心机 L-100XP 德国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1267 油料分析光谱仪 SpectroilM 美国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1268 蛋白组学系统 * 德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1269 超速冷冻离心机 OPTIMA*2-100 卡 美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1270 蛋白核酸分析仪 * 美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1271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7900 美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1272 元素分析仪 vaeeio MACRO cube 德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1273 遗传分析仪 3730 美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1274 目标蛋白快速分离系统 DF-2D 美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1275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1276 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1277 超速成离心机 L-100XP 美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1278 倒置荧光显微镜及活细胞工作站 DMI6000B+AF6000 型 德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1279 超速离心机 OPTIMA L-100XP 美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1280 蛋白质层析系统 AKTA 瑞典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1281 多功能磷屏扫描仪 FLA-7000 日本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1282 测序和遗传分析系统 LI4200 美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1283 遗传分析仪 4300L-2+ODYSSEY 美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1284 核酸蛋白纯化分析 VDS-CL 瑞典 西南大学 重庆 
1285 DNA 测序仪 ABI 3100 型 美国 西南大学 重庆 
1286 生物分子快速纯化系统 ABI 700E 美国 西南大学 重庆 
1287 遗传分析仪 3100 美国 西南大学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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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8 快速蛋白纯化系统 AKTAEXPLORER 10S 瑞典 西南大学 重庆 
1289 超速离心机 Beckman L80XP 美国 西南大学 重庆 
1290 全自动 DNA 测序仪 Eppendorf Easypet 美国 西南大学 重庆 
1291 遗传分析系统 LI-COR4300 中国 西南大学 重庆 
1292 荧光差异显色分析系统 Typhoon Trio 瑞典 西南大学 重庆 
1293 全自动质粒提取系统 Biorbot3000 德国 西南大学 重庆 
1294 生物大分子相互作用分析仪 Biacore3000 瑞典 西南大学 重庆 
1295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日立 7100（ISE) 日本 西南大学 重庆 
1296 高速流式细胞分选仪 Moflo XDP 美国 西南大学 重庆 
1297 超速冷冻离心机 CP100MX 日本 西南大学 重庆 
1298 超速冷冻离心机 CS150CXL 日本 西南大学 重庆 
1299 定量 PCR 仪 ABI7000 中国 西南大学 重庆 
1300 流式细胞分析仪 XL 美国 西南大学 重庆 
1301 定量遗传分析系统 PyromarkID 瑞典 西南大学 重庆 
1302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AV400 日本 西南大学 重庆 
1303 48 道 refurbish 基因分析仪 3730 美国 西南大学 重庆 
1304 全自动核酸提取系统 KURABO-PI2100 日本 西南大学 重庆 
1305 细胞遗传工作站 徕卡 德国 西南大学 重庆 
1306 全自动膜纯化仪 crossflow 美国 厦门大学 福建 
1307 流式细胞计 XL 美国 厦门大学 福建 
1308 溶液中蛋白质相互作用分析系统 XL-A 美国 厦门大学 福建 
1309 快速纯化工艺开拓系统 AKTAexplorer 美国 厦门大学 福建 
1310 生物分子相互作用分析 BIACORE X 瑞典 厦门大学 福建 
1311 核酸提取及液体处理系统 Biomek NX-MC 美国 厦门大学 福建 
1312 DNA 测序仪 3130XL 美国 厦门大学 福建 
1313 流式细胞分选仪 EPICS ALTRA 美国 厦门大学 福建 
1314 制备型超速离心机 L-1001XP 美国 厦门大学 福建 
1315 DNA 合成仪 3900 美国 厦门大学 福建 
1316 超速冷冻离心机 L-100XP 美国 厦门大学 福建 
1317 超速冷冻离心机 L-100XP 美国 厦门大学 福建 
1318 蛋白纯化系统 AKTApurifier100 瑞典 浙江大学 浙江 
1319 PCR 自动系列化分析仪 790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20 高通量测序仪 5500xl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21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ABI VIIA7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22 蛋白纯化系统 AKT 100 瑞典 浙江大学 浙江 
1323 芯片点样仪 SmartArrayer 136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24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1325 超速离心机 L-100XP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26 核酸蛋白测序仪 377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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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7 多钛蛋白质合成仪 PIONEER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28 DNA 遗传分析系统 4300 DNA ANALYZER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29 蛋白质分子相互作用仪 Biacoye 3000 瑞典 浙江大学 浙江 
1330 基因芯片操作系统 GCS30007G4C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31 荧光凝胶成像分析系统 ETTAN EDI 瑞典 浙江大学 浙江 
1332 蛋白测序系统 MODEL-491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33 荧光定量 PCR 仪 PRISM-700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34 生物传感器（生物分子间相互作用仪） BIACORE3000 瑞典 浙江大学 浙江 
1335 元素分析仪 VARIO MAX CNS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36 蛋白纯化仪 AKTA-100 瑞典 浙江大学 浙江 
1337 基因检测系统 3130GENETIC ANALY2ER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1338 基因芯片检测分析系统 GENRCHIP300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39 焦磷酸测序仪 PyroMark Q24 瑞典 浙江大学 浙江 
1340 全自动细胞脂肪酸分析仪 *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41 核苷酸片断分析系统 350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42 DNA 测序系统 Mega BACE 100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43 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1344 基因芯片分析仪 GENEPIX 4000B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45 离心机 Becman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46 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1347 荧光定量 PCR 仪 LC480II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48 离心机模型箱 非标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1349 实时细胞电子分析系统 RT-CES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50 元素分析仪 Vario Micro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51 蛋白纯化系统 AKTA100 瑞典 浙江大学 浙江 
1352 超速冷冻离心机 Optima L-80XP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53 活细胞显微研究系统 IX81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1354 自动凝胶采样仪 ETTAN SPET 250K0527 瑞典 浙江大学 浙江 
1355 多功能遗传分析系统 313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56 凝胶成像系统 EFFAN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57 蛋白纯化系统 AKTApurifier 10 瑞典 浙江大学 浙江 
1358 流式细胞计 344860FACSAYYAY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59 高通量测序仪 HiSeq200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60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1361 蛋白纯化系统 AKTA EXPLORER100 瑞典 浙江大学 浙江 
1362 高效蛋白层析仪 AKTA 瑞典 浙江大学 浙江 
1363 蛋白质纯化分离系统 AKTA100 瑞典 浙江大学 浙江 
1364 活细胞显微图像系统 NIKONTE 2000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1365 高通量荧光定量 PCR 仪 ABI 7900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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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6 X 射线辐照仪 RS200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67 高加速寿龠和高加速应力筛选测试系统 OVS/TYPH00N-2.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68 蛋白检测分析系统 CHIP10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69 生物分子成像仪 Typhoon FLA 700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70 流式细胞分选仪 BD FACS S ORP ARIA II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71 流式细胞仪 Cytomic FC 500MCL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72 倒置双光子共聚焦显微镜与活细胞工作站 IX81-FV1000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1373 动态荧光成像定量分析仪 ERP IM-10 加拿大 浙江大学 浙江 
1374 自动蛋白酶解点样工作站 spotter/digester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75 流式细胞分析仪 FC 500 MCL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76 流动检测高速相机 ULtima APX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77 离心机振动台 ZJU20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78 高通量实时荧光定量 PCR 20263lc480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79 连续流动分析仪 SAN++ 荷兰 浙江大学 浙江 
1380 分子相互作用分析系统 Biacore-X 瑞典 浙江大学 浙江 
1381 流式细胞仪 FC-50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82 流式细胞仪 calibur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83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84 DNA 测序仪 MEGABACE-100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85 流式细胞计 FACSCalibur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86 荧光定量 PCR 仪 ABI790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87 流式细胞仪 FACS Calibur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88 荧光定量 PCR 仪 LC480 瑞士 浙江大学 浙江 
1389 血细胞分析仪 ADUIA2120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90 流式细胞计 FACSCalibur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91 基因分析仪 ABI 3500 genetic analyzer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92 基因分析仪 ABI313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93 超速离心机 Ptima-L80XP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94 流式细胞计（环境污染毒理测试系统） BDFACSCALIBARTM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95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LIGHT CYCLER 480 瑞士 浙江大学 浙江 
1396 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1397 离心机 zju400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98 元素分析仪 VARIO MAX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99 多通道平行 DNA 分析系统 SE-301-1002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400 蛋白纯化仪 AKTA-100 瑞典 浙江大学 浙江 
1401 蛋白核酸分析仪 313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402 定量遗传分析系统 PYROMARK/ID 瑞典 浙江大学 浙江 
1403 生物辐照仪 RS200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404 多功能凝胶成像系统 TYPHOON 瑞典 浙江大学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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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5 流式细胞仪 BD LSR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406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OLYMPUS AU400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1407 IC 装备的流动检测与控制实验平台 自制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408 焦磷酸定量遗传分析系统 SOLID 3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409 蛋白质相互作用分析系统 D080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410 基因分析仪 ABI 3130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1411 基因芯片分析仪 4200AL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412 基因测序仪 BACE-500 瑞士 浙江大学 浙江 
1413 凝胶采样仪 ETTAN 瑞士 浙江大学 浙江 
1414 DNA 扩增仪 RIGHT CYCLE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415 荧光定量 PCR ABI790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416 流式细胞计 FACSCANTO Ⅱ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417 流式细胞仪 FACSAVIA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418 核酸片段分析仪 WAVE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419 凝胶采样仪 SPOT-CUTTER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420 流式细胞仪 EPIES XL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421 高通量萤光定量 PCR 仪 790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422 超速离心机 L-100XP 美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1423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1424 生物大分子相互作用仪 BIAcore X 瑞典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1425 核苷酸序列分析仪系统 WAVE3500HT 美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1426 功能连续光谱荧光酶标仪 M5 美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1427 流式细胞仪 FC500 MPL 美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1428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Biochrom30 美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1429 基因分析仪 CEQ8000 美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1430 基因分析仪 ABI prism 3130 美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1431 遗传分析系统 qzhang@ouc.edu.cn 美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1432 流式细胞仪 FACS.VAN.TAGE 美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1433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434 自动核酸纯化工作站 Epmotion5075VAC 德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435 快速蛋白纯化液相色谱系统 AKTA purifier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436 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437 基因分型仪 ****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438 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439 快速蛋白纯化系统 AKTK Purifier10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440 氨基酸分析仪 S-433D 德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441 DNA 遗传分析系统 4300S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442 生化分析仪 DXC 8000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443 生物分子互作分析仪 OCTE RED96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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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4 多重基因表达遗传分析系统 Gemno melab Gexp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445 呼吸代谢监测系统 Oxylet System 4-cages 西班牙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446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447 生物分子相互作用仪 sensiq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448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ViiA 7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449 活细胞工作站 AF6500 德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450 大鼠代谢监视系统 ony max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451 自动培养基制备 DOSE IT P910 德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452 连续流动分析仪 AA3 德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453 基因芯片分析平台 Gene Chip Scanner 3000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454 氨基酸分析仪 L-8800 日本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455 高通量荧光定量 PCR 仪 7900HT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456 流式细胞仪 FACSARIA III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457 流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458 超速离心机 ****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459 高速分选型流式细胞仪 MoFLoXDP 型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460 氨基酸分析仪 A-200 德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461 同位素标记分析仪 STOYM820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462 离心机 J-26 XP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463 Proxima 连续流动分析仪 Proxima 法国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464 元素分析仪 EL cube CHNSO 德国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1465 “深水井筒流动模拟实验装置”升级装置 研制 中国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1466 CHNS/O 元素分析仪 Vario EL III 德国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1467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1468 流式细胞仪 FAS CA LIBUR 美国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1469 超速冷动离心机 ULTRA PROBO 美国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1470 元素分析仪 VARIO EL III 德国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1471 生物分子分析系统 X-100 美国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1472 遗传分析仪 PRISM3130XL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473 荧光定量 DNA 扩增仪 7900HT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474 流式细胞仪 Gallios/荧光信号差异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475 核苷酸片断分析系统 L-7400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476 实时荧光定量 PCR 分析仪 Light Cycle 德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477 荧光差异蛋白质组分析系统 TYPHOON TRIO+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478 定量遗传分析系统 PyroMarker ID 瑞典 中南大学 湖南 
1479 基因芯片系统 Affymetrix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480 定量遗传分析系统 PyroMark ID 瑞典 中南大学 湖南 
1481 遗传分析系统 CEQ 8000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482 荧光差异蛋白质组分析系统 ETTAN 2D-DIGE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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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3 制备超速离心机 OPTIMAL L-100XP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484 全自动核酸纯化工作站 biomek NX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485 流式细胞仪 FACS ARIA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486 氮/氧/氢联合测定仪 TCH600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487 金相图像定量分析仪 MeF3A 德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488 流式细胞仪 MOFLO XDP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489 芯片杂交站 TECAN 奥地利 中南大学 湖南 
1490 台式生物芯片点样仪 Accent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491 多肽合成仪 PIONEER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492 遗传分析仪 PRISM3100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493 制备型超速离心机 Optimal L-100XP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494 超速离心机 OPTIMA L-100XP 美国 中山大学 广东 
1495 流式细胞分析系统 Gallios 美国 中山大学 广东 
1496 模块化组合分析系统 E170 日本 中山大学 广东 
1497 快速动力学停留装置 SX20 英国 中山大学 广东 
1498 实时荧光定量 PCR 系统 LightCycler 480II 瑞士 中山大学 广东 
1499 荧光差异蛋白表达检测分析系统 Typhoon9400 瑞典 中山大学 广东 
1500 基因分析仪 ABI 3500XL 美国 中山大学 广东 
1501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7600-020 ISE 日本 中山大学 广东 
1502 超速离心机 Optima L-100XP 美国 中山大学 广东 
1503 DNA 测序仪 377-01 美国 中山大学 广东 
1504 核苷酸片段分析系统 WAVE-99-3500HT 美国 中山大学 广东 
1505 生物大分子相互作用分析仪 ProteOn XPR36 美国 中山大学 广东 
1506 连续波长多功能酶标仪 TECAN Infinite M1000 瑞士 中山大学 广东 
1507 全自动 DNA 遗传分析仪 ABI3100 美国 中山大学 广东 
1508 高通量荧光定量 PCR 仪 Roche LightCycler480 瑞士 中山大学 广东 
1509 全自动 DNA 遗传分析仪 AB13730 美国 中山大学 广东 
1510 全自动细胞组高内涵筛选分析系统 ArrayScan VTi600Plus 美国 中山大学 广东 
1511 分析/分选型高通量流式细胞仪 BD FACSAriaⅡ(SORP) 美国 中山大学 广东 
1512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ABI ViiA 7 新加坡 中山大学 广东 
1513 全频超声乳化吸引刀 SONOCA 300 德国 中山大学 广东 
1514 超速离心机 Optima LE-80k 美国 中山大学 广东 
1515 超速流式细胞分选系统 MofloXDP 美国 中山大学 广东 
1516 全自动磁性细胞分选仪 autoMACS Pro 德国 中山大学 广东 
1517 流式细胞分选仪 BD SORP FacsAria II 美国 中山大学 广东 
1518 流式细胞分选仪 BD Influx 美国 中山大学 广东 
1519 活细胞工作站 Leica AF6000-DMI 600B/Leica AF6000 德国 重庆大学 重庆 
1520 分子相互作用分析系统 BR-1100-2 瑞典 重庆大学 重庆 
1521 元素分析仪 vario EL  III 德国 重庆大学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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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 数字化染色体自动分析图像系统 AxitoLam2 美国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

 

北京 
1523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

 

北京 
1524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ADVIA 2120 德国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

 

北京 
1525 生物传感器 biacore3000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1526 分选型流式细胞仪 Aria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1527 超速离心机 XL-90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1528 流式细胞仪 EPICS XL 4CLR*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1529 蛋白质 N 末端测序仪 PPSQ-31A 日本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1530 UltraVIEW VOX 活细胞高速激光共聚焦实时成像

 

UltraVIEW VOX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1531 超速离心机 MX150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1532 Sequenom MassARRAY 核酸分析仪 Sequenom MassARRAY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1533 流式细胞仪 FACSARIAII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1534 活细胞工作站 ix91 日本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1535 多功能酶标仪 Synergy 4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1536 活细胞工作站 IX81-LCS 日本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1537 基因芯片系统 Affymetrix GeneChip System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1538 全自动微生物/细胞培养两用罐 ez-control 15L 荷兰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 云南 
1539 超速冷冻离心机 L-100XP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1540 快速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7900HT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1541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TBA-40FR 日本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1542 流式细胞分析仪 EPICS XL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1543 生物分子相互作用分析仪 T200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1544 高速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1545 细胞动力学监测系统 ANALYZER 1000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1546 激光共聚焦活细胞成像系统 UIraVIEWVOX/Nikon 型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北京 
1547 落地式超速冷冻离心机 OPTIMAL-80XP 型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北京 
1548 流式细胞仪 FACS Aria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北京 
1549 核酸纯化仪 Roche  LV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北京 
1550 超速冷冻离心机 Optima L-80XP Ultracentrifuge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北京 
1551 实时荧光 PCR 仪 Light Cycler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北京 
1552 流式细胞分析仪 FACSCanto TM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北京 
1553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7100 日本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北京 
1554 超速离心机 L7-80 Ultracentrifuge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北京 
1555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7060 日本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北京 
1556 荧光差异蛋白分析 Ettan DIGE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北京 
1557 生物分子相互作用仪 T100 瑞典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北京 
1558 AKTA 蛋白纯化系统 QuixStand basic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北京 
1559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 OMNILOG PLUS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北京 
1560 小型生物芯片点样仪 SpotArray 24 美国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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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1 遗传分析仪 3130XL 美国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1562 核酸自动化进样分装仪 4CH 瑞士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1563 全自动打样机 304QuadPunch 澳大利亚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1564 3130 遗传分析仪 3130 美国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1565 核酸提取自动化工作站 96+4CH 瑞士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1566 3100-Avant 遗传分析仪 3100-Avant 美国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1567 7500 荧光定量 PCR 仪 7500 美国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1568 焦磷酸测序遗传定量分型系统 Q96ID 瑞典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1569 流动注射分析仪 AutoAnalyzer3 德国 水利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

 

江苏 
1570 连续流动化学分析仪 AutoAnalyzer3 德国 水利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

 

江苏 
1571 大型离心机 NS-90 型 400g-t 中国 水利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

 

江苏 
1572 离心机振动台系统 NS-1 中国 水利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

 

江苏 
1573 Bio-Plex 悬液芯片系统 Bio-Plex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 北京 
1574 酶联荧光分析仪 ImmunoSpot UV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 北京 
1575 流式细胞仪 DACSAria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 北京 
1576 细胞内离子成像测量及心肌细胞收缩测定系统 IonOptix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 北京 
1577 落地式超速离心机 Optima L-100XP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 北京 
1578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7080 日本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 北京 
1579 活细胞工作站 IX-81 日本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 北京 
1580 悬液芯片系统 BIO-RADBIO-PLEX200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北京 
1581 斑点酶解系统 GEEttan Digester 瑞典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北京 
1582 定时定量 PCR 仪 BIO-RADCFX96 新加坡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北京 
1583 活体细胞显微成像系统 AF7000 德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北京 
1584 流式细胞分析仪 EPICSXL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北京 
1585 超速离心机 日立 CP100WX 日本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北京 
1586 流式细胞仪 Canto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北京 
1587 氨基酸分析仪 L-8800 日本 北方民族大学 宁夏 
1588 荧光定量 PCR 仪 AKTA  TBE300B 新加坡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 
1589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A300 德国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 
1590 高速分选型流式细胞仪 MOF10 美国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 
1591 在线活细胞浓度分析仪 220 型 英国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 北京 
1592 荧光定量 PCR 仪 7900HT 美国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 北京 
1593 三相卧螺离心机 Z23-3 英国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 北京 
1594 全自动生化分析系统 CX5PRO 美国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 北京 
1595 氨基酸分析仪 L-8800 美国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 北京 
1596 高效离子交换色谱仪 ICS-3000 美国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 北京 
1597 全自动遗传分析仪 3130xl 美国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浙江 
1598 蛋白组学研究系统 瑞典 Spot picker typhoon 瑞典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浙江 
1599 激光多功能酶标仪 PE Enspire 美国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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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 流式影像仪 CXIV 美国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福建 
1601 高速分选型流式细胞仪 MOFLO  XDP 美国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福建 
1602 便携式流式细胞仪 Beckman Quanta SC 美国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中国极地研究所） 上海 
1603 超速冷冻离心机 美国贝克曼库尔特 L-100K 美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1604 化学分析仪 AAⅢ 德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1605 氨基酸分析仪 BIOCHROM 31 美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1606 增强型连续流动分析仪 FSIV+增强型 美国 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广东 
1607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北京 
1608 活细胞成像系统 LCS 日本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中国中医科学

 

北京 
1609 流式细胞仪 Quanta SC 美国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福建 
1610 落地式超速离心机 Optima L-80XP 美国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福建 
1611 生物大分子相互作用仪 Biacor T1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山东 
1612 454 测序仪 GS FLX-454 美国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山东 
1613 Solexa 测序仪 SOLEXA 美国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山东 
1614 目标蛋白快速鉴定系统 ProteomeLab PA 8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山东 
1615 目标蛋白快速分离系统 ProteomeLabTM   PF-2D 美国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山东 
1616 细胞荧光强度测量系统 Tecnai G2 F20 S-Twin 日本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1617 多功能细胞定量分析仪 Quanta SC 美国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1618 流式细胞仪 FACSAria 美国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山东 
1619 连续流动分析仪 Branlubbe AA3 德国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山东 
1620 共聚焦活细胞工作站 FV101-W-SET 日本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山东 
1621 DNA 合成仪 Dr.Oligo 192 美国 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天津 
1622 DNA 测序仪 Miseq Personal Sequencing System 美国 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天津 
1623 酶动力学快速分析系统 Chirascan 英国 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天津 
1624 核酸定量检测系统 COBAS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 上海 
1625 流式细胞仪 FACS AriaII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 上海 
1626 荧光定量 PCR 仪 7900TH（96-WELL）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 上海 
1627 荧光定量 PCR 仪 7900TH（384-WELL）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 上海 
1628 高通量测序仪 GS Junior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 上海 
1629 流式细胞仪 LSR II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 上海 
1630 目标蛋白快速分离系统 PF2D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

 

北京 
1631 流式细胞仪 BDFACSAria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

 

北京 
1632 全自动血凝仪 NEXGENfour 日本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

 

北京 
1633 免疫分析系统 MODULEE170 日本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

 

北京 
1634 生化分析仪 AU-400 日本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

 

北京 
1635 流式细胞仪 FASCSCalibu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

 

北京 
1636 流式细胞仪 FACSAria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

 

北京 
1637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

 

北京 
1638 荧光定量 PCR 仪 HT7900 新加坡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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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9 流式细胞仪 Nanios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一临床医药研究所（中

 

北京 
164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7020 日本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 
1641 晶芯片操作系统 晶芯 PersonalArrayer 中国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 
1642 高速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 
1643 核酸操作工作站 710A 美国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 
1644 流体细胞仪 FACSCaliburTM 美国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 
1645 荧光定量 PCR 仪 Roche  lightcycler 480 德国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 
1646 流式细胞仪 FAESCANTOII 美国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 
1647 微生物鉴定系统 OmniLog  Plus System 美国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 
1648 快速纯化系统 AKTA EXPLORER 100 型 美国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 
1649 循环制备型分离纯化 HPLC 系统 LC-9101 日本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 
1650 蛋白纯化系统 AKTA explorer10s system 美国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 
1651 DNA 测序仪 Li—4200 美国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 
1652 全自动基因分析 仪 ABI 3130XL 美国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1653 全自动氨基酸分 析 日立 L-8900 日本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1654 全自动基因分析仪 3730*196 道 美国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1655 高通量测序仪 HISEQ2000 美国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1656 全自动基因分析仪 3130XL 美国 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 北京 
1657 流式细胞分析仪 FACSAria 美国 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 北京 
1658 基因芯片工作站 Affymetrix7G 美国 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 北京 
1659 全自动荧光定量 PCR 系统 LightCycler？ 480 瑞士 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 北京 
1660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_L-8900 日本 北京工商大学 北京 
1661 馏分收集器 PFC 德国 北京工商大学 北京 
1662 高通量基因分析仪 3730XL 日本 首都体育学院 北京 
1663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7500Fast 7500fastRTPCR  System 美国 首都体育学院 北京 
1664 全自动化学分析仪 SMARTCHEM 140 法国 北京农学院 北京 
1665 超速离心机 L-100XP 美国 北京农学院 北京 
1666 激光多普勒血流灌注成像仪 peri cam PSI 瑞士 北京农学院 北京 
1667 流式细胞仪 QUANTA SC 美国 北京农学院 北京 
1668 流式细胞仪 * 美国 北京农学院 北京 
1669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800 日本 北京农学院 北京 
1670 代谢组学成套设备 GCMS-QP2010E 美国 北京农学院 北京 
1671 毛细管电泳仪 BECKMAN PA800 美国 北京农学院 北京 
1672 超速离心机 CS120GX II 日本 北京农学院 北京 
1673 微阵列芯片点样系统 晶芯 SmartArrayer48 中国 北京农学院 北京 
1674 动物核磁影像系统 70/16US 中国 首都医科大学 北京 
1675 核磁兼容小动物麻醉机 VT110MRI 中国 首都医科大学 北京 
1676 800 兆核磁共振谱仪系统 800MHZ 德国 首都医科大学 北京 
1677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P SP5 德国 首都医科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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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8 DNA 序列分析仪 CEQ2000XL 美国 北京农业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 
1679 芯片杂交仪（05-生物新药设备） ArrayBooster SB410 中国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本级 北京 
1680 蛋白纯化系统（05-生物新药设备） GradiFlow BF400 中国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本级 北京 
1681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05-生物新药设备） 日立 7080 中国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本级 北京 
1682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05-生物新药设备） 拜耳 ACS180SE 中国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本级 北京 
1683 芯片点样系统（05-生物新药设备） SmartArrayer48(CAP-I0003A) 中国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本级 北京 
1684 微生物全自动鉴定仪(08-食品辐照安全) VITEK32 中国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本级 北京 
1685 氨基酸分析仪（08－食品营养健康） L-8900 中国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本级 北京 
1686 生化分析仪（07-药理实验室） AU400 中国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本级 北京 
1687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06-人源化模型） HITACHI 7080 中国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本级 北京 
1688 流式细胞仪（06-GLP 专项设备） FACSAria 中国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本级 北京 
1689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AU400 日本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690 超速冷冻离心机 L-100 XP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691 超速离心机 * 中国 天津农学院 天津 
1692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及药敏分析仪 VTK2 美国 天津农学院 天津 
1693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天津农学院 天津 
1694 高端流式细胞分选仪 FACS Aria Ⅱ 美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1695 基因芯片分析系统 G2505CA 美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1696 流式细胞仪 FACS verse 美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1697 荧光定量 PCR 仪 7900 美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1698 蛋白纯化仪 AKTA explorer10s 瑞典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1699 活细胞工作站 IX81-ZDC 日本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1700 超速离心机 Optima L-100XP 美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1701 自动蛋白酶解系统 GE Ettan Digester 美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1702 高通量实时荧光定量基因扩增仪 ABI 7900HT 新加坡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1703 测序仪 Genome Analyzer IIx 美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1704 显微成像流式分析系统 AMNIS 美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1705 制备型超速离心机 Optima L-100XP 美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1706 比较基因组工作站 AI cytovision 美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1707 蛋白纯化系统 UPC 100 瑞典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1708 流式细胞仪 BD FACSAria 美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1709 血细胞分离仪 Spectra 美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1710 超速冷冻离心机 Optimal-100XP 美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1711 流式细胞仪 FACS Aria Ⅱ 美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1712 流式细胞仪 FACSCanto II 美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1713 定量 PCR 仪 ABI7500 美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1714 发酵产物筛选工作站 Zephyr 美国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1715 超速冷冻离心机 Optima L-100xp 美国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1716 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 Microstation ML3 美国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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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7 流式细胞计 BDFACSCALIBUR 美国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1718 多功能微孔板分析仪 Flexstation 3 美国 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 
1719 流式细胞仪 Altra 美国 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 
1720 双向电泳系统 IEF 美国 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 
1721 遗传分析仪 4300S 美国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1722 焦磷酸测序仪 PSQQ 96MA 瑞典 天津市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天津 
1723 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天津市畜牧兽医研究所 天津 
1724 一体机(全自动细管精液冷冻仪） DIGITCOOL5300 法国 天津市奶牛发展中心 天津 
1725 乳成份分析仪 milkscan5000 丹麦 天津市奶牛发展中心 天津 
1726 乳成份分析仪 CombifossFT+200 丹麦 天津市奶牛发展中心 天津 
1727 全自动生化仪 日立 7080 日本 天津药物研究院 天津 
1728 高速离心机 CR22GⅢ 日本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遗传生理研究所 河北 
1729 超速冷冻离心机 LXP-IM-6 德国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河北 
1730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华北煤炭医学院 河北 
1731 流式细胞仪 DBFACSCalibur 美国 承德医学院 河北 
1732 快速蛋白液相层析系统 BiologicDuofLow 美国 承德医学院 河北 
1733 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石家庄果树研究所 河北 
1734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 ACCESS2 美国 河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河北 
1735 DNA 遗传分析系统（基因分析仪） 3130 美国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谷子研究所 河北 
1736 氨基酸分析仪 Biochrom 31 瑞典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 河北 
1737 全自动生化分析系统 TBA-40FR   ACCUTE 日本 河北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院 河北 
1738 微生物快速分析仪 Bactra 4300 奥地利 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 
1739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 VITEK 2 Compact 30 法国 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 
1740 超速冷冻离心机 CS150GXⅡ 日本 山西大学 山西 
1741 氨基酸自动分析仪 Biodhrom30 英国 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 
1742 全自动生化仪 LX-20 美国 长治医学院 山西 
1743 凝胶成像系统 FluorChem M 美国 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山西 
1744 自动微生物快速检测分析系统 VITEK 2 COMPACT 美国 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山西 
1745 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山西 
1746 贝克曼库尔特免疫分析仪 access2 美国 山西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山西 
1747 2D 蛋白凝胶成像分析系统 PROXPRESS 2D 美国 内蒙古医科大学 内蒙古 
1748 蛋白组成像系统 ProXPRESS2D 美国 内蒙古医科大学 内蒙古 
1749 快速纯化系统 AKTA purifies 美国 内蒙古医科大学 内蒙古 
1750 DNA 提取加样工作站 EVO150-8 瑞士 辽宁省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 辽宁 
1751 DNA 测序仪 3130xl 美国 辽宁省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 辽宁 
1752 DNA 测序仪 3130xl 美国 辽宁省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 辽宁 
1753 定量 PCR 仪 7500 美国 辽宁省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 辽宁 
1754 DNA 提取加样工作站 Freedom EVO-8 100 瑞士 辽宁省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 辽宁 
1755 DNA 提取加样工作站 Freedom EVO-2 150 Base 瑞士 辽宁省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 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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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6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800 日本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 
1757 基因分析仪 3100 型 日本 辽宁医学院 辽宁 
1758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辽宁医学院 辽宁 
1759 基因芯片扫描仪 NV-J27MC 美国 辽宁医学院 辽宁 
1760 实时定量 PCR 仪 Lightcycler 480II 德国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1761 定量 PCR 仪 480II 德国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1762 3130 基因分析仪 3130 日本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1763 磁性细胞分选机 MACS PRO Staring kit 德国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1764 基因芯片点样系统 AD3200 美国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1765 基因芯片分析系统 GENETACTL 美国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1766 基因芯片点样仪 MICROGRID II TAS 英国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1767 磁性细胞分选机 MACS PRO Staring kit 德国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1768 核酸自动化分析系统 LCGX 美国 吉林省养蜂科学研究所 吉林 
1769 多肽蛋白质多维分析系统 * 中国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1770 雅培全自动标记免疫发光分析仪 AXSYMPLUS 美国 吉林体育学院 吉林 
1771 威图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selectra-E 荷兰 吉林体育学院 吉林 
1772 微生物自动鉴定仪 1 美国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1773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7500 美国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1774 超速冷冻离心机 L-100XP 美国 哈尔滨商业大学 黑龙江 
1775 流式细胞仪 BD FAcscalibur 美国 牡丹江医学院 黑龙江 
1776 荧光定量 PCR 仪 AB17300 美国 齐齐哈尔医学院 黑龙江 
1777 流式细胞仪 BDFACSCALLBUR 美国 齐齐哈尔医学院 黑龙江 
1778 超速离心机 CP70MX 日本 齐齐哈尔医学院 黑龙江 
1779 多用途离心机 L8-M 美国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绥化分院 黑龙江 
1780 超速离心机 CP100MX 日本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黑龙江 
1781 遗传分析系统 3130 美国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黑龙江 
1782 超速离心机 Beckman L80-XP 中国 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黑龙江 
1783 细胞定量分析仪 Quarta SC 中国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1784 超速冷冻离心机 Optima L-100XP 美国 上海海洋大学 上海 
1785 基因组测序 GS FLX 系统 GS FLX 瑞士 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 上海 
1786 3730xl 测序仪 ABI-3730XL 美国 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 上海 
1787 全基因组分型系统 WG-15-114 美国 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 上海 
1788 微流控芯片生物分析仪 Caliper LCGX 美国 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 上海 
1789 基因分析仪 HiSeq 2000 美国 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 上海 
1790 基因测序仪 GS FLX+ 美国 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 上海 
1791 高速基因分析仪 solid 4 美国 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 上海 
1792 基因分析仪 Solexa 美国 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 上海 
1793 基因芯片杂交仪 BD-60-502 美国 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 上海 
1794 流式细胞分析仪 FACSCalibur 美国 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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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5 DNA 序列检测仪 7900 型 7900 型 美国 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 上海 
1796 3730DNA 测序仪 3730xl 美国 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 上海 
1797 3730XL DNA 测序仪 ABI-3730XL 美国 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 上海 
1798 PM ID 定量遗传分析系统 Pyromark TM 瑞典 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 上海 
1799 全自动血球分析仪 ADVIA 2120 美国 国家上海新药安全评价研究中心 上海 
1800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国家上海新药安全评价研究中心 上海 
1801 病理切片扫描成像系统 scanscope cs 美国 国家上海新药安全评价研究中心 上海 
1802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HITACHI 7060 日本 国家上海新药安全评价研究中心 上海 
1803 全自动膜片钳系统 NPC-16 德国 国家上海新药安全评价研究中心 上海 
1804 基因组工作站 BIOMEK3000 美国 上海实验动物研究中心 上海 
1805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 XT-2000IV 日本 上海实验动物研究中心 上海 
1806 核酸基因自动测序仪 3730xl 美国 上海实验动物研究中心 上海 
1807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HITACHI 7180 日本 上海实验动物研究中心 上海 
1808 小动物代谢分析系统 LABMASTER 德国 上海实验动物研究中心 上海 
1809 实时 PCR 扩增仪 ABI 7900 美国 上海实验动物研究中心 上海 
1810 病原微生物鉴定系统 LUMINEX 200 美国 上海实验动物研究中心 上海 
1811 层析系统 AKTA 德国 上海实验动物研究中心 上海 
1812 活体生物发光系统 LUMAZONE FA2048 美国 上海实验动物研究中心 上海 
1813 多项目血液生化自动分析仪 7020 日本 上海实验动物研究中心 上海 
1814 分选型流式细胞仪 BD FACSARIA 美国 上海实验动物研究中心 上海 
1815 超速离心机 BECKMANIPTIMA 美国 上海实验动物研究中心 上海 
1816 细胞分析仪 FACSCALIBUR 美国 上海实验动物研究中心 上海 
1817 血液细胞分析仪 QUANTA SC MPL 美国 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 上海 
1818 快速工艺开拓系统 AKTA explore 美国 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 上海 
1819 高效进样分离系统 F11UPB221A ACQUITY UPLL 美国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 
1820 氨基酸分析仪 Biochrom20plus 英国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 
1821 数码 PCR 分析系统 QuatStudio 12k Flex 美国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 
1822 蛋白分离纯化系统 AKTA purifier10 美国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上海 
1823 氨基酸仪 A200 德国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上海 
1824 遗传分析仪 CEQ8000 美国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上海 
1825 荧光定量 PCR 仪 ABI 7500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826 全自动细菌鉴定药敏分析系统 VITEK-2COMPACT 法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827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828 全自动微生物定量分析系统 TEMPO 法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829 荧光定量 PCR 仪 ABI 7500FAST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831 全自动凯氏定氮仪 Foss 8400/8460 瑞典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质谱仪器/1749 台（套） 

52/575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产地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气体质谱仪 HPR-20 英国 上海大学 上海 
2 表面等离子共振仪 Autolab ESPRIT 荷兰 上海大学 上海 
3 空气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检测系统 预浓缩装置（Entech），GC/MS（7890A-5975C)） 美国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上海 
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HP6890+/5973MSD 美国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上海 
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 DSQ 美国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上海 
6 气质联用仪 Agilent 5975C-7890A 美国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上海 
7 质子传递反应质谱仪 HS PTR-QMS 500 英国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上海 
8 同位素比质谱仪 Delta V Advantage 德国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上海 
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上海 
10 安捷伦 1100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1100 LC/MS Trap 美国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 上海 
11 蛋白质组质谱分析系统 AB-5600 新加坡 上海市肿瘤研究所 上海 
12 三重四级秆串联质谱仪 Quattro Premier XE 美国 上海市检测中心 上海 
13 电藕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X Series II 英国 上海市检测中心 上海 
14 等离子体发射质谱仪 DRC-e 美国 上海市检测中心 上海 
15 磁式高分辨质谱仪 AutoSpec Primie 英国 上海市检测中心 上海 
16 气质联用仪 6890N/5975B 美国 上海市检测中心 上海 
17 线性离子阱质谱仪 LTQ 美国 上海市检测中心 上海 
18 高分辨等离子质谱仪 ICP-MS 美国 上海市检测中心 上海 
19 四级杆-飞行时间高分辨质谱仪 SYNAPT MS WITH 4KAMU 美国 上海药物代谢研究中心 上海 
20 三重四级杆质谱仪 TSQ Quantum Vantage 美国 上海药物代谢研究中心 上海 
21 液相色谱-质谱-质谱联用仪 QTRAP 5500 美国 上海药物代谢研究中心 上海 
22 液质联用仪 AB132000 美国 上海市农药研究所 上海 
23 等离子体耦合质谱仪 7700X 美国 上海市农药研究所 上海 
2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N/5973N 美国 上海市毛麻纺织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2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5975C 美国 上海市毛麻纺织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26 裂解－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5200/6890N/5975 美国 上海市涂料研究所 上海 
27 液质联用仪 API 3200 美国 上海市工业微生物研究所 上海 
28 碳氢同位素质谱分析仪 INTGRA-CN 英国 上海市工业微生物研究所 上海 
29 质谱仪 QTRAP 5500 美国 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 上海 
30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ELAN9000 美国 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 上海 
31 飞行时间质谱基因分型系统 MassARRAY 美国 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 上海 
32 串联四极杆线性离子阱质谱 Qtrap 3200 美国 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 上海 
3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 600 美国 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 上海 
34 液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联用仪 Agilent LC Q-TOF 美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上海 
35 液相色谱－三重四级杆质谱联用仪 Agilent  LC QQQ 美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上海 
36 液相色谱－离子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LC MSD Trap 美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上海 
37 磁式质谱仪 AUTOSPC 美国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上海 
38 液相质谱联用仪 LCMS2010 日本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上海 
39 三重串联四极杆液质联用仪 LC1260/6410B 美国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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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三重串联四级杆质谱仪 Agilent6410 美国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江苏 
41 气质联用仪 Agilent 7890A/5975C 美国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江苏 
42 离子肼质谱仪 Agilent6310 美国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江苏 
43 安捷伦 1260 液相色谱-G6530 三级四极杆飞行时间

 

1260/6530 美国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江苏 
44 质谱仪 布鲁克 autoflex speed MALDI-TOF 美国 南京邮电大学 江苏 
45 质谱联用仪 Trace DSQ 美国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 
46 气相色谱-质普联用仪 VARIAN 3800/2400 美国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47 多接收等离子体质谱仪 Neptune 德国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48 同位素质谱仪 MAT-253 美国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49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1290-6460 美国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50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UC-2020 日本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5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 / 5975C 美国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 
52 色谱质谱联用仪 Mariner 美国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 
53 液质联用仪 Q-TOFMICRO 美国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 
5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5975B 美国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 
55 色谱质谱联用仪 xevo-TQD 美国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 
56 快速液相-复合型电场轨道阱回旋共振质谱分析系

 

UHPLC-LTQ-Orbitrap 美国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 
57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iple quad 5500 美国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 
58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iple TOF 5600 美国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 
59 单四级杆质谱仪 SQD2 美国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 
60 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 美国 江苏警官学院 江苏 
61 高效液相-离子阱-飞行时间质谱联用仪 LCMS-IT-TOF 日本 南通大学 江苏 
62 基质辅助激光解吸附电离飞行时间质谱仪 Axima Performance 日本 南通大学 江苏 
63 电感藕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ELAN DRC-e 美国 扬州大学 江苏 
64 气质联用仪 6890/5973I 美国 扬州大学 江苏 
65 液质联用仪 LCQ Dece KP MAX 美国 扬州大学 江苏 
66 气质联用仪 trqce Dsq 美国 扬州大学 江苏 
67 液相三重四极杆质谱联用仪 6460 美国 扬州大学 江苏 
68 离子阱质谱仪 ESQUIRE-6000 德国 淮阴工学院 江苏 
69 气质联用仪 5973NMSD6890GC 美国 淮阴工学院 江苏 
70 液质联用仪 Agilent1100 美国 淮阴工学院 江苏 
71 液质联用仪 Agilent 6110 美国 江苏科技大学 江苏 
72 色谱质谱联用仪 GCQ 美国 常州大学 江苏 
73 液相色谱与质谱联用 LCMS2010EV 日本 常州大学 江苏 
7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日本 常州大学 江苏 
75 液相色谱离子阱质谱联用仪 LXQ 美国 江苏大学 江苏 
76 气质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江苏大学 江苏 
77 等离子体质谱仪 X seriesⅡ 美国 江苏大学 江苏 
78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6890GC/5973NMSD 美国 江苏大学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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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飞行时间质谱仪 Ultraflex-Tof-Tof 德国 江苏大学 江苏 
8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re ultna ITQ1100 美国 江苏大学 江苏 
81 质谱仪 llitrafiex2 美国 南京医科大学 江苏 
82 液质联用仪 Ltqorbitrap 美国 南京医科大学 江苏 
83 单四级杆液质联用仪 6120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84 色谱质谱联用仪 API4000 QTRAP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85 高分辨飞行时间质谱仪 TOF-MS 英国 苏州大学 江苏 
86 高效液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仪 LC-MS1200/6220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87 串联线性离子阱质谱仪 QTRAP2000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88 气相色谱-质谱仪 EPICS  ALTRA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89 气相-质谱联用仪 Saturan2200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9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450MS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9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 DSQ 美国 盐城工学院 江苏 
92 微阵列芯片分析仪 10K-A/PA-16 中国 徐州医学院 江苏 
93 液相色谱-串联三重四级质谱仪 4000QTRAP 美国 徐州工程学院 江苏 
94 质谱仪(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Aurora M90 德国 淮海工学院 江苏 
95 质谱仪 LCQ Adrantage 美国 盐城师范学院 江苏 
96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热电 TRACT DSQ II 美国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97 液质联用仪 2695 美国 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 江苏 
98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7890A/5975 美国 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江苏 
99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1260/6430 美国 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江苏 
100 气-质-质联用仪(三重四极杆气相质谱仪) ThermoFisher TSQ-45000 TSQ 美国 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江苏 
101 等离子体质谱仪 Perin Elmer ELAN DRC-e 美国 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江苏 
102 三重四极杆液质联用仪 ThermoFisher TSQ-40000 美国 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江苏 
103 串联质谱仪 atoflexIII TOF/TOF 200 德国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 江苏 
10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CLARUS500 美国 江苏省电子信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江苏 
105 等离子体质谱仪 iCAP6300MFC 美国 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江苏 
106 等离子体质谱仪 X Series Ⅱ ICP-MS 美国 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江苏 
107 等离子体质谱仪 X 7 ICP-MS 美国 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江苏 
108 气质联用仪 Agilent6890N/5975 美国 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109 液质联用仪 Agilent 6430 美国 苏州市中医药研究所 江苏 
110 四极杆型离子阱液质联用仪 LXQ 美国 南京食品包装机械研究所 江苏 
111 质谱仪 Trace DSQ 美国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112 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emt7890A-5975 MSD 美国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113 液质联用仪 UPLC 美国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114 直接进样质谱仪 ITQ 1100 美国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115 四极杆质谱仪 Trace DSQ 美国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116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安捷伦 5975 美国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117 质谱仪 1200 美国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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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5915-7890 美国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119 串联四级杆-飞行时间质谱仪 micrOTOF QII 德国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120 菲尼根质谱仪 LCQ ADVANTAGE 美国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121 气相色谱质谱仪 CP3800-Saturn 2000 美国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122 液相质谱串联蛋白组工作站 Qtrap 2000 美国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23 质谱仪 LCQ-FLEET 中国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24 气质联用色谱 AgilentGC7890A＋MS5975C 美国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 
12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N-59751 美国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 
126 超高分辨飞行时间质谱系统 UHR.TOF maXis 德国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27 液质联用仪 4000QTRAP 新加坡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28 飞行时间串联质谱仪 MALDI TOF/TOP 4800 美国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29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X Series II 美国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30 高效凝胶过滤色谱－气相－质谱联用仪 GPC-GCMS-2010 日本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31 气质联用仪 岛津 GCMS-2010 日本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32 高分辨质谱仪 Exactive 美国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3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嘉兴学院 浙江 
134 气质联用仪 5975c-7890A 美国 浙江科技学院 浙江 
13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 
136 气象色谱质谱 GCMS-QP201PLUS 日本 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 
137 气质联用仪 Agilent 5975C 美国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138 飞行时间质谱仪 6224 TOF 美国 浙江省中药研究所有限公司 浙江 
139 色质谱联仪 VOGAGER GC/MS/DS FINMGAN 美国 浙江省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 
140 液质联用仪 LCQ Advantage LC-MSn System 美国 浙江省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 
14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6890PLUS/MSD5973 美国 浙江丝绸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 
14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SATURN2000 美国 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浙江 
143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质谱联用仪 Alliance2695-Premier XE 美国 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浙江 
144 离子阱多极质谱仪 220MS 美国 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 浙江 
14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5790A-975C 美国 浙江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浙江 
146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 Quattro Premier XE 美国 浙江省质量检测科学研究院 浙江 
147 质谱仪 Agilemt 5975c 美国 浙江省柑桔研究所 浙江 
148 质谱仪 5975C 美国 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设计研究院 浙江 
149 单级质谱检测器 6120 美国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150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 API 4000Q 美国 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浙江 
151 液相色谱-串联色谱仪 API-3000 美国 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浙江 
152 高效液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仪 1290LC-6540 美国 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浙江 
153 气-质联用仪 Aglent 6890/5973 美国 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浙江 
154 气相色谱三重四级杆质谱联用仪 TSQ Quantum XLS 美国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155 液质联用仪 API4000 美国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156 串联质谱仪 1200L GC/MS/MS 美国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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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色质联用仪 agilent 5973N/6890N 美国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158 液质联用仪 API 4000QTRAP 美国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159 气质联用仪 QUTRRO MICRO GC 英国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160 气相/质谱联用仪(技) Agilent5975iGC/MS system 美国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16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5975C 美国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162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SQ-30001 美国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163 稳定同位素比质谱仪 DELTA V Advantage 美国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164 液相色谱-串联四级杆质谱联用仪 Agilent 6490LC/MS/MS SYSTEMS 美国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165 液相色谱-串联四级杆质谱联用仪 Quattro Premier XE Instrument 爱尔兰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166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SQ-20003 美国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167 等离子质谱仪 ICP-MS820 澳大利亚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168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5975C 美国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16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5975C 美国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170 超高效液相-串联质谱联用仪 UPLC/QUETRO PREMIER XE 美国 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171 液相色谱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X Series 2 美国 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172 基质辅助激光电离飞行时间质谱仪 microflex 美国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173 电喷雾-四级杆-飞行时间质谱仪 microQII 美国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174 气质联用仪 TRACE DSQ 美国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175 液质联用仪 LCQ ADVANGAGE 美国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176 气相-质谱联用仪 SATUKN2200 美国 安徽大学 安徽 
177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MS 美国 安徽大学 安徽 
178 液相色谱三重四级杆串联质谱仪 1290+6460 美国 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 
179 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 UPLC-xevo TQMS 美国 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 
180 质谱陈列基因分析系统 * 美国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181 液质联用色谱仪 LCMS 1200+6410 美国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182 质谱陈列基因分析系统 Sequenom Massarray 美国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183 质谱仪 LCMS-2020 日本 安徽工业大学 安徽 
184 气-质联用仪 Agilent  7890A 5975C 美国 淮北师范大学 安徽 
185 超高液相色谱仪 Waters Uplc Hclass 新加坡 安徽中医学院 安徽 
186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Finnigan LCQ AD？？MAX 美国 安徽中医学院 安徽 
18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QP2010 日本 皖南医学院 安徽 
188 气质联用仪 GC-MS 5975 美国 黄山学院 安徽 
189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Xseries2 美国 安徽省地质实验研究所 安徽 
19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DSQ 美国 安徽省地质实验研究所 安徽 
191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X-SERIES2MS 美国 安徽省地质实验研究所 安徽 
192 气质联用仪 Agilent5975C 美国 安徽省纤维检验局 安徽 
19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7890 / 5975C -GC/MSD 美国 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 安徽 
194 液质联用仪 ACCEUITY 美国 福建省测试技术研究所 福建 
195 气质联用仪 AGILENT 6890N/5975INERT GC-MS 美国 福建省测试技术研究所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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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气相三重四极杆质谱仪 瓦里安 320GSMSMS 美国 集美大学 福建 
197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 7500a 美国 集美大学 福建 
198 液相三重四极杆质谱仪 瓦里安 310LCMSMS 美国 集美大学 福建 
199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1100 美国 福建省微生物研究所 福建 
200 气质联用仪 6890N 美国 福建农林大学 福建 
201 气质联用仪 5975C 美国 福建农林大学 福建 
202 三重串联四级杆质谱仪 G6410B 美国 福建医科大学 福建 
203 毛细管电泳质谱联用仪 安捷伦 3DCE-MS 美国 福州大学 福建 
204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质谱仪 安捷伦 7500CE 日本 福州大学 福建 
205 广播电视测试仪 R&S SFU 德国 福州大学 福建 
206 综合热分析-质谱联用仪 STA449C/6/G 德国 福州大学 福建 
207 液相色谱/离子阱质谱联用仪 安捷伦 LC/MSD 德国 福州大学 福建 
208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HP 5973 美国 福州大学 福建 
209 气质联用仪 GCMS-QP2010 日本 福州大学 福建 
210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热电 XSERIES2 美国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211 热裂解、浓缩--气/质联用仪 CDS5150,CDS8000;Thermo Trace DSC 美国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212 串联飞行时间质谱 布鲁克，MALDI TOF/TOF 德国 福建中医药大学 福建 
213 四级杆飞行时间高分辨 Q-TOF Bruker 德国 福建中医药大学 福建 
21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5973 美国 闽南师范大学 福建 
215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LC-MSD Trap 6320 美国 闽南师范大学 福建 
216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Agilent 7500CX 美国 闽南师范大学 福建 
217 色质联用仪 GC6890/5973N 美国 福建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福建 
218 四级杆质谱仪 Q-TOF/agilent 美国 福建省农科院农业生物资源研究所 福建 
21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5975C 美国 福建省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福建 
220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ICP-MS ELAN9000 美国 江西省分析测试研究所 江西 
221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 ICP-MS  ELAN9000 美国 江西省分析测试研究所 江西 
222 液质联用仪 1200RRLC-6410B 美国 江西省分析测试研究所 江西 
22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CIarus   500   GC-MS 美国 江西省分析测试研究所 江西 
224 电喷雾飞行时间质谱仪 micrOTOFII 美国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225 拉曼光谱仪 LabRAM HR 法国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226 多级串联线性轨道阱液质联用系统 UPLC-LTQ Obitrap XL-ETD 美国 东华理工大学 江西 
227 多级串联线性离子阱液质联用系统 ltqedxl 美国 东华理工大学 江西 
228 液质联用仪 Agilent 6410 美国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229 液相色谱离子阱质谱联用仪 LCQ fleet 美国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230 超高压液相色谱/四级杆-飞行时间串联质谱仪 AGILENT 美国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23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5973N 美国 赣南师范学院 江西 
232 气象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233 吹扫捕集/气象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 日本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234 气质联用系统 PolarisQ MS/MS  10-1000aum 美国 德州学院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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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PE-DRC-E  计算机控制带动态反应池 美国 德州学院 山东 
236 稳定性同位素质谱仪 Isoprime100 英国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237 液相-质谱联用仪 3200 美国 山东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 山东 
238 液质联用仪 6410B 美国 潍坊医学院 山东 
239 液态水同位素分析仪 DLT-100 美国 滨州学院 山东 
240 高效液相色谱仪 ULTIMATE 3000 美国 山东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山东 
241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7500a 美国 山东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山东 
242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分析仪 UPLC-Quattro Premier 美国 山东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山东 
24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日本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 
24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SATURN2000 美国 青岛大学 山东 
245 蛋白质芯片质谱仪 PBS2C 美国 青岛大学 山东 
246 电子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Agilent7500ce 英国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247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esquire 美国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248 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5973N 美国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249 气相色谱质谱连用仪 GCMS-QP2010  PIUS NC 中国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250 安捷伦 6430 型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6430 美国 山东省医药工业研究所 山东 
251 质谱仪 6460LC/US 美国 青岛农业大学 山东 
25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 DSQ 美国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 
253 液质联色谱仪 110SSDI418 美国 山东省生物药物研究院 山东 
254 液质联用仪 6430 美国 山东省生物药物研究院 山东 
255 液质联用仪 LCMS-8030 日本 山东省农药研究所 山东 
256 气质联用仪 GCMS-QP2010 日本 山东省农药研究所 山东 
257 离子阱质谱仪 LCQ Fleet 美国 山东省农药研究所 山东 
258 气相色谱-三重四极串联质谱联用仪 TSQ  Quautumin GC 美国 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山东 
259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ZQ400-2695 美国 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山东 
260 液相-等离子体质谱联用仪 7500CX 美国 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山东 
261 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仪 UPLC-Quttra Premier XE 美国 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山东 
26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山东 
26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Staturn 2200 美国 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山东 
264 串联液相质谱仪 4000QTRAP 美国 泰山医学院 山东 
265 气质联用仪 GC-M6-60EI 中国 潍坊学院 山东 
266 气-质联用仪 6890N15973I 美国 山东省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山东 
267 气质联用议 6890/5973NQC-MSD 美国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 山东 
268 四级杆-飞行时间串联质谱仪 6520 美国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 山东 
269 三重串联四级杆液/质联用仪 6410 美国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 山东 
270 液质联用仪 1100LC/MSD 美国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 山东 
271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ccessMaX  U3000 美国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山东 
272 ABI 4700 TOF-TOF 基质辅助解离飞行时间串联质谱

 

ABI4700 美国 山东省医药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 
273 气质联用仪 TSQ-45000 美国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中心实验室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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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气质联用仪 PolarisQ 美国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中心实验室 山东 
275 气相色谱三重四级杆质谱联用仪 TSQ Quantum XLS 美国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中心实验室 山东 
276 液-质-质联用仪 Qutrro ultima PT 美国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中心实验室 山东 
277 气相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山东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 山东 
278 等离子体质谱仪 Xserie11icp-ms 美国 山东省地质科学实验研究院 山东 
279 小质谱仪 GCMS-QP2010 日本 郑州大学 河南 
280 离子阱质谱联用仪 XCT 德国 郑州大学 河南 
281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BRUKER ESQUIRE3000 美国 郑州大学 河南 
28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5975C 中国 郑州大学 河南 
28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DSQⅡ 美国 河南农业大学 河南 
284 高分辨飞行时间液质联用仪 MicrOTOF（Ⅱ） 德国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 
28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６８９０Ｎ－５９５７ＢＩＮＥＲＴ 美国 河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河南 
286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7700X 美国 河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河南 
287 三重四极杆气质联用色谱仪 7890A-7000B 美国 河南省商业科学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 
288 有机物全自动分析系统 LCMS-2020 日本 河南省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有限公司 河南 
289 离子阱型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HPLC1200-MS6310 美国 河南省化工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 
29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河南省农科院农副产品加工所 河南 
291 单四级杆质谱仪 6120B 美国 河南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河南 
292 GPC-气-质联用仪 GPC-GCMS 日本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

 

河南 
293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X Series 2 ICP-MS 美国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

 

河南 
294 气相色谱-质谱-质谱联用仪 TSQ QUANTUM GC 美国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

 

河南 
295 液-质-质联用仪 XEVO TQMS 美国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

 

河南 
296 气-质-质联用仪 ITQ1100 美国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

 

河南 
29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CLARUS600 美国 湖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湖北 
298 气相-质谱联用仪 Agilent 6890N 气相色谱色谱仪+5975Inert 质谱主

 

美国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农业科学研究院 湖北 
29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MS-GS/MS 美国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 
300 高效液相串联离子阱质谱仪 Accela-LTQ XL 美国 武汉轻工大学 湖北 
301 等离子体质谱仪 X-7 美国 武汉轻工大学 湖北 
302 色谱质谱联用仪 Sarian2200 美国 武汉轻工大学 湖北 
303 毛细管电泳质谱联用仪 P/ACE MDQ 和 LCQ ADVANTAGE MAX 美国 湖北师范学院 湖北 
304 质谱仪 5975C 美国 湖北民族学院 湖北 
30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5975N 美国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

 

湖北 
306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N 美国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

 

湖北 
307 液相－质谱联用仪 LCMS-2010 日本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

 

湖北 
308 气相色谱与质谱联用 FOCUSDSQII 美国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 
309 多功能离子注入机 LZD-1000 中国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 
31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OP2010 日本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 
311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UHPLC(1290)-Q70F(6530)� 美国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 
312 6530 四级杆-飞行时间质谱仪 6530 美国 湖南省中医药大学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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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气相色谱仪-质谱联用仪 QP2010-PLUS 日本 湖南省中医药大学 湖南 
314 飞行时间生物质谱仪 AXOMA_CFR pluse 日本 南华大学 湖南 
315 超高效液相色谱/四极杆质谱仪 UPLC/XEVO Q-TOF 美国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 
316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Clarus 600 美国 湖南省电子产品检测分析所 湖南 
317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 XSERIES 2 美国 湖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 湖南 
318 气-质联用仪 6890/5973 美国 湖南化工研究院 湖南 
319 三重四极杆液质质联用仪 1290/6460 美国 湖南化工研究院 湖南 
320 气质联用仪 Agilent  7890-5975C 美国 湖南化工研究院 湖南 
321 液-质联用仪 LC-MSD1100 美国 湖南化工研究院 湖南 
322 液质联用仪 1260-6120 美国 湖南化工研究院 湖南 
323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 双(ESI)/(PDF-MALDI) 美国 湖南省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湖南 
324 ICP-MS 安捷伦 7700 美国 湖南省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湖南 
32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A-5975C 美国 湖南省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湖南 
326 离子阱液质联用质谱仪 HCT ultra 美国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327 生物质谱工作站 VOYAGER-DEtmSTR 美国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328 毛细管电泳-质谱联用 PLACE MDQ LCQ 美国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329 高性能串联飞行时间质谱蛋白质仪 ULGRAFL-FLEX-TOF/TOF 德国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330 质谱仪(电喷雾) Esguire-Lc 美国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331 质谱仪(飞行时间) ProFIEX TMⅢ 美国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332 液质联用串行质谱仪 Q-TOF Micromass 英国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333 高精度液质串行质谱仪 ESI-TOFQ-II 德国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334 色质联用仪 HP6890GC 美国 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湖南 
335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B API3200 美国 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湖南 
336 等离子体质谱仪 X-SeriesZ 美国 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湖南 
337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MS 2020 日本 衡阳师范学院 湖南 
338 GC-MS 气质联用仪 GCMS-QP2010 SE 日本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湖南 
339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仪 Q TARP/LC-20AD 美国 湖南省实验动物中心 湖南 
340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SQ Qnantum Ultra 美国 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 
34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7890/5975C 美国 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 
34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 美国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广东 
343 超高效液相色谱、三重四极杆串联质谱仪 API4000LC/MS/MS 美国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 
34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5975 美国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 
345 基质辅助激解吸电离串联飞行时间质谱仪 UItraFleXtreme 德国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 
346 质谱联用仪 Trace DSQ 美国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广东 
34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 GC Ultra-DSQ 美国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348 质谱仪 Esquire-LC 德国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349 气质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广州甘蔗糖业研究所 广东 
350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 4000 Q Trap 美国 广州甘蔗糖业研究所 广东 
351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7700x 美国 广州甘蔗糖业研究所 广东 



质谱仪器/1749 台（套） 

61/575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产地 单位名称 所在地 

352 高效液相-质谱联用仪 Agilent1100/TRAP XCT 美国 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广东省测试分析

 

广东 
353 高效液相-串联四极杆质谱联用仪 Agilent 1200 LC /6410 B TripleQuad MS 美国 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广东省测试分析

 

广东 
35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HP6890/5973 美国 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广东省测试分析

 

广东 
355 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质谱仪 Agilent 7500a 美国 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广东省测试分析

 

广东 
356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6890N/5973i 美国 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广东省测试分析

 

广东 
35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6890N/5975B 美国 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广东省测试分析

 

广东 
358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UPLC/Quattro Premier 美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359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PI-2000 美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360 气质联用仪 GCMS-QP2010Plus 日本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361 液质联用仪 LC/MSAPI4000QTRAP 美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362 基质辅助激光解析质谱系统 Autoflex III 德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363 液质联用仪 zq4000 美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364 基质辅助激光解析质谱系统 ABI4800MALDI TOF-TOF 加拿大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36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5973 美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366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410 美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367 色质联用仪 GCMS-QP2010 日本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368 气相质谱-质谱联用仪 TRACE DSQ 美国 广州大学 广东 
36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5975C 美国 广州大学 广东 
370 质谱仪 Maldi Q-tof premier 美国 深圳大学 广东 
371 液相质谱联用仪 Flexar SQ300 MS 美国 汕头大学 广东 
372 质谱仪 ABI 4800 plus MALDI-TOF –MS 美国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373 液相色谱-质谱仪-毛细管电泳仪 RRLC-6330MS-3DCE 美国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374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MS-QP8000α 日本 广东医学院 广东 
375 液相色谱与串级质谱联用仪 G6430A 美国 广东医学院 广东 
376 四级杆飞行时间高分辨质谱仪 Q-Tof  Micro 美国 广东药学院 广东 
37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广东省食品工业研究所 广东 
378 气相色谱仪-质谱联用仪 TRACE  DSQ 美国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 广东 
379 三重四极杆液质联用仪 AntumAccess Max 美国 广东省中医研究所 广东 
380 气质联用仪 Agilent6890/5973N 美国 广东省中医研究所 广东 
381 气质联用色谱仪 7890A-5975C 美国 广州市建筑材料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 广东 
38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日本 广州化工研究设计院 广东 
383 气质联用仪 5975C 中国 广西大学 广西 
384 串联四级杆线性离子阱质谱仪 4000 Q TRAP 新加坡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385 蛋白芯片飞行时间质谱仪器 PBSIIC 美国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386 基质激光解吸附串联飞行时间质谱仪 5800 MALDI TOP/TOP 新加坡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387 Esquire 4000 电喷雾多级离子阱质谱仪 Esquire 4000 德国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388 气相质谱联用仪 Agilent5973N 美国 广西中医药大学 广西 
389 等离子体质谱仪 热电 X7 Series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390 气/质联用分析仪 TRAEC DSQ GC/MS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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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 热脱附系统气质联用仪 Gerstel TDS/6890N/5975B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392 液/质联用仪 LCQ DECA-1000 型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393 液相色谱/三重四极杆质谱联用仪 TSQ-40500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394 气/质联用分析仪 DTGCMS-QP200A 日本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39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 DSQ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广西 
396 安捷伦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5975C 美国 广西科学院 广西 
397 德国布鲁克质谱仪 AutoflexⅢ TOF/TOF200 德国 广西科学院 广西 
398 气液联用质谱仪 Micro TOF II 美国 广西科学院 广西 
39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ISQGC/MS 美国 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 广西 
400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X Series 2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冶金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广西 
401 气相－质谱联用仪 5975C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 广西 
40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5975I 美国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 
403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6100 美国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 
404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X series 美国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 
405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320MS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广西 
406 VARIAN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810-MS 澳大利亚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广西 
407 质谱仪 300-MS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广西 
408 离子阱质谱仪 Bruker  HCT 德国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40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广西 
410 气质联用仪 5975GCMS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

 

广西 
411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仪 API4000+UFLC 美国 海南医学院 海南 
412 离子阱-飞行时间质谱液质联用仪 LCMS-IT-TOF 日本 海南大学 海南 
413 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 X series 英国 海南大学 海南 
414 液-质联用仪 HTC 德国 海南大学 海南 
415 等离子质谱仪 X Series II 德国 海南省地质测试研究中心 海南 
416 气质联用仪 Trace DSQ 美国 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海南 
417 气相质谱仪 Trace ISQ 美国 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海南 
418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 7700S 美国 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海南 
419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 X Series 2 美国 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 重庆 
420 四极杆气质联用仪 Trace DSQ 美国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重庆 
421 气质联用仪 Agilent7890A/5975C(12423A10) 美国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重庆 
422 等离子体质谱仪 X-Series2 美国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重庆 
423 三重四极杆液质联用仪 TSQ QUANTUM ULTRAAM 美国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重庆 
42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DSQ 2 美国 重庆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重庆 
425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 TSQ QUANTUM ULTRA 美国 重庆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重庆 
426 气质联用仪 5975BI 美国 重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重庆 
427 液相色谱-串联四级杆质谱联用仪 API4000 美国 重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重庆 
428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仪 Waters Quattro Premier XE 美国 重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重庆 
429 等离子体质谱仪 NEXION-300X 美国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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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液质联谱仪 6410 LC-MS 美国 四川省轻工业研究设计院 四川 
431 气质联用仪 GCMS-QP2010plus 日本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 四川 
432 离子肼质谱 6310 美国 成都医学院 四川 
433 三重四级杆串联质谱 6410 美国 成都医学院 四川 
43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5975C 美国 内江师范学院 四川 
435 液质联用仪 AGILENT1100LC/MS 美国 四川理工学院 四川 
436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分析仪 6890N-5975B 美国 四川理工学院 四川 
437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AGILENT7700ICP-MS 美国 四川理工学院 四川 
438 液相质谱联用仪 LCMS2010EV 日本 西华大学 四川 
439 气相质谱联用仪 GCMS2010pius 日本 西华大学 四川 
440 岛津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PLUS 日本 宜宾学院 四川 
441 网教管理平台软件 V1.0 中国 四川农业大学 四川 
442 动物营养实验系统 不祥 意大利 四川农业大学 四川 
443 磁盘阵列存储器 TA6920-DSP-2F 美国 四川农业大学 四川 
444 轻型越野汽车 "三菱"帕杰罗 日本 四川农业大学 四川 
445 高分辨快速液相-飞行时间-四级杆质谱 1260infinity-6520QTOF 美国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四川省中药研究所） 四川 
446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 Ajilent7700X 台式 美国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四川省中药研究所） 四川 
447 液质联用仪 6410QQQ 美国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四川省中药研究所） 四川 
448 气质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四川省中药研究所） 四川 
449 气质联用仪 TURBOMASS-AUTOSYSTEM XL 美国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四川 
450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XEVO 美国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分析测试中心 四川 
451 气谱-质谱-质谱仪 VARIAN320-MS、450GC VARIAN320-MS、450GC 美国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分析测试中心 四川 
452 GPC 气相色谱质谱仪 气相色谱仪 GC-2000 型 日本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分析测试中心 四川 
453 气质联用仪  6890N/5973N 6890N/5973N 美国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分析测试中心 四川 
454 质谱仪 AGILENT5973N 美国 四川警察学院 四川 
455 近红外品质分析仪 FOSS 3700 美国 绵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四川 
456 液相色谱质谱仪 8030 日本 四川省分析测试服务中心（四川省科学器

 

四川 
457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LC/MSD Trap VL 美国 贵州大学 贵州 
458 气质联用仪 5973inter GC/MSD 美国 贵州大学 贵州 
459 气质联用仪 6890/5975C 美国 贵州省中科院天然产物化学重点实验室 贵州 
460 液质联用仪 HP1100MSD 美国 贵州省中科院天然产物化学重点实验室 贵州 
461 气-质联用仪 5975C inert XL 美国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 贵州 
462 气质联用仪 ISQ 美国 贵州省果树科学研究所 贵州 
463 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 ThermoFisher   Series  2 美国 贵州省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 贵州 
464 离子阱气质谱联用仪（GC/MS） 220-MS/450-GC 美国 贵州省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 贵州 
46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4534 日本 凯里学院 贵州 
466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DSQ 美国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云南 
467 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PS-4 美国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云南 
468 气相色谱/质谱（GC-MS）联用仪 Agilent 5975 美国 云南农业大学 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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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N/5975 美国 云南警官学院 云南 
470 PCR 仪 7900HT 美国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 
471 电感耦合离子质谱仪 ELAN DRC-Ⅱ 美国 昆明理工大学 云南 
472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MSMS8030 日本 红河学院 云南 
473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NEXION 300X 美国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陕西 
47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ITQ 1100 美国 西北化工研究院 陕西 
47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日本 西北大学 陕西 
476 等离子体质谱仪 820-MS 美国 西北大学 陕西 
477 质谱联用仪 QC-MS2010PIUS 日本 西北大学 陕西 
478 多接收器等离子体质谱仪 Nu Plasma HR 英国 西北大学 陕西 
479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Agilent 7500a 日本 西北大学 陕西 
480 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离子化飞行质谱 Axima-CFR 英国 西北大学 陕西 
481 超高效液相色谱-三重四极杆质谱联用仪 UPLC-TQD 美国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陕西 
482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ELAN DRC -E 美国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陕西 
48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 Ms 美国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陕西 
484 气相色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西安石油大学 陕西 
48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日本 榆林学院 陕西 
486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FOCUS DSQ Ⅱ -230T 美国 陕西省地质矿产实验研究所(国土资源部西

 

陕西 
487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X SERIES Ⅱ 美国 陕西省地质矿产实验研究所(国土资源部西

 

陕西 
488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X Series 2 美国 陕西省地质矿产实验研究所(国土资源部西

 

陕西 
489 液质联用仪 Saturn 2000 美国 兰州交通大学 甘肃 
49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Polaris Q-Focus GC 美国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 
49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5975C 美国 甘肃省商业科技研究所 甘肃 
492 气质联用仪 6890N/5973 美国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畜草与绿色农业研究所 甘肃 
49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甘肃中医学院 甘肃 
494 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连四级杆飞行质谱 UPLC-XEVO G2QTOF 美国 甘肃中医学院 甘肃 
495 等离子体质谱 ELAN DRC-E 美国 青海省地质矿产测试应用中心 青海 
496 等离子体质谱仪 NexIon 300X 美国 青海省地质矿产测试应用中心 青海 
497 等离子质谱仪 ELAN DRC-E 美国 青海省地质矿产测试应用中心 青海 
498 二维线性离子阱质谱仪 LTQ XL 美国 宁夏大学 宁夏 
49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日本 宁夏大学 宁夏 
500 基质辅助激光解析飞行 MRCROM 美国 宁夏医科大学 宁夏 
501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宁夏医科大学 宁夏 
502 液质联用仪--三重四级杆 TSQ Access MAX(一套 美国 宁夏医科大学 宁夏 
50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975c 美国 宁夏出入境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宁夏 
50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S3800/MS2200 美国 宁夏出入境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宁夏 
505 三重四极杆气质联用仪 7000A 美国 宁夏出入境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宁夏 
506 等离子体电感耦合发射光谱－质谱联用仪 ELAN DRCE 美国 宁夏出入境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宁夏 
507 高精度质谱检测器（离子色谱） MSQ Plus 美国 宁夏出入境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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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 各类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7890A-5975C 美国 宁夏出入境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宁夏 
50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5975C 美国 宁夏出入境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宁夏 
510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仪 Watershed UPLC /TQD 美国 宁夏出入境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宁夏 
511 四极质谱仪 沃特斯 QUATTRO PREMIER XE MS/MS 美国 宁夏出入境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宁夏 
512 气相色谱/三重四极杆串联质谱仪 TSQ Quantum GC 美国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宁夏 
513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四级杆质谱仪 DRC-E 美国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宁夏 
514 凝胶色谱-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PC-GCMS 日本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宁夏 
515 高效液相色谱/三重四极杆串联质谱仪 TSQ Quantum Access 美国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宁夏 
516 基质辅助激光解析飞行 MRCROMASS MALDI 美国 宁夏医学科学研究所 宁夏 
517 液质联用仪--三重四级杆 TSQ Access MAX(一套 美国 宁夏医学科学研究所 宁夏 
518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X Series2 美国 宁夏回族自治区地质矿产中心实验室 宁夏 
519 液相色谱/三重四极杆串联质谱联用仪 UPLC/xevo TQ 美国 新疆林业科学院 新疆 
520 液相色谱三重四极杆质谱联用仪 TSQQUANTUMACCESS 美国 宁波大学 浙江 
521 超高速液相色谱四极杆飞行时间串联质谱仪 Q-TOF Premier 美国 宁波大学 浙江 
522 气质联用仪 岛津 QP-2010 日本 宁波大学 浙江 
523 气质联用仪 6890N-5973 美国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浙江 
524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MS 美国 浙江万里学院 浙江 
525 串联质谱联用仪 G7004A 美国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526 液质联用仪 UPLC-XEVO 美国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527 气质联用仪 7890A-5973C 美国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528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仪 Quattro Micro 美国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52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N/5973N 美国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530 气相-质谱联用仪 DSQ GC/MS 美国 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 浙江 
531 多维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岛津 QP2010 Ultr 日本 厦门理工学院 福建 
532 液相色谱与离子阱质谱联用仪 ESQUIRE600 德国 厦门理工学院 福建 
53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5975c 美国 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 福建 
534 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四极质谱联用仪 ACQUIIT-QVAFFRO-PREMIER 美国 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 福建 
535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HPLC/3Q primer MS 英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536 Q-TOF 高分辨质谱 Q-TOF primer 英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537 飞行时间质谱仪 Fluorolof-3 瑞士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538 飞行时间质谱仪 Fluorolof-3 瑞士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53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N-5975i 美国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540 Ultraflextreme  MALDI-TOF/TOF 飞行时间质谱仪 Ultraflextreme 德国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541 离子阱多级质谱仪 amzon SL 美国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广东 
542 质谱 WATERS Q-Tof Premier API/MS/MS 英国 深圳大学 广东 
543 气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仪 JMS-T100GCV 日本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544 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仪 Micorflex LRF20 美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545 四极杆-飞行时间质谱联用仪 Qstar Elite 美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546 IsoPrime Limited 同位素质谱仪 IsoPrime Limited 英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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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 API 3200 LC/MS/MS 四极杆质谱系统 API 3200 美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548 气相-质谱联用仪 7890-5975 美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549 气相-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日本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 
550 台式液相色谱-质谱联用系统 Thermo Scientific Exactive 美国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 
55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5975C 美国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 广东 
552 液质联用离子阱质谱仪 Bruker HCT 瑞士 香港理工大学深圳研究院 广东 
553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ELAN DRC-e 美国 济南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山东 
554 质谱仪 TQD 美国 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 
555 气质联用仪 6890/5973N 美国 成都市农林科学院 四川 
556 气相色谱一质谱联用仪 5975C 美国 石河子大学 新疆 
557 质谱阵列基因分析系统 MPACT SYSTEM 美国 石河子大学 新疆 
558 气质联用仪 Agilent   7890A/5975C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浙江 
559 串联三重四级杆质谱联用仪 quattro-premier XE TandemMS/MS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浙江 
560 气质联用仪 Trme DSQ 德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浙江 
561 液-质-质联用仪 API3000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浙江 
562 气相色谱质谱质谱联用仪 VarianGC300-MS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浙江 
563 气质联用仪 GCMS-QP2010 日本 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 辽宁 
564 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农业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 天津 
565 质谱系统 Synapt HDMS 美国 农业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 天津 
566 液质联用仪 Agilent 1200-6410A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 甘肃 
567 气质联用仪 Agilent 7890A-5975C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 甘肃 
568 气质联用仪 7890-5975c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 北京 
569 液质联用仪 MSQ FINGEN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 北京 
570 蛋白质功能分析系统 agilent Q-TOF 6520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 北京 
571 气质联用仪 QP2010 日本 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 北京 
572 同位素比率质谱仪 MAT—251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北京 
573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仪 Agilent 6410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北京 
574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 Agilent 7700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北京 
575 气象色谱-质谱-质谱联用仪 320TQ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

 

北京 
576 同位素比质谱仪 isoprime100 英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

 

北京 
577 三重四极杆串联质谱 Applied Biosysterms，3200Q TRAP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

 

北京 
578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q advantage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

 

北京 
57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 GC/MS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

 

北京 
580 稳态同位素比值质谱仪 Delta Plus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

 

北京 
581 质谱检测仪 3100 Mass Detector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上海 
582 气相质谱联用仪 5975C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上海 
583 液质联用仪 WATERS QUATTRO MICRO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上海 
584 气质联用仪 4000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北京 
585 气质质联用仪 GCT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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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 液质质联用仪 QUATRRO-PREMIER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北京 
587 GPC-气质联用仪 Plus 2010 日本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北京 
588 等离子发射光谱-质谱仪 x Series II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北京 
589 气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 吉林 
590 离子肼液相质谱联用仪 1200/6310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 吉林 
591 高效液相色谱-离子阱质谱仪 Alliance2695    LCQ FLEET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甜菜研究所 黑龙江 
592 电感偶和等离子体质谱仪 X seriseII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甜菜研究所 黑龙江 
59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5975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甜菜研究所 黑龙江 
594 气相色谱-串联离子阱质谱仪 TSQ 900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所 山东 
595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XSERIES2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 河南 
596 气相质谱联用仪 ITQ100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 河南 
59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t 7890A/5975c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 河南 
598 液-质谱联用仪 1200+6130AA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研究所 浙江 
599 高效液相质谱联用仪 LC-MSD  SL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研究所 浙江 
600 质谱仪 LCMS-2020 日本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北京 
601 气质联用仪 GCMS-QP2010 日本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北京 
60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ITQ900 美国 中国气象局乌鲁木齐沙漠气象研究所 新疆 
603 气体同位素质谱仪 DELTA V ADVANTAGE 美国 中国气象局乌鲁木齐沙漠气象研究所 新疆 
604 液质联用仪（串联四极杆） WATERS ACQUITY UPLC& Quattro PremierTM Xe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分析测试中心 海南 
605 气质联用仪（串联四极杆） 安捷伦 7890A+7000A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分析测试中心 海南 
606 气质联用仪（单四极杆） 安捷伦 7890A+5975C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分析测试中心 海南 
607 Agilent6890-5975 气-质联用仪 Agilent 5975N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广东 
608 气质联用仪 Agilent5975C Inert XL EI/CI MSD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广东 
609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UPLC/TQD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广东 
610 裂解-气相-质谱联用仪 PY-2020iD-GC7890A-MS5925C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广东 
611 GPC-GCMS 在线前处理联机系统 LC-20+ 日本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广东 
612 气-质-质联用仪 Thermosfisher/TSQ Quantum GC MS/MS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广东 
613 液-质联用仪 amaZon SL 德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 海南 
614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 ICPMS-7500CE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 江苏 
615 气质联用仪 6980N-5973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 江苏 
616 三重四极杆串质谱仪 TSQ Quantum Ultra AM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上海 
617 液质联用仪 ACCESS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上海 
618 气相色谱串联质谱仪 TSQ Quantum GC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上海 
619 气质联用仪 6890N/5973N 中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上海 
620 等离子质谱分析仪 AGLENT7500CXICP-MS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 黑龙江 
621 色谱顶空进样器+联用质谱仪 AGILENT7694E+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 黑龙江 
622 液质联用仪 UPLC-TM tandem Quattro Wicro API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 黑龙江 
623 液质联用仪 A1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山东 
624 三级四级杆液质联用仪 TSQ QUANTUM ACCESS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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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气相色谱二级四级杆串联质谱仪 Quattro micro TMGC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山东 
626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7500CX 日本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 广东 
627 液相质谱联用仪 e2695-Quattro microAPILC/MS.MS/系统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 广东 
628 气相质谱联用仪 5975C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 广东 
629 纳升级液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联用仪 Q-TOF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630 超高压液相串联高分辨离子淌度质谱仪 Synapt G2 HDMS 英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631 高压液相串联高分辨质谱仪 API5500Q-TRAP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632 液相色谱串联四级杆质谱联用仪 Xevo TQ-S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633 液相色谱四级杆质谱联用仪 UPLC/SQD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634 IsoProbe T 热电离同位素质谱仪 IsoProbe T 英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635 多接收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ISOProbe 英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636 三重气质联用仪 7000B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637 稳定同位素质谱仪 MAT253 德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638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X series 2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639 气相色谱串联质谱仪 TSQ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640 高分辨双聚焦质谱联用 MAT900XL 德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641 高分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Element 2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642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7500c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643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7500ce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644 液相色谱-线性离子阱质谱联用仪 LTQ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645 API5000 三重四级杆液质联用仪 API5000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646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7700x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647 液相色谱串联高分辨质谱仪 LTQOBITRAP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648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1100 XTP Plus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649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色谱仪 7500CX(ICP/MS) 美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650 四级杆/离子淌度飞行时间质谱仪 ACQUITY UPLC/HDMS 美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651 气相色谱/高分辨飞行时间质联用仪 GCT Premier GC/TOF MS 美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652 液相色谱/高分辨飞行时间质联用仪 LCT Premier XE LC/TOF MS 美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653 液质联用仪 1100 美国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654 液质联用仪 LLIANCE 新加坡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655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NEXION300X 美国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北京 
656 高性能气质联用仪 Trace DSQ 美国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北京 
657 离子阱质谱仪 AMAZON SL 美国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北京 
658 飞行时间质谱仪 MALDI—TOF 美国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北京 
659 四极质谱计 同位素质谱仪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660 质谱仪 GCT 英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661 色谱质谱联用仪 DSQII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662 稳定同位素气体质谱仪 MAT523-Delta XP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663 原子分子物理实验站主体系统 非标 中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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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 等离子体质谱/冷却循环和流量控制系统 Elan DRCII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665 热电离质谱计 MAT 262 德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666 组合型傅立叶变换静电场轨道阱高分辨质谱仪 Orbitrap XL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667 等离子体质谱仪 X Series 2 德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668 二维液相色谱多级质谱联用仪 LTQ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669 二次离子质谱仪 TOF-SIMS-IV 德国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 
670 质谱联用仪 6890N/5975 美国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671 色质谱联用仪 s103 英国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672 电输运性质测量系统 ET9103&CCS-350S 美国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673 三级四级杆质谱仪 Xevo TQ 美国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674 高效液相离子阱飞行时间质谱仪 LCMS-IT-TOF(2D-LC-20A) 日本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675 等离子质谱仪 NexION 300X 美国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

 

四川 
676 高分辨质谱仪 Bio TOF-Q 美国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四川 
677 液质联用仪 无 美国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 
678 四级气质联用仪 无 美国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 
679 串联四级杆线性离子阱分析系统 55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 
680 色谱质谱联用仪 GC6890/MS5973N 美国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 
681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1290-654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 
682 离子阱质谱系统 Velos 美国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 
683 基质辅助激光解析串联飞行时间质谱 58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 
684 气相色谱三重四级杆质谱仪 7890A GC & 7000BMS 德国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 
685 基质辅助激光解析飞行时间串联时间质谱 58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 
686 稳定同位素比质谱仪 MAT253 德国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北京 
687 高性能色/质联用仪 TRACE DSQ GC/MS 美国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北京 
688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质谱仪 7500ICP-MS 美国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北京 
689 同位素质谱仪 MAT253 日本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690 热表面电离子质普仪 ISOPROBE-T 英国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 
691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ELANDRC-E 美国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 
692 多接收器等离子体质普仪 Nu Plasma 英国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 
693 气体稳定同位素质谱仪 MAT252 德国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 
694 稳定同位素质普仪 ISOPRIME 英国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 
695 稳定同位质谱仪 ISOPRIME 英国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 
696 高分辨率色质联用仪 GCT/TM 英国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 
697 热电离质谱仪 TRITON 美国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 
698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 7700X 美国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 
699 质谱仪 ICP-HEX-MS 英国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 
700 液态同位素分析仪 912-0026 美国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 
701 稀有气体质普仪 5400 英国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 
702 等离子质普仪 ELEMNT 德国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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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3 稳定同位素比质谱仪 MAT253 中国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 
704 多接收等离子体质谱仪 热电 NEPTUNE PLUS 德国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705 固体热电离质谱计 MAT-262 德国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706 气体同位素质谱计 MAT252 德国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707 固体热电离质谱计 VG-354 英国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708 热电离质谱仪 热电 Triton plus 德国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709 四极杆质谱仪器 RG202 、Prisma TM  QMS2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710 气体同位素质谱仪 Delta S/EA1108 德国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711 纳米离子探针 NanoSIMS 50L 法国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712 气体（He）同位素质谱仪 Noblesse 英国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713 多接收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NEPTUNE 德国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714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Agilent 7500a 日本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715 5400 氩低分辨率静态真空质谱计 英国 MM5400AR 英国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716 二次离子探针质谱仪 Cameca IMS1280 法国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717 热表面电离质谱计 ISOPROBE-T 英国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718 MAT－253 高精度气体稳定同位素比值质谱计 MAT－253 双路进样 外加 EA、TC/EA、GC-C/TC 德国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719 稳定同位素质谱仪 MAT 253 德国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吉林 
720 气质联用仪 6890-5973N 美国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721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Q Deca xp plus 美国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722 辉光放电质谱仪 Element GD 德国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福建 
723 飞秒瞬态吸收谱仪 HE-VIS-NIR-3200 + EOS-VIS-NIR 美国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福建 
724 气质联用仪 450GC-240MS 美国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福建 
725 多级离子肼质谱系统 DECAX-30000 LCQ Deca XP 美国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福建 
726 热重分析质谱联用仪 STA449C-QMS403C 德国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福建 
727 Thermo Scientific X series 2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 X series 2 德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728 飞行时间质谱仪 123-0 中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729 液相色谱-质谱-质谱仪 API4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730 高分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MAT95XP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731 稳定同位素比值质谱仪 ISOPRIME 英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732 稳定同位素质谱仪 ISOPRIME 英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733 同位素比值质谱仪 Thermo Scientific Delta V 德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734 IsoProbe 多接收器等离子体质谱 IsoProbe 英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735 稳定同位素质谱仪 IsoPrime II 英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736 GVI-5400Ar 氩型静态质谱仪 GVI-5400Ar 英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737 表面热电离质谱仪 VG354 英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738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 Elan6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739 热电离质谱仪 Thermo TRITON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740 三重串联四极杆液/质联用系统 Aglient 6410QQQ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741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646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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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质子传递反应-飞行时间质谱仪 IONICON PTR-TOF 2 奥地利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743 同位素比值质谱仪 Thermo Scientific Delta V 德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744 三重四级杆串联气相色谱质谱仪 Thermo Scientific TSQ Quantum XLS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745 同位素质谱仪 GV -ISOPRIME 英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746 连续流气体稳同位样质谱仪 Isoprime 100 英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747 连续流气体稳定同位素质谱仪 Isoprime 100 英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748 MM-1200 质谱仪 VG-1200 英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749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7700x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750 气相色谱-高分辨磁质谱仪 Thermo Scientiffic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751 同位素质谱仪 ISOCHROM  II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752 色质联用仪 GC8000Top/FiniganVoyager MS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75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6890N/5975B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754 气相色谱/同位素质谱仪 Delta  Plus  XL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755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hermo Scientific Accela 1250+TSQ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756 气质联用仪 AGILENT 5973N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757 激光剥蚀-多接收等离子质谱仪 Neptune Plus-Resolution M-50 德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758 色/质联用仪 Trace 2000-series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广东 
759 串联四级杆质谱仪 API2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广东 
760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1200HPLC/MCD 德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广东 
761 质谱仪 API3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广东 
762 质谱仪 OTOF-Q II 美国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京 
763 气质联用仪 AGILENT6890N/5975BGC/MSD 法国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京 
764 液质联用仪 lcq decaxp ms 美国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京 
765 离子阱液质联用仪 LCQDECAXP 美国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山东 
766 等离子质谱仪 ELAN DRC II 美国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山东 
767 稳定同位素比值质谱仪 IPR-MS 英国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山东 
768 气质联用仪 TRACE DSQ GC 美国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山东 
769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Q ADVANTAGE 美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770 四极杆质谱仪 MAX100088app3/4p6 美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771 瞬态吸收谱仪 LP920-KS 英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772 TSQ 三重四极液质联用仪 TSQ Quantum Access Max 美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773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7700x 美国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广东 
774 稳定同位素气体质谱仪 IsoPrime100 德国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广东 
775 气-质联用仪 GCMS-QP2010PLUS 日本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广东 
776 液相质谱联用仪 API2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广东 
777 高分辨液相色谱－质谱仪 Q-TOF 美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778 能谱－质谱联合谱仪 特制 中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779 气-质连用仪 TRACE DSQ 美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780 气相色谱-质谱仪 GCT 英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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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 质谱仪 MSQ 美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782 液相色谱-质谱仪 Aglient 6310 Ion Trap LC/MS 美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783 高分辨双聚焦式质谱系统 DFS 美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784 线性离子肼质谱仪 LTQ 美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785 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串联飞行时间质谱仪 Autoflex3 瑞士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786 付里叶质谱 APEX II 美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787 飞行时间质谱 Biflex III 美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788 微聚焦 X 射线发生仪 a 美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789 MALDI-TOF-TOF 质谱仪 Autoflex Speed 德国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云南 
790 液相四极杆飞行时间质谱仪 API QSTAR Pulsar 美国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 
791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系统 ZQ-4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甘肃 
792 气质联用仪 TRACE GC ULTRA-DSQ 美国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北京 
793 激光解吸飞行时间质谱仪 Microflex 德国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北京 
794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LLIANCE 2695/LCT PREMIER XE 美国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北京 
795 气相色谱高分辨飞行时间质谱联用仪 GCT Premier 美国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北京 
796 色谱质谱联用仪 TR10-2000 英国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北京 
797 超高分辩四极杆飞行时间质谱仪 BRUKER MAXIS 美国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广东 
798 稳定同位素比质谱仪 MAT253 德国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广东 
799 气相-质谱联用系统 安捷伦 7890A-5975C 美国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广东 
800 离子阱质谱仪 BRUKER AMAZON SL 美国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广东 
801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7700X 美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江苏 
802 稳定同位素质谱仪 Delta plus advantage 德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江苏 
803 气相色谱-三重四级杆质谱仪 TSQ QUANTUM GC (LC) 德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江苏 
804 同位素质谱仪 MAT253(主机) 德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江苏 
805 稳定同位素质谱仪 DELTA V 德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江苏 
806 同位素质谱联用仪 Delta  V 德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江苏 
807 同位素质谱仪 251 型 美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江苏 
808 同位素质谱仪 253 型 德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江苏 
809 气质联用 5975C GAS 美国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浙江 
810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NexION300X 美国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浙江 
811 过程质谱仪 PROLINE 美国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浙江 
812 液态水同位素分析仪 L2130-i 美国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北京 
813 液态水同位素分析仪 L2130-i 美国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北京 
814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Agilent 7500a 美国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北京 
815 稳定同位素质谱仪 deltla v plus 德国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北京 
816 有机物-气体稳定同位素比质谱仪 Hydra20-20 英国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北京 
817 气体稳定同位素比质谱仪 MAT-253 德国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北京 
818 多接收惰性气体质谱仪 HELIX 英国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北京 
81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Polaris Q Trace-GC-MS 美国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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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ICP-MS 英国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北京 
821 TRITON 热电离同位素质谱仪 TRITON 美国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 青海 
822 VG354 固体热电离同位素质谱仪 VG354 英国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 青海 
823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ZQ4000SYS 美国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山西 
824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X SERIES 2 德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 
825 扫描俄歇微探针 MICROLAB-310F 英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 
826 辉光放电质谱仪 VG-9000 英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 
827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Q DECA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上海 
828 四极正引串联质谱仪 MicromassQ-TOF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上海 
829 二维液质联用仪 FinniganLTQ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上海 
830 高分辨质谱计 MAT95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上海 
831 气质联用仪 GCMS-QP2010 日本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上海 
832 高分辨液相质谱仪 ORBITRAP ELITE 德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上海 
833 三重四级杆串联液质联用仪 64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上海 
834 磁式高分辨质谱仪 GC/MS 德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上海 
835 等离子体质谱系统 X7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上海 
836 飞行时间质谱仪 Premier 英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837 气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仪 GCT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838 离子阱质谱仪 ESQUIRE 6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839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2010ev 日本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840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11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841 液相色谱单四极杆质谱联用仪 611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842 三重四极杆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SQ-40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843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MS-2010EV 日本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844 三重四极杆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641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845 多级离子阱质谱仪 LCQAD-60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846 离子阱质谱仪 LCQFL-10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847 四极杆飞行时间串联质谱仪 G6538AA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848 液质联用仪 6120 612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849 高性能聚合物材料量热系统 Q2000 Q2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850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MS-2010ev 日本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851 付里叶变换质谱仪 IonSpec 4.7T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852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11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853 基质辅助激光解离飞行时间质谱仪 Voyager-DE STR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854 二维液相-串级质谱仪 MAXIS UHR-TOF MAXIS UHR-TOF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855 液相色谱/单四极杆质谱仪 无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856 液－质联用仪 Mariner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857 低分辨质谱仪 Agilent 5973N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858 色谱质谱联用仪 HP5989A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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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9 付里叶变换质谱仪 FTMS-7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860 低分辨质谱仪 5973N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861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G3850AA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862 液相色谱单四极杆质谱联用仪 AGILENT 6120 6120 型 德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863 高精度飞行时间质谱仪 6224 6224 型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864 液质联用仪 6120 612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865 液质联用仪 6120 612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866 液质联用仪 6120 612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867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 ICP-MS 美国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辽宁 
868 气相色谱-串联质谱仪 tsq quantum xls 美国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辽宁 
869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 tsq quantum access max 美国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辽宁 
870 同位素质谱仪 DELTA PLUSXP 美国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辽宁 
871 气质联用仪 Saturn3 美国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辽宁 
872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Maters 2695.ZQ4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辽宁 
873 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2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辽宁 
874 高分辨气相色谱/高分辨质谱仪 AutoSpec-Ultima 英国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北京 
875 液相色谱/质谱/质谱联用仪 Q-ToF Micro 英国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北京 
876 稳定同位素质谱仪 DELTA V Advantage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北京 
877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仪 6460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北京 
878 高分辨磁式质谱仪 DFS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北京 
879 串联四级杆质谱仪 Agilent 6420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北京 
880 三重四级杆质谱仪 API32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北京 
881 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仪 Autoflex  III LRF200 CID 德国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北京 
882 全二维气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联用仪 Pegasus 4D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北京 
883 气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联用仪 GCT Premier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北京 
884 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四极杆质谱联用仪 UPLC/Quattro Premier XE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北京 
885 超高效液相色谱四级杆-飞行时间质谱仪 UPLC XEVO G2 Q TOF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北京 
886 单级四极杆液质联用仪 Agilent 6110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87 飞行时间串联生物质谱系统 qstar Agilent 6530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88 二维液相色谱串联质谱 LTQ-Orbitrap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89 ESI 源多维液相质谱仪 proteomex-LTQ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890 飞行时间串联质谱仪 FLEX 德国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湖北 
891 高效液相色谱--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Illumina Genome Analyzer II x(GAIIx) 美国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湖北 
892 高效液相色谱—离子阱质谱仪 AMAZONETD,DIONEX NANO 3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湖北 
893 微探针台 Cascade SUMMIT 11000 B-S 美国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北京 
894 液质联用仪 AB SCIEX Triple 新加坡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895 质谱仪 5800 MALDI TOF-TOF 新加坡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896 气质联用仪 7890A/5975C GC-MSD 美国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897 液质联用仪 1200HPLC/6520QTOF 美国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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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8 质谱仪 47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899 液质联用仪系统 Ultimate3000 LCQ Fleet 美国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湖北 
90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湖北 
901 液相色谱质谱仪 Access Max 美国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 湖北 
902 稳定同位素质谱仪 delta  v  advantage 德国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 湖北 
903 气相色谱质谱仪 7890 5975 美国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 湖北 
904 等离子体质谱仪 X series 德国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 湖北 
905 高分辨等离子体质谱仪 X Series 2 美国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906 气质联用仪 安捷伦 5975C 美国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青海 
907 LC/MSD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1100 Series MSD Trap 德国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青海 
908 气质联用仪 5975C-7890A 美国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云南 
909 同位素比质谱仪 IsoPrime 100 英国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云南 
910 超高效液相色谱-四极杆飞行时间串联质谱仪 SYNAPT G2 美国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云南 
91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5975C 美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新疆 
912 四级杆飞行时间串联质谱仪 QSTAR Elite 美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新疆 
913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ZQ4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新疆 
91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URBOMASS-AUTOSYSTEM XL 型 美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新疆 
915 三重四级杆-线性离子阱质谱仪 40000QTRAP 美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新疆 
916 液态水同位素分析仪 DLT-1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新疆 
917 气体同位素质谱仪 DEITA V 美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新疆 
918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ELAN DRC II 美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新疆 
919 液态水同位素分析仪 L2130-i 美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新疆 
920 液相高分辨率质谱系统 LTQ Orbitrap 美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921 超高效液相四极杆飞行时间串联质谱仪 UPLC-Synapt G2 美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922 组合性高分辨率质谱仪 5600TRIPLE TOF 美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923 串联四极杆线性离子阱质谱仪 Qtrap 55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924 液相色谱-离子阱质谱联用仪 LCQ DECA XP plus 美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925 超高分辨四极杆串联傅立叶变换质谱 solariX 12T 美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926 液相串联三重四级质谱仪 quattro premier XE 美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927 AutoFlex 飞行时间质谱仪 AutoFlex 德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928 超高效三串联四极杆液质联用分析仪 1290 Infinity UHPLC/6490 LCMS TQ 美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92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GC/5975C 新加坡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930 纳声液相色谱-四级杆飞行时间串联质谱仪 Eksigent 1D/2DPlus ultra 5600 plus 新加坡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931 基质辅助激光解离-飞行时间串联质谱仪 Ultraflextreme 德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932 气相/时间飞行质谱联用仪 Pegasus IV 美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933 稳定同位素质谱仪 DELTA PLUS XP 德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934 激光解吸辅助电离飞行质谱仪 AXIMA-CFRTMPLUSMALDI-TOFMASSSPECTROMTE

 

日本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935 串联质谱仪 Q-tof micro(YA220) 英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936 液相色谱-质谱（LC-MS）联用仪 1290 INFINITY UHPLC 美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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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7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Agilent 7700X 日本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938 质谱仪 GV5400 英国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北京 
939 气质联用仪 agilent7890-5975 美国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杭州茶叶研究所 浙江 
940 气相-质谱联用仪 Thermo TRACE ISQ 美国 济南果品研究所 山东 
941 质谱联用仪 6210-1200 美国 哈尔滨工程大学 黑龙江 
94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943 高纯锗 r 谱仪及制样和辅助设备 GMX50P4 美国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944 高分辨质谱仪 1290/6540UI+PLC-UDHQTOF 美国 国际竹藤中心 北京 
945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仪 agilent1100-MSD 美国 国际竹藤中心 北京 
946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Agilent7500a 美国 国际竹藤中心 北京 
947 气质联用仪 7890A 美国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江苏 
948 电喷雾-离子阱-飞行时间质谱仪 LCMS/IT-TQ 日本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江苏 
949 液相色谱离子阱质谱仪 LC/MSP  Trap  SL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江苏 
950 基质辅助激光解吸附电离串联飞行时间质谱 4800 plus MALDI-TOF/TOF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北京 
951 四级杆离子阱质谱仪 LTQ FT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北京 
95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QP-5050A Bi model 日本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北京 
953 气相质谱联用仪 GPC-GCMS 日本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北京 
954 气相质谱仪 GCMS-QP2010 Ultra 日本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北京 
955 离子阱质谱仪 LCQFL-1000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

 

北京 
956 气相色谱-质谱仪 ITQ900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昆虫研究所 云南 
957 等离子体质谱仪 iCAP Qc 德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昆虫研究所 云南 
958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QSTARXL 美国 暨南大学 广东 
959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1100  ABI 4000 Q TRAP 美国 暨南大学 广东 
960 杂交质谱仪 LTQ  Orbittrap XL 德国 暨南大学 广东 
961 高性能串联分行时间质谱仪 4800plus 美国 暨南大学 广东 
962 多维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日本 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 北京 
963 自动微探针系统 MP-2000 美国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广东 
964 高分辨等离子体质谱仪 ELEMENT2 美国 成都地质调查中心（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四川 
965 热表面电离质谱仪 TritonPlus 德国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北京 
966 气相色谱－质谱仪 TraceDSQ-MS 美国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北京 
967 激光烧蚀－高分辨等离子质谱仪 Element2 德国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北京 
968 液相色谱气相色谱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 Agilent 7500a ICPMS, 1100 HPLC, 6890 GC 日本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北京 
969 液相色谱-三重四极杆串联质谱联用仪 API4000 LC/MS/MS 美国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北京 
970 等离子体质谱仪 X－Series ICP MS 英国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北京 
971 等离子体质谱仪 PQ Excell 美国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北京 
972 气体同位素质谱仪 MAT253 德国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北京 
973 气相色谱—质谱仪 TRACE-DSQ 美国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西安

 

陕西 
974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Xseries  Ⅱ 美国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西安

 

陕西 
975 高分辨等离子体质谱仪 ELEMENT XR 德国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

 

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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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6 气相色谱-质谱仪 TRACE DSQ 美国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

 

河北 
977 等离子体质谱仪 X Series 2 美国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

 

河北 
978 二次离子质谱仪 PHI-7000 美国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北京 
979 稀有气体质谱仪 Helix MC 英国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北京 
980 稀有气体质谱仪 MM1200B 英国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北京 
981 二次离子探针 SHRIMP-Ⅱ 澳大利亚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北京 
982 多通道等离子质谱仪 02GB01GTF71NS008 英国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北京 
983 热电离质谱仪 MAT262 德国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北京 
984 气体同位素质谱仪 MAT253 德国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北京 
985 气体同位素质谱仪 MAT253 美国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北京 
986 多接收等离子质谱仪 NEPTUNE 美国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北京 
987 气体同位素质谱仪 MAT253 美国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 河北 
988 气体同位素质谱仪 MAT253 德国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 广西 
989 质谱仪 MM903 英国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 广西 
990 气-质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大连海事大学 辽宁 
991 纳升级液相色谱-四级杆-飞行时间质谱仪 Nano UPLC+Synapt G2 英国 大连海事大学 辽宁 
992 稳定同位素质谱仪 Delta V 德国 大连海事大学 辽宁 
993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7500ICP-MS 丹麦 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 天津 
994 高速液相色谱-四级飞行时间串列质谱仪 UPL-XEVO G2 0TOF 英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95 稳定同位素比质谱仪 ISOPRIME 100 英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96 串联四级杆线性离子阱质谱仪 QTRAP5500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97 液相色谱-四极杆飞行时回质谱联用仪 Agilent 1200—6520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98 安捷伦液相色谱／四级杆飞行时间质谱联用仪 Ａgilent1200／6530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99 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 ACQUITY UPLC-QUATTRO PREMIERXE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1000 基因质谱分析系统 MassARRAY Analyzer 4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1001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7700X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1002 串联四级杆线性离子阱质谱仪 QTRIP 5500 新加坡 北京大学 北京 
1003 傅立叶变换高分辨质谱 APEX IV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1004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 Agilent 7500 Ce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1005 气质色谱/质谱联用仪 5975C/7890A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1006 三级四极杆串联质谱仪 320 MS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1007 四极杆飞行时间串联质谱仪 Q-TOF Ultima Global 英国 北京大学 北京 
1008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Elan DRCⅡ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1009 高分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MSTATION 700-D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1010 傅立叶变换离子回旋共振质谱仪 FTMS-2 APEX Ⅳ 70e 德国 北京大学 北京 
1011 热质联用仪 STAA449C16/G+QMS403 德国 北京大学 北京 
1012 离子阱质谱仪 LCQ Advantage MAX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1013 色谱质谱联用仪 ZAB-HS 英国 北京大学 北京 
1014 液相色谱-质谱仪 Alliance2690-ZMD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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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串联飞行时间质谱仪 Ultraflex 德国 北京大学 北京 
1016 多级离子阱质谱仪 XCT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1017 气质联用仪 6890N/5973i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1018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SURVEYOR-LCQDECA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1019 色质联用仪 HP 6890/5973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1020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HP1100/Mariner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1021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 XSEKIES2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1022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1100LC/MS Trap SL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1023 傅立叶共振质谱仪 APEX-Qe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1024 四级杆飞行时间质谱仪 Xevo Q Tef MS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1025 质子转移反应质谱 HS PTR-MS SYSTEM 奥地利 北京大学 北京 
1026 高效液相色谱/四级杆飞行时间质谱联用仪 6510 Q-TOF LC/MS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1027 RFQ 加速腔 RFQ 中国 北京大学 北京 
1028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UPLC/Quttro Premier XE 美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1029 化学吸附/质谱联用仪 7890A/GAM200,FID/TCD，-400 度/200amu，小于

 

美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1030 色谱质谱联用仪 VG-70SE 质量范围 2000(8K 英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1031 激光解吸飞行时间质谱仪 Microflex L20 美国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1032 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 DSQ 美国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1033 氮氢氧分析仪 TCH600 美国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1034 气质联用仪 TRACE DSQ 美国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1035 多级离子阱质谱仪 LCQ DecaXP MAX 美国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1036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7890A/5975C 美国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1037 自动热脱附-气质联用仪 PE TueboMa 美国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1038 液质联用仪 LCQ DE 美国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1039 质谱仪 QSTAR PULSAR I 美国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40 液质联用仪 * 中国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41 飞行时间质谱仪 LCTPRENMIERXE 美国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42 Waters 串联四极杆液质联用仪 XEVOTQ 美国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43 同位素质谱仪 Delto v 德国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44 气质联用仪 Agilent  7890A /5975C 美国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45 气质联用仪 VARIAN4000-* 美国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46 挥发性有机物质谱仪 VOICE 200 英国 长安大学 陕西 
1047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X 系列 美国 长安大学 陕西 
1048 基质辅助激光解吸飞行时间质谱仪 MALDI micro MX 美国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1049 液相色谱/四级杆飞行时间串联质谱仪 Q-TOF Micro 英国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1050 高分辨直接进样飞行时间质谱仪 GCT 英国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1051 三重四极杆液质联用仪 TSQ Quantum Ultra 美国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1052 线性离子阱-高分辨液质联用仪 LTQ Orbitrap XL 美国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1053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7500A 美国 东北大学 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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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4 质谱仪 EMG-20-1 俄罗斯联邦 东北大学 辽宁 
1055 电感等离子体质谱仪 NexION-300D 美国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1056 气质联用仪 安捷伦 7890A-7000B 美国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1057 液谱-质谱联用仪 Qtrap5500 美国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1058 液相色谱质谱仪 API3000 美国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1059 色谱质谱联用仪 8006 英国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1060 气谱质谱联用仪 6890N-5973i 美国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1061 液相-飞行时间质谱仪 6224 TOFLC/MS 美国 东南大学 江苏 
1062 二次离子质谱仪 IMS 6f 法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63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VG PQ-3 英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64 液质联用仪 API165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65 同位素分离器 1080-30 丹麦 复旦大学 上海 
1066 飞行时间二次质谱仪 TFS-2000MPI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67 四极杆飞行时间串联质谱仪 qstar XL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68 液-质联用仪 HPLC 2695；Quattro Micro API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69 飞行时间质谱仪 AXIMA-CFR+ 英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7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Shimadzu QP-2010 日本 复旦大学 上海 
1071 线性离子阱质谱 LTQ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72 高分辨串联多级质谱系统 LTQ-ORBITRAP 德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73 液－质联用仪 ZQ2000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74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1100LC/MSD SL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7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四极杆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76 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仪 Voyager-DE STR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77 多肽自动纯化色谱质谱联用仪 waters 2545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78 电喷雾飞行时间质谱仪 mircrOTOF  外标法 5ppm 德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79 带电子转移裂解源的离子阱-轨道阱组合型高分辨

 

LTQ Orbitrap XL ETD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80 气质联用仪 G3243A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081 四级离子阱-飞行时间质谱仪 AXIMA 日本 复旦大学 上海 
1082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Agilent 7500cx 美国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1083 液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仪 ACQUITY UPLC-LCT 美国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1084 色谱质谱联用仪 HP1100 美国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1085 气质联用系统 GC/MS-QP2010 日本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1086 串联质谱仪 API 3200 美国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1087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Agilent 7500A 美国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1088 气体同位素质谱仪 MAT253 美国 河海大学 江苏 
1089 超高分辨傅立叶变换组合液质联用仪 LTQ Orbitrap Velos pro 美国 湖南大学 湖南 
1090 气质联用仪 GCMS-QP2010U1tra 日本 湖南大学 湖南 
1091 气质联用仪 TRACE200P 美国 湖南大学 湖南 
1092 高分辨质谱仪 MAT95×P 美国 湖南大学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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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3 同位素检测仪 TOPUNT 美国 湖南大学 湖南 
109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6890 美国 湖南大学 湖南 
1095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Q-Advantage 美国 湖南大学 湖南 
1096 气质联用仪 GCMS-QP2010 Ultra 日本 湖南大学 湖南 
1097 气质联用仪 GCMS-QP2010U1tra 日本 湖南大学 湖南 
1098 液质联用仪(超高压液相色谱-三重四级杆串接质谱

 

1290/6460 Triple Quad 美国 湖南大学 湖南 
1099 电离质谱仪 LCQ ADVANT 美国 湖南大学 湖南 
1100 液相四级杆飞行时间串联质谱仪 synapt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101 飞行时间质谱仪 4800Plus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102 色谱质谱联用仪 5975C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103 气质联用仪 HP7890-5975C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104 高分辨质谱仪 GCT PREMIER TM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105 液相串联四级杆质谱仪 * 中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106 质谱仪 1200HPLC micrOTOF Q Ⅱ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107 稳定同位素比质谱仪 Delta V Advantage 德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108 气质谱联用仪 5975c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109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1200-6130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110 多接收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Neptune MC-ICP-MS 德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111 液相色谱-电喷雾飞行时间质谱仪 1200HPLC micrOTOFII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112 气相色谱质谱连用仪 120150-T230l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113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1100LC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114 高性能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TRACE DSQ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115 稳定同位素质谱计 DELTA PLUS XP 德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116 高分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ELEMENT 2 德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117 气质联用仪(GC-MS) Agilent5973 美国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118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中国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119 气质联用仪 5975C 美国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120 液质联用仪 Agilent 1200-6410B 美国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121 气质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122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1100LC-Ms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2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24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EIAMDRC-EICP-MS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25 液相质谱联用仪 LCQ DECA XPplus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26 液相色谱质谱仪 TSQ QUANTUM ACCESS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27 色谱质谱联用仪（气质联用仪） MSD 5975B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128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20A-LCMS-TOF 日本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129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1100 LC/MSD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130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SQ QUANTUM ACCESS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131 液相色谱四极杆飞行时间质谱仪 Q STAR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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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7700E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133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PI5500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134 串联质谱仪 4800PLUS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135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PI 5500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136 四极杆串联线性离子阱质谱仪 4000QTRAP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13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 DSQⅡ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138 液质联用仪 UPLC-Premier XE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139 气质联用仪 5975C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140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WATERS E2695/TQD 美国 吉林大学 吉林 
1141 飞行时间质谱仪 AXIMA CFR 日本 吉林大学 吉林 
1142 质谱仪 MM54E 英国 吉林大学 吉林 
1143 质谱仪 MAT251 德国 吉林大学 吉林 
1144 气质联用仪 ITQ1100 美国 吉林大学 吉林 
1145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MS 2010EV 日本 吉林大学 吉林 
1146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QSTAR LCMSMS 美国 吉林大学 吉林 
1147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Z/2690 XE/996 美国 江南大学 江苏 
1148 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串联飞行时间质谱仪 ultrafleXtreme 美国 江南大学 江苏 
1149 多维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岛津 MDGC/GCMS-2010 日本 江南大学 江苏 
1150 质谱仪 micro mass platform LCZ 美国 江南大学 江苏 
1151 串联质谱仪 micromass Quatro LC 美国 江南大学 江苏 
1152 液质联用仪 Q Exactive 美国 江南大学 江苏 
1153 三重四级杆液质联用仪 TSQ quantum Ultra EMR 美国 江南大学 江苏 
1154 单四级杆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Ultra 日本 江南大学 江苏 
1155 电喷雾-离子阱-飞行时间质谱仪 岛津 LCMS-IT-TOF 日本 江南大学 江苏 
1156 傅里叶变换质谱仪 APEX II 美国 兰州大学 甘肃 
1157 气质联用仪 Trace DSQ 美国 兰州大学 甘肃 
1158 等离子质谱仪 PQ EXCELL 英国 兰州大学 甘肃 
1159 色谱质谱联用仪 HP5988A GC/MS 英国 兰州大学 甘肃 
1160 气体同位素质谱仪 MAT253 德国 兰州大学 甘肃 
1161 稳定同位素比质谱仪 MAT253 美国 兰州大学 甘肃 
1162 气质联用仪 DSQ11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63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 X series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64 液相色谱质谱仪 1290/6460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65 同位素质谱仪 VG354/质量范围 1-270at 8KV 分辩率 380(10％峰

 

英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66 连续流质谱及微量进样系统 DELTAplus GasBench/C,N,O,S,H 等同位素地质固液

 

德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67 高分辨率等离子质谱仪 ELEMENT HR-ICP-MS 德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68 气质联用仪 DSQ11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69 高分辨多接收等离子质谱仪 NEPTUNE plus 德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70 色谱质谱联用仪 LCMS-2020 日本 南京大学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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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1 高性能四级离子井质谱仪 LCQ Fleet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72 热分析质谱联用仪 STA-449C/RT-1500C 德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73 等离子质谱仪 7500A 四级杆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74 色谱质谱联用仪 MARINER ESI-TOP/*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75 液质联用仪 LCQ Advantage Max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76 飞行时间质谱仪 GC-TOF/7000 英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77 固体同位素质谱仪 TRITON TI/3-340M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78 ICP-MS 等离子质谱仪 ELAN9000/无机元素分析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79 气体同位素比值质谱仪 MAT252/GC/* 德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80 电喷雾质谱仪 LCQ/M/Z=50～1850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81 液质联用仪 6210 TOF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82 气体同位素质谱仪 MAT-253 德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83 三重四联杆液质联用仪 API4000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84 气质联用仪 Trace DSQII 美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185 气—质联用仪 6890/5973 美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186 气质联用仪 TRACE DSQ 美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187 质谱仪 MALDI-TOF 德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188 液质联用仪 XP PLUS 美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189 串联飞行时间质谱仪 ultraflextreme 德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190 气质联用仪 GCMS-QP20 日本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191 气质联用仪 Aigilent T890A/5975C 美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192 液相串联-质谱联用仪 RRLC1200/6410B 美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193 等离子体质谱仪 Xseries2 德国 清华大学 北京 
1194 串连质谱联用仪 API3200 中国 清华大学 北京 
1195 飞行时间质谱 MALDI 美国 清华大学 北京 
1196 离子阱质谱仪 Ion Trap 美国 清华大学 北京 
1197 电喷雾飞行时间质谱仪 1200HPLC 德国 清华大学 北京 
1198 稳定同位素比质谱仪 DELTA V 德国 清华大学 北京 
1199 基质辅助激光电离飞行时间质谱仪 AutoflexI 美国 清华大学 北京 
1200 气相色谱/四级杆质谱 Quattro micro GC Gas 美国 清华大学 北京 
1201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 UPLC/Quattro Premier 美国 清华大学 北京 
1202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TQ 美国 清华大学 北京 
1203 质谱仪 LTQPX-10856 美国 清华大学 北京 
1204 液质联用仪 ESQUIRE-LC 美国 清华大学 北京 
1205 等离子体质谱 X II 美国 清华大学 北京 
1206 高分辨气质联用仪 GCT 美国 山东大学 山东 
1207 液质联用仪 ABI4000 美国 山东大学 山东 
1208 质谱仪 4800PLUS 美国 山东大学 山东 
1209 电场轨道阱回旋共振组合质谱仪 OrbitrapXl SN：83224 SN:01354B 德国 山东大学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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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Esquire6000 德国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1211 质谱仪 Maxis  Ultimate  300hplc 德国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1212 液-质谱联用仪 Q-Tof Premier 美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213 微探针座 Model 11000 PROBE station 美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214 气-质谱联用仪 JMS-Q1000GC 日本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215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 HP 1100 LC/MSD 美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216 全二维气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联用仪 PEGASUS 4D GC*GC-TOFMS 美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21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218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219 超高压液相三重四极杆线性离子阱质谱仪 5500 Qtrap 美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220 超高压液相色谱/三重四极杆质谱联用仪 AB SCIEX TRIPLE QUAD 5500 美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221 色谱质谱联用仪 CHRFC-5890876 美国 四川大学 四川 
1222 气质联用仪 6890N-5973N 美国 天津大学 天津 
1223 液质联用仪 1100LC/MSD 美国 天津大学 天津 
1224 液相色谱／质谱联仪 Agilent  6310 美国 天津大学 天津 
1225 高分辨率电磁测量系统 GMS-06 德国 同济大学 上海 
1226 同位素比质谱仪 Delta XP 美国 同济大学 上海 
1227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ccels-TSQ-Quantum A 美国 同济大学 上海 
1228 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 DSQ GC/MS 美国 同济大学 上海 
1229 质谱仪 Finnigan mAT mAT252/CARBONAT 美国 同济大学 上海 
1230 稳定同位素比质谱仪 MAT 253 美国 同济大学 上海 
1231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7700X 日本 同济大学 上海 
1232 液相色谱-质谱仪 6460LC-MS QQQ 美国 同济大学 上海 
1233 同位素质谱仪 MAT253 德国 武汉大学 湖北 
1234 色谱质谱联用仪 3200QTRAP 美国 武汉大学 湖北 
1235 气质谱联用仪 6890/5973 美国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1236 飞行时间质谱仪 Veyager-DE 美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1237 液相色谱-质谱仪 LCMS-2010 日本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1238 毛细管液相质谱仪 * 美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1239 定量分析在线质谱仪 MAX 美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1240 等离子质谱仪 820-MS 美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1241 四级杆线性离子阱质谱仪 GPC-GCMS 日本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1242 四级杆线性离子阱质谱仪 4000QTRAP 美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1243 质谱仪 T0F5800 美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1244 飞行时间质谱仪 VOYAGERDE-PRO 美国 西南大学 重庆 
1245 气质联用仪 TRACE DSQ-MS 美国 西南大学 重庆 
1246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MS-2010A 日本 西南大学 重庆 
1247 气质联用仪 GCMS-GP2010 日本 西南大学 重庆 
1248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HCT 美国 西南大学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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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9 气-质联用仪 QP2010 日本 西南大学 重庆 
1250 电离飞行时间质谱仪 MicroflexLRF 中国 厦门大学 福建 
1251 四极杆离子回旋共振质谱仪 apex-wltra7.0T 中国 厦门大学 福建 
1252 扫描俄歇微探针 40-600 中国 厦门大学 福建 
1253 色谱质谱联用仪 AMAZON.SL 德国 厦门大学 福建 
1254 化学分析电子谱微探针 40-800 中国 厦门大学 福建 
1255 离子阱质谱仪 LTQ Orbitrap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56 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5973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57 色谱质谱联用仪 VOYAGER 英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58 同位素质谱仪 Delta V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59 质谱仪 DSQ2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60 高分辩色质联机系统 JMS-800D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1261 大气压化学电离源飞行时间质谱 CORSAIR API-IOF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62 液相色谱串联电喷雾飞行时间质谱仪 6224 TOF LC/MS 新加坡 浙江大学 浙江 
1263 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2000GC 英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64 付立叶变换质谱仪 APEXⅢ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65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MS-500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66 色谱质谱联用仪 POLARIS-Q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67 三重四级杆质谱系统 UPLC-TAD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68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P2010NC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69 飞行时间质谱仪 MASS-500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70 等离子质谱仪 ELAN DRC-e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71 液质联用仪 ESQUIRE3000 PIUS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72 超高压液相一三重四级杆质谱仪 UPLCIQPXE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73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1100 型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74 快速液相-三重四级杆质谱联用仪 Agilent 646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75 等离子质谱仪 ICP-MS/G3271A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1276 色谱质谱联用仪 5973N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77 色谱/质谱联用仪 Xevo TQ-S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78 自动 PCT 特性测定装置 PCT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1279 多级质谱计 ESQUIRE-LC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80 质谱分析仪 PBS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81 液相色谱-四级杆飞行时间质谱仪 MS4-APIQSTAR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82 串联四极杆质谱仪 ACQUITY PREMIER XE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83 离子阱质谱仪 LGQ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84 高分辨率高质量精度质谱仪 Exactive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85 飞行时间质谱仪 CLIMPIOP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86 液质联用多级离子阱质谱系 LLQ DECAXP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87 液/质联用仪 646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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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8 离子阱质谱系统 LCD Deca xp max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89 质谱仪 Voy-de str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90 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5973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9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7890-5975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1292 串联飞行时间质谱仪 ultrafleXtreme TOF/TOF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93 静态真空质谱仪 MM-5400 英国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1294 同位素质谱仪 OPTIMA 英国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1295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 Plantform 英国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1296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n-5975i 美国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1297 激光等离子质谱仪 NEW  WAVE SS－193 激光器；Angilent 7500a 电

 

美国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1298 稳定同位素质谱仪 Isoprime 英国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1299 三级四级杆半联质谱仪 320GC/MSMS SYSTEM 美国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1300 稳定同位素比质谱仪 MAT253 德国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1301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460A 美国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1302 稳定同位素质谱仪 MAT253 美国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1303 等离子体质谱仪 安捷伦 7500a 日本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1304 气相色谱/同位素比值质 DELTA－XP 美国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1305 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N/5975 美国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1306 热电离同位素质谱仪 TRITON-TI 美国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1307 全二维色谱—质谱仪 Pegasus 4D 美国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1308 气相色质谱计算机联用仪 HP6890GC/5973MS 美国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1309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Elan DRC-II 加拿大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1310 色谱质谱联用仪 5973N 美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1311 同位素质谱仪 ISOPrime 英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1312 ICP 等离子体质谱仪 7500C 美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1313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Quattro ultima 美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1314 稳定同位素质谱计 Delta v adv 德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1315 气质联用仪 6890N-5975B 德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1316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N/5973i 美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1317 四级杆飞行时间质谱仪 Q-ToF ultina GLobal 美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1318 离子阱质谱仪（计） *Bruker amaZon SL 中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1319 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Plus 日本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1320 线性离子阱静电场轨道阱组合质谱仪（计） *LTQ-Orbitrap XL 美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1321 液相/飞行时间质谱仪 1200/6210 美国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1322 离子阱质谱仪 LCQ-Advantage 美国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1323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1100/LC/MSD Trap XCT 美国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1324 等离子质谱仪 ICP-MS 美国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1325 色谱质谱联用仪 HP5973 美国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1326 串联液质谱联用仪 1200/6460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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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7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ELAN9000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328 同位素质谱仪 Deta Plus XP 德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329 基质辅助激光质谱仪 Autoflex 德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330 液态水同位素分析仪 SET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331 离子阱-液质联用仪 Esquire 6000 LC/MS 德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332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1100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333 串联四级杆气质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334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700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335 气质联用仪 HP6890-5973 美国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336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DSQ 美国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1337 离子回旋共振质谱仪 APEX_ULTRA94 美国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1338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PI4000 美国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1339 质谱仪 6540 美国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1340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PI4000 美国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1341 质谱联用仪 1290UHPLC/6520QTOT 美国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1342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MS2020 日本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1343 液质联用谱仪 1100LC/MSD 美国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1344 质谱仪 LCMS-2010A 日本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1345 离子阱质谱仪 MSD Trap  SL 1100 美国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1346 质谱仪 Q-TOF 英国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1347 液质联用仪 LCMS-2010 日本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1348 液质联用仪 TSQ-Ultra 美国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1349 液质联用仪 1100LC/MSD 美国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1350 液相色谱/质谱仪 HP-1100 美国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1351 质谱仪 API5600 中国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1352 气相色谱时间飞行质谱仪 PEGASUS-Ⅲ 美国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1353 色谱质谱联用仪 LC-MS-2000 日本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1354 液质联用仪 岛津 LCMS-8030 中国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1355 液质联用仪 LCMS-2020 日本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1356 质谱仪 API4000 美国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1357 串联四级杆液质联用仪 Quattro Micro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358 离子肼质谱系统 LCQAD-60000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359 三重四极杆液质联用仪 API4000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360 有机分析质谱仪 ULTRAFLEX Ⅲ TOF/TOF 200 德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361 离子阱型液质联用仪 LCQ Deca XP Plus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362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PQ-EXCELL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363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MS-2010 日本 中南大学 湖南 
1364 基质辅助激光解吸附飞行时间质谱 Ultraflex TOF/TOF Ⅲ 德国 中山大学 广东 
1365 气质联用仪 Agilent 7890A-5975C 美国 中山大学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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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6 三重串联四极杆质谱联用仪 RRLC/6410 LC/MSD 美国 中山大学 广东 
1367 飞行时间质谱仪 OmniFlex 美国 中山大学 广东 
1368 液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联用仪 岛津 LCMS-IT-TOF 日本 中山大学 广东 
1369 等离子体质谱仪 XSeries 2 德国 中山大学 广东 
1370 色谱质谱联用仪 HP6890/5973 美国 中山大学 广东 
1371 色谱质谱联用仪 VOYAGER CE8000TOP 美国 中山大学 广东 
1372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QDecaXP 美国 中山大学 广东 
1373 高分辨质谱仪 MAT95XP 德国 中山大学 广东 
1374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lient 1100 美国 重庆大学 重庆 
1375 气质联用仪 5973NGC-MS 美国 重庆大学 重庆 
1376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X series 2 德国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

 

北京 
1377 电喷雾电离/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傅立叶变换

 

9.4 T Apex Ultra FTICR MS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1378 离子阱质谱仪 DECAX---30000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1379 高性能串联飞行时间质谱蛋白质分析系统 ultraflextreme 德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1380 飞行时间质谱 5600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1381 增强型二维线性离子阱质谱仪 LTQ XL Ion Trap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1382 傅立叶变换高分辨率质谱仪 Orbitrap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1383 液质联用仪 AgilentXCT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1384 冷喷雾质谱仪 JMS-T100CS 日本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1385 液相色谱/质谱/质谱联用仪 QSTAR Elite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1386 液相色谱/质谱/质谱联用仪 QTRAP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1387 串联质谱仪 AutoSpec Ultima-Tof 英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1388 付立叶变换离子回旋共振质谱仪 LTQ FT     7.0T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1389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 QTRAP5500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1390 高分辨电喷雾四级杆飞行时间质谱仪 microOTOFTM ＱII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1391 串联四级杆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410B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1392 基质辅助激光解吸附飞行时间质谱仪 4800 plus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139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7890A/5975C GCMS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1394 高分辨磁质谱 DFS 磁式 MS 型 德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北京 
1395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BI3200Q/AGILENT1200 型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北京 
1396 离子阱型液质联用仪 LTQ XL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北京 
1397 组合式高分辨质谱 LTQ Orbitrap XL 德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北京 
1398 气质联用仪 6890-5973N G2589A 美国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1399 液质联用仪 API4000 美国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1400 等离子体质谱仪 7500ce 美国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140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系统 QUATTRO MICRO GC 美国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1402 高分辨电场轨道阱质谱仪 orbitrap 德国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1403 激光解析质谱仪 autoflex 3 美国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1404 线性离子阱质谱仪 LTQ-XL 德国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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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5 四极杆离子阱串联质谱仪 4000QTRAP 美国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1406 气相质谱联用仪 QP2010PLUS 日本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1407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X Series II 德国 水利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

 

江苏 
1408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1100 美国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北京 
1409 有机检测设备 1260/ 7890A/ ISQ 美国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广东 
1410 三重四级杆液质连用系统 RRLC/6410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 北京 
1411 离子阱液质连用系统 RRLC/6320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 北京 
1412 三重四杆液相质谱联用仪 Agilent Lc-QQQ/Lc-Ms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北京 
1413 气相质谱联用仪 TRACE DSQII 美国 西北民族大学 甘肃 
1414 离子阱液质联用仪 TTQ VELOS ER 二维双线压线性 美国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 
1415 三重四极杆串联质谱仪 TSQ 美国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 北京 
1416 液质联用仪（高效液相色谱-四级杆-飞行时间质谱

 

QTOF 6510 美国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 北京 
1417 气相-质谱联用分析仪（离子阱气质联用仪） gc-ms PolarisQ 美国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 北京 
1418 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串联飞行时间质谱 AutoflexTM Ⅲ 德国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 北京 
1419 激光烧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ELAN DRC-e 美国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浙江 
1420 稳定同位素质谱仪 Delta plus AD 德国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浙江 
1421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7700X 美国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福建 
1422 飞行时间质谱仪 LCT Premier XE 美国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福建 
1423 液气色质联用仪 GC-MS2010 日本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福建 
1424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ICP—MS 美国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福建 
1425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254513100 美国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福建 
1426 气质联用仪 HP5973N 美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1427 高分辨质谱仪 902 ProMALDI-FTMS 美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1428 飞行时间质谱仪 DSQ 美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1429 全二维气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仪 Pegasus 4D 美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1430 气质联用仪 Agilent 7890A/5975C 美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1431 三重四极杆串联液质联用仪 API 5500 美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1432 超高效液相色谱/精确质量高分辨四级杆-飞行时

 

美国安捷伦 1290/6540 美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1433 超高效液相色谱/三重四级杆串联质谱联用仪 美国安捷伦 1290/6490 美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1434 顶空气质联用仪 美国安捷伦 7697A/7890A/5975C 美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1435 液质联用仪 API4000 美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1436 气质联用仪 Agilent 7890A/5975C 美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1437 气质联用仪 美国安捷伦 7890A/5975C 美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1438 气质联用仪 美国安捷伦 7890A/5975C 美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1439 气质联用仪 HP5973N 美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1440 气质联用仪 HP5975B 美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1441 气质联用仪 HP5973N 美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1442 四级线性离子阱质谱仪 LTQ1000 美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1443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PE ELAN DRC-e 美国 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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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4 安捷伦 5975 气质联用仪 Agilent-5975 美国 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广东 
1445 安捷伦气质联用仪 Angilent 5975B 美国 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广东 
1446 气质联用仪 5975I 美国 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广东 
1447 高分辨气相色谱质谱仪 Agilent 6890 GC/AutoSpec Premier 英国 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广东 
1448 三重四极杆气质联用仪 TSQ Quantum XLS Ultra 美国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江苏 
144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 GC2000 TRACE MS 德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北京 
1450 气质联用仪 Agilent 7890A+5975C 美国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福建 
1451 气质联用仪 GCMS-QP2010 plus 日本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福建 
1452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7500CX 美国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福建 
1453 液相色谱串联四极杆-线性离子阱质谱仪 3200QTRAP 美国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福建 
1454 高分辨磁质谱仪 Autospec 德国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福建 
1455 气质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福建 
1456 稳定同位素质谱仪 DELTA V 德国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福建 
1457 四级杆/飞行时间串联质谱仪 MinTOF-QII 德国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福建 
1458 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仪 UltrafleXtreme MALDI TOF/TOF 美国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福建 
145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山东 
1460 超高效液相色谱-三重四级杆质谱联用仪 1290-6430 美国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山东 
1461 液相色谱-离子阱质谱联用仪 LTQ XL 美国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山东 
1462 四极杆飞行时间液质联用仪 maxis UHR-TOF 瑞士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山东 
1463 气相色谱-离子阱质谱联用仪 ITQ-11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山东 
1464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X Series 2 美国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1465 稀有气体同位素质谱计 MM5400 英国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兰州油气资源研究

 

甘肃 
1466 同位素质谱计 Delta Plus XP 美国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兰州油气资源研究

 

甘肃 
1467 同位素质谱计 MAT252 美国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兰州油气资源研究

 

甘肃 
1468 热重/差热-色质联用仪 Diamond TG/TGA  6890N GC/5973N MSD 美国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兰州油气资源研究

 

甘肃 
1469 色谱/四极杆质谱联用仪 HP6899GC-HP5973NMS 美国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兰州油气资源研究

 

甘肃 
1470 多功能联用仪 HP5989A/5890II 美国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兰州油气资源研究

 

甘肃 
1471 LCQ Fleet 离子阱液质联用仪 LCQ Fleet 美国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山东 
1472 液相色谱四极杆串联质谱仪 TSQ Quantum Access MAX 美国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山东 
1473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ELANDRCII 美国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山东 
1474 热电离质谱仪 TRITON 美国 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湖北 
1475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X Series 2 英国 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湖北 
1476 等离子体质谱仪 ICP-MS 美国 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湖北 
1477 高效液相-质谱联用系统 2695-QUATTROPRINIER XE 美国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1478 液质联用仪 Xevo TQ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

 

北京 
1479 非线性离子阱质谱仪 6310 型 美国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 
1480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1200/6310 美国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 
1481 多级离子阱质谱仪 ITQ 1100 美国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 
1482 气质联用仪 GC/MS—QP 2010 日本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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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plus 日本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148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1485 液质联用仪 UPLC/XEVOTO 美国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1486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2695 美国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148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DSQ 美国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1488 离子肼多极质谱仪 Varian240ms 美国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1489 气质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1490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SPE UPLC/XEVO TQ 美国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149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U1tra 日本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1492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7700X 美国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1493 热裂解气相色谱-质谱仪 GCMS-QP2010 日本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1494 三重四级气质联用仪 TSQ QuantumXLS 美国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1495 气质联用 ITQ1100 美国 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 北京 
1496 感应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XSERIES 2 美国 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 北京 
1497 气质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 北京 
1498 飞行时间质谱系统 ULTRAFLEXIII 德国 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 北京 
149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岛津 ACL  TOP 日本 首都儿科研究所 北京 
1500 液质联用仪 Agilent-6410 美国 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 北京 
1501 气质联用仪 GC/MS-2010 日本 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 北京 
1502 色谱质谱联用仪 ESQUIRE6000 德国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1503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配全自动离子溅射镀膜仪_Quanta 250 FEG 荷兰 北京工商大学 北京 
1504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联用仪 G5700A_7700e 美国 北京工商大学 北京 
1505 液相色谱/四级杆-飞行时间串联质谱仪 UHPLC-QTOF_Agilent 1290-6530 美国 北京工商大学 北京 
1506 质谱仪 MS2010A 日本 北京印刷学院 北京 
150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7890A/5975C 美国 北京印刷学院 北京 
1508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Plus 日本 北京建筑大学 北京 
150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5973N 美国 北京服装学院 北京 
1510 高效液相色谱/三重四级杆质谱联用仪 1200/6410 美国 北京服装学院 北京 
1511 核磁兼容动物监护和数据系统 model 1025 中国 首都医科大学 北京 
151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5975 德国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北京 
1513 LC 单向四级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6120 德国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北京 
1514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器（05-CRO 服务平台） 1200 LC/MS Trap XCT 中国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本级 北京 
151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07-公共安全) 7890A/5975C 中国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本级 北京 
1516 气质联用色谱仪（10 追加-动物系统营养） 7890A5975C 中国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本级 北京 
1517 液质联用仪（06-GLP 专项设备） API 4000 TRAP 中国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本级 北京 
1518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北京市纺织纤维检验所 北京 
151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N/5975B 美国 北京市纺织纤维检验所 北京 
152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北京市纺织纤维检验所 北京 
152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N/5975B 美国 北京市纺织纤维检验所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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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N/5975 美国 北京市纺织纤维检验所 北京 
152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N/5975B 美国 北京市纺织纤维检验所 北京 
152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北京市纺织纤维检验所 北京 
152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北京市纺织纤维检验所 北京 
1526 气质联用仪 7000B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527 ICP 质谱 NexION 300X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528 液质联用仪 G2-S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529 等离子质谱仪 ICAP QC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530 气质联用仪 5975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531 液质联用仪 Q EXACTIVE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532 液质联用仪 TSQ VANTAGE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533 气质联用仪 GCMS-QP2010 日本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534 液质联用仪 LCQ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535 气质联用仪 GCMS-QP2010 日本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536 气质联用仪 TSQ Quantum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537 气质联用仪 ISQ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538 液质联用 orbitrap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539 等离子质谱仪 7500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540 液质联用仪 Quattro Premier XE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541 液质联用仪 TSQ ULTRA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542 气质联用仪 TSQ QUANTUM GC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543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6410B 美国 天津城建大学 天津 
1544 气相色谱仪-质谱联用仪 4000GC/MS/MS 美国 天津城建大学 天津 
1545 电喷雾四级杆飞行时间质谱仪 microTOF-Q II 型 美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1546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安捷伦 7890A/5975C 美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1547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TQ Orbitrap Disocovery 美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1548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安捷伦 1200/布鲁克 6320 德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1549 线性离子阱质谱 LS/MS 6410 德国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1550 液相单四极质谱仪 6120BA-LC/MS 美国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1551 LCQ 液质联用仪 LAM10188 美国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1552 气质联用仪 GCMS-4000 离子阱 美国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1553 ICP 质谱仪 7500CX 日本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1554 气相色谱质谱仪 GCMS-QP2010 日本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1555 单四极质谱仪 5975C 美国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1556 液质联用仪 API3200 加拿大 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 
1557 质谱检测器 离子阱 美国 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 
1558 四级杆-飞行时间串联质谱仪 6520 Q-TOF 美国 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 
1559 三重串联四级杆液质联用系统 6430 QQQ 美国 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 
1560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 Elan9000  超痕量级 美国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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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1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Profile 美国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1562 HPLC-电感偶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Agilent 7500a 美国 天津市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天津 
1563 气质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天津市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天津 
1564 气质联用仪 TRACED8Q 美国 国家农产品保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天津 
1565 气液相-质谱联用仪 Automass multi GC2000 法国 天津市理化分析中心 天津 
1566 二次离子质谱仪 IMS 4f 法国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六研究所 天津 
1567 二次离子质谱仪 IMS 4f-E7 法国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六研究所 天津 
1568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Clarus 600 美国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六研究所 天津 
1569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Varian 820-MS 美国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六研究所 天津 
1570 液质联用仪 FINNIGAN TSQ QUANTM 美国 天津药物研究院 天津 
1571 离子阱质谱仪 FINNIGAN LCQ AD MAX 美国 天津药物研究院 天津 
1572 液质联用仪 QBA395 美国 天津药物研究院 天津 
1573 激光溅射-2 PLD-01 中国 河北大学 河北 
157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1.5-1050amu，EI 源 美国 河北大学 河北 
1575 高性能集群系统 HDJR-32＋512M*16 2.4G*32/80G*16 中国 河北大学 河北 
1576 液质联用仪 LC/MSD-XCT 美国 河北大学 河北 
1577 细胞组织处理化验仪器 未知 美国 河北大学 河北 
1578 直接数字化拍片系统 未知 美国 河北大学 河北 
1579 准分子激光器 200 德国 河北大学 河北 
1580 蛋白纯化系统 AKTA explorer-100 日本 河北大学 河北 
1581 生物芯片点样仪 OmmGrid7M 美国 河北大学 河北 
1582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未知 日本 河北大学 河北 
1583 目标蛋白快速分离系统 未知 美国 河北大学 河北 
1584 KrF 准分子激光器 201 德国 河北大学 河北 
1585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未知 日本 河北大学 河北 
1586 600MHz 核磁共振波谱仪 未知 德国 河北大学 河北 
1587 高分辨傅立叶变换质谱 未知 德国 河北大学 河北 
1588 流式细胞仪 未知 德国 河北大学 河北 
1589 遗传分析仪 未知 美国 河北大学 河北 
1590 星形结构/溅射薄膜沉积系统 多腔，PECVD、热丝、磁控 美国 河北大学 河北 
1591 太阳能电池光谱响应测试装置 300-1800nm 美国 河北大学 河北 
1592 重复频率 YAG 激光器 YG901 法国 河北大学 河北 
1593 电感偶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X Series 2 美国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 
159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 DSQⅡ 美国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 
1595 热-质联用系统 STA449F3-QMS403C 德国 河北理工大学 河北 
1596 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QD 美国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河北 
159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DSQE 美国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遗传生理研究所 河北 
1598 气相色谱－质谱仪 6890N/5973N 美国 华北煤炭医学院 河北 
1599 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质谱仪 7500A 美国 华北煤炭医学院 河北 



质谱仪器/1749 台（套） 

93/575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产地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60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5875C 美国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石家庄果树研究所 河北 
1601 气质联用仪 6890/5973N 美国 河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河北 
1602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器 AGILENT6430 美国 河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河北 
160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HP5973 美国 河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河北 
1604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7500a 美国 河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河北 
1605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ELAN DRC-e 美国 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 
1606 气质联用仪 GCMS-QP2010ULtra 日本 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 
1607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Q TRAP 5500 日本 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 
1608 同位素质谱仪 Thermo DELTA VAdvantage 美国 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 
1609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1200-6410 美国 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 
1610 气质联用仪 7000A 美国 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 
1611 气相色谱质谱仪 GCMS-QP2010 日本 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 
1612 气质联用仪 5973i 美国 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 
1613 IT-TOF 飞行质谱仪 无 日本 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 
1614 玻璃气泡质谱分析仪 GIA522 德国 河北省沙河玻璃技术研究院 河北 
1615 气质联用仪 Agilent 5975C 美国 山西省生物研究所 山西 
1616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NexION 300X 美国 山西省分析科学研究院 山西 
1617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系统 UPLC/XEVO TQ MS 美国 山西省分析科学研究院 山西 
1618 气相色谱离子阱质谱仪 PolarisQ 美国 山西省分析科学研究院 山西 
1619 气相色谱-四极杆质谱联用仪 DSQ/K0730000 美国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资源研究所 山西 
1620 气质联用仪 GCMS-QP2010Ultra 日本 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山西 
1621 液质联用仪 LTQ-XL 美国 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山西 
1622 液质联用仪 ACCELA  TSQ QUANTUM ACCESS MAX   三重四

 

美国 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山西 
1623 气质联用仪 6890N-5975B 美国 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山西 
1624 液质联用仪 Xevo  TQ-S 爱尔兰 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山西 
1625 液质联用仪 LCMS-8030 日本 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山西 
1626 气质联用仪 Q-Mass910 美国 内蒙古医科大学 内蒙古 
1627 激光显微捕获仪 Veritas703 中国 内蒙古医科大学 内蒙古 
1628 荧光定量 PCR 仪 7500fast 美国 内蒙古医科大学 内蒙古 
1629 等离子体质谱仪 Xseries 2 德国 内蒙古自治区矿产实验研究所 内蒙古 
1630 等离子体质谱仪 Xseries 2 德国 内蒙古自治区矿产实验研究所 内蒙古 
1631 等离子质谱仪 X series2 美国 内蒙古自治区矿产实验研究所 内蒙古 
163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DSQ 美国 内蒙古自治区水产技术推广站 内蒙古 
163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DSQ-2 美国 辽宁省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 辽宁 
1634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PI-4000Q 美国 辽宁省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 辽宁 
163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Finniga-SSQ 美国 辽宁省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 辽宁 
1636 安捷伦液质联用仪 LCMS 1260-6430 美国 辽宁省药物研究院 辽宁 
1637 稳定同位素比质谱仪 lsponime 100 德国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 
1638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 Agilent7500 美国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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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N /附微机一套 美国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 
1640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1100 /附微机一套 美国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 
1641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Agilent7500a 美国 辽宁中医药大学 辽宁 
1642 色谱质谱联用仪 LCQ Deca Plus 美国 沈阳化工大学 辽宁 
1643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G3281A 7700X 美国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1644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Xevo TQ/MS 美国 沈阳药科大学 辽宁 
1645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Xevo TQ/MS 美国 沈阳药科大学 辽宁 
1646 液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联用仪 Xevo G2 QTof 美国 沈阳药科大学 辽宁 
1647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4000 QTRAP 美国 沈阳药科大学 辽宁 
1648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PI-4000 美国 沈阳药科大学 辽宁 
1649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7500CX 美国 沈阳建筑大学 辽宁 
1650 气-质联用仪 5975 美国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开放实验室 辽宁 
1651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 XEVO TQ 美国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开放实验室 辽宁 
1652 串联四极杆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1200/6410 美国 辽宁省分析科学研究院 辽宁 
1653 串联四极杆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1200/6410B 美国 辽宁省分析科学研究院 辽宁 
165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JMS-D300 日本 辽宁省分析科学研究院 辽宁 
165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N-5975i 美国 辽宁省分析科学研究院 辽宁 
1656 气相色谱-串联四级杆质谱联用仪 7890A-7000B 美国 辽宁省分析科学研究院 辽宁 
1657 能谱电子散射衍射仪 AP0LLO 美国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 
1658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N/5973I 中国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 
1659 高分辨液质联用仪 Agilent RRLC/6520 美国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1660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6300 XCT TRAP 美国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1661 二维线形离子阱液质联用系统 LTQ-XL 美国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1662 液质连用仪 AgilentLC/MSD 美国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1663 轨道阱高分辨质谱联用仪 Q-Exactire 美国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1664 液质联用仪 Quattro Premier 美国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1665 气相色谱/质谱连用仪 Agilent6890N/597 美国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1666 高频等离子体质谱仪 7500 美国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1667 液相色谱仪质谱仪 1100-1964 美国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1668 气相色谱质谱仪 6890-5973 美国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1669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 6410 美国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1670 高效液相色谱-串联四极杆质谱联用仪 G1290-6460A 美国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1671 气相色谱仪-串联四极杆质谱联用仪 7890A-7000B 美国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1672 凝胶色谱-气相色谱质谱仪 GPC-GCMS 日本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1673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7700X 美国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1674 液相色谱-四极杆串联轨道阱高分辨质谱联用仪 Q Exacuive system 3000 德国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1675 气相色谱离子井质谱联用仪 GCMSMS-320 美国 黑龙江省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 黑龙江 
1676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1200－G6410A 美国 黑龙江省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 黑龙江 
1677 气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仪 PolarisQ 美国 黑龙江省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 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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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8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7700x 日本 黑龙江省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 黑龙江 
1679 表面增强激光解析蛋白质飞行时间质谱仪 3J568TCPBSII 美国 黑龙江省肿瘤防治研究所 黑龙江 
1680 高效液相-四级杆质谱联用仪 1100 美国 哈尔滨商业大学 黑龙江 
168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5973 美国 哈尔滨商业大学 黑龙江 
1682 液相色谱-离子阱质谱联用仪 1100 美国 哈尔滨商业大学 黑龙江 
1683 气相色谱仪 7890A 美国 佳木斯大学 黑龙江 
1684 元素分析仪 PE2400IISERIESII 美国 佳木斯大学 黑龙江 
1685 数字化视频脑电 Easy II 美国 佳木斯大学 黑龙江 
1686 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 * MASS 美国 齐齐哈尔大学 黑龙江 
1687 质谱仪与吹扫捕集浓缩仪 5975/9800 美国 黑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黑龙江 
1688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6300 LC/MS 美国 黑龙江科技学院 黑龙江 
1689 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仪 UPLC/XE 英国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 
1690 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UPLC/ZQ2000 美国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 
1691 液质联用仪 Thermo Quantum Ultra 美国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 
1692 离子阱质谱系统 LCQ 美国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 
1693 三重四极杆液质联用仪 AGILENT LG 6410 新加坡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 
1694 液质联用仪 Thermo Quantum Access 美国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 
1695 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仪 AUTOFLEXIII 美国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 
1696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NexION 300X 美国 上海理工大学 上海 
1697 串联四级杆质谱仪 Xevo TQ-S 美国 上海海洋大学 上海 
1698 液相质谱仪 LCMS-2020 日本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上海 
1699 液质联用色谱仪 2695-QUATTRO PREMIER 美国 国家上海新药安全评价研究中心 上海 
1700 高分辨飞行时间质谱仪 1260-6224 美国 国家新药筛选中心 上海 
170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uto system XL 美国 上海高分子材料研究开发中心 上海 
170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HP6890,5973 美国 上海中药创新研究中心 上海 
1703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6410BA 美国 上海实验动物研究中心 上海 
1704 液质联用仪 TSQ QUANTUM ACCESS 美国 上海化工研究院 上海 
1705 稳定性同位素质谱仪 Delta-S 德国 上海化工研究院 上海 
1706 气质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上海化工研究院 上海 
1707 气体同位素质谱仪 MAT-271 德国 上海化工研究院 上海 
1708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CLARUS 600/664N8080404 美国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 
1709 高压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 waters/ Quattro Premier XE VAB430 美国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 
171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PE Clarus500 美国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 
1711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II ELAN DRC_e 美国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 
1712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US84100711 美国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 
1713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I PlasmaQuad 3 美国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 
1714 高分辨率色质谱联用仪 6224 美国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上海 
1715 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 Nexlon 300D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716 气质联用仪 TRACE ISQ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质谱仪器/1749 台（套） 

96/575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产地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717 稳定气体同位素质谱仪 Sercon 20-20H 英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718 三重四级杆串联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4000Q-Trap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71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72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721 气质联用仪 岛津 GCMS-QP2010NCPLUS 230V 日本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722 气质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723 液质联用仪 TSQ Quantum AccessMAX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724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SQ-30001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72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3900/Saturn2100t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726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CLARUS 500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727 液相色谱仪-飞行时间质谱仪联用 1260-6224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728 GPC 气质联用仪 QP2010PLNS/LC-20A 日本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729 气质联用仪（热电） DSQ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730 多维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MDGC/GCMS） GCMS-QP2010 Uitra 日本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731 气相色谱质谱仪 7890A-5975C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732 液相色谱-质谱仪 Acpuity Quattro Premier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733 串联四级气质联用仪 7890A/Quattro micro GC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734 多种串联四极液相谱质联用仪 TSQ Quantun Access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735 等离子发射光谱－质谱仪 7500CX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736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气相 US10806011 质谱 USS0648419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737 气质联用仪 7890/5975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738 三重四级杆串联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SQ-30001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739 液相四极杆飞行时间质谱仪 G6540A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74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74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FOCUS  GC/DSQ 美国 上海市纤维检验所 上海 
174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Focus ISQ 美国 上海市纤维检验所 上海 
174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Focus ISQ 美国 上海市纤维检验所 上海 
1744 高效液相质谱仪 LC/MS G6410B 美国 上海市纤维检验所 上海 
174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Focus ISQ 美国 上海市纤维检验所 上海 
1746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Focus ISQ 美国 上海市纤维检验所 上海 
174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FOCUS  DSQⅡ 美国 上海市纤维检验所 上海 
174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 GC/DSQ ultra 美国 上海市纤维检验所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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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光谱仪 Arc-Met930 芬兰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2 光电直读光谱仪 PDA-7000 日本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3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 PERKINE 7300DV 美国 上海大学 上海 
4 瞬态光谱仪 MAI TAI HP 美国 上海大学 上海 
5 地物镜光谱仪 FIEDSPEC PRO FR 美国 上海大学 上海 
6 拉曼光谱仪 U-1000 法国 上海大学 上海 
7 拉曼光谱仪 inVia 英国 上海大学 上海 
8 ICP 光谱仪 ICP 美国 上海大学 上海 
9 共焦显微拉曼光谱仪 INVIA 英国 上海大学 上海 
10 飞秒脉冲激光光谱仪 VERDI-V18 美国 上海大学 上海 
11 椭圆偏振光谱仪 UVISEL/460-VIS-AGAS 法国 上海大学 上海 
12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Dptima 2100DV 美国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上海 
13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nalyst 600 美国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上海 
14 中红外光谱仪 EQUINOX 55 德国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 上海 
15 磷屏成像仪 Bio Rad PDQuest 美国 上海市内分泌代谢病研究所 上海 
16 傅立叶红外光谱分析仪 spectrum One 美国 上海市食品药品包装材料测试所 上海 
17 拉曼光谱仪 DXR Smart Raman 美国 上海市闸北食品药品检验所 上海 
18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  Duo 美国 上海市青浦食品药品检验所 上海 
19 便携式傅立叶变换红外多组分气体分析仪 Gasmet FTIR DX4020 芬兰 上海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所 上海 
20 分光光度计 CARY-5000 美国 上海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所 上海 
21 傅立叶红外光谱仪 Spotlight300 美国 上海市检测中心 上海 
22 便携式光谱仪 SPECTROTEST 德国 上海市检测中心 上海 
23 红外碳硫分析仪 EMIA-820V 日本 上海市检测中心 上海 
24 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Optima 5300 DV 美国 上海市检测中心 上海 
25 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Optima 5300 DV 美国 上海市检测中心 上海 
26 辉光直读光谱仪 PPOFILER HR 美国 上海市检测中心 上海 
27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QID-2010 美国 上海市防伪技术产品测评中心 上海 
28 显微红外分光光度计 660-IR Spectrometer/610-IR Microscope 美国 上海市防伪技术产品测评中心 上海 
29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2100 DV 美国 上海市毛麻纺织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30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 7000 DV 中国 上海市服装研究所 上海 
31 傅里叶红外光谱仪 Nexus470 美国 上海化学试剂研究所有限公司 上海 
32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controlAA-700 德国 上海化学试剂研究所有限公司 上海 
33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 8000 美国 上海轻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 上海 
34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Spectr AA 220 澳大利亚 上海市工业微生物研究所 上海 
35 直读光谱分析仪 SPECTRO-AA 德国 上海市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 上海 
36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AP6300 美国 上海市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 上海 
37 真空直读光谱仪 GS1000 德国 上海市紧固件和焊接材料技术研究所 上海 
38 光源近场光分布测试仪 SIG-400 美国 上海半导体照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上海 
39 核磁共振波谱仪 Bruker ASCEND 500 瑞士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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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NAIYST700 美国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江苏 
41 红外光谱仪-傅立叶拉曼联机系统 Nicolet6700 美国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 
42 全谱直读光谱仪 SPECTRO MAXx 德国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 
43 紫外/可见/红外分光光度计 LAMBDA950 美国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 
44 在线反应红外分析系统 ReactIR4000 美国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 
45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P OPTMA20000V 美国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 
46 红外-拉曼光谱仪 NEXUS670 美国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 
47 富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FTIR-670 德国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48 荧光光谱仪 AXIQS 德国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49 光谱仪 A11070 便携式 美国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50 红外分光光谱仪 102F 便携式 中国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51 ICP 光谱仪 prodigy icp 美国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52 显微共焦拉曼光谱仪 * 中国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53 荧光元素分析仪 XL3T900S 美国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54 紫外分光光度计 CARY5000 法国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55 荧光元素分析仪 XL3T900S 美国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56 付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V70 德国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57 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MPXR534 美国 江苏警官学院 江苏 
58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 美国 扬州大学 江苏 
59 时间分辩荧光光谱仪 FLSP20 英国 扬州大学 江苏 
60 激光光散射仪 ALV/DLS/SLS-5022F 德国 扬州大学 江苏 
61 连续流动分析仪 AutoAnalyzer 3 德国 扬州大学 江苏 
62 傅立叶红外光谱仪 IFS 66/S 德国 扬州大学 江苏 
6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PEM2100 美国 扬州大学 江苏 
64 全谱直读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RIS Intrepid IIXSP 美国 扬州大学 江苏 
65 圆二色光谱仪 J-810 日本 扬州大学 江苏 
66 激光显微拉曼光谱仪 INVIA REFLEX 英国 扬州大学 江苏 
67 直读光谱仪 MAXX LMM05 德国 江苏科技大学 江苏 
68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PS-7510 日本 常州大学 江苏 
69 傅里叶红外光谱仪 Nicolet-460 美国 常州大学 江苏 
70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 Vista--AX 美国 常州大学 江苏 
71 18 角度激光光散射系统 DAWN HELEOS II 美国 常州大学 江苏 
72 便携式辐射光谱仪 FieldSpec 3 美国 江苏大学 江苏 
73 可见光超光谱图像显示系统 Imspector V10E 芬兰 江苏大学 江苏 
74 连续光源原子吸收光谱仪 contrAA300 德国 江苏大学 江苏 
75 激光显微拉曼光谱仪 DXR 美国 江苏大学 江苏 
76 高级稳态瞬态荧光测量系统 QM4m 美国 江苏大学 江苏 
77 超导核磁共振光谱仪 AVANCE Ⅱ 400MHz 瑞士 江苏大学 江苏 
78 等离子光谱仪 ICP-OES 澳大利亚 江苏大学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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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红外光谱仪 Nexus 670 智能型 美国 江苏大学 江苏 
80 激光影像扫描成像系统 Typhoon9410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81 圆二色谱仪 J-815 日本 苏州大学 江苏 
82 多功能酶标仪 M1000 pro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83 快速角分辨光谱仪 Axis Ultra HAS 中国 苏州大学 江苏 
84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ME-50101EX 法国 苏州大学 江苏 
85 广角激光光散射仪 Bl-200SM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86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Nicolet 6700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87 小动物活体体内成像系统 IVIS Lumina Ⅱ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88 近红外光脑成像系统 FOIRE-3000 日本 苏州大学 江苏 
89 荧光光谱仪 FL3-TCSPC 法国 苏州大学 江苏 
90 拉曼光谱系统 LabRAMHR800 法国 苏州大学 江苏 
91 荧光光谱仪 FM4P-TCSPC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92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 Icap 6300 DUO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93 园二色光谱仪 AVIV-410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94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 Vista  MPX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95 显微共焦拉曼光谱 HR800 法国 苏州大学 江苏 
96 光谱分析与光谱电化学实验平台 Acton SP2300 Pixis100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97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VERTEX70 德国 苏州大学 江苏 
98 瞬态/稳态荧光分光光度计 FLS920 英国 苏州大学 江苏 
99 红外运动捕捉系统 MX-GIGANET 英国 苏州大学 江苏 
100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 4300DV 美国 盐城工学院 江苏 
101 全功能型稳态/瞬态荧光光谱仪 FLS920 英国 江苏师范大学 江苏 
102 高分辨连续光谱原子吸收光谱仪 contrAA700 德国 徐州工程学院 江苏 
103 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i-CAP6300 美国 淮海工学院 江苏 
104 近红外光谱仪 布鲁克 MPA 德国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105 ICP 发射光谱仪 热电 6300 美国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106 水质在线分析仪 STIP-SCAN 德国 江苏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江苏 
107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2100DV 美国 江苏省电子信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江苏 
108 原子吸收光谱仪 M6 AA system 美国 江苏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江苏 
109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SOLAAR-M6 美国 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江苏 
110 全谱直读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RIS Intrepid 美国 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江苏 
111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TAS-990AFG 中国 江苏省沿海水利科学研究所 江苏 
112 原子吸收光谱仪 contrAA700 德国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113 荧光定量 PCR 仪 Roche-480 瑞士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114 原子吸收光谱分析仪 Ａ800 美国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115 高光谱成像仪 HyPerspec VNIR 美国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116 荧光差异电泳系统 2D-DIGE 软件+EDI 美国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117 原子荧光形态分析仪 SA-10/AFS-9230 中国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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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显微共焦激光拉曼光谱仪 LabRAM HR 法国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119 在线反应红外光谱仪系统 MATRIX-MF 德国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120 红外光谱仪 EQINOX55 德国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121 傅里叶红外光谱仪 NEXUS 670 美国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122 电感藕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IRIS Intripid 美国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123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800 美国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124 催化氢化智能型原位测试装置 尼高力 5700 美国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125 紫外分光光度计 (免税)Lambda 900 美国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26 激光拉曼光谱仪 Raman960 美国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27 原子吸收光谱仪 (免税)Sollar M6 美国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28 和频光谱测量系统 Nd:YAG 2.3-10μm(免税) 立陶宛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29 傅立叶红外光谱仪 (免税)Nicolet 5700 美国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30 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离子化 4700 美国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31 全数字动态红外分析系统 Research-N1 中国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32 原子吸收光谱仪 zeenit 700 德国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 
133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6300 美国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34 紫外可见近红外光谱仪 Cary5000 175～3300nm 澳大利亚 嘉兴学院 浙江 
135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710-ES 美国 嘉兴学院 浙江 
136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7000DV 美国 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 
137 原子吸收光谱仪 PE/AA800 美国 浙江省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 
138 直读光谱仪 QSG750 德国 浙江省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 
139 傅立叶红外光谱仪 6700+continuum 美国 浙江省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 
140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P 7000DV 美国 浙江省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 
141 直读光谱仪 SPECTROMAXx 德国 浙江省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 
142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725-ES 美国 浙江省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 
143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240 美国 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浙江 
144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仪 AA-240 美国 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浙江 
145 元素分析仪 vario MACRO 德国 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 浙江 
146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240FS/GFA 美国 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 浙江 
147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M6 美国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148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M6 型 美国 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浙江 
149 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Vista ICP-AES 美国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150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7500cx 日本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151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 720-ES 澳大利亚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152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 720-ES 澳大利亚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153 拉曼光谱仪 SENTERRA 德国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154 火焰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仪 M6 美国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155 圆二色谱仪 MOS-450/AF-CD 法国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156 野外便携式光谱仪 FieldSpec 3 Hi-Res 美国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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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电感耦合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 美国 安徽大学 安徽 
158 傅立叶红外谱仪 附清单 美国 安徽大学 安徽 
159 紧凑型激光光散射仪 ALV/CGS-8F 德国 安徽师范大学 安徽 
160 激光动态光散射仪 B1-200SM 美国 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 
161 原子吸收光谱仪 ZEEnit700P 德国 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 
162 稳态瞬态荧光光谱仪 FLS920 英国 淮北师范大学 安徽 
163 原子吸收光谱仪 ZEEnit 700P 德国 安徽科技学院 安徽 
164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2100 美国 池州学院 安徽 
165 直读光谱仪 Lab75/80 意大利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 
166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PrimusⅡ 日本 安徽省地质实验研究所 安徽 
167 全谱直读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AP6300 美国 安徽省地质实验研究所 安徽 
168 全谱直读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IRIS Advantage 美国 安徽省地质实验研究所 安徽 
169 电感耦合等离子光谱仪 Optima2100DW 美国 安徽省电子产品监督检验所 安徽 
170 DXR 显微拉曼光谱仪 DXR 美国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安徽 
171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SolidSpec-3700（DUV） 日本 安徽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安徽 
172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OPIMA2000DY 美国 福建省测试技术研究所 福建 
173 原子吸收光谱仪 SOLAAR 系列-M6 型 美国 集美大学 福建 
174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nalyst 800 美国 福建农林大学 福建 
175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4100 型 美国 福建农林大学 福建 
176 稳态/瞬态荧光光谱仪 FLS920 英国 福州大学 福建 
177 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CARY 500 美国 福州大学 福建 
178 时间分辨荧光光谱 FL/FS 900 英国 福州大学 福建 
179 等离子体光发射光谱仪 OP71MA 7000PV 美国 福州大学 福建 
180 激光显微拉曼光谱系统 inVia/IX71 英国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181 全功能稳态/瞬态荧光光谱仪 FLS920 英国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182 快速拉曼光谱系统 RS2000 加拿大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183 傅立叶红外光谱分析仪 Nicolet 5700 美国 福建中医药大学 福建 
184 扫描型等离子体发射击光谱仪 JY  UItima2 法国 江西省分析测试研究所 江西 
185 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Optima 5300DV NO770493 美国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资源环境研究

 

江西 
186 研究级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TENSOR27 美国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187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T25-ES 澳大利亚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188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Nicolet 6700 美国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189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240FS+240Z) 澳大利亚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190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Prodigy    XP 美国 江西农业大学 江西 
191 ICP 光谱仪 ATOMSCAN-16 美国 东华理工大学 江西 
192 能量色散 X 荧光光谱仪 Eagle Ⅲ 美国 景德镇陶瓷学院 江西 
193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Lambda850 美国 景德镇陶瓷学院 江西 
194 付立叶近红外光谱分析仪 MPA 美国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195 CD 圆二色光谱仪 Applied Photophysics 美国 赣南师范学院 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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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全谱直读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Prodigy xp 美国 赣南师范学院 江西 
197 紫外、可见记录分光光度计 CARY500UV-VIS-NI 美国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198 红外显微光谱仪 HYPERION2000 德国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199 Fluo Time 200 高效荧光寿命光谱仪 Fluo Time 200 160-850nm 德国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200 多角度激光光散射仪 DAWN HELEOS 美国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201 纳米粒度及 ZATE 电位分析仪 Zetasizer  Nano  精度误差： +/- 2%粒度范

       

英国 德州学院 山东 
202 全谱直读电感耦合等离子光谱仪 ICPE 9000 日本 鲁东大学 山东 
203 Rosemount NGA2000 发动机排放分析仪 Rosemount NGA2000 美国 山东省内燃机研究所 山东 
204 地物光谱仪 Field spec3 美国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205 全功能微孔板检测系统 Synergy? H4 美国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206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 -800 美国 山东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山东 
207 多波长氪激光 NOVUS OMNI 美国 山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 
208 红外光谱联用仪 TG209 德国 山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 
209 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OPTIMA2000DV 美国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 
210 光谱分析仪 波长：600-1700nm 美国 曲阜师范大学 山东 
211 拉曼光谱仪 N5700 美国 青岛大学 山东 
212 显微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Nicolet5700 美国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213 激光粒度分析仪 APA5002 英国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214 光致发光光谱仪 光致发光、拉曼、低温及 ATR--一体化 韩国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东 
215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Lambda950 美国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东 
216 等离子发射器（ICP 光谱仪） IRIS Intrepid ⅡXSP 美国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东 
217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OPTMA8000DV 美国 青岛农业大学 山东 
218 能量色散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ARL QUANTX 美国 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山东 
219 等离子体光谱仪 Vista-PRO 美国 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山东 
220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 Vista-pro 美国 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山东 
221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析仪 4100ZL+FIAS 美国 东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 山东 
222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NexION300X 美国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 山东 
223 ICP 光谱仪 IRISADVantage 美国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 山东 
224 气相色谱-串联质谱 7890A-7000B 美国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 山东 
225 原子吸收光谱仪 Solaar M6 美国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山东 
226 高分辨率光谱仪 AP2040A 法国 山东省科学院激光研究所 山东 
227 Typhoon 多功能扫描仪 Typhoon 美国 山东省医药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 
228 SCANARRAY4000 激光共聚焦芯片扫描仪 scanarray4000 美国 山东省医药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 
229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5300Dv 美国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中心实验室 山东 
230 便携式红外烟气分析仪 DX4000 芬兰 山东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 山东 
231 直读光谱仪 PDA-7000 日本 山东省科学院新材料研究所 山东 
232 光电直读光谱仪 SPECTROMAXx 德国 聊城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山东 
23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GBCAAS932 澳大利亚 聊城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山东 
234 Foss 乳成分-体细胞联体分析仪 Milkoscan5000  Fossomatic6000  

 

丹麦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奶牛研究中心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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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便携式定量光谱仪 TEST 德国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菏泽分院 山东 
236 全谱直读光谱仪 PM1-MASTER PRO 英国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聊城分院 山东 
237 便携式直读光谱仪 ARC-MET 8000 芬兰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淄博分院 山东 
238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ZEEnit 700 德国 河南省水产科学研究院 河南 
239 傅立叶变换红外分光光谱仪 TENsor37 中国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 
240 4MV 静电加速器 4MV 美国 郑州大学 河南 
241 原子力显微镜 SPMQ500-J3 日本 郑州大学 河南 
242 凝胶渗透色谱仪系统 PL-GPC220.PL-GPC50 英国 郑州大学 河南 
243 显微拉曼光谱仪 1209542 英国 郑州大学 河南 
244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Spectrum 400F 英国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 
245 近红外谷物成分分析仪 xds 丹麦 河南科技学院 河南 
246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ICPS-7500 日本 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河南 
247 原子吸收光谱仪 iCE 3500 英国 河南省商业科学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 
248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Zeenit700 德国 河南省化工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 
249 原子吸收光谱仪 ContrAA700 德国 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河南 
250 原子吸收光谱仪 ZEEnit700 德国 河南省农科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环境研究所 河南 
251 全谱直读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Prodigr XP S/N5036 美国 河南省农科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环境研究所 河南 
252 全谱直读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P PRODIGY 美国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

 

河南 
25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6800 日本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

 

河南 
254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ZEEnit700 德国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

 

河南 
255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AP 6300 美国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 
256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RIS Advantage ER/S 美国 武汉科技大学 湖北 
257 原子吸收光谱仪 MKⅡM6 美国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 
258 智能傅立叶红外光谱仪 NEXUS 美国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 
259 傅立叶红外光谱仪 NICOLET 6700 FTIR 美国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 
260 动/静态激光散仪 DAWN HELEOS 美国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 
261 激光共焦拉曼光谱仪 DXR RAMAN MICROSCOPE 美国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 
262 荧光分光光度计 Cary Eclipse 美国 武汉轻工大学 湖北 
263 付立叶红外光谱分析仪 NEXUS670 智能型 美国 武汉轻工大学 湖北 
264 傅立叶红外拉曼联用光谱仪 Nicolet 5700 美国 湖北师范学院 湖北 
265 圆二色光谱仪 J-810 日本 湖北师范学院 湖北 
266 拉曼光谱仪 FORAM685-2 英国 湖北警官学院 湖北 
267 多光谱图像分析仪 Nuance420 美国 湖北警官学院 湖北 
268 文件检验仪 VSC5000 英国 湖北警官学院 湖北 
269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800 美国 湖北民族学院 湖北 
270 全谱直读等离子体光谱仪 IRIS Advantage 美国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

 

湖北 
271 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P6300 美国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

 

湖北 
272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日立 Z-2000 日本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 
273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 Varian 715-ES 美国 先进储能材料湖南省工程研究中心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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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ICP 光线谱仪 110 美国 南华大学 湖南 
275 红外光谱仪 magna-IR550 美国 南华大学 湖南 
276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Lambda 950 美国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 
277 荧光光谱与寿命分析系统 FL3-21 法国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 
278 ICP 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 Optima 7000DV 美国 湖南省电子产品检测分析所 湖南 
279 原子吸收光谱仪 TAS-986 中国 湖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 湖南 
280 气红联用仪 FTIR2000 美国 湖南化工研究院 湖南 
281 傅立叶红外光谱仪 NEXUS670 美国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282 付立叶红外光谱分析仪 NEXUS 美国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283 紫外激光器 J40-BL8S-355 美国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284 火焰/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220/880～Z 美国 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湖南 
285 ICP-发射光谱仪 JY2000-2 法国 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湖南 
286 流动注射分析仪 QuikChem？8500 美国 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湖南 
287 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 iCAP-6300 英国 吉首大学 湖南 
288 原子吸收光谱仪 ZEEnit700 德国 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 
289 火焰-石墨炉-体化原子吸收光谱仪 contrAA700 德国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广东 
290 荧光定量检测系统 ABI7700 美国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291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Z-2010 日本 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广东省测试分析研

 

广东 
292 全谱直读等离子体光谱仪 SPECTRO CirOS（EOP） 德国 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广东省测试分析研

 

广东 
293 气相色谱（红外显微镜）-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联

 

HP6890-MAGNA760    CONTINUUM 美国 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广东省测试分析研

 

广东 
294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Nicolet 6700 美国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295 付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Nicolet6700 美国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296 红外分析系统 METTLER-Toledo 美国 广州大学 广东 
297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 Prodigy SPEC 中国 广州大学 广东 
298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Prodigy Spectrum 美国 广州大学 广东 
299 激光拉曼谱仪 T64000 法国 深圳大学 广东 
300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Lambda 950 中国 汕头大学 广东 
301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PS-1000Ⅲ 日本 汕头大学 广东 
302 红外光谱仪 MAGNA-IR750 美国 汕头大学 广东 
303 红外光谱-红外显微镜联用系统 FTS 175C/UMA500 美国 广东医学院 广东 
304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RIS/AP 美国 广东医学院 广东 
305 日立 Z-2010 偏振塞曼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Z-2010 日本 广东省食品工业研究所 广东 
306 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仪 AAS ZEENIT 60 美国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 广东 
307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PC-1000AT 美国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 广东 
308 光电直读光谱仪 DV-6E 美国 广东省钢铁研究所 广东 
309 乳成份测定仪 FT+200 丹麦 广州市奶牛研究所有限公司 广东 
310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7000DV 美国 广州纺织服装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东 
311 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iCAP6300 美国 广州化工研究设计院 广东 
312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nalyst800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轻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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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OPTIMA 8000 美国 广西大学 广西 
314 圆二色谱仪 MOS-450 法国 广西大学 广西 
315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PEAAnalyst800 美国 广西大学 广西 
316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JY-70PⅡ型 法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317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RIS Intrepid ⅡXSP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318 傅里叶红外光谱仪 NICOLET 4700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319 交流塞曼火焰/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SOLAAR M6 型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320 微生物快速检测系统 BACTRAC SYLAB-4300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321 近红外品质分析仪 SY-3650-II 丹麦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322 直读光谱仪 Q8 Magellan 德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323 全自动多参数水质连续流动化学分析仪 AA-3 型 德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324 火焰/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S ZEnit700BU 德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325 原子荧光形态分析仪 SA-10 中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326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Prodigy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广西 
327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Spedr AA 220FS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广西 
328 AA 型原子吸收光谱仪 AA-800 新加坡 广西科学院 广西 
329 傅立叶红外显微镜 Nicolet 美国 广西科学院 广西 
330 流式细胞仪 Accuri C6 Cflow 美国 广西科学院 广西 
331 DNA 测序仪 miseq 美国 广西科学院 广西 
332 连续光源原子吸收光谱仪 contrAA 700 BU 德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化工研究院 广西 
333 CS2000 碳硫分析仪 CS2000 德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冶金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广西 
334 全谱直读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RIS Intrepid Ⅱ XSP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冶金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广西 
335 氧氮氢分析仪 ONH2000 德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冶金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广西 
336 全谱直读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AP 6300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冶金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广西 
337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Thermo iCE3500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冶金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广西 
338 原子吸收光谱仪 Analysis 800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柑桔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

 

广西 
339 近红外光谱仪 MPA 德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 广西 
340 原子吸收光谱仪 Z-5000 日本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 
341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AP 6300 RADIAL 美国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 
342 原子吸收光谱仪 日立 Z-2000 日本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 
343 直读光谱仪 Atomcomp Model 750 美国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 
344 VARIAN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 Duo 澳大利亚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广西 
345 VARIAN 红外显微光谱仪 660 FTIR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广西 
346 VARIAN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710-ES 澳大利亚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广西 
347 圆二色光谱仪 J-810 日本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348 显微共焦激光拉曼光谱仪 inVia 英国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349 荧光光谱仪 FL3-P-TCSPC 法国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350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SOLAARM6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广西 
351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nalyst 800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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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7000 日本 海南省水产研究所 海南 
353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IRIS Intrepid XSP 美国 海南省地质测试研究中心 海南 
354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iCE3500 美国 海南省地质测试研究中心 海南 
355 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仪 220Z 美国 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海南 
356 肉类成分快速分析仪 Foodscan 丹麦 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海南 
357 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仪 AA240Z 美国 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海南 
358 油品成分分析仪 MB3600 加拿大 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海南 
359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RIS Advantage 美国 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 重庆 
360 火焰-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仪 ZEEnit700 德国 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 重庆 
361 X 射线荧光光谱仪（XRF） Axios MAX 荷兰 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 重庆 
362 便携式傅立叶变化红外多组分气体分析仪 DX-4000 芬兰 重庆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重庆 
363 便携式傅立叶变化红外多组分气体分析仪 DX-4000 芬兰 重庆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重庆 
364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nicolet380 丹麦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 
365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PS-7510 日本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 
366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Z5000 日本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 
367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Z-5000 日本 重庆文理学院 重庆 
368 毛细管电泳系统 贝克曼 PE P/ACE MDQ 美国 重庆文理学院 重庆 
369 直读光谱仪 SpectroMAXx 德国 重庆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重庆 
370 ＩＣＰ发射光谱 7300Ｖ 美国 重庆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重庆 
371 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ICP 美国 重庆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重庆 
372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8300 美国 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 重庆 
373 红外显微镜 IRPrestige-21 日本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 
374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 800 美国 重庆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重庆 
375 电感偶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ntrepid 2 美国 重庆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重庆 
376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Varian 720-ES 澳大利亚 重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重庆 
377 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virian pro 美国 重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重庆 
378 原子吸收光谱仪 contaa300,  noaa400 德国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四川 
379 野外光谱测试仪 ASD Fieldspec@3 美国 成都理工大学 四川 
380 激光拉曼光谱仪 InVia 配徕佧显微镜 英国 成都理工大学 四川 
381 微波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 AGILENT4100MP-AES 美国 四川理工学院 四川 
382 傅里叶红外光谱仪 TENSOR27 德国 四川理工学院 四川 
383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Nicolet6700 美国 西华师范大学 四川 
384 付立叶变换近红外光谱 MPA 德国 四川农业大学 四川 
385 全读直读 ICP 光谱仪 IRIS IntrePidⅡ 美国 四川农业大学 四川 
386 荧光光合系统 LI-6400XT 美国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四川 
387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仪 AA-7000 日本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分析测试中心 四川 
388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220-FS 220-FS 美国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分析测试中心 四川 
389 等离子发射光谱 ICPE-9000 日本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分析测试中心 四川 
390 原子吸收光谱仪 G320 其他 南充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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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800 美国 贵州师范大学 贵州 
392 荧光原位杂交系统 DM4000B 德国 遵义医学院 贵州 
39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iCE 3400 美国 贵州省茶叶研究所 贵州 
394 Antaris 傅立叶近红外分析仪 Nicolet Antaris 美国 贵州省油菜研究所 贵州 
395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仪 AA 800 美国 贵州省植物保护研究所 贵州 
396 全谱直读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ICP-OES) iCAP6300 美国 贵州省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 贵州 
397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P 美国 云南农业大学 云南 
398 原子荧光分光光度计 MYIQ 中国 云南农业大学 云南 
399 近红外光谱仪 ANSARISⅡ 中国 云南警官学院 云南 
400 热重红外联用仪 STA449F3/温度范围：RT-1650℃ 德国 昆明理工大学 云南 
401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AP6300/变频 27.12MHZ 美国 昆明理工大学 云南 
402 红外光谱仪 EQUINX55 德国 昆明理工大学 云南 
403 原子吸收分光谱仪 SpertrAA-220FS/Z 澳大利亚 昆明理工大学 云南 
404 全谱直读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IRIS Intrepid Ⅱ 美国 云南省化工研究院 云南 
405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800 美国 云南省化工研究院 云南 
406 全自动遗传分析仪 ABI310 美国 云南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云南 
407 荧光分光光度计 F-7000 日本 红河学院 云南 
408 红外光谱仪 Varian 660 美国 曲靖师范学院 云南 
409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RISadvantage 美国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陕西 
410 碳硫分析仪 CS600 美国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陕西 
411 动静态激光散射仪 BI-200SM 美国 西北化工研究院 陕西 
412 荧光分光光度计 F-4500 日本 西北大学 陕西 
413 红外光谱仪 VZRTZX70 德国 西北大学 陕西 
414 傅里叶成像光谱仪 nicolet10 美国 西北大学 陕西 
415 显微激光拉曼光谱仪 inVia 英国 西北大学 陕西 
416 椭偏仪 V-VASE 美国 西安理工大学 陕西 
417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OPTIMA7300DV 美国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陕西 
418 齿轮测量中心 哈量 3903T 中国 陕西理工学院 陕西 
419 生物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SOLAAR MK2 中国 陕西理工学院 陕西 
420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光谱仪 IRIS Intrepid Ⅱ 美国 陕西省地质矿产实验研究所(国土资源部西

 

陕西 
421 原子吸收仪 Spectr AA110/220 美国 兰州交通大学 甘肃 
422 静电喷涂中试设备 XK715D 美国 兰州交通大学 甘肃 
423 全电子化计算机联锁系统 DT-100 美国 兰州交通大学 甘肃 
424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TAS-986S 中国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旱地农业研究所 甘肃 
425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ice3500 美国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畜草与绿色农业研究所 甘肃 
426 等离子体光谱仪 Optima 7300V 美国 青海省地质矿产测试应用中心 青海 
427 等离子光谱仪 IRIS Intrepid 美国 青海省地质矿产测试应用中心 青海 
428 原子吸收仪 M6 美国 青海省地质矿产测试应用中心 青海 
429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ZEEnit700 德国 青海省地质矿产测试应用中心 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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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等离子光谱仪 ICAP6300 美国 青海省地质矿产测试应用中心 青海 
431 原子吸收仪 Z-2000 日本 青海省地质矿产测试应用中心 青海 
432 连续电导率剖面仪 EH-4 美国 青海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调查院 青海 
433 激光共聚焦系统 TCS SP5 II 德国 宁夏大学 宁夏 
434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日立 Z-2000 日本 宁夏大学 宁夏 
435 原子吸收光度计（石墨炉） 日立 Z-200 日本 宁夏大学 宁夏 
436 近红外光谱分析仪 LUMINAR 5030-731 美国 宁夏大学 宁夏 
437 农产品高光谱图像检测系统 HYperSpec VNIR 美国 宁夏大学 宁夏 
438 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710-ES 澳大利亚 宁夏医科大学 宁夏 
439 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optim7000 美国 宁夏出入境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宁夏 
440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ZEENIT600+AA300 德国 宁夏出入境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宁夏 
441 ICP-AES 等离子光谱仪 Utrace-2000 法国 宁夏出入境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宁夏 
442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Zeenit 700P 德国 宁夏出入境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宁夏 
443 直读光谱仪 SPECTROMAXx 型 德国 宁夏机械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 
444 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710-ES 澳大利亚 宁夏医学科学研究所 宁夏 
445 火焰、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仪 Z-2300、2700 日本 宁夏回族自治区地质矿产中心实验室 宁夏 
446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P6300 美国 宁夏回族自治区地质矿产中心实验室 宁夏 
447 原子吸收光谱仪 PinAAcle 900 T 美国 新疆林业科学院 新疆 
448 真空直读光谱仪 2000 型 DV-4 中国 新疆钢铁研究所 新疆 
449 ICAP6300 全谱直读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iCAP6300 美国 新疆有色金属研究所 新疆 
450 VARIAN  AA-240FS+240Z 原子吸收光谱仪 VARIAN  AA-240FS+240Z 澳大利亚 新疆有色金属研究所 新疆 
451 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IRIS Intrepid II XSP 美国 宁波大学 浙江 
452 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Optima2100DV 美国 宁波大学 浙江 
453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800 美国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浙江 
454 近红外光谱仪 Spectrometer MPA 德国 浙江万里学院 浙江 
455 原子吸收 ICE3500 美国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456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M6 美国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457 等离子仪 PE 2100DV 美国 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 浙江 
458 原子吸收光谱仪（SpectrAA-Duo220FS/220Z） SpectrAA-Duo220FS/220Z 美国 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 浙江 
459 傅立叶红外光谱仪 NICOLET380 中国 厦门理工学院 福建 
460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710-ES Axial system 美国 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 福建 
461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DUO 美国 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 福建 
462 Antaris MX 傅立叶近红外光谱仪 Antaris MX 美国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463 时间分辨荧光分光光度计 FL3-TCSPC 美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64 光纤光谱分析系统 HR4000 美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65 荧光分光光度计 F-7000 日本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466 激光显微拉曼光谱仪 inVia 英国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67 激光显微共聚焦拉曼光谱仪 INVIA REFLEX 英国 深圳大学 广东 
468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Nicolet 6700 美国 深圳大学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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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 近红外光谱仪 Antaris Ⅱ 美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470 圆二色谱仪 Chirascan 英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71 紫外分光光度计 UV-2501 日本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 
472 原子吸收光谱仪 iCE3500 美国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 广东 
473 原子吸收光度计 AA600 美国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 广东 
474 便携式全普光谱仪 ARCMET8000 芬兰 济南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所 山东 
475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Z-5000 日本 济南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山东 
476 近红外分析仪 3700 瑞士 成都市农林科学院 四川 
477 近红外分析仪 RT-3700C 美国 成都市农林科学院 四川 
478 多功能圆二色光谱仪 MOS-450 法国 石河子大学 新疆 
479 电感耦合等子体发射光谱仪 PRODIGY-XP 美国 石河子大学 新疆 
480 全光谱便携式光谱分析 Fieldspec-pro 美国 石河子大学 新疆 
481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AP6300 美国 石河子大学 新疆 
482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RIS Intrepid Ⅱ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北京 
48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CONTRAA 700 德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 内蒙古 
484 近红外光谱仪 IFS28/N 德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浙江 
485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 ICAP6300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浙江 
486 纤维直径光学分析仪 RD640 英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 甘肃 
487 十八角度激光光散射仪 DAWN HELEOS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北京 
488 圆二色光谱仪 MOS-500 法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北京 
489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Contraa 700 德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北京 
490 中红外漫反射光谱仪 nicolet 6700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北京 
491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6800G/F 日本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北京 
492 近红外光谱仪 IFS28/N 德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北京 
493 高光谱 FieldSpec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北京 
494 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ICP-9000 日本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北京 
495 低密度芯片制作与基因芯片扫描分析系统 MSI700A& Hydra II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北京 
496 激光显微拉曼光谱仪 SENTERRA R 德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 北京 
497 拉曼光谱仪 invia 英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 吉林 
498 全谱直读电感耦合等离体发射光谱 Varian710--ES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 吉林 
499 原子吸收分光度计 S01AARM6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甜菜研究所 黑龙江 
500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S ZeenZt700 德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 河南 
501 傅立叶变换近红外光谱仪 MPA 德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北京 
502 热红外光谱辐射仪 102F 美国 中国气象局乌鲁木齐沙漠气象研究所 新疆 
503 激光光谱仪 FIELDSPEC PRO FR （350-250）/A110070 美国 中国气象局乌鲁木齐沙漠气象研究所 新疆 
504 原子吸收光谱仪 PinAAcle 900T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 海南 
505 全谱直读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Prodigy XP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广东 
506 原子荧光形态分析系统 原子荧光/吉天 9230、液相色谱 waterE2695 中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广东 
507 近红外分析仪 FOSS XDS 瑞典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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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 原子吸收光谱仪 SP220FS /SP220Z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广东 
509 砷价态分析系统 AFS 9230  +SA20 中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广东 
510 活细胞全内反射荧光系统 FV1000 日本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 海南 
511 全谱直读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RIS Interepid II xsp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

 

海南 
512 多功能扫描仪 TYPH00N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

 

海南 
513 流动注射分析仪 QC8500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 江苏 
514 火焰/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WFX-210 中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 江苏 
515 原子荧光光度计 AFS-9130 中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山东 
516 光谱仪 ICP2070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山东 
517 原子吸收光谱仪 AII200 加拿大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 广东 
518 生理仪器（三维激光扫描系统） FARO Laser Scan 法国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北京 
519 头部三维扫描仪 Vitus Smart xxL 德国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北京 
520 生理仪器（足部三维扫描仪） Pedus 德国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北京 
521 红外光学传递函数像质评价系统 OPT-IR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522 拉曼光谱仪 PI TriVista CRS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523 真空紫外单色仪 Model 225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524 光谱仪(傅里叶红外光谱仪) EQUINOX55 德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525 多角度激光光散射仪 DAWN EOS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526 分光光度计 GARY 4G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527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AP6000 英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528 圆二色光谱仪 J815 日本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529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 8300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530 傅立叶变换显微红外光谱仪 micro FT-IR spectrometer iN10 美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531 圆二色光谱仪 MOS-450 法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532 便携式拉曼光谱仪 SK-0001 中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533 激光拉曼光谱仪 in Via 英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534 三维立体数码显微成像系统 3D-FMP 美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535 气-红外联用仪 Agilent7890A-Thermo Nicolet-8700 美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536 红外光谱仪 ANTARIS 美国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537 红外光谱仪系统 NICOLET IN10 美国 中国民航大学（中国民用航空学院） 天津 
538 扫描近场光学／光谱系统 Nanonics MV2000 Renishaw In Via 以色列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北京 
539 电子束蒸发仪 AUTO500 英国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北京 
540 园二色光谱仪 J-810 日本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北京 
541 拉曼光谱 INVIA 英国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北京 
542 激光光散射仪 DaWn Eos 德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43 三极管单色仪光谱系统 500i/300i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44 原子发射光谱仪 Atomscan Advantage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45 激光拉曼光谱仪系统 LabRamHR 法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46 园二色光谱仪 SFM-400/QS 日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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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1211905/INV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48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Nicolet 870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49 红外与远红外光束线主件 非标 中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50 红外光焦平面陈列探测器 D364 德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51 圆二色光束线 非标 中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52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nalyst 800 新加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53 磁性圆二色分析室 非标 德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54 傅立叶变换光谱仪 IFS 66V/S 德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55 等离子光谱仪 Optima 7300 DV 新加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56 红外傅立叶光谱仪 IFS 66/S 德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57 红外付里叶变换光谱仪系统 DA8 加拿大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58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Solidspc3700-DUV 日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59 高速摄影机 FASTCAM SA5 1000K-M3 日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60 红外光谱反射镜 23000LC 德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61 阴极荧光谱仪 MONOCL3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62 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 Optima  7000DV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63 共聚焦显微拉曼光谱仪 DXR Raman microscope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64 高速摄像机及软件 V710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65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ICE35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教育部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研

 

陕西 
566 三维激光扫描仪 scanstation2 瑞士 中国科学院、教育部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研

 

陕西 
567 原子吸收光谱仪 ZL-51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教育部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研

 

陕西 
568 拉曼光谱仪 Labram HR 8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 
569 LABHR-紫外-可见-近红外显微拉曼光谱仪 JY HR800 法国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 
570 光热电离谱仪 HR IFS120 德国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 
571 双光栅光谱仪 HRD1 法国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 
572 光谱仪 Agilent 81642B 美国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 
573 拉曼光谱仪 HR800 法国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 
574 拉曼光谱仪 HR800 法国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 
575 时间分辨光谱仪 2080/3941 美国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 
576 付里叶光谱仪 Nicolet 76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 
577 近场微区光谱仪 SUPER IABKA 美国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 
578 近场微区光谱仪（II） NSOM 美国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 
579 荧光测试系统 LabRam-Infinity micro-photoluminescence 

 

法国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 
580 激光拉曼光谱仪 T6400 法国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 
581 便携式地物光谱仪 FieldSpec 3（350-2500mm）/A10059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湖北 
582 多角度激光光散射系统 EOS 美国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583 多角度激光光散射与凝胶色谱联用系统 DAWN HELEOS II 美国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584 激光光散射仪 CGS-3 德国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585 高速摄像机 PhantomV611 美国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

 

四川 



光谱仪器/1559 台（套） 

112/575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产地 单位名称 所在地 

586 单道扫描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ATOMSCAN  ADVANTAGE 美国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四川 
587 光谱仪 3936L10-1 美国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 
588 圆二色光谱分析仪 MOS-45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 
589 红外光谱显微及化学成像分析系统（含 FPA 检测器） HYPERIONTM 3000 & VERTEX 70 德国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 
590 光谱仪 无 中国香港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 
591 CIP 红外光谱仪及附件 EQUINOX55 德国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 
592 红外光谱仪 EQUINOX-55 德国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 
59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SpetrAA22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594 激光吸收光谱同位素观测系统 TGA 100A 美国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595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IFS 125M 德国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596 阴极荧光谱仪 ICP-HEX-MS 英国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 
597 激光显微拉曼光谱仪 Invia 英国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 
598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P-OES 美国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 
599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PE-5100PC 美国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 
600 雷尼绍激光拉曼光谱仪 INVIA 英国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 
601 流动分析仪 san++ 荷兰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 
602 高纯锗γ谱仪 GWL-250-15 美国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陕西 
603 高分辨拉曼光谱仪 法国 LabRAM HR 法国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604 全谱直读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RIS Advantage ICP14033702 美国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605 激光拉曼光谱仪 Raman MKI 2000 型 英国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606 有机碳/元素碳分析仪 DRI2001A/OT21/Omni 美国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607 光谱仪 FR25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吉林 
608 ICP 光谱仪 JY-UITIMA2 法国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福建 
609 光谱仪 S/FLS921 德国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福建 
610 圆二色光谱仪 MOS-450 法国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福建 
611 中近红外稳态荧光光谱仪系统 FSP920C 英国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福建 
612 平面诱导荧光系统 自行研制 中国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北京 
613 分光光度计 LAMBDA1049 英国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四川 
614 气相色谱-原子发射光谱仪 6890GC/G2370AED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615 三通道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mspuv-vis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616 全谱直读 ICP 发射光谱仪 VISTA ICP-AES pro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617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Thermo Scientific Nicole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618 激光共聚焦拉曼光谱仪 HORIBAJOBIN YVON 法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619 精巧型全自动拉曼光谱仪 Horiba Jobin Yvon XPLORA 法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620 显微分光光度计 WPV SP 德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621 激光拉曼光谱仪 RM-2000 英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622 全谱直读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RIS 1000 ER/SIRIS 1000 ER/S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广东 
623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Lambda 75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广东 
624 激光共聚焦拉曼光谱仪 LabRAM HR800 法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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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S/X 波段馈源 S/X 波段馈源 中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 新疆 
626 广角静态动态同步激光光散射仪设备 ALV/CGS-3 德国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京 
627 激光光散射仪 de002 美国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京 
628 付立叶红外光谱分析仪 Bruker Equinox55 德国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京 
629 极化双偏振光谱仪 Analight 4 D 英国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京 
630 激光拉曼光谱仪 LQBRAMHR 法国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京 
631 分光园二色仪 JASCO-J810 日本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京 
632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ap63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山东 
633 电荷复合交换光谱仪 MODE2061 美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634 高速摄像机 V71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635 高速摄像机 V71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636 激光显微拉曼光谱仪 DXR 美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637 拉曼光谱仪 LabRAM HR800 法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638 紫外-可见-近红外荧光仪 Nanolog 法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639 电动多叶光栅 AC-MLC 2000B 中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640 紫红外分光光度计 UV-36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641 显微共聚焦拉曼光谱仪 inVia Reflex 英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642 红外探测仪 PM595 瑞士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643 电荷复合交换光谱测量系统 MP-207 美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644 紫外可见红外分光光度计 LambdA-9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645 荧光成像仪 M153 荷兰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646 智能型傅立叶红外拉曼光谱仪 Nexus 美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647 双向观测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icp63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648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2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广东 
649 高分辨率连续光源原子吸收光谱仪 contrAA 700 德国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广东 
650 高压瞬态荧光光谱仪 A 英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651 圆二色光谱仪 J-810 日本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652 付里叶红外光谱 NEXUS87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653 付立叶变换红外拉曼系统 EQUINOX-55 德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654 拉曼光谱测试系统 a 德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655 多通道光谱扫描仪 FV1000Laser Combiner 日本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656 拉曼光谱仪 473-785nm 俄罗斯联邦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657 元二色光谱仪 J-815 日本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658 傅立叶和红外拉曼光谱仪 FTS-3500 英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659 荧光寿命和稳态光谱仪 FLS920 英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660 激光光散射系统 ALV/CGS-5022F 德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661 增强 CCD Ipenta Max 512HQ 美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662 傅立叶拉曼红外光谱仪 RFS100/S 德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663 付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FTIR--2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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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 发射光谱仪 7 日本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665 多功能时间分辨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研制 中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666 高速 CCD 2K*2K 美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667 付里叶显微红外光谱仪 FTS6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668 显微拉曼光谱仪 Renishaw 2000 英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669 O.N.H 分析仪 TCH－6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670 光电直读光谱仪 4460 瑞士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671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8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672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 7300DV 美国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673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6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674 C.S 测定仪 CS600C 美国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675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LAMDA900 英国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甘肃 
676 红外光谱仪 Spectrum Gx i serics MIS 英国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甘肃 
677 电动多叶光栅 DMLGH 中国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甘肃 
678 共聚焦拉曼光谱仪 LabRAM HR800 法国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甘肃 
679 圆二色光谱仪 Chirascan 英国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 
680 高分辨连续光源原子吸收光谱 ContrAA700 德国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甘肃 
681 红外光谱仪 IFS 66v/s 型 德国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甘肃 
682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Nexus 87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甘肃 
683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IFS120HR 德国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甘肃 
684 激光拉曼光谱仪 Raman 95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甘肃 
685 激光闪光光解仪 LP900 英国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北京 
686 全谱直读等离子光谱仪 Varian 710－ES 美国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北京 
687 真空紫外光谱仪 VUVas2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北京 
688 显微拉曼光谱仪 invia 英国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北京 
689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度计 Lambda 9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北京 
690 紫外可见光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Varian Cary 5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北京 
691 光谱感光仪 120D 日本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北京 
692 激光诱导荧光系统 2003-10-14 中国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北京 
693 铅房 450kv 工业 CT 防护 中国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北京 
694 电阻层析成像系统 Z8000 英国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北京 
695 高速摄影系统 FastCam SA1.1 日本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北京 
696 全谱直读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光谱仪 720-ES 澳大利亚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广东 
697 电感藕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 Profile  DV 美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江苏 
698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220FS220Z 美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江苏 
699 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IYis ERIS 美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江苏 
700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Lambda 950 型 美国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浙江 
701 显微共焦拉曼光谱仪 inVia 英国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浙江 
702 智能型傅里叶红外光谱仪 Nicolet 6700 型 美国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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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3 波长扫描-光腔衰荡光谱仪 L1102-i 美国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北京 
704 ICAP  6500 DUO 等离子体光谱仪 ICAP  6500 DUO 美国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 青海 
705 AAnalyst 800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nalyst 8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 青海 
706 NEXUS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NEXUS 美国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 青海 
707 ICP 仪器 2100DV 美国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山西 
708 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THERMO ICAP 63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山西 
709 拉曼光谱仪 LabRAMHR 法国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山西 
710 变温全自动椭圆偏振光谱仪 GES5E 法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上海 
711 激光拉曼光谱仪 Raman Spex 1877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上海 
712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Lambda 105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上海 
713 感应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及制样系统 非标 中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上海 
714 稳态显微荧光和高激发态动力学联机分析仪 Mic-1 加拿大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上海 
715 显微光谱仪 LabRAM xploRA 法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上海 
716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及控温系统 Nicolet 67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上海 
717 等离子体发光光谱仪 IRIS INTREPID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上海 
718 长焦距显微拉曼谱仪 Invia 英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上海 
719 能谱荧光探针元素分析系统 EAGLE II XXL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 
720 激光闪烁装置 LFA427 德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 
721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Cary 5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 
722 傅立叶红外分光光度计 EQUINOX55 德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 
723 紫外分光光度计 Lambda95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 
724 显微拉曼-紫外发光光谱仪 INVIA 英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 
725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Lambda 9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上海 
726 傅立叶红外光谱仪 Spectrum GX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上海 
727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IFS66V/S 德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上海 
728 红外低温显微光谱仪 FTS-65A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上海 
729 富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Nicolet76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上海 
730 红外摄像分析仪 INM100 中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上海 
731 显微激光拉曼光谱仪 DXR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上海 
732 富里叶变换红外分光光度计 75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上海 
733 红外光谱仪 NICOLET 6700FTIR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上海 
734 激光共聚焦显微拉曼光谱仪 HORIBA XploRA INV 法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上海 
735 圆二色光谱仪 Chirascan 英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上海 
736 高温拉曼光谱仪 LabHR-UV 法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上海 
737 原子吸收光谱仪 contr AA 700 德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上海 
738 太赫兹光谱装置 z-1 型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上海 
739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8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740 傅立叶变换显微红外成像光谱仪 Nicolet iN10 MX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741 断流荧光光谱仪 SX20 SX20 英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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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全谱直读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Prodigy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743 显微拉曼光谱仪 无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744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FTS185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745 紫外分光光度计 LAMBDA9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746 激光光散射检测器 无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747 园二色光谱仪 J810 日本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748 在线红外分析仪 ReactIR 4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749 紫外-可见-红外分光光度计 CARY 5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750 傅立叶红外光谱仪 NICOLET67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辽宁 
751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8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辽宁 
752 等离子体光谱仪 PE OPTIMA 3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辽宁 
75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nalyst 1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辽宁 
754 便携式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Model 102F 美国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辽宁 
755 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Optima 2000D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北京 
756 全谱直读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Prodigy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北京 
757 显微共焦拉曼光谱 Renishaw Invia plus 英国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北京 
758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87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北京 
759 园二色性谱仪 J-720 瑞士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760 光学成像分析仪 3100F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761 单分子荧光共振能量转移显微成像站 NO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762 近红外品质分析仪 DS 2500 丹麦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湖北 
763 显微图像系统 AXIOPLAN,   IMAGING 德国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湖北 
764 低温荧光光谱仪 QM-4CW 加拿大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湖北 
765 相位调制型椭圆偏振光谱仪 Horiba Uvisel FUV 法国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北京 
766 圆二色光谱仪 GHIRASCAN，APL 英国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767 多标记检测系统 EnSpire 美国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湖北 
768 停流圆二色光谱分析仪 Chirascan-SF.3 英国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湖北 
769 紫外-远红外傅里叶变换光谱仪系统 VERTEX 80V 德国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770 模块式三级拉曼光谱仪系统(JY-T64000) JY-T64000 法国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771 全谱直读等离子体光谱仪 IRIS Intrepid II 美国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772 时间分辩傅里叶变换红外（FT－IR）光谱仪 FTS－6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773 可见显微共聚拉曼光谱仪 HR800 法国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774 高分辨显微共焦光谱仪 LabRAM HR800 法国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775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725-ES 美国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青海 
776 原子吸收仪 SPECTRAA 220 FS 澳大利亚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青海 
777 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iCAP63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云南 
778 全谱直读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 IRIS Advantage-ER 美国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云南 
779 圆二色谱仪 Chirascan 英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新疆 
780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SolidSpec-37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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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 全谱直读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VISTA-PRO CCD Simultaneous ICP-OES 型 美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新疆 
782 地物光谱仪 FieldSpec 4 美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新疆 
783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735-ES 美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新疆 
784 地物光谱仪 FIELDSPEC FSP FR 美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新疆 
785 双通道荧光仪 Dual-PAM-100 德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新疆 
786 便携式地物光谱仪 FieldSpec 4 美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新疆 
787 原子吸收仪 型号规格 德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农业资

 

河北 
788 拼接 CCD 嵌入系统 自行研制 中国 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 云南 
789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AP63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790 原子吸收光谱仪 PE 51002L 美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791 双光子荧光寿命显微镜 FV1000-MPE-M 日本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792 双通道 PAM-100 荧光仪 Dual-PAM-100 德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793 动态 LED 阵列差式吸收光谱仪 KLAS-100 德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794 荧光差异蛋白质分析系统 Typhoon 9410 瑞典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795 成像光谱仪 1003B-10141 美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796 成像光谱仪 1003B-10141 美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797 红外光谱仪 VERTEX 70V 德国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北京 
798 释光测量仪 Risoe TL/OSL-DA-20 丹麦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北京 
799 释光测量仪 Risoe TL/OSL-DA-20 丹麦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北京 
800 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Genesis fee 德国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杭州茶叶研究所 浙江 
801 三维摄影数字化测量系统 CCD 传感器分辨率&gt;1200 万像素 中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 
802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度 LAM19 中国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 
803 光纤光栅写入系统 BS200 德国 哈尔滨工程大学 黑龙江 
804 三维激光扫描系统(柔性三坐标测量机) INFINITE 1.8M 美国 哈尔滨工程大学 黑龙江 
805 拉曼光谱仪 400F 美国 哈尔滨工程大学 黑龙江 
806 智能红外光谱仪 NEXUU670 美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807 红外光谱仪 TENSOR27 德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808 拉曼光谱仪 FT-RAMAN 美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809 高速数码摄像机 220VAC 美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810 脉冲固体激光系统 - 中国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811 等离子光谱仪 IRIS INTEREPID 美国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812 紫外红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LAMBDVA950 美国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813 脉冲 X 光摄影系统 脉冲宽度 20NS 瑞典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814 拉曼光谱仪 LABRAM  ARAMIS 法国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815 多角激光散射系统 DAWNHELEOS 美国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816 光学多道分析仪 FLVOROLOOG-3 美国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817 Renishaw 激光共焦显微拉曼光谱仪 invia 英国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818 流动式三维光学扫描仪 ATOS I1600 德国 西北工业大学 陕西 
819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RIS ERIS 美国 西北工业大学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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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 直读光谱仪 SPECTRO MAXx 德国 西北工业大学 陕西 
821 显微拉曼光谱仪 Invia+ 英国 国际竹藤中心 北京 
822 傅立叶拉曼模块 NICOLET NEXUS 美国 国际竹藤中心 北京 
823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nalyst800 型 新加坡 国际竹藤中心 北京 
824 红外光谱仪及红外显微镜 Nexus 670 美国 国际竹藤中心 北京 
825 圆二色谱仪 aa 日本 国际竹藤中心 北京 
826 显微红外光谱仪 NICOLETIN10MX 美国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江苏 
827 红外光谱仪 550 型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江苏 
828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7000DV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江苏 
829 紫外可见近红外显微分光光度计 QDI2010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北京 
830 便携式快速扫描光谱仪 LabspecR5000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北京 
831 软 X 线摄影装置 特型-2405 日本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北京 
832 显微图像工作站（电动） BX61+DP71+IPP62-AMS 日本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北京 
833 近红外光谱仪 NIR Lab spectum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北京 
834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RIS Inter II XSP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

 

北京 
835 演播室用摄像机 索尼 HDC1580 日本 暨南大学 广东 
836 圆二色光谱仪 Chirascan 英国 暨南大学 广东 
837 等离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 200DV 美国 暨南大学 广东 
838 拉曼光谱系统 LabRAM INV 型 法国 暨南大学 广东 
839 数码图像编辑打印系统 QSS-350lisPro 日本 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 北京 
840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Varian 715-ES 美国 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 北京 
841 激光拉曼光谱仪 inVia reflex 英国 成都地质调查中心（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四川 
842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VERTEX 70 德国 成都地质调查中心（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四川 
84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仪 Z-5000 日本 成都地质调查中心（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四川 
844 全谱直读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ap 6300 美国 成都地质调查中心（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四川 
845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光谱仪 OPTIMA8300 美国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北京 
846 红外光谱仪 Spectrum 400MIR/NI 美国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北京 
847 总有机碳总氮测定仪 Multi N／C 3000 德国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北京 
848 全谱直读光谱仪 IRIS advantage 美国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北京 
849 激光拉曼光谱仪 Speetrometer 英国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西安地

 

陕西 
850 等离子体光谱仪 IRIS  Intrepid. II  XSP 美国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西安地

 

陕西 
851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snovAA300   ZEEnit600Bu 德国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西安地

 

陕西 
852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novAA300-ZEEnit600 德国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

 

河北 
853 全谱直读等离子体光谱仪 IRIS Intrepid 美国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

 

河北 
854 激光拉曼光谱仪 RenishawinVia 英国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北京 
855 显微光度计 UV-VIS2000 美国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北京 
856 显微共焦激光拉曼光谱仪 Renishaw-2000 英国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北京 
857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iCE 3500 美国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 广西 
858 全谱直读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RIS Intrepid II XSP 美国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 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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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9 三维激光扫描仪 ILRIS-36D 加拿大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 广西 
860 激光扫描仪影像及数据采集系统 HDS4400 瑞士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 广西 
861 彩色岩心扫描仪 MSCL-S 英国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 广西 
862 直读油料发射光谱仪 MOA 美国 大连海事大学 辽宁 
863 直读光谱仪 SPECTRO MAMx 德国 大连海事大学 辽宁 
864 全谱直读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Radial 美国 大连海事大学 辽宁 
865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12 美国 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 天津 
866 拉曼光谱仪 NICOLET6700 FT-IR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867 紫外-可见显微共焦拉曼光谱仪 LABRAM HR800 法国 北京大学 北京 
868 多功能荧光分析仪 TYPHOON FLA 7000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869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Prodigy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870 内窥镜摄像装置 S368 法国 北京大学 北京 
871 高分辨率光谱仪 SP2500i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872 微阵列扫描仪 InnoScan 900 法国 北京大学 北京 
873 便携式光谱仪 FS3 350-2500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874 园二色光谱仪 J-815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875 显微红外光谱仪 Nicolet iNIO MX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876 多功能园二色光谱仪 MOS-450/AF-CD 法国 北京大学 北京 
877 拉曼光谱仪 SNOM 俄罗斯联邦 北京大学 北京 
878 激光光散射仪 ALV/DLS/SLS-5022F 德国 北京大学 北京 
879 激光拉曼显微光谱仪 LabRAM HR 800 法国 北京大学 北京 
880 紫外拉曼光谱仪 invia 6365 英国 北京大学 北京 
881 荧光寿命谱仪 FL920 英国 北京大学 北京 
882 激光拉曼光谱仪 RM-1000 型 英国 北京大学 北京 
883 时间分辨光谱测量系统 M5678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884 圆二色光谱仪 J-810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885 傅氏变换拉曼红外谱仪 Raman950/Magna-IR750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886 紫外/可见光谱仪 Lambda 950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887 三维激光图像传感器 LMS-Z210i 奥地利 北京大学 北京 
888 皮秒荧光寿命测定仪 lifepec -Red 英国 北京大学 北京 
889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Prodigy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890 风沙高速摄像设备 LBS-1200 中国 北京大学 北京 
891 瞬态萤光及喇曼谱仪 XY 法国 北京大学 北京 
892 三维激光扫描仪 Cyrax 2500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893 紫外-近红外显微荧光/拉曼系统 Bandgap-10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894 红外荧光测试系统 Nanolog FL3-2iHR 法国 北京大学 北京 
895 等离子发射光谱 Prodigy SPEC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896 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PROFILE SPEC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897 紫外拉曼光谱仪 LABRAM HR 800（UV） 法国 北京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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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8 电子/压力扫描仪 HYSCAN2000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899 显微拉曼成像系统 SYSTEM 1000 英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00 偏光光谱系统 NIR  DST 17CD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01 紫外-可见-近红外拉曼光谱仪 LABRAM HR800 法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02 拉曼光谱仪 1000 型 英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03 拉曼光谱及成像系统 LABRAM ARAMIS 法国 北京大学 北京 
904 圆二色光谱分析仪 J-815,波长范围：163～1100;CD 分辨

 

日本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905 拉曼光谱仪 LabRAM Aramis,400-1600n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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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907 傅里叶红外光谱仪 SPECTRUM100, 

 

美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908 傅立叶红外光谱仪 220VAC/50HZ/18-27℃ 美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909 Thermo Nexus 8700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Nicolet 

 

美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910 圆二色光谱仪 J-810165-900nm/±0.8nm/0.025-10nm 日本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911 在现近红外分析仪 1000-2500nm;0.1nm;6nm 中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912 激光共焦拉曼光谱分析仪 固体激光光源 532nm/100-9000cm-1/精度

 

英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913 付立叶红外光谱仪 5700 型 7800-35CM-1/0.01CM-1/0.09CM-1 美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914 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ICPS-7500 波长范围 160-850nm 狭缝宽度

 

日本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915 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IRIS INTREPID II165-1000nm/0.005nm/200nm 美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916 荧光谱仪 FL112 美国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917 共聚焦显微拉曼光谱仪 HR800 法国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918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RSI IntrepidⅡ XSP 美国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919 瞬态荧光光谱仪 FLSP920 英国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920 三维激光扫描系统 RIEGL VZ-400 奥地利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921 高分辨拉曼光谱仪 Lab RAM HR Evolution 日本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922 全自动显微共聚焦拉曼光谱仪 XploRA 法国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923 红外光谱 nicolet 6700 美国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924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prdigyXP 美国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925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AP6300 美国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926 航空光谱成像系统 AISA 芬兰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927 近红外光学成像系统 ETG-4000 日本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928 荧光分光光度计 Fluorolog-Tau-3 美国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929 傅立叶红外-拉曼-显微光谱仪 NEXUS 670 美国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930 红外光谱仪 102F 中国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931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SPECTRO ARCOS 德国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932 激光闪光光谱仪 * 中国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933 激光共聚焦拉曼光谱仪 LABRAM ARAMIS 法国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934 三维激光扫描仪 Trimble GX DR200+3D 美国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935 三维激光扫描仪 HDS 瑞士 长安大学 陕西 
936 三维激光扫描仪 Scan Station C10 瑞士 长安大学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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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7 全谱直读等离子光谱仪 ICAP6300 美国 长安大学 陕西 
938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Z-5000 日本 长安大学 陕西 
939 园二色性光谱仪 J-810 日本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940 原位红外光谱仪 EQUINOX55 德国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941 三维光学扫描仪 ATOS I XL 德国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942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2000DV 美国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943 紫外-可见拉曼光谱仪 15998635611DL-2 中国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944 三维激光扫描仪 ScanStation C10 瑞士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945 光纤光栅传感解调分析仪 DSA72004B 美国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946 傅立叶红外光谱分析仪 NEXUS670 美国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947 光栅制作装置 Bragg Star Industria，激光波长：248nm 脉冲

 

美国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948 高速摄像机 ultima APX-RS 120K 日本 东北大学 辽宁 
949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4300DV 美国 东北大学 辽宁 
950 紫外分光光度计 LAMBDA950UV/VIS 波长 175-3300mm 美国 东北大学 辽宁 
951 直读光谱仪 ARL4460 美国 东北大学 辽宁 
952 氧氮氢联合分析仪 ONH836 美国 东北大学 辽宁 
953 全谱直读型等离子光谱仪 ICP-prodigyXP 美国 东北大学 辽宁 
954 全谱直读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prodigy spec 美国 东北大学 辽宁 
955 拉曼光谱仪 HR800 法国 东北大学 辽宁 
956 氧氮氢联合分析仪 ONH836 美国 东北大学 辽宁 
957 直读光谱仪 ARL4460 美国 东北大学 辽宁 
958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800 美国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959 多角度激光光散射仪 BI-MwA+GPC 美国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960 气谱-傅立叶变换红外联用仪 Magna-IR 560 E.S.P 美国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961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800 美国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962 近红外光谱仪 MPA 德国 东南大学 江苏 
963 红外光谱仪 70 德国 东南大学 江苏 
964 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OPT1MA 2000DV 美国 东南大学 江苏 
965 三光栅拉曼光谱仪 T64000 法国 东南大学 江苏 
966 单光子发射扫描仪 e.Cam Duet 德国 东南大学 江苏 
967 红外光谱仪 NICOLET 5700 美国 东南大学 江苏 
968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TENSOR27 德国 东南大学 江苏 
969 平板 X 线数字摄影系统 DR3500 中国 东南大学 江苏 
970 直读光谱仪 SPECTRO MAXx LMF-15 德国 东南大学 江苏 
971 三维激光扫描仪 Hds 6100 瑞士 东南大学 江苏 
972 激光共聚焦拉曼光谱仪 * 英国 东南大学 江苏 
973 显微共焦激光拉曼光谱仪 LABRAM LNFINIFY 法国 复旦大学 上海 
974 付立叶红外光谱仪 NEXUS 870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975 付立叶红外拉曼光谱仪 magna-r760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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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6 圆二色光谱仪 J-715-150S 日本 复旦大学 上海 
977 显微拉曼光谱仪 LABRAM1B 法国 复旦大学 上海 
978 原子吸收光谱仪 Solar 939 英国 复旦大学 上海 
979 显微分光光度计 IBAS1＋2 /GV256 德国 复旦大学 上海 
980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PE-800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981 基因芯片扫描仪 GENECHIP SCANNER 3000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982 荧光及磷光分析仪 FLA-5000 日本 复旦大学 上海 
983 稳态瞬态荧光光谱仪 FLS920 英国 复旦大学 上海 
984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IRPRESTIGE-21 日本 复旦大学 上海 
985 真空型付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VERTEX 80v 德国 复旦大学 上海 
986 椭圆偏振光谱仪 GES5E 法国 复旦大学 上海 
987 圆二色光谱仪 MOS-450/AF-CD  200-800 纳米 法国 复旦大学 上海 
988 红外真空紫外广谱谱仪 225NOVA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989 显微镜激光共聚焦拉曼光谱仪 inVia 英国 复旦大学 上海 
990 智能型傅立叶红外光谱分析仪 Nicolet 6700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991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Nicolet 6700 FT-IR 美国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992 三维测量及激光扫描系统 * 美国 湖南大学 湖南 
993 稳态/瞬态/近红外荧光分析系统 QM/TM/NIR 美国 湖南大学 湖南 
994 荧光/磷光发光分光光度计 LS—55 美国 湖南大学 湖南 
995 荧光分光光度计 FIU orolog3-taU 法国 湖南大学 湖南 
996 Zeiss 显微分光光度计 NSPL3488A/N 美国 湖南大学 湖南 
997 紫外可见红外光谱检测系统 IHR550 美国 湖南大学 湖南 
998 激光共聚焦倒置显微拉曼光谱 invia-reflex 英国 湖南大学 湖南 
999 高空高速摄影仪 5900 日本 湖南大学 湖南 
1000 激光拉曼光谱仪 2ABRAM——010 法国 湖南大学 湖南 
1001 三级激光拉曼光谱仪 T6400 法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02 傅立叶红外光谱分析仪 8700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03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Lambda 950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04 光谱仪 ANDOR ME 5000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05 紫外显微荧光光谱测试 LABRAM HRUV-VISIBLE 法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06 全谱电感等离子光谱仪 VARIAN 710-ESAXIAC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07 真空型付立叶光谱仪 BRUKER VERTEX80V 德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08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PERKINELMER LAMBDO95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09 CCD 光谱仪 LN/CCD-400E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10 伏里叶红外光谱仪 NEXUS670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11 岩芯断层扫描仪 MSCL-XCT 英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12 原子荧光光度计 AFS-9230/SA-10 中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13 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IRIS II XSP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14 傅立叶光谱仪 NEXUS 670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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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博立叶红外光谱仪 8400S 日本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16 等离子光谱仪 ICAP6000 英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17 全谱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IRIS INTREPID II XSP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18 原子吸收光谱仪 M6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19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800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020 数字式高速摄影机 Red lake HG-look 美国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021 三维激光扫描系统 徕卡 SCANSTATION 中国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022 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Perkinelmer 美国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023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 900T 美国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024 X 射线计算机段层扫描仪 Hamer 160x1 英国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025 广角度静态激光散射仪 ALV-CGS-3 型 德国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026 圆二色光谱分析仪 MOS-450 法国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027 放射性测定扫描仪 YXLON 牌 Y.CTVNTVERSAL 德国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028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Tensor 27 德国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029 紫外成像仪 M001036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030 园二色光谱仪 J-810 日本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031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VERTEX70 德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032 多光谱荧光分析系统 PML-SPEC 德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033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激光光谱仪) LAMBDA 950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034 ICP 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TraceScan Advantage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035 生物芯片扫描仪 Mx3000P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036 高速摄象机 4QUIKE 德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037 傅里叶红外光谱仪 EQUINOX 55 德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038 微传感器芯片激光扫描系统 AD1500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039 傅立叶变换热红外光谱仪 102f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040 激光细胞扫描仪 CYTE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041 激光共聚焦显微拉曼光谱仪 inVia 英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042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P-AES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043 多功能激光扫描仪 TYPHOON TRIO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044 近红外光谱分析仪 *Antaris2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045 成像光谱仪 *HS-VNR8 NR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046 全功能型组合式稳态/瞬态荧光光谱仪 *FLS920 英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1047 超高压金刚石对顶砧低温光谱测量系统 CO2-011-001 美国 吉林大学 吉林 
1048 荧光光谱分析系统 QM/TM/NIR 美国 吉林大学 吉林 
1049 FT-拉曼光谱仪 RFS 100/S 德国 吉林大学 吉林 
1050 显微公焦拉曼光谱仪 inVia 其他 吉林大学 吉林 
1051 宽波段显微光路高压真空红外光谱仪 组装 德国 吉林大学 吉林 
1052 光谱分析系统 DH720-18F-03 美国 吉林大学 吉林 
1053 多功能光谱仪系统 T6400 法国 吉林大学 吉林 



光谱仪器/1559 台（套） 

124/575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产地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054 稳态/瞬态荧光光谱仪 fls920P 英国 吉林大学 吉林 
1055 光栅型拉曼光谱仪 T64000 法国 吉林大学 吉林 
1056 多功能圆二色光谱仪 MOS-450/AF-CD 法国 吉林大学 吉林 
1057 ICP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3300DV 美国 吉林大学 吉林 
1058 显微激光共聚焦拉曼光谱仪 RM 1000 英国 吉林大学 吉林 
1059 红外光谱仪 IFS66V 德国 吉林大学 吉林 
1060 傅立叶红外变换光谱仪 Nicolet 6700 美国 吉林大学 吉林 
1061 红外光谱仪 IFS66V/S 德国 吉林大学 吉林 
1062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Vertex 80V 德国 吉林大学 吉林 
1063 太阳光模拟与光谱特性测试系统 IPCE 加拿大 吉林大学 吉林 
1064 激光光散射系统 ALV/DLS/SLS-5022F 德国 江南大学 江苏 
1065 多功能光谱测量系统 SP-2558 美国 江南大学 江苏 
1066 多角度激光光散射凝胶色谱系统 DAWN HELEOS Ⅱ 美国 江南大学 江苏 
1067 显微共聚焦拉曼光谱仪 LabRAM HR Evolution 法国 江南大学 江苏 
1068 圆二色光谱仪 MOS-450 美国 江南大学 江苏 
1069 显微共聚焦拉曼光谱仪 inVia 英国 江南大学 江苏 
1070 在线近红外光谱仪 Antaris MX 美国 江南大学 江苏 
1071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Lambda 950 美国 兰州大学 甘肃 
1072 真空紫外光谱仪 248/310G 美国 兰州大学 甘肃 
1073 激光拉曼分光光度计 SPEX1430 美国 兰州大学 甘肃 
1074 双光束圆二光谱仪 DSM1000 美国 兰州大学 甘肃 
1075 显微拉曼光谱仪 HR800 法国 兰州大学 甘肃 
1076 红外光谱仪 TENSOR？27 德国 兰州大学 甘肃 
1077 分光光度计 lambda950 美国 兰州大学 甘肃 
1078 高速摄象机 UITIMA APX-RS 日本 兰州大学 甘肃 
1079 便携式地物光谱仪 FR 美国 兰州大学 甘肃 
1080 红外光谱仪 TENSOR？27 德国 兰州大学 甘肃 
1081 激光显微拉曼光谱仪 inVia-Reflex 英国 兰州大学 甘肃 
1082 红外光谱仪 VERTEX70v 德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083 太赫兹源 TM800-5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084 振动圆二色谱仪 PMA50 德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085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5300DV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086 光谱系统 SP2500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087 共焦控曼光谱仪 Renishanplc/*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088 荧光光度计 HJY FM-4-TCSPC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089 可见光到近红外高光谱成像光谱仪 hypersper Vnir n-series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090 近红外高光谱成像光谱仪 hyperspe NIR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091 光谱仪 fieldspec 3 hi-res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092 时间分辨红外光谱仪 IFS-66/S 德国 南京大学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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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3 高速摄像机 711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094 近红外图像探测系统 XC137-025Hz 比利时 南京大学 江苏 
1095 傅里叶红外光谱仪 Spectrum GX 德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096 纳米光谱仪 NT-MDT 俄罗斯联邦 南京大学 江苏 
1097 双光谱仪 U1000 法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098 可调谐脉冲光学参量系统 Sunlite OPO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099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 LAMBDA900uv/200-2500nm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00 扫描电荷耦合摄像仪 Model 794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01 图形数字转换仪 MA6BA6 德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02 圆二色光谱仪 J-810/163-900 日本 南京大学 江苏 
1103 阴极荧光谱仪 MONOCL3+ 英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04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M6 德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05 微区分光光度计 8-station CLAMS for mice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06 分光光度计 LAMDA900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07 集成型单级拉曼测试平台 HR-800/光谱范围 200－1000nm 最低频率

 

法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08 动力学光谱系统 SFM-300 法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09 检测系统 BTC262E/61E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10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光谱仪 iCAP6300 英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11 等离子光谱(ICP) JY38S/PPB 法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12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EQUINOX55/700-30cm 德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13 大赫兹光谱仪 THZ-TDS 立陶宛 南京大学 江苏 
1114 三维激光扫描仪 ScanStation2 瑞士 南京大学 江苏 
1115 傅立叶显微红外光谱仪 NICOLET6700,ONTINIU UM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16 X 射线荧光光谱岩芯扫描仪 Avaatech 荷兰 南京大学 江苏 
1117 傅丽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Nexus870/*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18 高分辨光荧光扫描成像光谱仪 in-Via-Reflex 英国 南京大学 江苏 
1119 全谱直读电感耦合器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710-ES 美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120 高光谱地物反射仪 FIELDSPEC 美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121 便携式地物光谱仪 Field Spec3 美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122 激光共聚焦生物芯片扫描 SCANAPRAR 美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123 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OPTIMA 21 美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1124 近红外光谱仪 N17E-NIR 芬兰 清华大学 北京 
1125 显微共焦拉曼光谱仪 INVA 英国 清华大学 北京 
1126 圆二色光谱仪 J-715-150L 日本 清华大学 北京 
1127 分光光度计 LAMBDA950 美国 清华大学 北京 
1128 富立叶红外拉曼光谱仪 Spectrum Gx 美国 清华大学 北京 
1129 付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Nexus 670 美国 清华大学 北京 
1130 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IRIS Intrepid 2 XSP 美国 清华大学 北京 
1131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RIS ADVANTAGE 美国 清华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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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 显微共焦拉曼光谱仪 RM2000 英国 清华大学 北京 
1133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Nicolet 6700FTIR 中国 清华大学 北京 
1134 原子吸收光谱仪 MK2 Dual ZeemanAA 美国 山东大学 山东 
1135 红外分光光度计 20SX 4800-225cm 负 1 方 美国 山东大学 山东 
1136 圆二色光谱仪 JASCO-810 多模式 日本 山东大学 山东 
1137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RIS INTREPID IIXSP 165___1000nm 美国 山东大学 山东 
1138 红外光谱仪 VERTEX70    370-7800cm-1 德国 山东大学 山东 
1139 园二色散光谱仪 Chirascan 165-900nm 英国 山东大学 山东 
1140 激光荧光谱测试系统 组装 325nm 氦氖激光 30mJ,5-300K,测量波长

 

中国 山东大学 山东 
1141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AP6300 垂直距 中国 山东大学 山东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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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山东大学 山东 
1143 原子吸收光谱仪 ICE3500 规格 ICE3500 中国 山东大学 山东 
1144 傅立叶红外联用光谱仪 Nicolet 67000/NXR 规格 11000-375cm-1 分辨

 

美国 山东大学 山东 
1145 效应测试仪 M75-K25/6R 规格

 

美国 山东大学 山东 
1146 激光光散射凝胶色谱系统 Viscotek TM  2.0A 50/60Hz 英国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1147 紫外可见近红外光谱仪 LAMBD950 美国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1148 圆二色谱仪 chirascan 英国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1149 傅立叶红外光谱仪 EQUINOX55 德国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1150 激光拉曼光谱仪 ALMEGA-TM 美国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1151 显微成像红外光谱仪 * 美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152 激光显微拉曼光谱仪 * 德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153 圆二色光谱仪 * 日本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154 光纤光栅传感解调器 SM130-700 美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155 等离子光谱仪 IRIS Advantage1000 美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156 双色红外成像仪 ProteinSimple FluorChem M 多色荧光化学发

 

美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157 傅立叶红外-拉曼光谱仪 EQUINOX55-FRA106/S 德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158 连续光源原子吸收光谱仪 contrAA700 德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159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Vista-MPX 美国 天津大学 天津 
1160 在线傅立叶红外衍射仪 ReaTIR45in 瑞士 天津大学 天津 
1161 荧光磷光光谱仪 HORIB-FLUOROMAX-4P 日本 同济大学 上海 
1162 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OPTIMA 2100DV 美国 同济大学 上海 
1163 有机硫卤分析仪 AFQ100+IC1000 日本 同济大学 上海 
1164 三维动态位移测量系统 PROSERIES NODEL 2000 加拿大 同济大学 上海 
1165 红光学非接触式三维扫描仪 ATOS I 350 XL 德国 同济大学 上海 
1166 显微镜光拉曼光谱仪 HR-800 法国 同济大学 上海 
1167 付立叶红外光谱分析仪 5700 FTIR 美国 武汉大学 湖北 
1168 付立叶红外光谱分析仪 MicroFTIR102F 美国 武汉大学 湖北 
1169 数字航空摄影测量系统 ADS40 瑞士 武汉大学 湖北 
1170 荧光分光光度计 Fluorolog-3 法国 武汉大学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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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1 圆二色谱仪 J-810 日本 武汉大学 湖北 
1172 地面三维激光扫描系统 Leica HDS6000 瑞士 武汉大学 湖北 
1173 激光共聚焦显微拉曼光谱仪 RM 1000 英国 武汉大学 湖北 
1174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Vertex 80v 德国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1175 光纤光栅智能健康监测平台 自制 中国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1176 三角度激光散射仪 HBGD03316Y2KM 美国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1177 Nexus 智能型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Nexus 美国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1178 全谱直读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RIS INTREPID II 美国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1179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60SXB,±0.01cm-1 美国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1180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拉曼光谱仪 InVia 英国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1181 付立叶红外光谱分析仪 NICOLET� 美国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1182 全谱直读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4300DV 美国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1183 高速数字式摄像机 HG-100K 美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1184 高速数字摄像系统 V9.0 美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1185 激光拉曼谱仪 hr800 法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1186 超高速摄影系统 468 英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1187 激光 Raman 光谱仪 LabRAM HR 法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1188 紫外器件光谱测试系统 sp-2357 法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1189 高速摄影机及分析机 NACE-10 日本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1190 稳态瞬态荧光光谱仪 FLSPP20 英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1191 时间分辨红外光谱仪 * 德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1192 共聚焦拉曼光谱系统 Lab RAM 法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1193 傅立叶变换近红外光谱仪 MPA.0331.04 德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1194 便携式地物光谱仪 FieldSpec 美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1195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ICE3500 美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1196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Solaar M6 美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1197 付立叶拉曼光谱仪 RFS 100/S 德国 西南大学 重庆 
1198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 2100DV 美国 西南大学 重庆 
1199 近红外快速品质分析仪 Infratec1255 瑞典 西南大学 重庆 
1200 圆二色光谱仪 J-810 日本 西南大学 重庆 
1201 圆二色光谱仪 J-810 中国 厦门大学 福建 
1202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CARY 5000 中国 厦门大学 福建 
1203 付立叶红外光谱仪 NICOTCT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04 布里渊光时域分析仪 DSTS-R-2-0.1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05 三维扫描仪 H-3D 加拿大 浙江大学 浙江 
1206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Nicolet 670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07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AP6300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08 傅里叶红外光谱仪 NEXUS MODD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09 傅立叶近红外光谱分析仪 ANTARIS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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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拉曼光谱分析仪 81000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11 低温傅立叶红外光谱仪 IFS 66V/S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12 MicroPET 扫描仪 FOCUS tmr4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13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70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14 红外光谱多组分分析仪 WESAM-FTIR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15 在线反应监测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MATRIX-MF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16 激光拉曼光谱分析仪 DXR532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17 直读光谱仪 ARL3460 瑞士 浙江大学 浙江 
1218 同位素荧光扫描仪 TYPHOON-860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19 同位素荧光仪 860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20 动态激光散射 BI-200SM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21 棱镜等离子光谱仪 ICPS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1222 平面激光诱导荧光测量系统 二维，120mJ 激光器 丹麦 浙江大学 浙江 
1223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800 新加坡 浙江大学 浙江 
1224 红外光谱仪 NICOLET 670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25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RIS INTREPID II XSP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26 激光共聚焦显微拉曼光谱系统 inVia-Reflex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27 野外光谱仪 ASD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28 高光谱成像仪 Imspector N17E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29 新型等离子体发生装置 FPD-001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30 热辐射扫描仪 *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31 石英棱镜光谱仪 Z-1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32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730-ES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33 热红外光谱仪 102F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34 椭圆偏振光谱仪 GES 5E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35 荧光光度计 SP-75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36 多功能圆二色光谱仪 MOS-450 法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37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光谱仪 ICP6000 英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38 椭圆偏振光谱仪 M-200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39 原子吸收光谱仪 ANNALYST600,100 美国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1240 激光拉曼光谱仪 Invia 英国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1241 全谱直读光谱仪 PRODIGY SPEC 美国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1242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AP6000 英国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1243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AP6300DUO 美国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1244 显微红外光谱仪 6700+CONTINUUM 美国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1245 三维激光扫描仪 OPTECH 3D 加拿大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1246 拉曼光谱仪 R200L 德国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1247 显微激光拉曼光谱仪 DXR Microscope 美国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1248 三维激光扫描仪 ILRIS-HD-ER 加拿大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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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9 全谱直读 ICP 光谱仪 IRIS Intrepid 2 美国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1250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800 美国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1251 高分辨紫外可见近红外拉曼光谱仪 HJY-LABRAM HR 法国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1252 三维激光扫描仪 VZ-400 奥地利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1253 野外地物光谱仪 FieldSpec 3 美国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1254 通用光谱测试系统 SPEC-500i 美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1255 原子发射光谱仪 VISTA-MPX 美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1256 原子吸收光谱仪 SOLLAAR M6 英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1257 原子吸收光谱仪 M6 美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1258 电感耦合等离子光谱仪 optima4300 美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1259 激光光散射分子量检测系统 DAWNHELEOSII 美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1260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AP6300 英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1261 三维激光扫描仪 Trimble GX200 美国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1262 高性能地物光谱仪 3FieldSpec 3 Hi-Res 美国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1263 红外分光光谱仪 560 美国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1264 便携式高光谱成像光谱仪系统 Hyperspec HS-VNIR C 美国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1265 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ICP-720ES 澳大利亚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1266 芯片扫描仪 ZUumna-Scan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267 等离子光谱仪 ICP-PE3300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268 摄影机 CCD-TRV92-H 日本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269 深冷科学级荧光探测器 DZ936N--#BV 德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270 红外光声谱气体测量仪 1412-5 丹麦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271 激光光谱检测系统 SP2358 中国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272 宽动力学窗口时间分辨光谱装置 自行组装 美国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273 激光拉曼光谱检测系统 Trivista TR555 美国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274 连续光源原子吸收光谱仪 contrAA 700 德国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1275 付立叶红外光谱分析仪 Nexus 美国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1276 激光拉曼光谱仪 LABRAM 法国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1277 原子吸收光谱仪 contrAA 700 德国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1278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岛津 ICPE9000 日本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1279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RISAdvantage1000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280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RIS Intrepid Ⅱ XSP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281 圆二色光谱仪 J-815 日本 中南大学 湖南 
1282 芯片扫描仪 iScan System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283 直读光谱仪 SPECTROMAXx 德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284 显微激光拉曼光谱仪 LabRAM HR 法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285 显微激光拉曼光谱仪 LABRAM ARAMIS 法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286 空区自动激光扫描系统 C-ALS 英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287 高速摄影系统 HG2000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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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8 神经扫描仪 Neur 64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289 电感偶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系统 PS-6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290 显微激光拉曼光谱仪 LabRAM HR800 法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291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Optima5300DV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292 氧氮分析仪 TC400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293 原子吸收光谱仪 MARS XP1500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294 三维激光扫描仪 ILRIS-3D 加拿大 中南大学 湖南 
1295 五官科多功能摄像系统 ENDOSTROB D 英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296 生物荧光双波分析系统 METAFLOUR TE200 日本 中山大学 广东 
1297 数字式圆二色光谱仪 Chirascan 英国 中山大学 广东 
1298 全内反射荧光系统 Lecia AM TIRF 德国 中山大学 广东 
1299 傅立叶变换红外园二色振动光谱仪 TENSOR27 德国 中山大学 广东 
1300 圆二色光谱仪 J-810 日本 中山大学 广东 
1301 热重-红外联用仪 TG209/VECTOR22 德国 中山大学 广东 
1302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EQUINOX-55 德国 中山大学 广东 
1303 全谱直读等离子光谱仪 IRIS ADVUNTAGE(HR) 美国 中山大学 广东 
1304 激光显微拉曼光谱仪 inVia 英国 中山大学 广东 
1305 紫外线成像仪 CoroCam IV+ 南非 重庆大学 重庆 
1306 高速摄像机 HG100K 美国 重庆大学 重庆 
1307 高速可见光成像仪 HSFC-PRO 德国 重庆大学 重庆 
1308 紫外/可见/红外光谱仪 LAMBDA900 美国 重庆大学 重庆 
1309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800 新加坡 重庆大学 重庆 
1310 乳腺摄影 X 射线机剂量校准系统 lsovilt3003 德国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

 

北京 
1311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Lambda950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1312 傅里叶交换红外光谱仪(显微红外) 主机 Nicolet 5700 显微镜 Centaurμs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1313 圆二色谱仪 J-815 日本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1314 傅里叶红外光谱仪 spectrum frontier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北京 
1315 高清晰光学相干断层扫描仪 CIRRUS4000 德国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1316 组织病理切片数码扫描仪 scanscope GL 美国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1317 耳鼻咽喉摄像系统 Image IHD2 德国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1318 激光显微拉曼光谱仪 inVia 英国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1319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与显微红外联用系统 Nicolet6700 美国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1320 显微分光光度仪 QDI2010 美国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1321 动态粒子高速摄像仪 无 美国 水利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

 

江苏 
1322 数字式高速摄影系统 Phantom /V9.1、V10 美国 水利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

 

江苏 
1323 三维激光扫描仪 S25 法国 水工金属结构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河南 
1324 便携式直读光谱仪 ARC-MET930 芬兰 水工金属结构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河南 
1325 摄影测量系统 S8 美国 水工金属结构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河南 
1326 三维激光扫描仪 GX 美国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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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7 显微分光光度计 MSP-uv-v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 北京 
1328 基因芯片扫描系统 GenePixGenePix 4300A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北京 
1329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日立 U4100 日本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北京 
1330 激光三维扫描仪 Trimble GS200 美国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北京 
1331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7000DV ICP-OES 中国 北方民族大学 宁夏 
1332 基因芯片扫描分析系统 Sure Scan 含软件 新加坡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 
1333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6300MFC 美国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 
1334 原子吸收光谱仪 zeenit  700 德国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 北京 
1335 近红外分析仪 XDS 丹麦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 北京 
1336 傅立叶变换显微红外光谱仪 Thermofisher Nicolet IN10 美国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 北京 
1337 Zeta 电位和绝对分子量分析仪 DAWN HELEOS Ⅱ 美国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 北京 
1338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lambda35 美国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 北京 
1339 岩芯扫描仪 Itrax 瑞典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浙江 
1340 显微共焦激光拉曼光谱仪 Renishaw Invia 英国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浙江 
1341 傅立叶红外光谱仪 VERTEX70 德国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福建 
1342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HP7500A 美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1343 圆二色光谱仪 JASCO-815 日本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344 激光共聚焦拉曼光谱仪 LabRAM Aramis 法国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福建 
1345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 7000DV 美国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福建 
1346 生物芯片扫描仪 Genepix 4400A 美国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福建 
1347 傅立叶变换显微红外光谱仪 Nicolet iN10 美国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山东 
1348 智能型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Nicolet67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山东 
1349 傅立叶近红外光谱分析仪 Antaris MX 美国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1350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Vertex 80V 美国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1351 太赫兹时域光谱系统 THz-TDS 立陶宛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1352 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PerkinElmer/OPTIMA 7000DV 中国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1353 单分子荧光显微成像及光谱测试系统 SR-303I 中国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1354 显微分光光度计 QDI 302 美国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1355 高速实时图像记录系统 高速相机 FASTCAM 1024PCI  软件 IO 

     

     

加拿大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1356 数字式高速摄像系统 SA1.1 日本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1357 显微分光光度计 QDI 302+DM4500P 德国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1358 傅立叶变换显微红外光谱仪 6700 美国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1359 激光共焦拉曼光谱仪 Labram HR 法国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江苏 
1360 基因芯片扫描仪 G2565AA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 上海 
1361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300/ZEENIT600 美国 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湖北 
1362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AP6300 英国 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湖北 
1363 医用分析仪 LUMINEX200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国

 

北京 
1364 DR 摄像系统 FX-DLUS 50KW 德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国

 

北京 
1365 原子光谱仪 Nanios 中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一临床医药研究所（中国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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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6 荧光多功能微循环检测系统 1X71  BX51W1 日本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一临床医药研究所（中国

 

北京 
1367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尼高力 6700 型 美国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 
1368 全谱直读型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715-ES 美国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 
1369 近红外分析仪 FOSS XDS 德国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 
1370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PE-9000 日本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 
1371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质谱仪 热电 Xseries 美国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1372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AP6300 美国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1373 等离子体光谱仪 ICAP6300X 美国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1374 傅立叶变换红外 Spectrum400 美国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1375 多角度激光光散射仪 DAWN HELEOSII 美国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1376 多功能酶标仪 Infintie M200 瑞士 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 北京 
1377 原子吸收光谱仪 700P 德国 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 北京 
1378 傅立叶红外光谱仪 Nicolet 6700 美国 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 北京 
1379 ODYSSEY 双色红外激光成像系统 Odyssey 双色红外激光成像系统 9120 美国 北京市中医研究所 北京 
1380 ICP 光谱仪 IRIS Intrepid ER/S 美国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1381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定制_定制 德国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1382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整体功能附件) 定制_定制 德国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1383 剖面抛光机 693.B/682_693.B/682 中国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1384 原子吸收光谱仪 *_AA800 美国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1385 气质联用仪 *_7890A/5975C 美国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1386 拉曼光谱仪 RFS100 德国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1387 连续光源吸收光谱仪 *_CntraA700 德国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1388 傅立叶红外光谱仪 VERTEX70 德国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1389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_Nicolet iN10 MX 美国 北京工商大学 北京 
139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Cary 4000 UV-Vis 中国 北京印刷学院 北京 
1391 双光束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z-2010 日本 北京建筑大学 北京 
1392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6700 美国 北京建筑大学 北京 
1393 便携式火花直读光谱仪 SPECTROTEST 中国 北京建筑大学 北京 
1394 紫外可见光近红外分光光度仪 Lambda750 英国 北京服装学院 北京 
1395 傅里叶变换红外显微拉曼联用仪 Nexus 670 美国 北京服装学院 北京 
1396 激光拉曼光谱仪 RM2000 中国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北京 
1397 生物发光仪 Varios kau Flsah 美国 北京农学院 北京 
1398 蛋白质组多色荧光成像 FLA5100 中国 北京农学院 北京 
1399 近红外光谱仪 5700(EURO) 美国 北京农学院 北京 
1400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仪 ZEENIT700P 德国 北京农学院 北京 
1401 透射能谱电子显微镜及配套设备 * 日本 首都医科大学 北京 
1402 原子吸收光谱仪（08-食品营养健康） 无 中国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本级 北京 
1403 总氯/硫分析仪(07-自主创新续) Tx-2100H 中国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本级 北京 
1404 近红外光谱仪 AntarisⅡ 美国 北京市纺织纤维检验所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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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5 中远红外光谱仪 Nicolet 6700 美国 北京市纺织纤维检验所 北京 
1406 红外显微镜 continum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407 近红外光谱仪 车载型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408 近红外光谱仪 MPA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409 ICP 光谱 ICPE-9000 日本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410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M6-MK2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411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nalyst800 美国 天津城建大学 天津 
1412 X 射线荧光谱仪 PrmnsII 日本 天津城建大学 天津 
1413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IVIS SPECTRUM 美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1414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z-5000 日本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1415 小动物活体影像分析仪 LB983 NC100 德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1416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Multimodal Pro Light Source 美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1417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IVIS  Spectrum 美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1418 显微激光拉曼光谱仪 HR-800 法国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1419 圆二色光谱仪 MOS-450/AF-CD 法国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1420 圆二色光谱仪 J-815 日本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1421 全谱直读 ICP 发射光谱仪 P rodigy  全谱直读 73 种元素 美国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1422 低温稳态与瞬态荧光光谱仪 FL-3(1039 1016 1065) 美国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1423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nalyst800 新加坡 天津市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原土壤肥料

 

天津 
1424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AP6300 美国 天津市检测技术研究所 天津 
1425 直读真空光谱仪 QSN750 德国 天津市检测技术研究所 天津 
1426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725-ES 美国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六研究所 天津 
1427 光学多通道光谱分析仪 SP2300    200nm-1700nm；1024*256 美国 河北大学 河北 
1428 单分子荧光成像系统 FV-1000S 5 波段激光器 日本 河北大学 河北 
1429 稳态/瞬态/显微荧光光谱仪 FLS920      190-870nm 英国 河北大学 河北 
1430 等离子体增强 CVD 系统 PECVD-Ⅱ   500℃±1℃/≤8*10(-6Pa) 中国 河北大学 河北 
1431 红外拉曼光谱仪 Niclet 6700 美国 河北科技大学 河北 
1432 傅里叶变换红外-拉曼-显微联用光谱仪 VERTEX 70 德国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 
1433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240E+FS 美国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 
1434 色谱质谱联用仪 ITQ  900 美国 河北理工大学 河北 
1435 氧氮氢分析仪 TCH600C 中国 河北理工大学 河北 
1436 荧光定量 PCR 仪 7900 美国 河北理工大学 河北 
1437 辉光放电光谱仪 GDA750 德国 河北理工大学 河北 
1438 全谱直读光谱仪 Uitima-2 法国 河北理工大学 河北 
1439 激光显微拉曼光谱仪 DXR 美国 河北理工大学 河北 
1440 近红外分析仪 DA-7200 美国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遗传生理研究所 河北 
1441 直读光谱仪 SPECTROMAXx 德国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河北 
1442 傅立叶红外光谱仪 V80 中国 河北工业大学 天津 
1443 稳态瞬态荧光光谱仪 FL3-22 日本 河北工业大学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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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4 全谱直读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optima 2100dv 美国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河北 
1445 稳态、瞬态荧光光谱仪 fls920 英国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河北 
1446 紫外可见近红外光谱仪 u4100 日本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河北 
1447 全自动分支杆菌检测系统 bactecmgit 960 美国 华北煤炭医学院 河北 
1448 全自动细菌鉴定 vitek-2 compact 法国 华北煤炭医学院 河北 
1449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 7000DV 美国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农业资源环境研究所 河北 
1450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1 型 美国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所 河北 
1451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nalyst100/600 美国 河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河北 
1452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SAVANT AA 澳大利亚 河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河北 
1453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 8000DV 美国 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 
1454 原子吸收光谱 Zeenit 700 德国 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 
1455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Lambda950 美国 河北省沙河玻璃技术研究院 河北 
1456 衍射荧光光谱仪 FLS920 德国 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 
1457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800 新加坡 山西省生物研究所 山西 
1458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VERTEX 70 德国 山西省分析科学研究院 山西 
1459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Lambda 750S 美国 山西省分析科学研究院 山西 
1460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 2100DV 美国 山西省分析科学研究院 山西 
1461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nalyst 800 新加坡 山西省分析科学研究院 山西 
1462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6800 日本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资源研究所 山西 
1463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PE-9000 全谱直读型 日本 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山西 
1464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M6-MK2 美国 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山西 
1465 分光辐射光谱仪 ASD Fieldspec FR 美国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 
1466 机器人制造系统 KR6 中国 内蒙古工业大学 内蒙古 
1467 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ICAP6300 美国 内蒙古科技大学 内蒙古 
1468 智能型全自动拉曼光谱仪 XploRA 法国 内蒙古科技大学 内蒙古 
1469 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仪 M6 Mk2 美国 内蒙古自治区矿产实验研究所 内蒙古 
1470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8300 美国 内蒙古自治区矿产实验研究所 内蒙古 
1471 全谱直读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RIS Interpid II XSP 美国 内蒙古自治区矿产实验研究所 内蒙古 
1472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TENSOR27 德国 内蒙古自治区矿产实验研究所 内蒙古 
147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240 美国 辽宁省固沙造林研究所 辽宁 
1474 原子吸收光谱仪 SOLAAR    MKJI   M6 美国 辽宁省淡水水产科学研究院 辽宁 
1475 连续流动分析仪 SAN++ 荷兰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植物营养与环境资源研究

 

辽宁 
1476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VISTA=MPX 美国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 
1477 冷井捕集-氢化物发生-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SA-2sp/AA-6800 日本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1478 激光捕获显微切割 LM-200 美国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1479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FX PRO 美国 沈阳药科大学 辽宁 
1480 圆二色光谱仪 MOS-450 日本 沈阳药科大学 辽宁 
1481 ICP 原子发射仪 DRE 165-800nm 美国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 
1482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220 美国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开放实验室 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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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3 原子吸收光分光光度计 AA-800 美国 辽宁省分析科学研究院 辽宁 
1484 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SPS8000 中国 辽宁省分析科学研究院 辽宁 
1485 傅里叶变换红外图像系统 spothight 400 美国 辽宁省分析科学研究院 辽宁 
1486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24OFSAA 美国 吉林人参研究院 吉林 
1487 光荧光谱仪 PL9000 英国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 
1488 台式光电直读光谱直读仪 PDA-7000 日本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 
1489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光谱仪 * 美国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 
1490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6800 日本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1491 离子色谱 万通 881 瑞士 长春工程学院 吉林 
1492 发射光谱仪 PDA-7000 日本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149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6800F 日本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1494 原子荧光形态分析仪 SA-20 中国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1495 连续光源火焰吸收光谱仪 CONTRAA700 德国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1496 原子发射光谱仪 2000DV 美国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1497 电感藕和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2100DV 美国 黑龙江省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 黑龙江 
1498 小型动物光学分子成像仪 SAMI(ART) 美国 黑龙江省肿瘤防治研究所 黑龙江 
1499 红外光谱测定仪 尼高力 6700 美国 黑龙江省科学院石油化学研究院 黑龙江 
1500 激光拉曼光谱仪 Invia 英国 牡丹江师范学院 黑龙江 
1501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器 Optima 2100DV 美国 大庆师范学院 黑龙江 
1502 双波段全自动切换傅立叶变换中红外及近红外光谱

 

Spectrum 400 系列 美国 大庆师范学院 黑龙江 
1503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Nicolet 6700 美国 黑龙江省能源环境研究院 黑龙江 
1504 傅立叶红外光谱仪 EQUINOX55 德国 哈尔滨理工大学 黑龙江 
1505 红外光谱仪 Spectrum 400 英国 绥化学院 黑龙江 
1506 可见显微共焦拉曼光谱仪 HR-800 法国 黑龙江科技学院 黑龙江 
1507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ZEEnit700 德国 黑龙江科技学院 黑龙江 
1508 流式细胞仪 FACSARIA 美国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 
1509 流式细胞仪 FACSAria 美国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 
1510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Vista MPX 美国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1511 共焦激光拉曼光谱分析系统 LabRam  II 法国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1512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仪 240Duo 美国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1513 等离子原子发射光谱 ICAP 6300 美国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上海 
1514 激光拉曼光谱仪 C111 美国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上海 
1515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 7000DV 美国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上海 
1516 荧光光谱、寿命、磷光寿命光谱仪 FLSP920 英国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上海 
1517 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iCAP6300 美国 上海材料研究所 上海 
1518 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OPTIMA 7300 DV 美国 上海材料研究所 上海 
1519 红外碳硫分析仪 CS600 美国 上海材料研究所 上海 
1520 光电直读光谱仪 ARL4460 瑞士 上海材料研究所 上海 
1521 原子吸收光谱分析仪 SOLAAR  M6 美国 上海材料研究所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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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 金属分析仪 ARL4460 瑞士 上海材料研究所 上海 
1523 电感耦合等离子光谱仪（ICP-AES） JY-238 法国 上海材料研究所 上海 
1524 全谱直读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IRIS 美国 上海电缆研究所 上海 
1525 红外碳硫分析仪 EMIA-820V 日本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 
1526 紫外可见近红外显微光谱仪 0.32nm 美国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 
1527 碳硫分析仪 EMIA-820V 日本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 
1528 原子吸收光谱仪 800S7090901/AA800 美国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 
1529 傅里叶变换红外图像系统 Spotlight 300 美国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 
1530 辉光光谱分析仪 PROFILERHR 法国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 
1531 傅立叶红外光谱仪 750FTIR 美国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 
1532 红外光谱仪 NEXUS 美国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 
1533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 5300DV 美国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 
1534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220Z，UNICAM939 美国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 
1535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光谱仪 I IRIS Advantage 美国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 
1536 激光拉曼光谱仪 LabRam Infinity 法国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 
1537 原子荧光分光光度计 9230 中国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上海 
1538 全谱直读等离子光谱仪 IRIS 美国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上海 
1539 等离子发射光谱质谱仪 7500cx 美国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上海 
1540 全谱直读等离子光谱仪 IRIS Intrepid 美国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上海 
1541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800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542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7300DV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543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2100DV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544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仪 M6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545 光源总光谱通量测试系统 CDS 2100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546 分光光度计 Lambda950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547 光电直读光谱仪 ARL4460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548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800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549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600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550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仪 M5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551 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OPTIMA 5300DV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552 卧式分布光度计 LG-1.5 澳大利亚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553 光生物安全检测系统 IDR300 英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554 红外光谱仪 FT－IR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555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7300DV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556 原子形态分析仪 SA10  AFS9130 中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557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559 原子吸收光谱仪 ZEEnitR700 德国 上海市纤维检验所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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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H-800 日本 上海大学 上海 
2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570 日本 上海大学 上海 
3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FV1000 日本 上海大学 上海 
4 三维原子探针 3DAP GENERATION3.3 英国 上海大学 上海 
5 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700F 日本 上海大学 上海 
6 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010F 日本 上海大学 上海 
7 热场发射扫描电镜 300 英国 上海大学 上海 
8 JSM-6700-F 冷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系统 JSM-6700F 日本 上海市检测中心 上海 
9 透射电子显微镜系统 TECNA1 G?F20S-TWIN 美国 上海市检测中心 上海 
10 高真空扫描电镜 JSM-6390 日本 上海市毛麻纺织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11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400 日本 上海市服装研究所 上海 
12 扫描电镜能谱仪 Inca X-Max 英国 上海市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 上海 
13 扫描电镜 FEI Nova NanoSEM50 美国 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 
14 电子显微镜 H-800 日本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 
15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 Quanta200 美国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 
16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5900 日本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 
17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010 日本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 
18 粉质仪 FARINOGRAPH 成 德国 南京财经大学 江苏 
19 扫描电镜 JSM-5610LV 中国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20 能谱仪 VANTAGE 英国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21 扫描电镜用冷冻传输系统 ALTO 1000E 英国 南通大学 江苏 
22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1230 日本 南通大学 江苏 
23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400N II 日本 南通大学 江苏 
24 扫描电镜 KYKY-2800 中国 南通大学 江苏 
25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Ⅱ 日本 扬州大学 江苏 
26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 XL30-ESEM 荷兰 扬州大学 江苏 
27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FP5012/10 荷兰 扬州大学 江苏 
28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F30 S-TWIN 美国 扬州大学 江苏 
29 共聚焦激光扫描显微镜（光学轮廓仪） LEXTOLS4000 日本 江苏科技大学 江苏 
30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480 日本 江苏科技大学 江苏 
31 扫描电子显微镜&电子能谱仪 JSM-6360LA&EX54175JMU 日本 常州大学 江苏 
32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00 日本 常州大学 江苏 
33 18 角度激光光散射系统 DAWN HELEOS II 美国 常州大学 江苏 
34 非接触光学轮廓仪 VEECD WYKO NT1100 美国 江苏大学 江苏 
35 扫描探针显微镜 MultiMode SPM 美国 江苏大学 江苏 
36 场发射扫描电镜/EBSD-一体化机 JSM-7001F/IE350 CHANNEL 日本 江苏大学 江苏 
37 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00（HR）GENESIS-2000-XM 30T 日本 江苏大学 江苏 
38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1010 日本 南京医科大学 江苏 
39 120KV 透射电镜 HT7700 日本 苏州大学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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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高分辨扫描电镜 Quanta 200 FEG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41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FEI Tecnai G2 F20 S-TWIN TMP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42 场发射扫描电镜 S-4700 日本 苏州大学 江苏 
43 激光手动分析探针台 PW-800  苏州大学 江苏 
44 多光子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MPE-SHARE 日本 苏州大学 江苏 
45 扫描探针显微镜 Multimode 8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46 扫描电子显微镜 EVO 18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47 高分辨透射电镜 Tecnai G2 F20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48 高分辨透射电镜 TecnaiG20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49 三坐标测量仪 sdw-26 德国 苏州大学 江苏 
50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Quanta 200 美国 盐城工学院 江苏 
51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400N Ⅱ 日本 江苏师范大学 江苏 
52 电子显微镜 JEM-2010 日本 徐州医学院 江苏 
53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390LA 日本 淮海工学院 江苏 
54 扫描电子显微镜 Quonta200 中国 盐城师范学院 江苏 
55 无 无 中国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镇江

 

江苏 
56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Hitachi S-4700(II) 日本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57 扫描探针显微镜 SPA400 日本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58 超能检验器 X Celertor 荷兰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 
59 场发射扫描式电子显微镜（含三轴马达台） HITACHI S-4800(免税) 日本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60 扫描电镜 (免税)JSM-5610LV 日本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61 电子自旋共振波谱仪 A300-10/12 德国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62 透射电镜特殊成像系统 832 型 美国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63 热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vltra55 德国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64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2100 日本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65 三维光栅扫描测量仪 ATOS 中国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66 透射电子显微镜 日立 H-7650 日本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67 扫描电镜 日立 S-3000N E-1010 日本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68 三维人体扫描系统 VITUS SMART LC 德国 嘉兴学院 浙江 
69 场发射电子显微镜 S-4800 日本 嘉兴学院 浙江 
70 扫描电子显微镜 Quanta200 捷克 浙江警察学院 浙江 
71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U-1510 日本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72 红外显微镜 Thermo IN10 美国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73 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IGMA 德国 浙江省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 
74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400N 型 日本 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75 原子力显微镜 NANOSCOPE 美国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76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日立 H-7650 日本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77 扫描电镜 S3000N 日本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78 网络分析仪 E5071C 美国 安徽大学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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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数字图像处理 Pericolor 2001 法国 安徽大学 安徽 
80 无线测试系统 * 美国 安徽大学 安徽 
81 网络分析仪 8722ET 中国 安徽大学 安徽 
82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100SX 日本 安徽大学 安徽 
83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00 日本 安徽大学 安徽 
84 SNP/SQA 系统 PYROMARK TM ID 瑞典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85 生物芯片分析系统 SCANNER3000 7G 美国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86 透射电镜 H-800 日本 安徽工业大学 安徽 
87 扫描电镜 JSM-35C（含波谱仪 1 台 日本 安徽工业大学 安徽 
88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000N 日本 安徽理工大学 安徽 
89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610LV 日本 淮北师范大学 安徽 
90 流式细胞仪 Cytomics TM FC 500 美国 安徽中医学院 安徽 
91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400 日本 安庆师范学院 安徽 
92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1400 日本 安庆师范学院 安徽 
93 扫描电子显微镜 EVO-18 英国 安徽科技学院 安徽 
94 拉力试验机 3365 美国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 
95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 4800 日本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 
96 扫描电子显微镜 ASM-SX 日本 安徽省机械科学研究所 安徽 
97 电子探针显微分析仪 EPM-810Q 日本 福建省测试技术研究所 福建 
98 透射电子显微镜 F P5016/40 荷兰 集美大学 福建 
99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310LV 日本 福建农林大学 福建 
100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1010 日本 福建农林大学 福建 
101 高速甘蔗红外光谱分析器 SPectraCane 400 澳大利亚 福建农林大学 福建 
102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 XL30-ESEM-TMP 荷兰 福州大学 福建 
103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Nova NansSEM 230 捷克 福州大学 福建 
104 透射电子显微镜系统 TECNAI G2F20 美国 福州大学 福建 
105 电子探针显微镜分析仪 JXA-8230 日本 福州大学 福建 
106 多光子显微系统 LSM510 美国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107 透射电子显微镜 H-7650 日本 福建中医药大学 福建 
108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KYKY-AMRAY 中国 景德镇陶瓷学院 江西 
109 立式数控加工中心 VM1 美国 景德镇陶瓷学院 江西 
110 DSI 植入式生理信号遥测系统 DSI 植入式生理信号遥 中国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111 热分析仪 DMA242 德国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112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700F 日本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113 扫描电子显微镜 JEOL JSM-7500F 日本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114 JEM-2100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00 日本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115 高真空样品测试系统 ST400 中国 鲁东大学 山东 
116 PLD 真空系统 ST400 中国 鲁东大学 山东 
117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1230 日本 鲁东大学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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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计算机图像处理系统 SH105 中国 潍坊医学院 山东 
119 扫描电子显微镜 QUANTA  200 荷兰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 
120 透射电镜特殊成像系统 2100F 配套设备 日本 青岛大学 山东 
121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390LV 日本 青岛大学 山东 
122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2100F 日本 青岛大学 山东 
123 扫描电子探针 NS-3a 中国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124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irion 200 中国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125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510LV 日本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126 电子探针 JXA-8230 日本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127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500N 日本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 
128 直读光谱仪 ONE Spark 美国 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山东 
129 电子扫描显微镜 EVO MA15 德国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山东 
130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RADIANCE 2100 美国 泰山医学院 山东 
131 电子探针显微分析仪 EPMA-1600 日本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 山东 
132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1400 日本 滨州医学院 山东 
133 纤维测试分析仪 HVI-1 瑞士 山东棉花研究中心 山东 
134 脉络膜荧光造影仪 HRA-FA/icg 德国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山东 
135 电子探针 JXA-733 日本 山东省地质科学实验研究院 山东 
136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2000-FX 日本 郑州大学 河南 
137 扫描电子显微镜 Quonxe-2000 荷兰 郑州大学 河南 
138 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 20 捷克 郑州大学 河南 
139 冷场发射扫描电镜 JSM-6700F 日本 郑州大学 河南 
140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JEOL5610LV 日本 郑州大学 河南 
141 能谱仪和电子背散射仪 OXFORD INCAENERGY 英国 郑州大学 河南 
142 三维流场粒子图像测速仪 YAG120-BSLE/610019-BSL 美国 郑州大学 河南 
143 薄膜分析系统 Vnkd-8000 英国 郑州大学 河南 
144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1230(HC) 日本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145 全谱直读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Pro 美国 河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河南 
146 染色体图像分析系统 Genus 英国 河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河南 
147 扫描电镜 EVO18 英国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 
148 透射电子显微镜 G②20S-TWIN 荷兰 湖北大学 湖北 
149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PHILIPS XL30 TMP 中国 武汉科技大学 湖北 
150 金属原位分析仪 OPA－100 中国 武汉科技大学 湖北 
151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Nova400NanoSEM 中国 武汉科技大学 湖北 
152 X 射线衍射仪 D8A 达芬奇 德国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 
153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JSW-5510LV 日本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 
154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3000N 日本 武汉轻工大学 湖北 
155 透射电子显微镜 H-600 日本 武汉轻工大学 湖北 
156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JSM-6380LV 日本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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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电子扫描显微镜 JSM-6360LV 日本 先进储能材料湖南省工程研究中心 湖南 
158 超薄切片系统 EMUC-6 奥地利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 
159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1230（HC） 中国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 
160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380LV 日本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 
161 扫描电子显微镜 SN3000 日本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 
162 矿用本安型瞬变电磁仪 YCS40 中国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 
163 扫描电镜 JSM-6360LV 日本 湘潭大学 湖南 
164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400N 日本 吉首大学 湖南 
165 高速分析分选型流式细胞仪 FACSAriaII 美国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 
166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000N 日本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广东 
167 透射电子显微镜 H－7650 日本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广东 
168 透射电子显微镜 H-7500 日本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169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000N 日本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170 表面等离子共振图像系统 SPRimager2 美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171 激光紫外拉曼光谱仪 LabRAM HR800 法国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172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400N（II） 日本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173 车载尾气分析系统 SEMTECH-DS    * 美国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174 多功能激光微细加工系统 SUVC-5W-B 中国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175 多功能细胞分析系统 gallios 美国 广东药学院 广东 
176 高效液相色谱仪 ALLIANCEE2695 美国 广西大学 广西 
177 连续流动分析仪 PROXIMA 法国 广西大学 广西 
178 冲击电压发生器全自动试验系统 SGD1500/75 中国 广西大学 广西 
179 高效液相色谱仪 E2695 中国 广西大学 广西 
18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电子鼻） GCMS-QP2010ULTRA 中国 广西大学 广西 
181 水槽二维造波造流系统 32M×1.5M×1.5M 中国 广西大学 广西 
182 脑电位分析仪 BRAINAMP 中国 广西大学 广西 
183 液质联用仪 AGILENT 6460 美国 广西大学 广西 
184 动态滤水仪 DFR-05 德国 广西大学 广西 
185 先进储能电池实验系统 ZSRI 中国 广西大学 广西 
186 激光快速扫描成像系统 BIO-RAD PHAROS FX PLUS 中国 广西大学 广西 
187 扩散氢测定仪 G4 PHOENIX DH 中国 广西大学 广西 
188 带催化反应器的高压裂解 5200HP-R 中国 广西大学 广西 
189 地质探测仪 DADMCHFASTWAVE 中国 广西大学 广西 
190 喷涂机器人系统 FANUC-200IA 中国 广西大学 广西 
191 傅里叶变换红外显微系统 FMIS 200 中国 广西大学 广西 
192 双室磁控溅射沉积系统 * 中国 广西大学 广西 
193 全自动凯氏定氮仪 FOSS KJEITEC8420 中国 广西大学 广西 
194 高频疲劳试验机 HFP5100 中国 广西大学 广西 
195 高频万能疲劳试验机 PX-200 中国 广西大学 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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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新型高分辨场发射扫描电镜 SU8020 中国 广西大学 广西 
197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LAMBDA 950 美国 广西大学 广西 
198 离子色谱仪 ICS-5000 中国 广西大学 广西 
199 真空高频熔融试验机 RMC400 中国 广西大学 广西 
200 300KV 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FEI TECNAI G2 F30 中国 广西大学 广西 
201 调制叶绿素荧光成像仪 UNAGUBG-PAM 德国 广西大学 广西 
202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1200EX 日本 广西大学 广西 
203 超速冷冻离心机 BECKMAN 中国 广西大学 广西 
204 超临界液体萃取反应系统 SFT-HPR-500 美国 广西大学 广西 
205 高速基因分析仪 ANALYZERⅡX 美国 广西大学 广西 
206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Agilent 7700e 中国 广西大学 广西 
207 化学吸附仪 AUTOCHEMⅡ2920 中国 广西大学 广西 
208 低速走丝电火花线切割机床 DK7632 中国 广西大学 广西 
209 电子探针微区分析仪 EPM-810Q 日本 广西壮族自治区冶金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广西 
210 扫描电镜 JMS-6460LV 日本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 
211 场发射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系统 FEI Quanta 200 FEG 荷兰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212 电子探针 JXA-8230 日本 桂林理工大学 广西 
213 透射电镜成像系统 832.20B 中国 海南大学 海南 
214 透射电镜样品制备系统 691 美国 海南大学 海南 
215 脂肪酸甲脂测定仪 MB3000 加拿大 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海南 
216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 API4000+ 美国 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海南 
21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5975C-7890A 美国 重庆电子技术研究所 重庆 
218 扫描电子显微镜 KYKY-2B00B 中国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 
219 电子探针 JCXA-733 日本 重庆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重庆 
220 电镜 JSM-6490LV 日本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 
221 场发射扫描电镜 Noval Nano SEM450 捷克 成都理工大学 四川 
222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000N3.0nm,4.5nm,X5-300000 日本 成都理工大学 四川 
223 微束微区 X 射线荧光探针分析仪 IED-5000A，174ev 中国 成都理工大学 四川 
224 电子探针分析仪 EPMA-1720 日本 成都理工大学 四川 
225 场发射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 Quanta 250FEG 捷克 成都理工大学 四川 
226 电子显微镜 BX517 中国 川北医学院 四川 
227 透射电镜 JEM-1400 日本 泸州医学院 四川 
228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510LV) 日本 四川理工学院 四川 
229 扫描探针显微镜 SPI 3800N SPA-400 日本 四川理工学院 四川 
230 高低真空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510LV 日本 西华师范大学 四川 
231 激光干涉测速仪 AFDISAR-01 中国 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 
232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 Quanta 450 美国 西南石油大学 四川 
233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000N 日本 四川警察学院 四川 
234 扫描电子显微镜 3400-1 日本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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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1200EXII 日本 云南农业大学 云南 
236 扫描电镜 S-3000N 日本 昆明医科大学 云南 
237 透射电镜 JEM-1011 日本 昆明医科大学 云南 
238 扫描电镜 XL30ESEM-TMPSEM 荷兰 昆明理工大学 云南 
239 X 光电子能谱仪 HPI5600 美国 昆明理工大学 云南 
240 探地透视仪 瑞典 MALA 瑞典 云南大学 云南 
241 X-单晶衍射仪 SMART APEX II CCD 美国 云南大学 云南 
242 矿物定量解离系统 MLA650 美国 昆明冶金研究院 云南 
243 电子探针 EPMA1600 日本 昆明冶金研究院 云南 
244 钨灯丝扫描电镜 JSM-6460 日本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陕西 
245 X 射线光电子能谱及俄歇电子能谱联用仪 Escalab 250Xi 美国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陕西 
246 原子力显微镜 Dimension Icon 美国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陕西 
247 冷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U-8010 日本 西北化工研究院 陕西 
248 释光测量仪 DA-20C10 丹麦 西北大学 陕西 
249 动态光散射仪 hfleos 中国 西北大学 陕西 
250 多功能电子能谱仪 AXISULTPA 中国 西安理工大学 陕西 
251 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3010 日本 西安理工大学 陕西 
252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700F/分辨率 1nm，最高放大倍 65 万 日本 西安理工大学 陕西 
253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Quanta200 美国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陕西 
254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1011 日本 延安大学 陕西 
255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390LV 中国 陕西理工学院 陕西 
256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00 日本 甘肃省分析测试中心 甘肃 
257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610 日本 敦煌研究院 甘肃 
258 自动偏光显微镜 DM4500P 德国 青海省地质矿产研究所 青海 
259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7500F 日本 宁夏大学 宁夏 
260 分子成像系统 PharosFX System 美国 宁夏医科大学 宁夏 
261 染色体图像分析仪 cytovision 美国 宁夏医科大学 宁夏 
262 显微镜数字成像及分析系统 BX61+IX71+DP71+EXI 日本 宁夏医科大学 宁夏 
263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h7650 日本 宁夏医科大学 宁夏 
264 激光细胞显微切割仪 LMD6500(一套） 德国 宁夏医科大学 宁夏 
265 纤维细度仪 OFDA4000 澳大利亚 宁夏出入境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宁夏 
266 全自动微生物细菌鉴定分析系统及药敏分析仪 VITEK 2 Compact 15 法国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宁夏 
267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3400N I 日本 宁夏医学科学研究所 宁夏 
268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H7650 日本 宁夏医学科学研究所 宁夏 
269 大容量棉纤维检测仪 HVI SPECTRUM 美国 国家棉花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新疆 
270 透射电子显微镜 H-7650 日本 宁波大学 浙江 
271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400N 日本 宁波大学 浙江 
272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1011 日本 浙江万里学院 浙江 
273 动态应变仪 EDX-100A-2H 中国 厦门理工学院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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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频谱仪 Agient 4440 PSA 美国 深圳市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 
275 单分子检测系统 自制 中国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276 数控纵切自动车床 数控纵切自动车床 中国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277 示波器(含差分探头) 示波器(含差分探头) 美国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278 三爪灵巧手 三爪灵巧手 美国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279 奥林巴斯活细胞工作站 以奥林巴斯 IX81 显微镜为主体搭建 日本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280 LMS.test.lab LMS.test.lab 丹麦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281 内窥镜摄像系统 US522HD 中国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282 细胞荧光强度测量系统 多设备组件 美国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283 立体三片 DLP 投影仪 GALAXY CLASSIC 1 93.30 美国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284 全内反射荧光成像系统 自制 中国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285 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Maestro EX-Pro 中国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286 飞秒激光器 Chameleon UltraII 中国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287 128 导脑波 ESI-128 中国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288 MRI 核磁共振成像系统 MAGNETOM Trio a Tim 中国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289 飞秒激光及测量系统 Vitesse 800-5 中国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290 多功能细胞定量分析仪 QUANTA SC 中国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291 高分辨显微 CT 系统 无 中国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292 感应耦合等离子刻蚀机 ICP-2B 中国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293 光锥耦合的 CCD 线相机 Quad-RO:4320 中国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294 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PerkinElmer/OPTIMA 7000DV 新加坡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295 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美国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296 高性能网络分析仪 高性能网络分析仪 美国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297 3D 运动捕捉系统 3D 运动捕捉系统 美国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298 模块化机器人手臂 模块化机器人手臂 德国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299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 SHERLOCK 安捷伦 7890A 美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00 毛细管流变仪 Rosand RH7 英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01 虚拟现实实验系统 基于 VR 模型，洞穴式显示系统，计算机投影

 

中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02 蓝光光斑评价系统 PT-3200 日本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03 电耦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OPTIMA 7300DV 美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04 试纸条系统 XYZ3050 美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05 数字源表 2611 美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06 纳升级液相色谱 NANO-UPLC 美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07 电动型显微操作仪 Eppendorf 美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08 纳升级液相色谱 NANO-UPLC 美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09 高速示波器 Agilent DSO90804B 美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10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HPLC) HPLC-quattro primier 美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11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HPLC-quattro primier 美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12 高分辨率显微拉曼光谱仪 LabRAM HR 日本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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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核磁共振波谱仪 Bruker 400Plus 瑞士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14 激光热导率仪 LFA457 德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15 高性能计算系统 TC2600blade×30 胖节点×2 中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16 网络测试仪 mx12 美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17 动物房改造项目 XX 中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18 X 射线粉末衍射仪 D/MAX-2500/PC 日本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19 生物芯片检测系统 LuxScan10K-A 中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20 生物芯片检测系统 LuxScan10K-A 中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21 光学部件装配教学示范线 自制 中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22 核磁共振波谱仪 Bruker 400Plus 瑞士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23 双科手术导航系统 ASA-610V，ASA-630 中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24 压控液晶偏振调解系统 D3050 美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25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日本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26 电力实时数字仿真器 RT-LAB 加拿大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27 高速细胞分选系统 MoFloTM XDP Cell Sorter 美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28 硬件加速仿真器 Xtreme10-board 美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29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F30 美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30 原子力显微镜 ICON 美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31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R-AXISSPEIDER 日本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32 红外光谱仪 Vertex-70 德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33 实验动物屏障系统 自建 中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34 电力系统实时数字仿真器-RTLAB U01-005,U11-31 加拿大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35 电动立体成像系统 LEICA16 中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36 纳米粒度及 Zeta 分析仪 NanoZS+MPT2 英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37 网络测试仪 mx2 美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38 时间分辨荧光分光光度计 FL3-TCSPC 美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3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5975C 美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40 BD 流式细胞仪 influx 美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41 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Spirit 荷兰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42 高分辨质谱仪 UPLC/Q/TOF 美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43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UPLC/Q/TOF 美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44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日本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45 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日本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46 激光头生产示范线 自制 中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47 高速细胞分选系统 MoFloTM XDP Cell Sorter 美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48 频谱仪 Agilent N9020A 美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49 物流实验室信息平台 客户服务器，数据库服 中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50 物流中控实验系统 多媒体，远程控制 中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51 纳米粒度及 Zeta 电位分析仪 Brookhahen ZetaPlus 美国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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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FDM 快速原型系统 FDM-1650 喷嘴 0.012,0.025 美国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353 电动注塑机 海天 V600 中国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354 三坐标测量仪 ARES 10-7-5 Auto 1000*650*500mm 意大利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355 三维成型机 Objet Eden250 以色列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356 多重基因表达遗传分析仪 CEQ8800 美国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357 微生物基因分型系统 Diversilab(Agilent 2100) 法国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358 手持式生物毒剂侦检仪 Bio-Seeq Plus 美国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359 激光捕获显微切割系统 LMD6500 德国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360 离心机（超速冷冻） CP80WX 日本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361 全自动核酸提取仪 MagNa Pure LC 2.0 瑞士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362 投射电镜 S-4800N 日本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363 MAS 多功能悬浮式点阵仪 Luminex200 美国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364 原子力显微镜 Dimension ICON 美国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广东 
365 流式细胞仪 FACScalbur 美国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广东 
366 气质联用仪 QP2010-Plus 日本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广东 
367 场发射扫描电镜 Mira3 Xmh 美国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广东 
368 液相质谱联用仪 ESQUIRE2000 美国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广东 
369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AURORA M90  ICP-MS 美国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广东 
370 3D 光学轮廓仪 New View7200 美国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广东 
371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AV  400 美国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广东 
372 X 射线能谱仪 Bruker Quantax (123eV) 美国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广东 
373 高清电视测试仪 SFU 德国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74 光纤光栅解调仪 SI425-500 美国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75 信号分析仪 FSQ26 德国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76 测量用混合器和挤出机系统 HAAKE POLYLAB OS 德国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77 微 CT 扫描仪 Skyscan 1174 中国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78 超声波扫描显微镜 WINSAM VARIO III 德国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79 GPS TCA1800 瑞士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80 变温闭循环霍尔效应测量系统 ET9005-CCS1 中国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81 宽频介电和阻抗谱仪系统 M-2000UI 和 HSM2-2L 美国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82 数据采集系统 PXI-8106 美国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83 多功能色谱系统 ICS3000 美国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84 多功能色谱系统 ICS3000 美国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85 无线通信连接测试装置 N4010A 美国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86 电子背散射衍射系统 IEBSD7 OIM 4 Hikari System 美国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87 三坐标测量机 Prismo 795 HTG 德国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88 场发射电子扫描显微镜 S4700 日本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89 铁电分析仪 premierII 美国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90 气-质联用仪 GC-MS 美国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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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 气-质联用仪 GC-MS 美国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92 小型振动台 SHAKER II 美国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93 原位纳米力学测试系统 TI 700 Ubi 美国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94 热分析仪 STA-449F3+软件 德国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95 激光测振仪 HSV2000 德国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96 高分子挤出流变仪 Polylab OS 德国 深圳大学 广东 
397 等离子淀积台 Plasmalab 英国 深圳大学 广东 
398 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日本 深圳大学 广东 
399 医用 X 线发生源组件 AIMS/RFB-2000 美国 深圳大学 广东 
400 荧光 CT 实验组件 AIMS/RFB-2000 美国 深圳大学 广东 
401 DNA 测序仪 ABI3130 美国 深圳大学 广东 
402 光纤精密耦合调整装置 0.2 微米 中国 深圳大学 广东 
403 变压器 BK-1000VA BK-1000VA 中国 深圳大学 广东 
404 快速蛋白层析系统 AKTAFPLC 中国 深圳大学 广东 
405 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Optima7000DV 美国 深圳大学 广东 
406 自动快速蛋白层析仪 AKTAexplore100 瑞典 深圳大学 广东 
407 图像分析系统 PROXPRESS2D 美国 深圳大学 广东 
408 安捷伦串行数据分析仪 DS080604B 美国 深圳大学 广东 
409 离心机 LE-80K 美国 深圳大学 广东 
410 超薄切片机 EMUC6 德国 深圳大学 广东 
411 光固化快速成型系统 * 中国 深圳大学 广东 
412 三座标测量仪 CONTURA776 德国 深圳大学 广东 
413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1230 日本 深圳大学 广东 
414 扫描电子显微镜 SU-70 日本 深圳大学 广东 
415 单晶 X 衍射仪 Rigaku Spider 日本 深圳大学 广东 
416 小角 X 射线散射仪 Nano-viewer 日本 深圳大学 广东 
417 动态热机械分析仪 DMA8000 英国 深圳大学 广东 
418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SPECTRO 德国 深圳大学 广东 
419 发酵罐 C15 德国 深圳大学 广东 
420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深圳大学 广东 
421 非饱和土三轴仪 VJT－UDC 英国 深圳大学 广东 
422 动态热机械分析仪 'DMA Q800 美国 深圳大学 广东 
423 工业相机 DMK 41BF02 德国 深圳大学 广东 
424 3D 多点快速成型系统 Spectrum510 美国 深圳大学 广东 
425 共聚焦显微镜 Zeiss LSM710 德国 深圳大学 广东 
426 精密旋转台 RSM82-1 中国 深圳大学 广东 
427 虚拟设计制造系统 含数据处理机,移动投影系统 中国 深圳大学 广东 
428 园二色光谱仪 J-815 日本 深圳大学 广东 
429 便携式红外热成像仪 热灵敏度＜0.06C 美国 深圳大学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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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光合生物发酵系统 BiostatPBR25 德国 深圳大学 广东 
431 医疗器械研发测试平台 XPS-C6,XML210 马来西亚 深圳大学 广东 
432 基于 FMS 的综合实验教学系统 教学性柔性制造系统（FMS） 中国 深圳大学 广东 
433 质谱仪 Agilent1100 美国 深圳大学 广东 
434 反映离子刻蚀机 Plasmalab 英国 深圳大学 广东 
435 激光热导仪 TC-9000H 日本 深圳大学 广东 
436 微波矢量网络分析仪 E8362B 马来西亚 深圳大学 广东 
437 快速成型系统（三维量测系统) COMET5/2M 德国 深圳大学 广东 
438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5910LV 日本 深圳大学 广东 
439 二维液相色谱 PROTEOMELABPF-2D 美国 深圳大学 广东 
440 太赫兹测试系统 SPS-300 加拿大 深圳大学 广东 
441 质谱仪 VoyagerDESTR 美国 深圳大学 广东 
442 核磁共振仪 Varian 400M 德国 深圳大学 广东 
443 扫描电镜 HITACHI 3400 日本 深圳大学 广东 
444 台阶高度轮廓测量仪 Dektak3Si 美国 深圳大学 广东 
445 质谱芯片分析仪 SEQUNOM-M icroflex 美国 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 广东 
446 基因芯片点样仪 Nano plotter 2.0 美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447 液相芯片系统 Bio-plex 200 美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448 落地式离心机 L—100XP 德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449 磷屏成像仪 STORM-860 美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450 磷屏成像仪 STORM-860 美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451 磷屏成像仪 STORM-860 美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452 荧光定量 PCR 仪 ABI 7900 美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453 体视显微镜 TM-1000 日本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454 全自动微生物基因 指纹鉴定系统 RiboPrinter 美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455 全自动微生物基因指纹鉴定系统 RiboPrinter 美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456 基因芯片扫描仪 4200X 美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457 核酸自动化检测仪 Freedom EVO 美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458 核酸自动化检测仪 Freedom EVO 美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459 DNA 测序仪 ABI PRISM3100 美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460 核酸自动抽取仪 FREEDOM-EVO 100-4 美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461 全自动固相萃取仪 GX-274 法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462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 Microstation 美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463 高速冷冻离心机 Avanti-J-301 美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464 全自动固相萃取仪 GX-274 法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465 400M 核磁共振谱仪 AVANCE-III 瑞士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66 400M 核磁共振谱仪 AVANCE-III 瑞士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67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510 德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68 流式细胞仪 BD FACSCalibur 美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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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 流式细胞仪 BD FACSCalibur 美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70 全自动正置荧光显微镜 IMAGER Z1 德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71 全自动正置荧光显微镜 IMAGER Z1 德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72 全自动正置荧光显微镜 IMAGER Z1 德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73 制备型超速离心机 L80-XP 美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74 300 兆核磁共振波谱仪 BRUKER AVANCE 300M 瑞士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75 300 兆核磁共振波谱仪 BRUKER AVANCE 300M 瑞士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76 300 兆核磁共振波谱仪 BRUKER AVANCE 300M 瑞士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77 多光子激光扫描显微镜 Olympus Flueview， FV1000MPE 日本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78 多光子激光扫描显微镜 Olympus Flueview， FV1000MPE 日本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79 高分辨率飞行时间气溶胶质谱仪 HR-ToF 美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80 基质辅助激光解吸附电离串联飞行时间质谱仪 4800 PLUS 美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81 制备型超速离心机 L80-XP 美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82 等温滴定微量热仪 iTC MicroCal,iTC200 美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83 等温滴定微量热仪 iTC MicroCal,iTC200 美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84 等温滴定微量热仪 iTC MicroCal,iTC200 美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85 串联四极杆飞行时间质谱仪 Q-STAR ELITE 美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86 串联四极杆飞行时间质谱仪 Q-STAR ELITE 美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87 串联四极杆飞行时间质谱仪 Q-STAR ELITE 美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88 制备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Prep-LCMS-2020 日本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89 制备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Prep-LCMS-2020 日本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90 制备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Prep-LCMS-2020 日本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91 气溶胶粒径谱仪 3936L75/3321 美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92 单颗粒黑碳光度计 SP2 美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93 三波长光声黑炭光度仪 PASS-3 美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94 流式细胞仪 BD-ARIA 美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95 药物筛选前处理工作站、后处理工作站，多功（2 套，

 

Tecan,Freedom EVO 瑞士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96 药物筛选前处理工作站、后处理工作站，多功（2 套，

 

Tecan,Freedom EVO 瑞士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97 药物筛选前处理工作站、后处理工作站，多功（2 套，

 

Tecan,Freedom EVO 瑞士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98 便携式气相色谱仪 GC955-611/811 荷兰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99 流式细胞仪 BD-ARIA 美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500 流式细胞仪 BD-ARIA 美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501 电子偶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X SERIES 2 美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502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510 德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503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MS2020 日本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504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MS2020 日本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505 500 兆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500 瑞士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506 500 兆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500 瑞士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507 500 兆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500 瑞士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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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 质子转移反应质谱 10-HS06-080 奥地利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509 基质辅助激光解吸附电离串联飞行时间质谱仪 4800 PLUS 美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510 气相色谱质谱仪 7890A-5975C 美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511 气质联用仪 6890-5975 美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512 气质联用仪 6890-5975 美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513 气质联用仪 6890-5975 美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514 流式细胞仪 BD FACSCalibur 美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515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MS2020 日本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516 基质辅助激光解吸附电离串联飞行时间质谱仪 4800 PLUS 美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517 多光子激光扫描显微镜 Olympus Flueview， FV1000MPE 日本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518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510 德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519 X-RAY 衍射仪 Rigaku 002 美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520 制备型超速离心机 L80-XP 美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521 碳氮元素分析仪 vario EL cube 德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522 400M 核磁共振谱仪 AVANCE-III 瑞士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523 X-RAY 衍射仪 Rigaku 002 美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524 X-RAY 衍射仪 Rigaku 002 美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525 气/质联用仪 TRACE DSO/GC ultra 美国 深港产学研基地 广东 
526 美能达复印机 BIZHUB 163 中国香港 深港产学研基地 广东 
527 伺服控制 IP 核 无 美国 深圳航天科技创新研究院 广东 
528 伺服控制 IP 核 无 美国 深圳航天科技创新研究院 广东 
529 OPNET 网络仿真仪 OPNET Modeler 网络仿真集成环境 美国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530 网络分析仪 FLUKE:ES2-LAN EtherScope Series II,支持七层

 

美国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531 路由器设备 Cisco7206、3845 美国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532 图像质量分析设备 泰克 PQA600 美国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533 全自动密闭组织脱水机 Shandon Excelsior 美国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 
534 全自动染色机 HMS740 德国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 
535 全自动封片机 CTM6 德国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 
536 原子吸收光分光光度计 SOLAAR MKⅡ M6 英国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 
537 氧气透过量测试仪 Ox-tran2/21ML 美国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 
538 水蒸气透过率测试仪 Permaran-W 3/33MG 美国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 
539 电子测漏仪 M1101 瑞典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 
540 八道动物生理指标检测仪 PowerLab/8SP 澳大利亚 香港理工大学深圳研究院 广东 
541 全数字航测相机系统 ADS40 瑞士 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深圳研

 

广东 
542 索佳全站仪式陀螺仪 GP5XT22-C1 日本 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深圳研

 

广东 
543 激光扫描仪 RIEGL VZ-1000 美国 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深圳研

 

广东 
544 城市实时环境移动监测系统-移动采集系统 地空数据采集及通信模块 中国 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深圳研

 

广东 
545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490LV 日本 石河子大学 新疆 
546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5610LV 日本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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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 透射电子显微镜 H-7650 高压 日本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黑龙江 
548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400N 日本 农业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 天津 
549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510A 日本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 甘肃 
550 特殊成像系统 785 型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北京 
551 透镜电子显微镜 HITACHI H-7500 日本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北京 
552 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Spirit BIOTWIN 荷兰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上海 
553 透射电子显微镜及 CCD 相机 7650 日本 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 吉林 
554 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日本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广东 
555 台式扫描电镜 FEI Phenom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 海南 
556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000N 日本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 江苏 
557 电子探针显微分析仪 JAX-8100 日本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 江苏 
558 扫描电镜冷台 SML-12 中国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北京 
559 扫描电子显微镜 KYKY-EM3200 中国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北京 
560 扫描电子显微镜 日本 Hitachi S-3400N 日本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北京 
561 扫描电子显微镜 ULTRA 55 德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562 透射电子显微镜样品制备装置 EM RES 101 瑞士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563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ESCALAB 250Xi 英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564 材料发射率及变角透射比测量系统 无 中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565 透射电子显微镜 LIBRA 200FE 德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566 CCD 成像系统性能参数综合检测仪 CCDIM-1 中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567 高分辨扫描电子显微镜(内置 X 射线能谱仪) S4800/EX-350 日本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568 台式扫描电镜 TM3000 日本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569 投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1230（HC） 日本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570 扫描电子显微镜 Quanta250 捷克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571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ESCALAB 250Xi 英国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北京 
572 120KV 透射电子显微镜 HT7700 日本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北京 
573 冷场发射扫描电镜 S-4800 日本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北京 
574 扫描电镜 S-3400N 日本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北京 
575 场发射高分辨扫描电子显微镜 Nova Nano SEM 430 美国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北京 
576 样品快速传递系统 非标 波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77 场发射扫描电镜 JSM-6700F 日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78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及图像采集系统 H-7650 日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79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NI-25583C 以色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80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 XL30 ESEM 荷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81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JEOL LTD 日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82 能量分析系统 R3000 瑞典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83 角分辨光电子能谱仪系统 非标 英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84 TEM 用能谱仪 INCA TEM200 英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85 高真空样品制备与处理系 非标 波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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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 电子能谱仪 ESCALAB 250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87 原子分子物理光束线主件 非标 中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88 场发射透射电镜 JEM-2100F 日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89 角分辨电子能量分析仪 R4000 瑞典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90 高真空快速进样系统 非标 波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91 透射电子显微镜及发射枪体 EM-20145 日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92 角分辨光电子能谱站 非标 波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93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OL--2010 日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94 光电子能谱光束线 非标 中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95 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010 日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96 氦灯 SPECS271-10 德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97 透射电镜样品前制备设备 FEM 2100F 日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98 扫描电子显微镜 Sirion200 荷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99 低温探针台 EMP4-HF 美国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 
600 场发射扫描电镜 sem 650 中国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 
601 探针台 PM8 德国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 
602 低温探针台 CR6-4K 美国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 
603 高分辩率扫描电镜 JSM-6301F 日本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 
604 扫描透射电镜 2080/3941 美国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 
605 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 
606 扫描电镜 S-3000N 日本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

 

四川 
607 X 光电子能谱仪 无 英国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 
608 X 射线光电子能谱 Amicus 英国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 
609 扫描电子显微镜 QUNATA200FEG 荷兰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 
610 投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F30 荷兰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 
611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2000FX-2 日本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 
612 电子探针 EPMA 日本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 
613 扫描电子显微镜 JEOL 日本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 
614 LEO 1450VP 可变压力扫描电子显微镜 LEO 1450VP 德国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615 数字透射偏光显微镜 Axioskop 40A 德国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616 电子探针微区分析仪 JXA-81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617 扫描电子显微镜 Q-SCOPETM250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北京 
618 高真空扫描电镜 JSM-6360 日本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北京 
619 扫描电子显微镜 蔡司 德国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北京 
620 双束扫描显微镜系统 820 德国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北京 
621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700F 日本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福建 
622 透射电子显微镜 S/JEM-2010 日本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福建 
623 扫描电子显微镜 蔡司 Discovery V20 英国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北京 
624 电子扫描显微镜 S—3700N 日本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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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电子扫描显微镜 JSM-61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北京 
626 扫描电子显微镜 Quanta 400+Genesis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627 电子探针 JXA-81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628 扫描电镜 S-3500N 日本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629 能谱分析仪 ISIS300 英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630 场发射扫描电镜 S-48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广东 
631 冷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700F 日本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京 
632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7001F 日本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京 
633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00F 日本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京 
634 扫描电子显微镜 vega3 lmh 捷克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山东 
635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 QUANTA 200FEG 美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636 四探针纳米操作台 KZ 1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637 透射电子显微镜 SEM-200CX 日本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638 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010 日本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639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irion2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640 透射电镜块体制样设备 691 601 美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641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1010 日本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广东 
642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360LV 日本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广东 
643 能谱仪 INCA250 英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644 透射电镜 JEM-1011 日本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645 探针台 XTTP6 美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646 扫描电镜 S-48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647 三维透射电镜 JEM-2200FS 日本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648 扫描电镜 S-3000N 日本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649 透射电镜 JEM-2010 日本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650 场发射扫描电镜 S-43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651 场发射扫描电镜 JSM-6700F 日本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652 光电子能谱仪 ESCALAB220XL 英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653 场发射扫描电镜 S-4800 I 型 日本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654 冷场发射扫描电镜 JSM-6701F 日本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655 分析型场发射电镜 F20 荷兰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656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301F 日本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657 电子扫描电镜 SSX-550 日本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658 场发射扫描电镜 Inspect F 荷兰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659 球差校正透射电镜 FEI Titan 60-300 荷兰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660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000EXII 日本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661 场发射扫描电镜 INSPECT F50 荷兰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662 电子探针 EPMA-1610 日本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663 场发射环境扫描电镜 FEI XL30  FEG ESEM 荷兰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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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 场发射扫描电镜 Nano-SEM430 荷兰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665 场发射枪扫描电子显微镜系统 NOVA NANO SEM 430 荷兰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666 场发射电镜 HF-20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667 F30 场发射透射电镜 FEI G2 F30  S-TWIN 荷兰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668 扫描电镜 S-34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669 分析电镜 TECNAI G220 荷兰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670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1200ex/s 日本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甘肃 
671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F20 S-TWIN 捷克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甘肃 
672 场发射扫描电镜 JSM－6701F 日本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甘肃 
673 多功能电子能谱仪 PHI-5702 美国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甘肃 
674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5600LV 日本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甘肃 
675 光电子能谱仪 ESCALAB 210 英国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甘肃 
676 扫描电子显微镜 S-43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北京 
677 扫描电子显微镜 3400N 日本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广东 
678 扫描电子显微镜 EVO18 德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江苏 
679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14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江苏 
680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3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江苏 
681 软 X 射线透射仪 SOFTEX VIX-150 日本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江苏 
682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1230 日本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江苏 
683 场发射扫描电镜 LEO1530 德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江苏 
684 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浙江 
685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AXIS UTLTRADLD 日本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浙江 
686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浙江 
687 扫描电子显微镜 Quanta 650 FEG 美国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浙江 
688 低温探针台(半导体参数分析仪) 4200SCS/F 美国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浙江 
689 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F2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浙江 
690 JSm-5610LV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5610LV 日本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 青海 
691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AXIS ULTRAL (DLD) 日本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山西 
692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7001F 日本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山西 
693 透射电子显微镜 日本电子 2010 型 日本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山西 
694 高/低真空扫描电镜 JSM-6360LV 日本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上海 
695 X 光电子能谱仪 XPS 英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上海 
696 超高分辨率场发射 SEM Auriga 德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上海 
697 场发射扫描电镜 JSM-6700F 日本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 
698 电子探针 JXA-81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 
699 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 
700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ESCALAB 250 英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 
701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00F 日本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 
702 扫描电子显微镜 Sirion200 荷兰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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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3 手动探针台 Summit11000B-M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上海 
704 扫描电镜 Q-Scope250 日本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上海 
705 双束电子显微镜 Helios Nanolab 荷兰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上海 
706 冷场发射扫描电镜 S-48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上海 
707 上海光源 SSRF 中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上海 
708 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F20 S-TWIN 荷兰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上海 
709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390LV 日本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710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 Quanta 25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辽宁 
711 低温探针台 TTP4 美国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辽宁 
712 透射电子显微镜 H-75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北京 
713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000N 日本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北京 
714 透射电镜电子成像系统 GatanUltraScan 1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715 低温透射电子显微镜 300kv 荷兰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716 透视电子显微镜 TECNAI 20 荷兰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717 白光转盘共聚焦系统 andor 英国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湖北 
718 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湖北 
719 透射电子显微镜 LEICA UC7 日本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湖北 
720 测试探针台 Cascade Tesla Summit 12000 M 美国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北京 
721 声扫描显微镜 PVA TePla SAM 400 德国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北京 
722 微动探针台 Suess PA300-14/PS 德国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北京 
723 高低温半自动探针台 Suess PAS300-12IS 德国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北京 
724 高低温半自动探针台 Cascade Summit 12000B-M 美国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北京 
725 扫描电子显微镜 Carl Zeiss Supra 55 Sapphire 德国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北京 
726 微波探针台 SUSS PA200 德国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北京 
727 高低温半自动探针台 Suess PA300-9/IS 德国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北京 
728 高低温半自动探针台 Suss PA300IS 德国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北京 
729 高分辨率扫描电子显微镜 Hitachi S-48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北京 
730 高分辨率扫描电子显微镜 Hitachi S-4800II 日本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北京 
731 高分辨率扫描电子显微镜 Hitachi S-55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北京 
732 透射电子显微镜 HT77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733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14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734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 Guanta 200 荷兰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735 扫描电镜 U8010 日本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湖北 
736 透射电子显微镜 TEM-H-70000FA 日本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湖北 
737 200 千伏透射电子显微镜 FEI Tecnai G2 20 TWIN 芬兰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湖北 
738 扫描电镜 Quanta25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湖北 
739 扫描电镜 quant 250 捷克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 湖北 
740 低能高分辨率角分辨光电子能谱仪 R4000 瑞典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741 冷场发射枪双球差校正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ARM200F 日本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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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扫描电子显微镜 1000A 美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新疆 
743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UPRA 55vp 美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新疆 
744 电子显微镜 JEM-1200EX 日本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新疆 
745 扫描电子显微镜 Model S-3000N 日本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746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14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747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1010 日本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748 冷场发射扫描电镜 日立-48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749 透射电镜 JEM-1230 日本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750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701F 日本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北京 
751 扫描电子显微镜 CS3400 英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 
752 扫描电子显微镜 Apollo 300 英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 
753 扫描电镜 JSM-5800 日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 
754 电子探针 JXA-8100 日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 
755 电子能谱仪 PHI5300 中国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 
756 透射电子显微镜 FEI Tecnai G2 20 S-TWIN 美国 哈尔滨工程大学 黑龙江 
757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240 英国 哈尔滨工程大学 黑龙江 
758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480A 美国 哈尔滨工程大学 黑龙江 
759 三维数字显微镜 KH-7700 美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760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3400N 日本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761 透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20S-TWIN 美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762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 * 美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763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PHIQUANIERAII 日本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764 手动微波探针台 M150 美国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765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00 日本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766 扫描电子显微镜 LEOL-6380LV 日本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767 白光共聚焦分析系统 A*io csm700 德国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768 准原位材料组织分析表征系统 SU1510+channel 5 英国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769 扫描电镜制样系统 PECS682 美国 西北工业大学 陕西 
770 扫描电子显微镜 VEGAIILMH 捷克 西北工业大学 陕西 
771 电子探针微区分析仪 EPM-810Q 日本 西北工业大学 陕西 
772 探针测试台 RF-1/4200-SCS-F 美国 西北工业大学 陕西 
773 扫描电子显微镜 Quanta  200HV 捷克 国际竹藤中心 北京 
774 环境扫描显微镜+能谱仪 XL30ESEM-FEG 荷兰 国际竹藤中心 北京 
775 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荷兰 国际竹藤中心 北京 
776 电子显微镜 Hiteachis-3400N 日本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江苏 
777 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20 S-TWIN 荷兰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江苏 
778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400N-1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江苏 
779 扫描电子显微镜整机 JSM-5500LV 日本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北京 
780 透射电子显微镜及附件 JEM-1230 日本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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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400NIH-7650C 日本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

 

北京 
782 透射电子显微镜 S-3400NIH-7650C 日本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

 

北京 
783 扫描电子显微镜 XL-30ESEM 荷兰 暨南大学 广东 
784 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10 荷兰 暨南大学 广东 
785 扫描电子显微镜 KYKY-EM3200 中国 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 北京 
786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4300 日本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广东 
787 光发射显微镜 P-100 中国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广东 
788 背面光发射显微镜 Trivision 美国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广东 
789 电子扫描显微镜 XL30 荷兰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广东 
790 电子探针能谱仪 EPMA-1600 日本 成都地质调查中心（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四川 
791 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日本 成都地质调查中心（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四川 
792 电子探针-能谱仪 JXA-8230 日本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西安

 

陕西 
793 电子探针 JXA8100 日本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北京 
794 扫描电子电镜 JMA-5610LV 日本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北京 
795 电子扫描显微镜 S-3000 日本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北京 
796 扫描电镜 JSM-6701F 日本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北京 
797 电子探针 JXA-8230 日本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北京 
798 电子探针 8800 日本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北京 
799 透射电子显微镜 H-7650 美国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 河北 
800 扫描电子显微镜 KYKY-EM3200 中国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 北京 
801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610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802 光声消光测定仪 PAX 中国 北京大学 北京 
803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804 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20 TWIN 捷克 北京大学 北京 
805 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20 S-TWIN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806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F20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807 高分辨冷场扫描电镜 S-4800 Ⅱ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808 热场发射扫描电镜 QUANTA-650FEG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809 透射电镜成像系统 832.10W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810 场发射环境扫描电镜 FEI Quanta 600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811 探针台 Summit11000BM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812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1400（HC）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813 扫描电镜 JSM-5600LV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814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F30 荷兰 北京大学 北京 
815 探针台 SUMMIT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816 冷场发射扫描电镜 S-4800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817 场发射扫描电镜 XL30SFEG 荷兰 北京大学 北京 
818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1230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819 多功能成像电子能谱仪 Axis Ultra 英国 北京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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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 场发射扫描电镜 Nova_NanoSEM430 捷克 北京大学 北京 
821 电子显微镜 JEM－1010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822 电子显微镜 TECNAI20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823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7500F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824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 Quanta 200FEG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825 电子探针 JXA-8100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826 透射电子显微镜 H-9000NAR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827 低温探针台 TTP4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828 探针台 6150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829 6000 系列分析探针台 6000-PS4-V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830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00CX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831 光电子发射谱仪 AC-2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832 日立高分辨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833 扫描电子显微镜 SUPRA55 德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834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ESCALAB 2500.45eV/10 万 cps（120um）20u, 美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835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4700 日本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836 电子显微镜 H-800 型 日本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837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3010 日本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838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JSM-6701F 日本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839 扫描电子显微镜 S-250MK3 英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840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加速电压 0.1~30kv；分辨率 1.0nm 日本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841 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1.0nm-2.2nm/0.5KV-30KV/25-650K 日本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842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00, 放大倍数

 

日本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843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701F 日本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844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00 日本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845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1400HC-FC 日本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846 H-800 透射电镜 H-800 日本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847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UPRA55,分辨率 1 纳米，90 万倍 德国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848 扫描电镜、能谱仪及取向分析系统 LEO1450 英国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849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360 英国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850 高低真空扫描电镜 JSM-6480LV 日本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851 高分辨透射电镜 Tecnai F30 美国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852 蔡司 EVO-18 扫描电镜 EVO 18 英国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853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Multidemode 3D 美国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854 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10 日本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855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1010 日本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856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400N 日本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857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4800/EMAX-350 日本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858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I 日本 长安大学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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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9 电子探针 三道谱仪 JXA-8100 日本 长安大学 陕西 
860 扫描电镜 JSM-6360LV 日本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861 激光闪光光解仪 LP920 英国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862 高温扫描电镜 13840913728 中国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863 钨灯丝扫描电镜 QUANTA 450 美国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864 实验室多功能循环染色仪 MC360 瑞士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865 场发射扫描电镜 NOVA NanoSEM 450 美国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866 扫描电镜 JSM-5600LV 日本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867 电子探针 EPMA-1600 日本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868 扫描电镜 S-4800/分辨率 1.4nm 日本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869 探针台 FTV640-1200 美国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870 扫描电子显微镜 8757D 美国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871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QUANTA 600,3.5nm 美国 东北大学 辽宁 
872 扫描电子显微镜 SSX-550 日本 东北大学 辽宁 
873 透射电子显微镜 G2 20 荷兰 东北大学 辽宁 
874 扫描电子显微镜 EV018 英国 东北大学 辽宁 
875 透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H-600 中国 东北大学 辽宁 
876 电子显微镜 EM400T 荷兰 东北大学 辽宁 
877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7001F 日本 东北大学 辽宁 
878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F20 荷兰 东北大学 辽宁 
879 扫描电镜 SSX550 日本 东北大学 辽宁 
880 场发射透射电镜 JEM-2100F 日本 东北大学 辽宁 
881 扫描电子显微镜 EV018 英国 东北大学 辽宁 
882 电子探针 EPMA1600 日本 东北大学 辽宁 
883 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505 荷兰 东北大学 辽宁 
884 场发射透射电镜 JEM-2100F 日本 东北大学 辽宁 
885 扫描电镜 SSX550 日本 东北大学 辽宁 
886 电子探针 EPMA1600 日本 东北大学 辽宁 
887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 Quanta 200 美国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888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VG Probe 美国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889 探针台 SUSSPM5 德国 东南大学 江苏 
890 双束环境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3D 荷兰 东南大学 江苏 
891 双束显微镜 NanoLab 600i 美国 东南大学 江苏 
892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XL30 中国 东南大学 江苏 
893 透射电子显微镜 H-7650C 日本 东南大学 江苏 
894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H-600-4 日本 东南大学 江苏 
895 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T20 捷克 东南大学 江苏 
896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Tecnai 20 捷克 东南大学 江苏 
897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Titan 80-300 荷兰 东南大学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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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8 扫描电子显微镜 XL 30 荷兰 复旦大学 上海 
899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1200EX 日本 复旦大学 上海 
900 扫描电子显微镜 XL30FEG* 荷兰 复旦大学 上海 
901 扫描电子显微镜 XL30FEG 荷兰 复旦大学 上海 
902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CM200FEG 荷兰 复旦大学 上海 
903 X-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PHI 5000C ESCA System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904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60 英国 复旦大学 上海 
905 扫描电子显微镜 VERA TS 5136MM 捷克 复旦大学 上海 
906 角分辨联合能谱仪 1MEV 能量分辨氦 0.1 度 德国 复旦大学 上海 
907 扫描电子显微镜 ssx-550 日本 复旦大学 上海 
908 透射电子显微镜 CM120 荷兰 复旦大学 上海 
909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 2010 日本 复旦大学 上海 
910 电子能量分析器 R3000 瑞典 复旦大学 上海 
911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20 TWIN  200kV 加速电压/LaB6 灯

 

荷兰 复旦大学 上海 
912 高真空扫描电镜 JSM-6390 日本 复旦大学 上海 
913 全信息带电粒子动量谱仪 自定义 中国 复旦大学 上海 
914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Spirit TWIN 捷克 复旦大学 上海 
915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FE-SEM S-4800 日本 复旦大学 上海 
916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701F 日本 复旦大学 上海 
917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00F 日本 复旦大学 上海 
918 样品制备系统 环境温度：15-35℃/工作压力范围：5-35Kpsi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919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490LV 日本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920 透射电镜 H800 日本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921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400N 日本 河海大学 江苏 
922 场发射透射电镜 Tecnai G2 F20 S-TWIN 美国 湖南大学 湖南 
923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 Quanta 200 美国 湖南大学 湖南 
924 冷均发射扫描电镜 JSE——6700F 日本 湖南大学 湖南 
925 超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3010 日本 湖南大学 湖南 
926 台式扫描电子显微镜 PHENOM 荷兰 湖南大学 湖南 
927 H800 透射电子显微镜 D5000 日本 湖南大学 湖南 
928 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日本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 
929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JSM-840 日本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930 微波探针平台 CASCADE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931 介电频谱仪 BDS40 德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932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JSM-5610LV 日本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933 电子显微镜 JEM2100 日本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934 扫描电子显微镜 日立 S-4800 日本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935 台式显微镜 TM-3000 日本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936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EVO18 德国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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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7 扫描电子显微镜 EVO-18 德国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938 电镜制样系统 682-691-565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939 透射电子显微镜 FEI Techan G2 12 荷兰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940 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G2 20 荷兰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941 场发射扫描电镜 SLRION200 荷兰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942 环境扫描电镜 Quanta 200 荷兰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943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390LV 日本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944 透射电子显微镜 H7650 日本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945 电子探针 JEOL-8200 日本 吉林大学 吉林 
946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700F 日本 吉林大学 吉林 
947 扫描电子显微镜 X-650 日本 吉林大学 吉林 
948 光电子能谱仪 ESCALAB MARK Ⅱ 英国 吉林大学 吉林 
949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00F 日本 吉林大学 吉林 
950 Zeiss 扫描电镜 EVO18 英国 吉林大学 吉林 
951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 - 2000FX 日本 吉林大学 吉林 
952 扫描电镜 SSX-550 日本 吉林大学 吉林 
953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510A 日本 吉林大学 吉林 
954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700F 日本 吉林大学 吉林 
955 光电子能谱仪 ESCALAB250 英国 吉林大学 吉林 
956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700F 日本 吉林大学 吉林 
957 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3010 日本 吉林大学 吉林 
958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F2O S-Twin 荷兰 吉林大学 吉林 
959 电子显微镜 Quanta 200 美国 江南大学 江苏 
960 扫描电子显微镜 su1510 日本 江南大学 江苏 
961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日本 江南大学 江苏 
962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2100 日本 江南大学 江苏 
963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H-7650 日本 江南大学 江苏 
964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EM400T 荷兰 兰州大学 甘肃 
965 扫描电子显微镜 SU-1500 日本 兰州大学 甘肃 
966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G2 F30 美国 兰州大学 甘肃 
967 台式扫描电子显微镜 S-3400N 日本 兰州大学 甘肃 
968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380Ly 日本 兰州大学 甘肃 
969 电子显微镜制样设备 model 691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970 探针测试台 CRX-4K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971 光电子能谱仪 K-Alpha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972 电子能谱仪 PHI5000 Versaprobe 日本 南京大学 江苏 
973 探针测试台 * 中国 南京大学 江苏 
974 低温真空探针台 CRX-4K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975 扫描电子显微镜 multimode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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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6 扫描电子显微镜 QUANTA200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977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JSM-6490 日本 南京大学 江苏 
978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H-7650 日本 南京大学 江苏 
979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PA300HV/0.1nm-150Mm 日本 南京大学 江苏 
980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SX550 日本 南京大学 江苏 
981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Hitachi-3400N 日本 南京大学 江苏 
982 扫描电子显微镜 XL-30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983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F20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984 电子探针显微分析仪 JXA—8100 日本 南京大学 江苏 
985 电子探针 X-射线分析仪 JXA-8800M/1-4KV 日本 南京大学 江苏 
986 数字化扫描电镜 KYKY2800/4.5nm 中国 南京大学 江苏 
987 扫描电子显微镜 1530VP 德国 南京大学 江苏 
988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Nova NanoSEM230 捷克 南京大学 江苏 
989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2100 日本 南京大学 江苏 
990 低温探针测试台 5k 中国 南京大学 江苏 
991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4000EX 日本 南京大学 江苏 
992 虚拟显微镜 Dotslide 日本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993 电子显微镜系统 * 德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994 场发射球差校正电镜 Titan80-30 美国 清华大学 北京 
995 透射电子显微镜 B 型 日本 清华大学 北京 
996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 Quanta200 荷兰 清华大学 北京 
997 场发射透射电镜 JEM-2010F 日本 清华大学 北京 
998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200CX 日本 清华大学 北京 
999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301F 日本 清华大学 北京 
1000 场发射环境扫描电镜 QUANTA 200 FEG 荷兰 清华大学 北京 
1001 电子显微镜及能谱仪 JEM-2010 日本 清华大学 北京 
1002 场发射超高分辨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7401F 日本 清华大学 北京 
1003 透射电镜 JEM2010 日本 清华大学 北京 
1004 高温疲劳机附扫描电镜 日本 SEM SS-550 日本 清华大学 北京 
1005 扫描电镜 JSM-6460LV 日本 清华大学 北京 
1006 超高分辨扫描电镜 Sirion 200 SEM 荷兰 清华大学 北京 
1007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S-Twin  F20 荷兰 清华大学 北京 
1008 光电子能谱仪 PHI Quantro SXM 日本 清华大学 北京 
1009 热场发射扫描电镜 LEO-1530 德国 清华大学 北京 
1010 纳米扫描俄歇系统 PHI 700 日本 清华大学 北京 
1011 高分辨场发射扫描电镜 S-5500 日本 清华大学 北京 
1012 场发射扫描电镜 S-4500 日本 清华大学 北京 
1013 透射电镜 H-800 分辨率 2.04 埃 日本 山东大学 山东 
1014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610LV 钨灯丝型 日本 山东大学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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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透射电镜系统 TECNAI 20 U-TWIN 200KV 荷兰 山东大学 山东 
1016 电子探针 JXA-8800R 40KV 日本 山东大学 山东 
1017 热场发射扫描电镜 SU-70 分辨率 1.0nm 日本 山东大学 山东 
1018 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00 点分辨 0.23nm 日本 山东大学 山东 
1019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00F 0.23nm/0.1nm/0.2nm 中国 山东大学 山东 
1020 透射电子显微镜 1400 规格 120KV 日本 山东大学 山东 
1021 透射电子显微镜 1400 规格 100/120KV 日本 山东大学 山东 
1022 扫描电镜 S-4800 日本 山东大学 山东 
1023 扫描电子显微镜 S-570 日本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1024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 Quanta 200 荷兰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1025 超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00 日本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1026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 美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027 扫描电子显微镜 NOVA NanoSEM 230 瑞典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028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Nova NanoSEM 450 美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029 生物型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Sprit BioTwin 美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1030 低温半导体探针台系统 TTPX probe station 美国 天津大学 天津 
1031 X 射线光电子能谱 PHI1600-ESCA 美国 天津大学 天津 
1032 环境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PHILIPS XL30ESEM-TMP 美国 同济大学 上海 
1033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H-800 日本 同济大学 上海 
1034 电子探针 EPM-810 日本 同济大学 上海 
1035 超高分辨率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日本 同济大学 上海 
1036 扫描电子显微镜 VEG 3 LMU 捷克 武汉大学 湖北 
1037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2100 日本 武汉大学 湖北 
1038 扫描电子显微镜(quanta 200) quanta 200 荷兰 武汉大学 湖北 
1039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IRION 200 荷兰 武汉大学 湖北 
1040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日本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1041 场发射扫描电镜 s-4800 日本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1042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00F 日本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1043 电子探针 JXA-8230 日本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1044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5610LV 日本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1045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7100F 日本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1046 电子探针显微分析仪� JXA-8230/INCAX-ACT� 日本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1047 扫描电镜 4-DV/L 英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1048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AXIS ULtrabld 英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1049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100SX 日本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1050 电子显微镜 VE-9800S 日本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1051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JSM-35C 日本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1052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2700 日本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1053 电子探针 SX MACRO 法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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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4 高分辨透射电镜 JEM-2100F 日本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1055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SX550 日本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1056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200CX 日本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1057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3000N 日本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1058 电子能谱仪 MK-II 英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1059 场发射扫描电镜 JSM-7000F 日本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1060 扫描电镜 JSM-6360LV 日本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1061 透射电镜 JEM-1230 日本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1062 投射电子显微镜 HT7700 日本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1063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000N 日本 西南大学 重庆 
1064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H-7500 日本 西南大学 重庆 
1065 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日本 西南大学 重庆 
1066 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日本 西南大学 重庆 
1067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00 日本 厦门大学 福建 
1068 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中国 厦门大学 福建 
1069 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 FP 5035/20 中国 厦门大学 福建 
1070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 XL30 ESEM TMP 中国 厦门大学 福建 
1071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610 日本 厦门大学 福建 
1072 阴极发光仪 MonoCL3+ 中国 厦门大学 福建 
1073 扫描电子显微镜系统 LED-1530 中国 厦门大学 福建 
1074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1200EX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1075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076 透射电子显微镜 H-765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077 场发射电子扫描电子显微镜 Utral 55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078 场发射环境扫描电镜及能谱仪 FEG650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079 微波探针台 summit 11K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080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3000N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1081 多功能高分辨电镜 CM200UT 荷兰 浙江大学 浙江 
1082 透射电子显微镜 HT7700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1083 球差矫正透射电镜 Titan ChemiSTEM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084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1230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1085 钨灯丝扫描电子显微镜 S-3700N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1086 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F20 S-TWIN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087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PHILIPS TECNAI 10 荷兰 浙江大学 浙江 
1088 扫描电子显微镜 S1510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089 X 光电子能谱仪 ESCALAB 英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090 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091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XL30-ESEM 荷兰 浙江大学 浙江 
1092 角分辨电子能谱仪 ADES400 英国 浙江大学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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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3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TSM-5510＜V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1094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U-70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1095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TEREOSCAN 英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096 环境透射电子显微镜 H-9500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1097 200kV 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00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098 能谱 LINK-ISIS300 英国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1099 电子探针仪 EPMA-1600 日本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1100 电子探针仪 JCXA-733 日本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1101 能谱仪 DX-4 美国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1102 透射电子显微镜 H8100 日本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1103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400N 日本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1104 场发射环境扫描电镜 Quanta 450 FEG 捷克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1105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 QUANTA200 荷兰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1106 高分辨率 X 射线岩芯扫描分析仪 Itrax 瑞典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1107 阴极发光仪 * 德国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1108 阴极发光仪 CL8200 MK5 英国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1109 透射电镜用成像系统 SCLOOO832，* 美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1110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2100，* 日本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1111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4800 日本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1112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H-7000TEM  125KV 2.04 埃 日本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1113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套件) ESCALAB 250XI 英国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1114 扫描电子显微镜 Quanta 250 捷克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1115 多功能表面分析 XPS 能谱仪 ESCALAB 250Xi 英国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1116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400N-1 日本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117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1230 日本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118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7401F 日本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119 X 光电子能谱仪 K-ALPHA 美国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1120 透射电镜样品前制备系统 691 美国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1121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剑桥 S-360 英国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1122 场发射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Quanta 200 F 荷兰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1123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F20 荷兰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1124 透射电镜特殊成像系统 894 美国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1125 透射电镜特殊成像系统 832 美国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1126 透射电镜特殊成像系统 Gatan 832.20B 美国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1127 冷场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日本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1128 透射电镜 JEM-2100UHR 日本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1129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H-7000 日本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1130 扫描电迁移率粒径谱仪 SMPS  3936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131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irion200 荷兰 中南大学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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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TecnaiG220S-Twin 捷克 中南大学 湖南 
1133 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0ST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134 环境扫描电镜(带能谱仪) Quanta-200 荷兰 中南大学 湖南 
1135 高低真空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360LV 日本 中南大学 湖南 
1136 高低真空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360LV 日本 中南大学 湖南 
1137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K-ALPHA 英国 中南大学 湖南 
1138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JEOL-2100F 日本 中南大学 湖南 
1139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Nova NanoSEM230 捷克 中南大学 湖南 
1140 120KV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1400 日本 中山大学 广东 
1141 低温真空探针台 Lake Shore EMPX-HF 美国 中山大学 广东 
1142 透射电镜 CCD 成像系统 GATAN 832.10W 美国 中山大学 广东 
1143 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SpiritTwin 捷克 中山大学 广东 
1144 扫描电子显微镜 FEI Quanta  200 捷克 中山大学 广东 
1145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010(Cryo) 日本 中山大学 广东 
1146 热场发射环境扫描电镜 Quanta 400 荷兰 中山大学 广东 
1147 冷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JEM-6330F 型 日本 中山大学 广东 
1148 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010(HR) 日本 中山大学 广东 
1149 电子探针显微分析仪 JXA-880012 型 日本 中山大学 广东 
1150 光电子能谱仪 ESCALab 250 英国 中山大学 广东 
1151 双束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系统 AURIGA 德国 重庆大学 重庆 
1152 场发射扫描电镜 FEINOVA400NANOSEM 荷兰 重庆大学 重庆 
1153 可变电子真空扫描电镜 TESCAN-VEGAII-LMU 捷克 重庆大学 重庆 
1154 热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Libra 200 德国 重庆大学 重庆 
1155 扫描电子显微镜 TESCAN-VEGAⅢ-LMH 捷克 重庆大学 重庆 
1156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TECNAI20 荷兰 重庆大学 重庆 
1157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1010 日本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1158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000F 日本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1159 透射电子显微镜系统 JEM-1400 型 日本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北京 
1160 扫描电镜 JSM-6510LV 型 日本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北京 
1161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000N 日本 水利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

 

江苏 
1162 全内反射系统显微镜 TIRF 日本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 北京 
1163 透射电子显微镜 H-7650 日本 中国中医科学院（本部） 北京 
1164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400N 日本 中国中医科学院（本部） 北京 
1165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4800I 日本 大连民族学院 辽宁 
1166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SX-550 日本 北方民族大学 宁夏 
1167 扫描电子显微镜 Hitachi S-3000N 日本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 北京 
1168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Zeiss Ultra 55 德国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浙江 
1169 电子探针 JXA-8100 日本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浙江 
1170 便携式扫描电子显微镜 TM-1000 日本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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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1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1230 日本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福建 
1172 扫描电子显微镜 VEGA  TS  5136XM 捷克 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 北京 
1173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福建 
1174 透射电子显微镜 H-7650 日本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福建 
1175 透射电子显微镜 H-7650 日本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山东 
1176 冷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山东 
1177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NOVA NANOSEM45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1178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400NII 日本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1179 冷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

 

江苏 
1180 扫描电子显微镜--能谱仪 S-3400NII 日本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江苏 
1181 冷场扫描电镜 S-48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山东 
1182 冷冻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F20 TWIN 日本 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 上海 
1183 实时浊度仪系统 LOOPAMP LA-320C 中国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 
1184 冷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日本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1185 透射电子显微镜 EM208 荷兰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北京 
1186 电镜成像系统 Gatan/832 美国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北京 
1187 数字化成象装置（CCD） 832.20B 美国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1188 热场发射扫描电镜 JSM-6500F**30KV 日本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1189 高分辨透射电镜 JEOL2010**200KV 日本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1190 扫描电镜 S-3400NⅡ 日本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1191 JEM-2100 透射电镜 JEM-2100，高分辨六硼化镧 日本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1192 透射电镜分析用设备(透射电镜数字化 CCD 相机) 832.20B 美国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1193 扫描电子显微镜 HITACHI*S-4300 日本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1194 扫描电镜 QUANTA200 美国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1195 场发射透射显微镜 JEOL-2010F**200KV 日本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1196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NOVAnanosem200 美国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1197 扫描探针显微镜 INNV-BASE 美国 北京印刷学院 北京 
1198 电子显微镜 SS-550 日本 北京印刷学院 北京 
1199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4300 日本 北京建筑大学 北京 
1200 扫描电子显微镜 TS5136 SB 捷克 北京农学院 北京 
1201 气相色谱质谱仪仪 GCMS-QP2010 plus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02 X 射线衍射仪 Xmart Apex Ⅱ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03 飞秒光纤激光器 FX-100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04 太赫兹波源及相应附件 SIFIR50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05 离子溅射沉积系统 LDJ-2A-F150-100I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06 半导体特性分析平台 4200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07 低温光谱学恒温箱 4100-MOX2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08 超薄切片机 655825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09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系统 5Live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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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126 核磁共振波谱仪 600MHZ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11 423 制备高效液相色谱 Combiflash companion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12 325 高效液相色谱 Waters uplc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13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Hplc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14 高效液相色谱仪 2695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15 高效毛细管电泳系统 MDQ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16 时域太赫兹成像系统 220GHzTx/Rx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17 高分辨显微拉曼光谱仪 *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18 高速可重构串行系统总线测试验证平台 UN-BUSIN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19 32 通道刺激与记录转换器 *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20 双梯度样品净化浓缩分析系统 Ultimate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2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 DSQ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22 X 射线衍射仪高温附件 *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23 近红外探测系统 6700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24 激光扫描电器系统 *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25 三维激光测量仪 RIEGLZ420i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26 全光谱便携式光普分析仪 Fiddspec3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27 数字全景相机 scenecam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28 x 射线衍射仪 D8Advance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29 多功能粒径及形态分析仪 Camsier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30 傅立叶变换红外显微镜光谱仪 I1010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31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MS 2695/Q-Tof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32 多通道神经元采集系统 *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33 稳态／瞬态荧光光谱仪 FLS920P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34 等离子体-质谱联用仪 7500C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35 气质联用仪 QP2010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36 液相色谱仪 L7100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37 126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H-7650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38 126 核磁共振样品处理仪 7800-AP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39 原子力显微镜 NS3D-234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40 403 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41 425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8800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42 元素分析仪 *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43 脑电仪 64 导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44 脑电仪 64 导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45 眼动仪 EyeLink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46 虚拟现实系统 *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47 行走运动追踪装置 *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48 脑电生理仪 32 导无线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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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9 404 高效液相色谱（7500 升配置） Agilengt1200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50 PECVD 薄膜制备系统 PECVD-1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51 数字串行仪 DSA70804C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52 外差式太赫兹成像系统 220GHZ-RAD-0001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53 Thz 连续波成像系统 Z-CW200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54 飞秒激光器 *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55 飞秒激光振荡器泵甫源 MAI-TAL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56 放大器泵源 EVOL-15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57 热红外成象仪 JadcIII LW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58 飞秒激光泵浦源 *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59 数字化射线实时成像系统 pax scan2520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60 拉曼光谱仪 RM1000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61 荧光显微镜系统 IX81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62 荧光定量 PCR 仪 iQ5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63 全自动激光捕获显微分离系统 ArcturusXT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64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UPLC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65 太赫兹时域光谱系统 TDS-Z-2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66 气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仪 GCT Premier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67 多功能激光聚焦扫描仪 9400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68 荧光倒置显微镜 2X71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69 宽谱太赫兹时域光谱仪（光学元件） XPS-C4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70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VERTEX80V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71 准分子气体激光器 COMPEX205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72 原子力显微镜 SPA400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73 超声 C 扫描系统 USIP 40BOX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74 锁相热激励成像系统 *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75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390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76 超高真空磁控溅射系统 JGP600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77 磁控溅射镀膜系统 JGP560CC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78 原子力显微镜 SPA400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79 高分辨率光谱仪 ChivalRaman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80 显微拉曼光谱仪 Renishaw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81 原子力显微镜 XE-100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82 高分辨率拉曼光谱仪 LABLRAM HR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83 太赫兹系统 C-ITL-400-0.4TH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84 太赫兹系统 *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85 X 射线衍射仪 D8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86 振动样品磁强计 EV9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87 单点振动测量仪带接口系统 OFV-5000-2G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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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8 飞秒激光放大器 SPITFRE-40F-1K-5W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89 固体激光器 Millennia Xs 230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90 傅立叶拉曼光谱仪 BRUKER RFS 100/S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91 THz 产生探测仪 Z-1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92 蛋白质纯化层析系统 AKTAexplorer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93 微焦点 X 射线机 *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94 CT 扫描机械系统 *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95 毛细管测序仪 3100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96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97 圆二色谱仪 JSC-810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98 超高速离心机 L-80XP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299 太赫兹扫描成像系统 TDS-XY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300 S-3400N (Ⅱ)扫描电子显微镜 S-3400N (Ⅱ) 日本 北京农业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 
1301 透射电子显微镜 HT7700 日本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1302 扫描探针显微镜 JSPM-5200 日本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1303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380LV 日本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1304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U-1510 日本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1305 高分辨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Nova Nano SEM 230 捷克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1306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F20 美国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1307 红外碳硫测定仪 CS-444 美国 天津市理化分析中心 天津 
1308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PE5100ZL 美国 天津市理化分析中心 天津 
1309 液相色谱仪 P4000 美国 天津市理化分析中心 天津 
1310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RIS-advantage 美国 天津市理化分析中心 天津 
1311 俄歇电子能谱仪 PHI670xi 日本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六研究所 天津 
1312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UPRA55VP 德国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六研究所 天津 
1313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Ⅰ型) 日本 河北科技大学 河北 
1314 冷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日本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 
1315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Qmanta 650EEG 中国 河北理工大学 河北 
1316 透射电镜成像系统 QUEMESA 德国 河北理工大学 河北 
1317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3400NII 日本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河北 
1318 扫描电子显微镜 KYKY 2800 中国 石家庄铁道大学 河北 
1319 透射电子显微镜 h-7650 日本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河北 
1320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H-7650 日本 华北煤炭医学院 河北 
1321 扫描电子显微镜 INSPECTS50 捷克 河北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 河北 
1322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VEGA 3 SBH 捷克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 
1323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5 II 德国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 河北 
1324 电子探针 JXA-8230 日本 河北省沙河玻璃技术研究院 河北 
1325 流式细胞仪 FC500MCL 美国 山西农业大学 山西 
1326 血管内超声 S5 美国 长治医学院 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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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7 扫描电子显微镜 KYKY-2800 中国 山西大同大学 山西 
1328 扫描电子显微镜 2800B 中国 山西省化工研究所 山西 
1329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010 日本 内蒙古工业大学 内蒙古 
1330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quantima 中国 内蒙古科技大学 内蒙古 
1331 扫描电子显微镜 XL30 荷兰 辽宁省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 辽宁 
1332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JSM-6460LV 放大倍数：30 万；分辨率：3nm；

 

日本 大连工业大学 辽宁 
1333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日本 渤海大学 辽宁 
1334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000N 日本 辽宁工业大学 辽宁 
1335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100CXⅡ 日本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 
1336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3400N 日本 沈阳工业大学 辽宁 
1337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JSM-840 日本 沈阳工业大学 辽宁 
1338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5Ⅱ 德国 辽宁医学院 辽宁 
1339 电子显微镜 ELECTRON H-600 日本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1340 活细胞离子成像和功能性检测系统 IX71 日本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1341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400N Type II 日本 沈阳药科大学 辽宁 
1342 电子探针 Epm-810Q 日本 辽宁省分析科学研究院 辽宁 
1343 扫描电子显微镜 S-4200 日本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 
1344 材料表面微纳米力学测试系统 UNMT-1 中国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 
1345 气质联机 安捷伦 中国 吉林建筑大学 吉林 
1346 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日本 牡丹江师范学院 黑龙江 
1347 近红外光谱仪 Antaris II 美国 佳木斯大学 黑龙江 
1348 高速摄影仪 GigaView 美国 佳木斯大学 黑龙江 
1349 扫描电镜 JMS-6360LV 中国 佳木斯大学 黑龙江 
1350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1010 日本 牡丹江医学院 黑龙江 
1351 透射电子显微镜 EM208S 荷兰 齐齐哈尔医学院 黑龙江 
1352 原子力显微镜 Nanoscope III A 美国 哈尔滨理工大学 黑龙江 
1353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IRION200 荷兰 哈尔滨理工大学 黑龙江 
1354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1400 日本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植物脱毒苗木研究所 黑龙江 
1355 光电子能谱仪 PH1501C 日本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1356 透射电子显微镜 H-600 日本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1357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380LV 日本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1358 透射电子显微镜 JZM-2101 日本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1359 扫描电子显微镜 S-2700 日本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上海 
1360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日立 S-3400N 日本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上海 
1361 扫描探针显微镜 SPM-9600 日本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上海 
1362 冷场发射扫描电镜 S-48DD 日本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上海 
1363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Qunta 200 美国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上海 
1364 电子鼻指纹分析仪 FOX4000 法国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上海 
1365 高低真空扫描电镜（配能谱 EDS） JSM-5610 日本 上海高分子材料研究开发中心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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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6 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日本 上海市纳米科技与产业发展促进中心 上海 
1367 扫描电子显微镜 X-650 日本 上海化工研究院 上海 
1368 多功能电子能谱仪 岛津/Kratos AXIS Ultra DLD 日本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 
1369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X 射线能量分散谱仪 XL30/EDX-GENESIS 荷兰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 
1370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S-TWIN/Gatan 

 

  

美国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 
1371 高低可变真空扫描电子显微镜 VEGA 3 XMU 捷克 上海市纤维检验所 上海 
1373 电子扫描镜 KYKY-3800 中国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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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液质联用仪 QSTAR XL 美国 上海大学 上海 
2 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10 德国 上海大学 上海 
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全二维 PEGASUS 美国 上海大学 上海 
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SHIME 比利时 上海大学 上海 
5 高效液相色谱仪 5975 （EI） 美国 上海大学 上海 
6 离子色谱仪  HPLC 美国 上海大学 上海 
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5975 （CI） 美国 上海大学 上海 
8 气质联用机 5975I 美国 上海大学 上海 
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5975C 美国 上海大学 上海 
10 高效液相色谱 Waters Alliance2695 美国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上海 
11 离子色谱仪 ICS-3000 美国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上海 
12 数码液相系统 Waters 2695 Alliance 美国 上海市肿瘤研究所 上海 
13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 安捷伦 1260 液相色谱-G6400 三重四级杆质谱联用

 

美国 上海市闸北食品药品检验所 上海 
14 离子色谱仪 ICS-5000 美国 上海市检测中心 上海 
15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Acquity(UPBINARY) 美国 上海市检测中心 上海 
16 高纯气体分析系统 ／ 美国 上海市检测中心 上海 
17 高压液相色谱仪 HPLC 1100 美国 上海市检测中心 上海 
18 离子色谱仪 MIC-7 瑞士 上海市检测中心 上海 
19 多级四级杆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1200L GC/MS/MS (SYS-BK-GMSQ) 美国 上海市检测中心 上海 
20 气相色谱高分辨质谱联用仪 Auto spect Premier 美国 上海市检测中心 上海 
21 气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仪 Quattro micro GC 美国 上海市检测中心 上海 
22 气相色谱仪 GM 600DID 美国 上海市检测中心 上海 
23 分析半制备色谱仪 DELTA600 英国 上海市检测中心 上海 
2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5975 美国 上海市检测中心 上海 
25 HPLC Options 高效液相色谱仪 Quattro Preimer XE 英国 上海市检测中心 上海 
26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PE CLAUS 500 GC-MS 美国 上海市检测中心 上海 
27 高效液相色谱仪 protar 210 美国 上海药物代谢研究中心 上海 
28 液相色谱-质谱仪 安捷伦 1260-6420 美国 上海市服装研究所 上海 
2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N/5973N 美国 上海市服装研究所 上海 
3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7890N/MSD5975C 美国 上海市服装研究所 上海 
31 气象色谱-质谱仪 7890A-5975C 美国 上海市服装研究所 上海 
32 双自动进样器气相色谱仪 7890A/7693 美国 上海市涂料研究所 上海 
33 液相色谱仪 e2695 新加坡 上海化学试剂研究所有限公司 上海 
34 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 2690 美国 上海市工业微生物研究所 上海 
35 高压液相色谱仪 1100 美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上海 
36 高压液相色谱仪 1100 美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上海 
37 气相色谱仪 GCMS-QP2010 美国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上海 
38 紫外引导自动纯化系统 UV/MS2545/2767/3100 美国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上海 
39 高效液相色谱 R3000 美国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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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毛细管电泳仪 P/ACE MDQ 美国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 
41 DHPLC 分析系统 WAVE4500 日本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42 高效液相色谱仪 Aglient 1100 荷兰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43 多功能离子色谱系统 ICS-3000 美国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44 三液相色谱仪 AGILENT1100 美国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45 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2695 美国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 
46 液相色谱仪 Water515 美国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 
47 高压制备液相色谱仪 waters 2545 美国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 
48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iple quad 5500 美国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 
49 薄层色谱仪 CAMAG-III 瑞士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 
50 超临界流体色谱仪 Multigram 美国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 
51 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 2695 美国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 
52 薄层色谱分析系统 CAMAG 瑞士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 
53 高效液相色谱仪 HPLC 600 美国 南通大学 江苏 
54 二维液相色谱仪 LC-20A 日本 南通大学 江苏 
55 毛细管电泳仪 P/ACE MDQ 美国 扬州大学 江苏 
56 高温凝胶色谱仪 PL-GPC 220 英国 扬州大学 江苏 
57 高效液相色谱仪 ALLIANCE2695 美国 扬州大学 江苏 
58 数码液相色谱仪 WATERS 2695 美国 扬州大学 江苏 
59 高效液相色谱仪 ALLIANCE 2695 美国 淮阴工学院 江苏 
60 蛋白质快速纯化工艺拓展系统 AKTA Purifier 10 瑞典 江苏科技大学 江苏 
61 高效液相色谱仪 515 美国 常州大学 江苏 
62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1290 德国 江苏大学 江苏 
63 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100 美国 江苏大学 江苏 
64 氨基酸分析仪 S433D 德国 苏州大学 江苏 
65 圆二色光谱仪 JASCO J-815 日本 徐州医学院 江苏 
66 液相色谱三重四极杆联用仪 1260/6460 美国 徐州医学院 江苏 
67 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100 美国 徐州工程学院 江苏 
68 气相色谱质谱仪（液相色谱高分辨飞行时间质

 

1260/6230 美国 淮海工学院 江苏 
69 气相色谱质谱仪 GCMS-QP2010 日本 淮海工学院 江苏 
70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ACQUITY 美国 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 江苏 
71 高效液相色谱仪 87 型 美国 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江苏 
72 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200 美国 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江苏 
73 气质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江苏 
74 液相色谱仪 Waters e2695 美国 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江苏 
75 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 Delta600 美国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 江苏 
76 变性高效液相色谱仪 WAVE 2100B 美国 江苏省肿瘤防治研究所 江苏 
7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5975I 美国 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江苏 
78 高效液相色谱仪 1100 美国 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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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高效液相色谱 1100LC 美国 苏州市中医药研究所 江苏 
80 高效液相色谱仪 L6 中国 无锡市茶叶品种研究所 江苏 
81 气相色谱仪 GC900A 中国 无锡市茶叶品种研究所 江苏 
82 高效液相色谱仪 USD92800 美国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83 离子色谱仪 761 瑞士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84 薄层扫描色谱仪 SCANNER3 瑞士 浙江省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浙江 
85 智能化液相色谱仪 2695 美国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86 液相色谱仪 waters delta600 美国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87 加压毛细管电色谱系统 TriSep-2100 美国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 
88 高效液相色谱（HPLC） (免税)1100 美国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89 二维液相色谱系统 10 瑞典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90 动态热机械分析仪 (免税)DMA 美国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91 气质联用仪 CP3800GC&Saturn2200 美国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92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 UPLC(免税) 美国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93 三级拉曼光谱仪 * 美国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94 高效液相色谱仪 U3000 德国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95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1290 Infinity 美国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96 多维液相色谱系统 MS4-NC+AS3+MD1 美国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97 气质联用仪 安捷伦 7890-5975C 德国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98 超高效液相质谱联用仪 安捷伦 6520+6460+126 德国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99 高效自动化液相层析系统 UPLC+TUV 美国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00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ACQUITY UPLC+PDA 美国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01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 ACQUITY UPLC+ 美国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02 超高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T Premier XE 美国 嘉兴学院 浙江 
103 氨基酸分析仪-离子色谱仪 ICS3000 美国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104 离子色谱仪 戴安 ICS-5000 美国 浙江省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 
105 全自动高效制备液相色谱仪 安捷伦 美国 浙江省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 
106 气质联用仪 7890 美国 浙江省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 
10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浙江省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 
108 气相色谱与质谱连用 Agilent5975c 美国 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109 液相色谱仪 PROSTAR230 美国 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浙江 
110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Acquity 美国 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浙江 
111 全自动凝胶色谱净化与定量浓缩仪 GPC ULTRA 5ml 德国 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浙江 
112 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 美国 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浙江 
113 气质联用仪 cp3800-4000 Gc/MS/MS 美国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114 气相色谱仪 6890N 日本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115 液相色谱/三级四极杆串联质谱联用仪 API3000 日本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116 气相色谱仪 6890N 美国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117 液质联用仪 TSQ Quantum Access 美国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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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高效液相色谱仪 Aglent 1100 系列 美国 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浙江 
119 超高效液相色谱 AcQuity UPLC 美国 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浙江 
120 高效液相色谱仪 Acquity UPLC 美国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121 液相色谱仪 Agilent RRLC 1200SL 德国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122 凝胶净化+全自动浓缩 GPC VARIO+ 德国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123 凝胶净化+全自动浓缩 GPC VARIO+ 德国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124 高效液相色谱仪 UPLC 美国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125 离子色谱仪 ICS-3000 美国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126 液相色谱仪 1200 美国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127 液相色谱仪 e2695 美国 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128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系统 Agilent5975 美国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129 制备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 2498&2545 美国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130 气相色谱仪+电子捕获检测器 Aglient 7890 美国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131 离子色谱仪 ICS-2100 美国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132 色谱仪 LC-9101 日本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133 凝胶渗透色谱仪 BI-MwA 英国 安徽大学 安徽 
134 气相色谱仪 2010plus 日本 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 
135 高效液相色谱仪（HPLC） 600E 美国 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 
136 超高速液相色谱 1260-6224 型 美国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137 薄层色谱扫描仪 CAMAG TLC SCANNER3 瑞士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138 高效液相色谱仪 LC-20A LC-6AD 日本 安徽工业大学 安徽 
139 毛细管电泳仪 P/ACE MDQ 中国香港 安庆师范学院 安徽 
140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130C 美国 安徽科技学院 安徽 
141 气象色谱质谱联用仪 5975C 美国 安徽科技学院 安徽 
142 液质联用仪 6460 美国 黄山学院 安徽 
143 高效毛细管电泳仪 P/ACE MDQ 美国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 
144 汉邦制备色谱系统 np7000serialspump/nuserialuv/vrs-depector 中国 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 
145 气相色谱仪 7890A 美国 安徽省药物研究所 安徽 
146 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 2996/2695/2475 美国 福建省测试技术研究所 福建 
147 气相色谱-离子阱质谱联用仪 240-MS 美国 福建农林大学 福建 
148 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 美国 福建农林大学 福建 
149 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100 美国 福建农林大学 福建 
150 线性离子阱多级液质联用仪 LTQXL 美国 福建农林大学 福建 
151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MS-2020 日本 福建农林大学 福建 
152 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100 德国 福建医科大学 福建 
153 核苷酸片段分析系统 WAVE OLIGO 美国 福建医科大学 福建 
154 毛细管电色谱系统 Trisep-2010 型 美国 福州大学 福建 
155 液相色谱仪 Agilent1200 德国 福州大学 福建 
156 超高效液相色谱 Waters 美国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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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高效液相色谱仪 1200 美国 福建中医药大学 福建 
158 毛细管电泳仪 P/ACE MDQ SYSTEM 美国 福建省医学科学研究院 福建 
15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MSD 美国 福建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 福建 
160 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2695 美国 福建省农科院中心实验室 福建 
161 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2695 美国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162 生物大分子层析分离仪 AKTA basic 10 美国 德州学院 山东 
163 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S 日本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164 超高能液相色谱仪 ACQUITY PLCwates 美国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165 快速高分力度液相色谱仪 Agilent1200RRLC 美国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166 离子阱液质联用仪 LCQ DecaXP MAX 美国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167 液质联用仪 API 3200 美国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168 液相色谱仪 WAT2695 美国 滨州学院 山东 
169 高效毛细管电泳仪 P/ACE5500 美国 山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 
170 毛细管电泳仪 P/ACE system 5000 美国 青岛大学 山东 
171 凝胶渗透色谱仪 TDA302 美国 青岛大学 山东 
172 毛细管电泳 EDQ 美国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17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174 安捷伦 1260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1260 美国 山东省医药工业研究所 山东 
175 超高压液相色谱仪 1290Infinity 美国 青岛农业大学 山东 
176 气质联用仪 5975B/6890N 美国 青岛农业大学 山东 
177 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100 美国 青岛农业大学 山东 
178 液相色谱仪 LC1100 美国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 
179 气相色谱仪 7890A 美国 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山东 
180 离子色谱仪 ICS-3000 美国 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山东 
181 高效液相色谱仪 AKTApurifier 100 瑞典 山东省滨州畜牧兽医研究院 山东 
182 气象色谱仪 安捷伦 7890A 美国 东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 山东 
183 液相色谱仪 Agilent1260 美国 东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 山东 
184 液相色谱仪 1100 美国 山东省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山东 
185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PI3200 美国 滨州医学院 山东 
186 液相色谱仪 2695-2487 美国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中心实验室 山东 
187 气相色谱仪 Agilent6890N 美国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中心实验室 山东 
188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Ultra performance LC 美国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中心实验室 山东 
189 液相色谱仪 2695-2996 美国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中心实验室 山东 
190 离子色谱仪 881 compact IC pro 瑞士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中心实验室 山东 
191 液质联用仪 Agilent 1260-6530 美国 山东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 山东 
19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山东省科学院中日友好生物技术研究中

 

山东 
193 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2695 美国 聊城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山东 
194 离子色谱仪 ICS-3000 美国 河南省水产科学研究院 河南 
19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ISQ 美国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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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高分辨高灵敏度液相色谱/四极杆/飞行时间串

 

Q-TOF Micro 美国 郑州大学 河南 
197 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vs 2695 美国 郑州大学 河南 
198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WATERS LC-TQD 美国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 
199 高效液相色谱仪 LC-10AD 日本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200 高效液相色谱仪 e2695 美国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201 气相色谱仪 6890 N 中国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202 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260 美国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203 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100 美国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204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290 美国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205 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260 美国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206 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1260 美国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207 离子色谱分析仪 ICS-2000 美国 河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河南 
208 薄层色谱扫描仪 TLC scanner 4 美国 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河南 
209 高效液相色谱仪 LC-10Avp 日本 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河南 
210 高效液相色谱仪 2695 美国 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河南 
211 高效液相色谱仪 Prep 美国 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河南 
212 高效液相色谱仪 RP-HPLC 美国 河南省农科院小麦研究中心 河南 
213 液相色谱仪 1290 美国 河南省农科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环境研究

 

河南 
214 离子色谱仪 881Metrohm 瑞士 河南省农科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环境研究

 

河南 
215 全自动元素分析仪 EA3000 意大利 河南省农科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环境研究

 

河南 
216 岛津气象色谱仪 GC-17A 日本 河南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河南 
217 气相色谱仪 6890N 美国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

 

河南 
218 高压液相色谱仪 uplc  syster 美国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

 

河南 
219 液相色谱仪 LC-10A 日本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

 

河南 
220 液质色谱-液质联用仪 TSQ  QUANTUM 美国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

 

河南 
221 离子色谱仪 ICS-3000 美国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

 

河南 
222 液相色谱仪 SPR-10AVP 日本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

 

河南 
223 液相色谱仪 2695 美国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

 

河南 
224 离子色谱仪 LC-20L 日本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

 

河南 
225 液相色谱仪 2695Waters 美国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

 

河南 
226 高效液相色谱仪 2695 分离单元 美国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农业科学研究院 湖北 
227 凝胶色谱仪 Wyatt,Dawn Eos 美国 湖北大学 湖北 
228 高效液相色谱仪 安捷伦 1100 美国 武汉科技大学 湖北 
229 液相色谱-质普联用仪 Thermo LTQ XL 美国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 
230 凝胶/液相色谱仪 WATERS  2695 美国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 
231 分析/半制备高效液相 1525 型 中国 武汉轻工大学 湖北 
232 智能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FV10i-(O) 日本 武汉轻工大学 湖北 
233 味觉分析系统（电子舌） TS-5000Z 中国 武汉轻工大学 湖北 
234 高效液相色谱 Waters2695（Alliance 系统） 美国 湖北师范学院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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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薄层色谱扫描仪 卡玛 TLC SCAMER3 瑞士 湖北警官学院 湖北 
236 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 600-996 美国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

 

湖北 
237 高效液相色谱仪 E2695 美国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

 

湖北 
238 液相色谱仪 LC-20A 日本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 
239 二维电泳系统配套系统 Ettvan Spot PVickers 瑞典 湖南省中医药大学 湖南 
240 高效液相色谱仪 P680 英国 湘潭大学 湖南 
241 中温凝胶渗透色谱系统 PL-GPC120 英国 湘潭大学 湖南 
242 高效液相色谱仪 LC-20A 日本 湖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 湖南 
243 制备液相色谱仪 WATER PRPE 2000 美国 湖南化工研究院 湖南 
244 高效液相色谱仪 H-CLASS 美国 湖南省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湖南 
245 液相色谱仪 WATERS2996/2695 美国 湖南医药工业研究所 湖南 
246 超高压液相色谱 ACQUITY UPLC Core System 美国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247 毛细管电泳仪 P/ACE 美国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248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ZQ2000 美国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249 制备色谱仪 PREP PL4000 美国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250 目标蛋白快速多维分离系统 PF-2D 美国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251 GPC 净化-定量浓缩联用仪 GPC Ultra52450 德国 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湖南 
252 气相色谱仪 GC2010 日本 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湖南 
253 气相色谱（带顶空） GC6890 美国 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湖南 
25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吉首大学 湖南 
255 离子色谱仪 ICS-3000 美国 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 
256 液相色谱仪 LC-20A 日本 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 
257 气相色谱仪 Agilent 6890 美国 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 
258 液相色谱仪 LC-20A 日本 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 
259 气相色谱仪 Agilent 7890 美国 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 
260 气相色谱仪 Agilent 6890A 美国 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 
261 净化凝胶系统 PrepLinc-GPC＆VAP 美国 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 
262 液相色谱仪 LC-20A 日本 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 
263 液相色谱仪 Waters 2695 美国 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 
264 气相色谱仪 GC-2010plus/HSS 86.5 日本 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 
265 气相色谱仪 Gc-2010Plus/ HSS86.50 日本 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 
266 气相色谱仪 Agilent 7890 美国 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 
267 液相色谱仪 Waters 2695 美国 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 
268 液相色谱仪 Waters 2695 美国 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 
269 高效液相色谱仪 LC－20A 日本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广东 
270 离子色谱仪 ICS-2500 美国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271 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 e2695 新加坡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272 离子色谱仪 ICS-3000 美国 广州甘蔗糖业研究所 广东 
273 高效液相色谱仪 1525 美国 广州甘蔗糖业研究所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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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气相色谱仪 Agilent 7890A 美国 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广东省测试分析

 

广东 
275 高效液相色谱仪 1200 美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276 液相色谱仪 HP-1100 美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277 高效液相色谱系统 Waters e2695 美国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278 超高效液相色谱 1290 Infinity 美国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279 制备色谱仪 SD-SFCI4-2 美国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280 高效液相色谱 1260 美国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281 高效液相色谱仪 1100 美国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282 核苷酸片段分析系统 3500B 美国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283 遗传基因分析系统 CEQ8000 美国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284 CO2 超临界萃取仪 7680T 美国 广东医学院 广东 
285 高效液相色谱仪 HP1100 美国 广东医学院 广东 
286 毛细管电泳系统 P/ACEMDQ 美国 广东药学院 广东 
287 半制备高效液相色谱仪 2535-2489 美国 广东药学院 广东 
288 高效液相色谱仪 e2695 美国 广东药学院 广东 
289 高精度分析型液相系统 2695 美国 广东药学院 广东 
290 超高压液相色谱仪 WATERS 美国 广东药学院 广东 
291 高效液相色谱仪 1200 美国 广东省食品工业研究所 广东 
292 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1100 美国 广州医药研究总院 广东 
293 高效液相色谱仪 Ultimate 3000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轻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广西 
294 气相色谱仪 450-GC/CP-8400/SHS-40 型 德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轻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广西 
295 离子色谱仪 ICS-900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轻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广西 
296 纳升级液相点板系统 TEMPOLCＭALDI 美国 广西大学 广西 
297 二维液相色谱分离仪 ProteomeLabPF-2D 美国 广西大学 广西 
298 毛细管电泳系统 Agilent 3D CE 美国 广西大学 广西 
299 液相色谱系统 AKTA EXPLORER 美国 广西大学 广西 
300 液相层析系统 AKTA  Pilot 美国 广西大学 广西 
301 中高压层析系统 Biopic Duo Flow pathfinder 20System 美国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302 P/ACE MDQ 毛细管电泳系统 P/ACE MDQ 美国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303 全自动毛细管电泳仪 CAPILL ARYS2 法国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304 气相色谱仪 GC-14A 日本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305 制备纯化液相色谱系统 安玛西亚－100 型 瑞典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306 高效液相色谱仪 沃特斯 2695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307 高压液相制备分离纯化系统 GX-281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308 液相色谱仪 Waters 2695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广西 
309 高效液相色谱系统（二极管） Waters 1525 美国 广西科学院 广西 
310 离子色谱仪 ICS-3000 美国 广西科学院 广西 
311 1525Waters 分析型液相色谱仪 1525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药研究院 广西 
312 气相色谱仪 CP3800 荷兰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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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制备液相色谱系统 SD-2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广西 
314 制备液相色谱系统 SD-1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广西 
315 高效液相色谱仪 240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广西 
316 制备液相色谱系统 218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广西 
317 气相色谱/离子阱质谱联用仪 ThermoFisher ITQ900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 广西 
318 高效液相色谱仪 Ultimate3000 日本 广西壮族自治区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广西 
319 毛细管电泳仪 P/ACE NDQ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

 

广西 
320 快速制备色谱 Pre218 美国 海南大学 海南 
321 氨基酸分析仪 A300 德国 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海南 
322 气相色谱仪 6890N 美国 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海南 
323 气相色谱仪 7890FPD 美国 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海南 
324 高效液相色谱仪 ULTIMATE3000 美国 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海南 
325 高效液相色谱仪 1290Serilent 美国 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海南 
326 气相色谱仪 7890 美国 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海南 
327 蒸发光散射检测器 1260 美国 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海南 
328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日本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 
32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日本 重庆文理学院 重庆 
330 气质联用仪 GC-MS-QP2010Uitra 日本 重庆食品工业研究所 重庆 
33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日本 重庆市日用化学工业研究所 重庆 
332 液相色谱仪 1100 美国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重庆 
333 离子色谱仪 ICS-3000 美国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重庆 
334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ACQUITYUPLC 美国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重庆 
335 GC-MS/MS 质谱联用仪 Agilent 7890A/7000B(12305805) 美国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重庆 
336 制备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 2545Q 美国 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 重庆 
337 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2695 美国 重庆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重庆 
338 气相色谱仪 6890 美国 重庆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重庆 
339 液相色谱仪 1100 美国 重庆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重庆 
340 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2695 美国 重庆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重庆 
341 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100 美国 重庆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重庆 
342 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e2695 美国 重庆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重庆 
343 气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仪 Thermo TSQ Quantum GC 美国 重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

 

重庆 
344 凝胶色谱气质联用仪 GPC-GC/MS 岛津 LC-20A/GCMS-QP2010 日本 重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

 

重庆 
345 全自动凝胶色谱仪 Accuprep MPS & Accuprep Online & SPE 美国 重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

 

重庆 
346 液相色谱仪 DIONEX UltiMate 3000 德国 重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

 

重庆 
347 离子色谱仪 DIONEX ICS-3000 美国 重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

 

重庆 
348 高效液相色谱仪 LC20A 日本 西华大学 四川 
349 高温凝胶色谱仪 PL-GPC220 英国 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 
350 三重串联四极杆质谱联用系统 1290infinity-6460 美国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四川省中药研究

 

四川 
351 液相色谱仪 HP1100 美国 成都中医药大学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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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电泳仪 P/ACE MDQ 美国 成都中医药大学 四川 
353 气相色谱仪 6890N 6890N 美国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分析测试中心 四川 
354 液相色谱仪 WATERS 美国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分析测试中心 四川 
355 气相色谱仪 450-GCVARIAN 450-GCVARIAN 美国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分析测试中心 四川 
356 液相色谱仪 AGILENT1200 AGILENT1200 美国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分析测试中心 四川 
357 液相色谱仪 1100 美国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分析测试中心 四川 
358 便携式气相色谱仪 940-251-62 美国 南充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四川 
359 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100 美国 贵州大学 贵州 
360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UPLC HC lass 美国 贵阳中医学院 贵州 
361 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UPLC HC lass 美国 贵阳中医学院 贵州 
362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UPLC HC lass 美国 贵阳中医学院 贵州 
363 超快速高分离度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290 美国 贵阳中医学院 贵州 
364 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1100 美国 贵阳中医学院 贵州 
365 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 e2695 美国 贵州省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 贵州 
366 液相色谱仪 2695 美国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云南 
367 6890N 6890N 日本 云南农业大学 云南 
368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5975C inert MSD 美国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 
369 电子鼻 GC/SAW 联用仪 4200 美国 昆明理工大学 云南 
370 高效液相色仪 820 美国 昆明理工大学 云南 
371 高效液相色谱仪 600 美国 昆明理工大学 云南 
372 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1200 美国 大理学院 云南 
37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UItra 日本 红河学院 云南 
374 高温凝胶渗透色谱仪 PL-GPC220 英国 西北化工研究院 陕西 
375 离子色谱分析装置 DX600 美国 西北大学 陕西 
376 多维液相色谱仪 LC-20AD 日本 西北大学 陕西 
377 液相色谱仪 Alliance 2695 美国 西北大学 陕西 
378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MIAOTOF-Q 高性能 德国 西北大学 陕西 
379 高效液相色谱仪 LC20AD 日本 西北大学 陕西 
380 气相色谱仪 AGILENT 7890 美国 西北大学 陕西 
381 高效液相色谱 600E 美国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陕西 
382 高效色谱仪 waters600 美国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陕西 
383 液相色谱仪 LC-20AD 日本 陕西中医学院 陕西 
384 标本 大熊猫 中国 陕西理工学院 陕西 
385 高纯气体色谱仪 GM592 美国 陕西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陕西 
386 气相色谱仪 7890A 美国 陕西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陕西 
387 毛细管电泳 P/ACE MDQ 美国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 
388 安捷伦液相色谱仪 1260 1260 德国 甘肃省轻工研究院 甘肃 
389 分析/半制备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200 series 美国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贮藏加工研究

 

甘肃 
390 高效液相色谱仪 2695 美国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畜草与绿色农业研究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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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光谱仪 ICAP6300 MFC DUO 美国 宁夏大学 宁夏 
392 微分气液高压液相系统反应装置 LC-MS-2010EV 日本 宁夏大学 宁夏 
393 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 2695 美国 宁夏大学 宁夏 
394 高级蛋白纯化系统(液相色谱） AKTApurifierPH/C 10 美国 宁夏大学 宁夏 
395 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200 美国 宁夏出入境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宁夏 
396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350 美国 宁夏出入境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宁夏 
397 液相色谱仪 Agilent1100 美国 宁夏出入境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宁夏 
398 离子色谱仪 ICS-3000 美国 宁夏出入境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宁夏 
399 气相色谱仪 7890A（NPD） 美国 宁夏出入境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宁夏 
400 液相色谱仪 1260 Infinity 美国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宁夏 
401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ACQUITY 美国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宁夏 
402 离子色谱仪 ICS-3000 美国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宁夏 
403 氨基酸分析仪 S-433D 德国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宁夏 
404 高效液相色谱仪 Alliance E2695 美国 新疆林业科学院 新疆 
405 气象色谱联用仪 Agilent 7890A+5975C 美国 新疆林业科学院 新疆 
406 模拟移动床色谱系统 csep9116 德国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浙江 
407 超高压液相色谱仪 ACQVITY 美国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408 超高压液相色谱仪 ACQVITY 美国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409 高效液相色谱仪 2695 美国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410 超高压液相色谱仪 ACQVITY 美国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411 凝胶渗透浓缩仪 GPC Ultra 10836 美国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412 气相色谱仪 6890N 美国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413 毛细管电泳装置 P/ACE MDQ 美国 宁波市医学科学研究所 浙江 
414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C-2000 Waters 2695 美国 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 浙江 
415 高效液相色谱仪 2695 美国 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 福建 
416 高效液相色谱仪 岛津 SHIMADZU LC-20A 日本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417 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100 美国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418 制备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600E 美国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419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Agilent 7500Cx 美国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420 纳升二维液相蛋白分离系统 Ultimate 3000 Nano LC 美国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421 变性高效液相色谱仪 Wave 4500 美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422 液相色谱仪 1200 纳流色谱 美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423 超高压液相色谱仪 ACQUITY UPLC 美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424 变性高效液相色谱仪 Wave 4500 美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425 单细胞微量分析系统 Guava EasyCyte MiNi 美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426 超高压液相色谱仪 ACQUITY UPLC 美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427 超高压液相色谱仪 ACQUITY UPLC 美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428 液相蛋白芯片分析仪 Workstation 200 美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429 高效液相色谱仪 1200 美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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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薄层色谱扫描仪 SCANNER  3 瑞士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 
431 高效液相色谱仪 Alliance 2695-2998 美国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 
432 气相色谱仪 CP-3800 美国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 
433 离子色谱仪 ICS-3000 美国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 广东 
434 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 ACQUITY UPLC 美国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 广东 
435 气相色谱仪 Agilent 7890A 美国 济南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山东 
436 色质联机 GCMS-QP2010 日本 济南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山东 
437 离子色谱仪 ICS-1500 美国 济南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山东 
438 高效液相色谱仪 LC-20A 日本 济南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山东 
439 色质联机 GCMS-QP2010nc-Plus 日本 济南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山东 
440 便携式快速气相色谱仪 HERACLES FLASH E-NOSE 法国 济南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山东 
441 自动常温凝胶色谱仪 ALLIANCF 2695 美国 石河子大学 新疆 
442 液相色谱仪（1260） 安捷伦液相色谱仪 1260 美国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农业科学研

 

新疆 
443 气相色谱仪（7890）A 7890A 气相色谱仪 美国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农业科学研

 

新疆 
444 气质联用仪 Agilent 5975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北京 
445 液相色谱仪 Waters 2695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北京 
446 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仪 Vevo TQ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北京 
44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北京 
448 高效液相色谱 Waters e2695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浙江 
449 毛细管电泳仪 P/ACEMDQ 德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浙江 
450 快速工艺开拓液相色普系统 GE/AKTAe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黑龙江 
451 高效液相色谱仪 e2695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 甘肃 
452 GE 蛋白液相色谱 AKTA explorer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 北京 
453 高效液相色谱仪 LC-6AD 日本 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 北京 
454 高效毛细管电泳系统 P/ACE MDQ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北京 
455 离子色谱仪 ICS-3000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北京 
456 离子色谱仪 ICS3000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北京 
457 液相色谱仪 Allance 2695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北京 
458 气质联用仪 7890A/ 日本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

 

北京 
459 液质联用仪 G6410BA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

 

北京 
460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系统 Waters ACQUITY UPLC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上海 
461 双向荧光差异电泳系统 600V/400A/0—40℃ 瑞典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北京 
462 气相色谱与质谱联用仪 QP-5050A 日本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北京 
463 高效液相色谱仪 1100HPLC 德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北京 
464 离子色谱仪 ICS-3000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北京 
465 液相色谱仪 Acquity UPLC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北京 
466 自由流电泳系统 AKTA AVANT25 GE HEALTHCARE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 北京 
46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 Agilent 7890A/5975C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 北京 
468 薄层色谱 Linomat5-ADC2-Scanner3- Digistore2 瑞士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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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ACQUITY UPLC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 吉林 
470 高效液相色谱仪 2695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所 山东 
471 高效液相色谱仪 e2695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所 山东 
472 高效液相色谱仪 2695-2489-2475.柱后衍生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 河南 
473 全自动凝胶色谱净化浓缩系统 AccuPrep.AccuVap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 河南 
474 便携式色谱仪 美国 EST 4300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北京 
475 凝胶渗透色谱仪 GPC-120 英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研究所 浙江 
476 蛋白双向电泳系统 IPGPHOR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北京 
477 变性高效液相色谱仪 AKTA AVANT 25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北京 
478 液相色谱仪 AKTA AVANT 25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北京 
479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2010A 日本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北京 
480 超高压液相色谱 Ultra Performance LC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北京 
481 快速电泳系统 PHASTSYSTEM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北京 
482 分析型快速蛋白液相系统 AKTAPURIFIER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北京 
483 制备型快速蛋白液相系统 AKTAPURIFIER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北京 
484 毛细管电泳仪 P/ACEMDQ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北京 
485 分析型快速蛋白液相系统 AKTAPURIFIER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北京 
486 离子色谱仪 ICS-3000 美国 中国气象局乌鲁木齐沙漠气象研究所 新疆 
487 离子色谱仪 戴安 ICS-3000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分析测试中心 海南 
488 液相色谱仪 WATERS ACQUITY UPLC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分析测试中心 海南 
489 高效液相色谱仪 组合型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分析测试中心 海南 
490 双向荧光差异凝胶电泳系统 GE/AKTAprimePlus 等 瑞典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

 

海南 
491 色谱分析系统 7890A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

 

海南 
492 气质联用系统 7890A+5975C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

 

海南 
493 制备液相系统 ULtiMate 3000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

 

海南 
494 离子色谱仪 万通 828 858 瑞士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广东 
49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Plus 日本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广东 
496 液相色谱仪 waters 2695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广东 
497 高效液相色谱仪 HP-1100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广东 
498 分析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Alliance 2695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广东 
49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5050A 日本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广东 
500 毛细管电泳仪 P/ACEMDQ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

 

海南 
501 高效液相色谱仪 ALLiance E26954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

 

海南 
502 气相色谱仪 7890A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北京 
503 离子色谱仪 ICS3000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 江苏 
504 脉冲电泳仪 a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 江苏 
505 超高压液相色谱仪 Acquity UPLC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上海 
506 气相色谱仪 7890A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上海 
507 液相色谱仪 1200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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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 离子色谱仪 ICS-2000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 黑龙江 
509 自由流电泳系统 FFE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 黑龙江 
510 高分辨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BSCIEX 5500QTRAP 新加坡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山东 
511 凝胶色谱分离/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PC-GCMS 日本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山东 
512 气相色谱仪 7980A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山东 
513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Acquity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山东 
514 多功能液相色谱分析系统 ICS-3000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山东 
515 液相色谱仪 e2695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 广东 
516 液相色谱仪器 1200 系列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 广东 
517 液相色谱仪器 2695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 广东 
518 超快速气相色谱气味分析仪 HERACLES 法国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北京 
519 超快速气象色谱气味分析仪 HERACLES 法国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北京 
520 纳升级液相色谱仪 UPLC/LC-30A 日本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521 离子色谱仪 ICS-5000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522 超临界流体色谱仪 Investigator Analytical/Semi-Prep SFC System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523 戴安 ICS5000 型离子色谱仪 ICS5000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524 高稳定度连续自由流电泳装置 hsffe-412 中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525 制备液相色谱仪 waters2545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526 离子色谱仪 ICS5000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527 毛细管电泳仪 PA800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528 液相色谱仪 Agilent1100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529 超高压液相色谱仪 09HK11NMT5209479/3489611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530 高效液相色谱仪 ALLIANCE2695 美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53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5975c 美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532 二维液相色谱仪 Agilent 2D LC 德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533 全二维气质联用仪 GC/MS-QP2010 ULTRA 日本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534 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200 美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535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AcquityUPLC 美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536 凝胶色谱仪 PL-50 英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537 离子色谱仪 ICS-3000 美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538 凝胶色谱质谱联用仪 GPC-GC/MS-QP2010 ULTRA 日本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539 凝胶色谱仪 GPC VAR10 德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540 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100 SERTES 美国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541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ACQUITY IEF 新加坡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542 双向电泳系统 PROTEAN IEF 美国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543 高效液相色谱仪 2796 美国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北京 
544 全自动高效液相层析系统 AKTA pilot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45 液相色谱-分子量测定联用仪 Agilent 1260-6460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46 离子色谱仪 ICS-3000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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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48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hermo Trace GC/ISQ MS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49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 H-Class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50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H-CLASS 美国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551 超高效液相色谱系统样机 Acquity 美国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552 高温凝胶渗透色谱仪 PL-220 英国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553 二维高压制备液相色谱系统 2D-250 德国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554 凝胶渗透色谱仪 GPC-120 中国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555 高温凝胶色谱仪 PL-GPC220 英国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556 循环制备液相色谱 LC-9104 日本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557 液相色谱系统 AKTA EXPLORER 10S 美国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558 高性能测试系统 5982 美国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559 液相色谱仪 2545 型制备色谱 美国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四川 
56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PlarisQ GC/MS 美国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四川 
561 气质联用仪 无 英国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 
562 液相色谱 无 美国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 
563 高效液相色谱仪 安捷伦 129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 
564 研究型离子色谱仪 Dionex 6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565 二维荧光差异凝胶系统 FRAC-920 瑞典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566 气相色谱系统 安捷伦 7890A-5975 德国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567 液相色谱仪 1100 德国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568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7890A/5975C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56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日本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57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SATURN 22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571 全二维气相色谱仪 LECO 牌-GCXGC 型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572 气相色谱系统 AGILENT 6890N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57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SHIMADZU GC-MS-QP2010Plus 日本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574 气相色谱仪、液相色谱仪 SHIMADZUGC-2010、LC-20A 日本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57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6890N/5975B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576 色质联用仪 Platform II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57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日本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578 毛细管电泳系统 P/ACE MDQ 德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广东 
579 制备兼分析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GILSON CLC HPLC 法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广东 
580 常压液相色谱仪 ProSTARHPLC SYSTEM 美国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京 
581 液相色谱仪 1100hplcgyem 美国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京 
582 离子色谱仪 ICS 25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山东 
583 等电聚焦制备电泳系统 无 美国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山东 
58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7890A/5975C 美国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山东 
585 离子色谱仪 ICS-5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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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540AA 美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587 三重四级气质联用仪 TSQGC2010 TSQ Quantum XLS 美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588 液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联用仪 UltiMate？ 3000 MicrOTOF II 德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589 气相色谱仪—全细胞脂肪酸分析仪 GC6890N、7890A 美国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广东 
590 高精度高效液相色谱系统 2695 型 美国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广东 
591 高压液相色谱 LC-9104 日本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592 高温凝胶色谱 GPC2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593 气相色谱-质谱仪 GC-MS-QP-2010C 日本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594 液相色谱仪 岛津 LC-20AD 日本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595 双向电泳系统 ETTAN DIGE 美国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云南 
596 超高压液相色谱三重四极杆串联质谱联用仪 XEVO TQ-S 英国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 
597 高压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1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 
598 高分辨四极杆/飞行时间质谱仪 microTOF QⅡ 德国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甘肃 
599 真空冷阱系统 PFC 552HC 型真空冷阱系统 英国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甘肃 
60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5973I 美国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甘肃 
60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5973N 美国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甘肃 
602 高温凝胶色谱仪 PL-GPC220 英国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浙江 
603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1260-6120 美国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北京 
604 离子色谱仪 ISC25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北京 
605 QP201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QP2010 日本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 青海 
606 液相色谱-电喷雾线性离子阱质谱 Finnigan LTQ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上海 
60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Varian CP 3800 Saturn 22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上海 
608 气相色谱/质/质谱联用仪 4000 型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609 超高压液相色谱仪 1260 1260 德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610 毛细管电泳仪 *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611 三重四极杆多极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300-MS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612 高效液相色谱仪 LC-9201 日本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613 循环制备液相色谱仪 LC-9201 LC-9201 日本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614 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离子化飞行时间/飞行时间

 

无 日本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61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CP3800/SATURN2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616 高效液相色谱仪 600E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617 高温凝胶色谱仪 Aliance GPC2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618 循环制备色谱仪 LC-9210 LC-9210 日本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619 气相色谱-质谱仪 无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620 高温凝胶色谱仪 PL-GPC220 PL-GPC220 英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621 高效液相色谱仪 BioCAD 700E 美国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辽宁 
622 离子色谱仪 ICS-5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辽宁 
623 超临界萃取气相色谱仪 7680a 美国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辽宁 
624 毛细管电泳仪 P/ACE 5510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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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荧光差异凝胶电泳平台 Typhoon 94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626 二维液相色谱-双压线性离子阱质谱联用仪 TSQ vantage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627 高效毛细管电泳仪 PA8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628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湖北 
629 气质联用仪 Agilent 7890A/7200 Q-TOF 美国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630 两维电泳系统 Bio-Rad PROTEAN IEF 美国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631 液质联用仪 Agilent1260/646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632 分析型高压液相色谱仪 1525 美国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633 离子色谱仪 DX-6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63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 ISQ 美国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湖北 
635 高效离子色谱仪 ICS-5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636 库伦阵列高校液相色谱系统 DIONEX U5600A+waters 1525 美国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青海 
637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 acquity UPLC SYSTEM 美国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青海 
638 高通量液相色谱仪 2D-2000 德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新疆 
639 毛细管电泳 PA800 plus 美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新疆 
640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ACQUTY UPLC 美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新疆 
641 超高效液相色谱系统 Agilent 129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新疆 
64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3171A 美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643 液相色谱系统 AKTA100 瑞士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644 台式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urbomass 美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645 气质联用仪 Agilent 7000B 美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646 圆二色谱仪 Chirascan 英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647 气相色谱仪 HP5890II 美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648 液相色谱仪 Advance Splitless Nano 美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649 高效液相色谱系统 Alliance 2695 美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650 制备液相色谱系统 Waters 2545Q 中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651 凝胶渗透色谱仪 PL GPC-210 英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 
652 多维气相液相组合式质谱联用系统 AGILENT 6460,7890A-5975C,6538 中国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 
653 毛细管电泳仪 MDQ 美国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654 制备色谱系统 GX-281 美国 国际竹藤中心 北京 
655 气相色谱-质谱仪 6890N-5973I GC/MSD 美国 国际竹藤中心 北京 
656 高效液相色谱仪 Alliance 2695 HPLC 美国 国际竹藤中心 北京 
657 高效液相色谱仪 Alliance 2695 HPLC 美国 国际竹藤中心 北京 
658 纳升级/毛细管液相色谱 Ultimate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部） 北京 
65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6890N/5973N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

 

江苏 
660 液相色谱系统 ＨＰＬＣ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北京 
661 纳升级/毛细管液相色谱 Ultimate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北京 
662 高效液相色谱仪 组件 日本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北京 
663 凝胶渗透色谱 LC—10AVP 日本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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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 气相色谱-质谱连用仪 T230L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

 

北京 
665 离子色谱仪 ICS-3000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

 

北京 
666 分析型超临界流体色谱仪 SD-SFC14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

 

北京 
667 毛细管电泳系统 MDQ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昆虫研究所 云南 
668 超快速纳升级液相色谱仪 Ultimate 3000 美国 暨南大学 广东 
669 分析型液相色谱仪 Agilent1100 美国 暨南大学 广东 
670 气质联用仪 7890A-5975C 德国 暨南大学 广东 
671 液相色谱仪 1200 德国 暨南大学 广东 
67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 GC-MS 美国 暨南大学 广东 
673 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100 美国 暨南大学 广东 
674 毛细管电泳仪 Beckman Couiter 美国 暨南大学 广东 
675 离子色谱仪 ICS-2500 美国 暨南大学 广东 
676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Finningan Trace DSR 美国 暨南大学 广东 
677 液相色谱仪 Agilent1200 美国 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 北京 
678 离子色谱仪 ICS-2500 美国 成都地质调查中心（成都地质矿产研究

 

四川 
679 气相色谱-质谱仪 VARIAN 240 美国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北京 
680 制备中压液相色谱仪 15A 德国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北京 
681 离子色谱仪 DX600 美国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北京 
682 超高压液相色谱仪 UPBINARY 美国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北京 
683 离子色谱仪 戴安 ICS3000 美国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

 

河北 
684 气相色谱仪 GC2014 日本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北京 
685 液相色谱仪 LC-10ADSP 日本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北京 
686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 广西 
687 高效液相色谱（UPLC)系统 ACQUITY UPLC 美国 大连海事大学 辽宁 
688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GC/MS 丹麦 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 天津 
689 高效液相色谱四极杆-飞行时间质谱联用仪 UPLC-Xevo G2 Qtof 英国 北京大学 北京 
69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GC7890A/MS5975C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69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5975C 德国 北京大学 北京 
69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15975C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69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HP6890/5973N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694 高效液相色谱仪 HP1100 系列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695 二维液相色谱仪 XTS-2D-AS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696 气相色谱-质谱仪 93000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697 离子色谱 ICS-2500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698 制备液相色谱仪 Aglilent 1100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699 毛细管电泳系统 P/ACE MDQ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70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Gc. PolarisQ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701 高效液相色谱仪 UltiMate 3000 德国 北京大学 北京 
702 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  Dalta600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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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plus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70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5973N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70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706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N/5973N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707 毛细管电泳/质谱联用仪 CE3D/MSD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708 毛细管电泳系统 P/ACE MDQ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709 液相色谱仪 e2695 型,0-5000PSI/0.1-10ml/min/二级管阵列

 

美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710 色谱质谱联用仪 micrOTOF-Q II-Agilent 1290,四级杆、50-20000m/z,1

 

美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711 在线色-质联用反应系统 FID，TCD，-400℃/200amu,&lt;100ppm 美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712 色谱质谱联用仪 四级杆、50-20000m/z,1μL-1mL/min 美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713 化学吸附/质谱联用仪 FID/TCD，-400 度/200amu，小于 100pm 美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71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 扫描速度 10000amu/s 质量范围

 

日本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715 电泳凝胶成像分体系统 FluroChem 美国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716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日本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71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Voyager GC/MS 美国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718 离子色谱 IC3000 美国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719 离子色谱仪 ICS-3000 美国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720 蛋白质液相色谱系统 AKTA-PURIFIER100-* 瑞士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721 气象色谱/质谱仪 7890A/5975C 美国 长安大学 陕西 
722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B11CHA271G 美国 长安大学 陕西 
72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岛津 GCMS-QP2010 日本 长安大学 陕西 
72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HP6890 美国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725 高效液相色谱 -质谱联用 HP1100LC/MSD 美国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726 激光诱导荧光高效液相色谱仪 1525-2487-2475 美国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727 超高液相色谱仪 Acquity 美国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728 液相色谱仪 EUSD2000 美国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729 液相色谱仪 LC-9101 日本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730 液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联用仪 G6224A 美国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731 红外光谱/气相色谱联用仪 NEXUS EURO 美国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732 离子色谱仪 DIONEX ICS-5000 美国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733 气相色谱/三重串联四极杆质谱联用仪 7000B 美国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73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分析仪 Trace ISQ 美国 东北大学 辽宁 
73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分析仪 Trace ISQ 美国 东北大学 辽宁 
736 超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 UPLC 美国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73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240 美国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738 高效液相色谱仪 1525 美国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739 高压液相 2695 中国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740 制备液相系统 Delta600 美国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741 液相色谱仪 600 美国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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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液相色谱 waters600 型 美国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74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URBOMASS 美国 东南大学 江苏 
744 高温凝胶色谱仪 PL-GPC220 英国 东南大学 江苏 
745 毛细管电泳仪 BioFocus 3000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746 油相/水相凝胶渗透色谱仪 HP 1100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74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Finnigan Voyager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748 高效液相色谱仪 1525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749 高效液相色谱仪 1100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750 二维液相色谱仪 lc-packing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751 高效液相色谱仪 1100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752 高效液相色谱仪 LC20AD 日本 复旦大学 上海 
753 液相分离点靶串联飞行时间质谱分析系统 5800 MALDI TOF/TOF 新加坡 复旦大学 上海 
754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 ABI3000*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755 串联飞行时间质谱仪 Maldi TOF/TOF 型 德国 复旦大学 上海 
756 气相色谱-质谱仪 7890A-5975  CEI/CI 自动进样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757 离子色谱仪 ADI-2080  检测线≥0.05μg/m3 荷兰 复旦大学 上海 
758 高效液相色谱仪 1200* 德国 复旦大学 上海 
759 纳升级超高压液相色谱仪 NanoAcquityUPLC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760 超高效液相色谱-四级杆串联飞行时间质谱仪 Synapt G2MS 型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761 色谱质谱联用仪 4000Q TRAP 新加坡 复旦大学 上海 
762 高效液相色谱仪 E2695 美国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763 高效液相色谱 Hitachi L-2000 日本 湖南大学 湖南 
76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 日本 湖南大学 湖南 
765 毛细管电泳仪 P/ACE MDQ 美国 湖南大学 湖南 
766 电泳及成像系统 VDS—CL 瑞典 湖南大学 湖南 
76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ultra 日本 湖南大学 湖南 
768 液乡色谱质谱联用仪 1200-6120B 美国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 
76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 DSQII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770 气相色谱仪质谱联用仪 AGILENT 6890/5973N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771 气质联用仪 * 中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77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SATURN2100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773 离子色谱仪 ICS-2500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774 凝胶色谱仪 1100 型 美国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775 制备液相色谱系统 Prepstar 218 中国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776 凝胶色谱-气质联用仪 GPC GCMS-QP2010 Ultra 日本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77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DS&II 美国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778 多功能离子色谱仪 ICS-5000 美国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779 气相色谱-质谱仪 7890A-5975C 型 美国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780 离子色谱仪配件 ICS-3000 型 美国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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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 多功能离子色谱 DIONEX ICS-3000 美国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782 多功能离子色谱仪 ISC-3000 美国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783 气相色谱仪 SATURN2100T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784 凝胶分析系统 IMAGE SCANER II、TYPHOON 9440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785 双向电泳系统 IPGphore II 、 dalt six、 DALT twelve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786 库阵列电位化学高效液相 5600A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787 便携式气相色谱仪 micro-GC 3000A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788 高效液相色谱仪（2695） Waters 2695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789 高分辨凝胶净化系统 WatersⅢ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79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A-QP2010 日本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791 毛细管电泳仪 P/ACETM MDQ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79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STURN 2000 ICP-3800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79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日本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794 高效液相色谱仪 Prostar 230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795 气相色谱-质谱仪 CP-3800/SATURN2200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796 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 2690 系列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797 毛细管电泳仪 P/ACE TM MDQ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798 气相色谱-质谱连用仪 GC6890-MSD5975B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799 毛细管电泳仪 P/ACE-MDQ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800 高效液相色谱仪 Prostar 230/330/360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801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ACQUIYUPLC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802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UPLC H-CLASS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80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5975C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80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 DSQ-MASSTRACE DSQ-MASS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805 液相色谱仪 DIONEX ULTIMATE3000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806 诊断试纸条点样仪 AD3200+700A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807 液相色谱仪 2695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808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5975C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80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 DSQ-Mass 美国 吉林大学 吉林 
81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 MS 美国 吉林大学 吉林 
811 微型胶电泳系统 WESTEPN 美国 吉林大学 吉林 
81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 MS/GC 英国 江南大学 江苏 
813 液相层析系统 AKTA purifer System 瑞典 江南大学 江苏 
814 毛细管电泳系统 P/ACE MDQ 美国 江南大学 江苏 
815 高效液相色谱仪 1100 美国 江南大学 江苏 
816 荧光双向电泳系统 Ettan 2D 美国 江南大学 江苏 
817 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四级杆质谱联用仪 UPLC-TQD 美国 江南大学 江苏 
818 离子色谱仪 ICS5000 美国 江南大学 江苏 
819 高效液相色谱仪 2767 美国 江南大学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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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 双向荧光差异凝胶电泳 TYPLLOON 美国 江南大学 江苏 
821 气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仪联用仪 5975i GC/MS 美国 江南大学 江苏 
822 三重四级杆气质联用仪 TSQ Quantum XLS 美国 江南大学 江苏 
823 液相色谱四极飞行时间串联质谱联用仪 MALDI SYNAPT MS 美国 江南大学 江苏 
824 快速纯化液相色谱系统 AKTA avant 25 美国 江南大学 江苏 
825 气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仪 1200L/GC-MS-MS 美国 江南大学 江苏 
826 液相色谱仪 Waters 2996 美国 兰州大学 甘肃 
827 液相色谱仪 Waters 2996 美国 兰州大学 甘肃 
828 离子阱质谱仪/液相色谱仪 Esquire6000 美国 兰州大学 甘肃 
829 低压电泳仪 P/SCE MOQ 美国 兰州大学 甘肃 
830 高效液相色谱仪 LC-10ATVP 日本 兰州大学 甘肃 
831 离子色谱仪 ICS-2500 美国 兰州大学 甘肃 
83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N /5973I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83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834 高效液相色谱仪 Alliance2695 新加坡 南京大学 江苏 
835 气相色谱-质谱仪 GCMS-2010 日本 南京大学 江苏 
836 凝胶渗透色谱仪 PL-GPC 120 Plus 英国 南京大学 江苏 
837 多检测凝胶色谱仪 M515/DAWN/30mw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838 超高压液相色谱仪 1200 infinity Series 美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839 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平台（一期） * 中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840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UPLC H-class 美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841 气相色谱--四极杆质谱仪 320-MS GCMS 美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842 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 德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843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MS-2020 日本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844 超高压处理系统 S-FL-850-09-W 英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845 高效液相色谱仪 E2695 美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846 高效液相色谱仪 HPLC1200 美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847 二维液相色谱 2D-LC 美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848 离子色谱仪 ICS-5000 中国 南开大学 天津 
84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清华大学 北京 
850 离子色谱 ICS2000 美国 清华大学 北京 
85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HP5937 美国 清华大学 北京 
852 毛细管电泳仪 P/ACE MDQ 美国 清华大学 北京 
853 气相色谱仪 GC6890 美国 清华大学 北京 
85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FINNIGAN TRAE DSQ GC 美国 清华大学 北京 
85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GC-5975CMSD 美国 清华大学 北京 
856 气相色谱质谱 GC/MS-QP2010c QP2010c 日本 山东大学 山东 
857 2D 电泳图像系统 ETTAN IPGPHOR3 二维双向 日本 山东大学 山东 
858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 QP2010 日本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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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9 三重四极杆气质联用仪 Thermo Quantum XLS 美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860 高效液相色谱仪 Alliance e2695 美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861 超高效液相 1290 德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862 超临界流体装置 PEA-30  PCA-50  RESS-50 美国 天津大学 天津 
863 气相色谱 DSQ GS/MS 美国 同济大学 上海 
864 气相色谱 6890 美国 同济大学 上海 
865 改良二维气相色谱仪 TCD-PDHID-FID 中国 同济大学 上海 
866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GC6890-5975I MS 美国 同济大学 上海 
867 离子色谱仪 ICS-5000 美国 同济大学 上海 
868 三重四极杆气质联用仪 TSQ Quantum XLS 美国 同济大学 上海 
869 离子色谱 3000 美国 同济大学 上海 
87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450-GC 320-MS 美国 武汉大学 湖北 
871 离子色谱仪 ICS2500 美国 武汉大学 湖北 
872 毛细管电泳、质谱联用系统 P/ACE MDQ, LCQ advantage 美国 武汉大学 湖北 
873 高效液相/凝胶渗透色谱 14--2695 美国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87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ultra 日本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875 毛细管电泳系统 P/ACE 美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876 三重四极杆液质联用仪 API3200 LC-20A 美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877 色谱仪 (gc6890)G1530A 美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878 高效液相色谱仪 Coulochem-II 美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87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ISQ 美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880 毛细管电泳仪 P/ACETm MDQ 美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881 高效液相色谱仪 LC-2010AHT 日本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88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Uitra 日本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883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P12000 美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884 离子色谱分析仪 ICs2500 美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885 毛细管电泳系统 P/ACE MDQ 美国 西南大学 重庆 
886 手性开发毛细管电泳仪 P/ACE MDQ 美国 西南大学 重庆 
887 高效液相色谱仪 Delta600 美国 西南大学 重庆 
888 高效液相色谱仪 e2695 美国 西南大学 重庆 
88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系统 5975C 中国 西南大学 重庆 
890 高效液相色谱仪 1525 美国 西南大学 重庆 
891 毛细管电泳仪 P/ACE MDQ 美国 西南大学 重庆 
892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Q 中国 厦门大学 福建 
893 液相色谱仪 Explorer100 美国 厦门大学 福建 
89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3900/SATUM2100T 中国 厦门大学 福建 
895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ESQUIRE 3000 PLUS 中国 厦门大学 福建 
896 多功能离子色谱仪 ICS-3000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89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 QP2010 Plus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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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8 气质连用仪 Agilent 5973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899 模拟移动床色谱 自制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900 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2695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901 液相色谱仪 HP110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902 串联质谱联用仪 Agilent 7000B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903 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110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904 凝胶渗透色谱仪 WATERS 1525/2414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905 高效液相色谱仪 120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906 气质联用仪 GC-MS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907 气相色谱质谱 CP-380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908 电泳仪 P/ACE MDQ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909 超临界流体色谱仪 JASCO-2080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910 离子色谱仪 ICS200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911 HPLC 系统 2695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912 高效液相色谱仪 COILLCHEM-III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913 毛细管电色谱 2010GV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914 二维液相色谱仪 2DLC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915 并联气相气谱仪 GC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916 液相色谱仪 高效安捷伦 110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917 凝胶渗透色谱仪 PL-GPC-5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918 中压液相色谱系统 BUCHIB-680 瑞士 浙江大学 浙江 
919 气质联用分析仪 HP-5973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920 液相色谱仪 UPLC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921 气相色谱高分辨飞行时间质谱联用仪 GCT Premier GC-TOFMA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92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923 高效液相色谱仪 5600A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924 并联气相气谱仪 GC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925 二维纳升液相色谱-三重四级杆线性离子阱复

 

LC Qtrap 400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926 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仪 QUATTRO PREMIER XE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927 二维纳升级液相色谱仪 X''TREME SIMPLE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928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PLUS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92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 G1530N/G3172A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930 高温凝胶色谱仪 PL-GPC220 英国 浙江大学 浙江 
931 多维色谱分析仪 MDLC 瑞典 浙江大学 浙江 
932 荧光双向电泳系统 Typhoon trio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933 高温凝胶色谱 430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934 液相色谱一位谱联用仪 AGILENT 110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935 高效液相色谱仪 Alliance e2695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936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 Acquity UPLC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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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7 气相色谱仪 HP-6890 美国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938 气相色谱-质谱仪 Agilent 6890-5973N MSD 美国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939 毛细管电泳仪 P/ACEMDQ 美国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94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PLUS 日本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94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5975C 美国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942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飞行时间质谱仪 GBC Optimass9500 澳大利亚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943 高效液相色谱仪 215-analysis-prep 法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944 离子色谱仪 ICS-3000 美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945 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100，* 美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946 连续色谱分离装置 SEPTOR，20-4 中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947 液相色谱仪 LC-6AD 日本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948 液相色谱仪 1100 美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949 液相色谱仪 Ultimate3000 DGLC 中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950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1200SL-6410B 美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951 毛细泵液相色谱仪 1260 Infinity Capillary LC 德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952 四元泵液相色谱仪 1260 Infinity 德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953 气相色谱仪 7890-AGC-PFC 德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954 快速高分离度液相色谱仪 1200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955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仪 Agilent 1260/6460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956 气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仪 Agilent 7890A/7000B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957 气相色谱-离子阱质谱联用仪 450GC-240MS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958 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260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959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260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960 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260 HPLL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961 离子色谱仪 Ics-3000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96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963 二维液相蛋白分离系统 Proteomel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964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1260/6460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96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７８９０Ａ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966 离子色谱仪 ICS-1500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967 飞行时间质谱联用仪 4DGCXGC-TOFMS 美国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968 气相色谱-质谱连用仪 5890-5973I 美国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969 气相色谱仪 Agilen7890A-NCD 美国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970 气相色谱仪 Agilen7890A-SCD 美国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971 气相色谱仪 GCMS-QP2100 日本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972 毛细管电泳仪系统 1100 美国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973 高效液相色谱仪 1100 美国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974 高效液相色谱仪 LC1100 美国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975 毛细管液相色谱仪 1100 美国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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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6 液相色谱系统 安捷伦 Chip-LC 美国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977 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100 Capillary LC 美国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978 液相色谱仪 岛津 LC20A 日本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97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2010U1TRA 日本 中南大学 湖南 
980 气质联用仪 5975C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981 超快速液相色谱仪 WATERS  ACQUITY.TM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982 快速纯化液相色谱仪 AKTA Purifier 10 中国 中南大学 湖南 
983 库仑陈列电化学高效液相色谱仪 5600A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984 高温凝胶色谱仪 Polymer PL-GPC220 英国 中山大学 广东 
985 高温凝胶色谱仪 GPC 2000 美国 中山大学 广东 
986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 DSQ 美国 中山大学 广东 
987 液相色谱仪 2DLC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988 纳升超效液相色谱仪 Acquity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989 二维纳升级 2D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990 凝胶渗透色谱仪 Viscotek 270 英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991 自由流电泳系统 FFE SYSTEM 德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992 高效液相色谱仪（LTQ 前置) Agilent 1200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993 高效液相色谱仪-单极杆质谱联用仪 2695/SQD 爱尔兰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994 荧光差示双向凝胶电泳系统 Typhoon FLA 9500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995 液相色谱仪-串联四级杆-线性离子阱质谱仪 QTRAP 5500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996 高效液相色谱仪 1200 RRLC 德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997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二极管阵列检测器-质谱仪 6130LC-MS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998 制备液相仪 2545 美国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999 离子色谱仪&nbsp ICS-5000 美国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1000 离子色谱仪 M6 美国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01 液相色谱仪 ICS-3000 美国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02 液相色谱仪 HP1100 美国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03 液相色谱仪 1200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 北京 
1004 液相色谱仪 1200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 北京 
1005 荧光差异凝胶电泳系统 Ettan DIGE imager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本部） 北京 
1006 四级杆飞行时间质谱仪 Microtof-QII 德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北京 
1007 二维纳升液相色谱 ultimate3000 2D Nano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北京 
1008 制备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200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北京 
1009 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200 RRLC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北京 
1010 库仑阵列电高效液色谱仪 Model5600A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北京 
101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日本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1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Plus 日本 大连民族学院 辽宁 
1013 高效液相色谱仪 美国安捷伦：1200 型 美国 北方民族大学 宁夏 
1014 气相色谱仪 Clarus580+ Turbomatr 其他 北方民族大学 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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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200 美国 西北民族大学 甘肃 
1016 超高效逆流色谱系统 AKTA TBE300B 美国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 
1017 制备高效液相系统 PREP4000 美国 中南民族大学 湖北 
1018 气相色谱仪（安捷伦 7890A） Agilent 7890A 美国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19 气相色谱仪（岛津 2010） GC-2010 日本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20 液相色谱仪 e2695 美国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21 蛋白双向电泳系统 2-D 瑞典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22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 acquity uplc system 美国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23 全自动凝胶色谱净化系统 GPC ULtra 10836 德国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24 高效液相色谱仪 Shimaozu  LC-IOAT 日本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福建 
1025 离子色谱仪 ICS-2500 美国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福建 
1026 半制备型超临界液体色谱仪 SD-SFCIP4-2 美国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福建 
1027 高效液相色谱仪 ISC-3000 美国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福建 
1028 色谱串联质谱联用仪 6320 型 美国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山东 
1029 高效液相色谱 E2695 美国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中国极地研究所） 上海 
1030 高效液相色谱仪 安捷伦 1200 美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1031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HP1200 美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1032 串接气相色谱-单四极杆质谱联用仪 Agilent 7890/7890-5975 美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1033 液相色谱仪 1100 美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1034 液相色谱仪 HP1200 美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1035 液相色谱仪 WATERS 2695 美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1036 气相色谱四级杆质谱联用仪 TRACE GC ULTRA.DSQⅡ 美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1037 离子色谱仪 ICS-2500 美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1038 制备液相色谱仪 SD-1 美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1039 双通道离子色谱仪 ICS-3000 美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1040 双向电泳系统 PROTEAN IEF 等点聚焦仪；PROTEAN PLUS DODECA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北京 
1041 离子色谱仪 DIONEX ICS-3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福建 
1042 毛细管电泳仪 P/ACE MDQ 美国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福建 
1043 AKTApurifier 100 快速纯化液相色谱系统 AKTApurifier 1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山东 
1044 凝胶色谱仪 HELEOS System 美国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山东 
1045 多功能色谱系统 ICS-3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山东 
1046 HPLC 液相色谱 Waters 2545 美国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山东 
1047 离子色谱仪 ICS-5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山东 
1048 高效液相色谱仪 岛津 SHIMADZU LC-20A 日本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1049 研究级凝胶色谱仪系统 VISCOTEK 270MAX 日本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1050 气相色谱-原子发射光谱联用仪 HP5890IIGC,HP5921AAED 美国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兰州油气资源研

 

甘肃 
1051 气体组分质谱计 MAT271 美国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兰州油气资源研

 

甘肃 
1052 5975C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5975C 美国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山东 
1053 ITQ 900 离子阱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ITQ 9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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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4 5975C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5975C 美国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山东 
1055 UPLC（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Nexera UHPLC LC-30A+SIL-30ACMP 日本 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天津 
1056 离子色谱仪 ICS3000 美国 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湖北 
1057 液相色谱仪 高效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

 

北京 
1058 液相色谱仪 HPLC-1200 德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

 

北京 
1059 快速高分离液相色谱仪 1200 型 美国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 
1060 液相色谱 LC-20A 日本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 
1061 超高液相色谱仪 2695 美国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1062 毛细管电泳仪 P/ACEMDQ32Karat 美国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1063 高效液相色谱仪 LC-20A 日本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1064 离子色谱仪 ICS-2000 美国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1065 凝胶渗透色谱仪系统 AccuPrep MPS 美国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1066 超高压液相色谱仪 Acquity UPLC H-CLASS 美国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1067 制备型液相色谱 U1525EF 美国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1068 薄层色谱分析系统 CAMAG TLC  VisualizerSystem 瑞士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1069 凝胶色谱 PrepElite-GV 美国 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 北京 
1070 液相色谱仪 2545 美国 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 北京 
1071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ACQUITY 美国 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 北京 
1072 离子色谱 ICS 2100 美国 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 北京 
1073 离子色谱 ICS-2000 美国 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 北京 
1074 气相色谱仪 岛津 GC-14A 日本 中国医药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 
1075 液相色谱仪 Agilent1100 美国 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 北京 
1076 超高压液相色谱仪 Flexar15 Flexar15 美国 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所 北京 
1077 液相色谱仪 Aglient 1260 美国 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78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lient 5975C+7890A 美国 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79 WATERS 高效液相色谱仪 Alliance*e2695 美国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108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_AGILENT 7890A/5975C 美国 北京工商大学 北京 
108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_Ultra GC——ISQ 单四极杆质谱 美国 北京工商大学 北京 
1082 电子舌 ASTREE II/LS48 法国 北京工商大学 北京 
1083 制备型液相色谱仪 DELTA 600E 美国 北京印刷学院 北京 
108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7890A/5975C 美国 北京农学院 北京 
1085 高压液相色谱仪 waters alliance 美国 北京农学院 北京 
1086 高压液相色谱仪 * 日本 北京农学院 北京 
1087 离子分析仪 ICS-1100 型 美国 北京农学院 北京 
1088 液相色谱质谱系统 LTQ Orbitrap Discovery 美国 北京农学院 北京 
1089 液质联用仪 uplc/SQD 美国 北京农学院 北京 
109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5700 美国 北京农学院 北京 
1091 气质联用仪 7890A/5975 美国 北京农学院 北京 
1092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lient 1200/6410B 美国 北京农学院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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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3 三重四级杆液质联用系统 6490 美国 首都医科大学 北京 
1094 流式细胞仪 EPICS@XL 美国 首都医科大学 北京 
1095 步入式植物生长箱 BDW 40 加拿大 北京农业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 
1096 步入式植物生长箱 BDW 80 加拿大 北京农业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 
1097 步入式植物生长箱 BDW 120 加拿大 北京农业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 
1098 高压液相色谱 10A-VP 日本 北京市营养源研究所 北京 
1099 离子色谱仪（08-食品营养健康） 无 中国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本级 北京 
1100 液相色谱仪（08-食品营养健康） 无 中国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本级 北京 
1101 高效液相色谱（05-CRO 服务平台） Agilent 1200 中国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本级 北京 
1102 高效液相色谱（05-CRO 服务平台） Agilent 1200 中国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本级 北京 
1103 液相色谱（10 追加-食品营养健康） 1260 中国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本级 北京 
1104 液相色谱仪 UPLC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105 液相色谱仪 UPLC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106 液相色谱仪 LC-20A 日本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107 气相色谱仪 7890A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108 离子色谱仪 850 瑞士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109 气相色谱 GC-2010Plus 日本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110 液相色谱 SI-2 日本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111 液相色谱仪 1260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112 液相色谱仪 1260 制备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113 液相色谱仪 LC-20A 日本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114 液相色谱仪 u-3000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115 气相色谱 GC-2010Plus 日本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116 液相色谱 UPLC-H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117 液相色谱仪 1260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118 液相色谱仪 1260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119 液相色谱仪 1260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120 气相色谱仪 7890A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121 气相色谱 7890A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122 液相色谱 UPLC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123 液相色谱 UPLC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124 液相色谱仪 F3201 日本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125 液相色谱仪 H-class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126 液相色谱仪 chromaster 日本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127 毛细管电泳仪 MDQ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128 液相色谱 1100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129 液相色谱 1100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130 气相色谱 6890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131 液相色谱 UPLC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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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 液相色谱 1200 快速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133 液相色谱 1200 制备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1134 液质联用仪 三重串联 新加坡 天津农学院 天津 
1135 毛细管电泳仪系统 P/ACE MDQ 美国 天津体育学院 天津 
1136 气相色谱仪 Claucs500 美国 天津城建大学 天津 
1137 Alliance 高效液相色谱系统 e2695-2489 美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1138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ACQUITY 美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1139 液相色谱仪 600e 美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1140 纳升液相色谱 戴安 美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1141 二维电泳系统 PROTEAN IEF 美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1142 电泳遗传鉴定分析系统 3500 美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1143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 Hclass 新加坡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1144 高效液相色谱仪 ProStar210 美国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1145 高效液相色谱 1200 德国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1146 毛细管电泳仪 LIF LASER(488nm) 美国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1147 高效液相色谱 LC-10TVP 日本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1148 双向电泳系统 PROTEAN 美国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1149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ACQUITYUPLC 新加坡 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 
1150 超高效液相色谱系统 H-Class 新加坡 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 
1151 毛细管电泳系统 P/ACE MDQ 美国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1152 高效液相色谱 HP1200 美国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1153 液相色谱四极杆飞行时间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Q-TOF 6520 美国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1154 液相色谱仪 Waters  600E 美国 天津市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天津 
1155 高压液相色谱仪 WATERS 600 美国 天津药物研究院 天津 
1156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1200-6300Iontrap 离子阱，ms(n),n=11 中国 河北大学 河北 
1157 液质联用仪 1200-6310 美国 河北农业大学 河北 
1158 气质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河北农业大学 河北 
115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DSQ 美国 河北工业大学 天津 
1160 双向电泳系统 1419405 瑞士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河北 
1161 高效液相色谱仪 1200 美国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河北 
1162 液相色谱质谱仪 1260-6120 美国 华北煤炭医学院 河北 
1163 瑞士 Buchi 中压制备液相色谱仪 waters acquity uplc 美国 承德医学院 河北 
1164 安捷伦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200 美国 承德医学院 河北 
1165 高压液相色谱-四元低压梯度泵系统 Agilent1200 德国 承德医学院 河北 
1166 液相色谱仪 E2695 美国 河北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 河北 
1167 离子色谱仪 DX-600 美国 河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河北 
1168 高效液相色谱 Agilent1200 美国 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 
1169 超高效液相色谱 UPLC H class 美国 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 
1170 超高效液相色谱 UPLC H class 美国 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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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1 顶空-气相色谱仪（吹扫捕集） Clarus600 美国 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 
1172 离子色谱仪(电导\安培) ICS-3000 美国 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 
1173 气相色谱仪（十通阀） GC-2014C 中国 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 
1174 高效液相色谱仪 L2000 美国 山西大学 山西 
1175 气相色谱仪 Agilent 7890A 美国 山西省生物研究所 山西 
1176 高效液相色谱仪 eAlliance 2695 美国 山西省分析科学研究院 山西 
1177 高效液相色谱仪 LC-20AT 日本 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山西 
1178 离子色谱仪 DIONEX ICS-2100 美国 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山西 
1179 数控卧式加工中心 HMC-500H 中国 内蒙古工业大学 内蒙古 
1180 数控放电线切割机 WB640 中国 内蒙古工业大学 内蒙古 
1181 基因分析仪 AB3130 美国 内蒙古医科大学 内蒙古 
1182 超快速液相色谱仪 Uitimate3000 美国 内蒙古医科大学 内蒙古 
1183 vario MACRO cube 型元素分析仪 Vari MACRO cube 德国 内蒙古自治区矿产实验研究所 内蒙古 
1184 气相色谱仪 6890N 美国 内蒙古自治区水产技术推广站 内蒙古 
1185 原子吸收光谱 AASnovAA400 德国 沈阳工业大学 辽宁 
1186 高效液相色谱 Ultimate 3000 美国 辽宁中医药大学 辽宁 
1187 分析平台液质联用仪 Agilent G1969A 美国 辽宁中医药大学 辽宁 
1188 高效液相色谱仪 WAVE2100 美国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1189 凝胶净化浓缩仪 Accuprep Mps+ Accuvap 美国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开放实验室 辽宁 
1190 超高效液相色谱 waters-acquity 美国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1191 高分离度液相色谱仪 1200 德国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1192 液相色谱仪 Agilent1100 美国 长春师范大学 吉林 
1193 毛细管电泳仪 MDQ 美国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1194 离子色谱仪 732 瑞士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1195 凝胶净化系统 Preplinc accuprep MPS 美国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1196 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1197 离子色谱 ICS-5000 美国 黑龙江省轻工科学研究院 黑龙江 
1198 离子色谱 ICS－3000 美国 黑龙江省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 黑龙江 
1199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1290 美国 黑龙江省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 黑龙江 
1200 高压液相色谱仪 Agelent1100 美国 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 黑龙江 
1201 全自动高效毛细管电泳系统 P/ACEMDO 美国 哈尔滨商业大学 黑龙江 
1202 气相色谱与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Ultra 日本 黑龙江省能源环境研究院 黑龙江 
1203 蛋白纯化层析系统 explorer 100 美国 齐齐哈尔医学院 黑龙江 
1204 中压制备色谱 步琪 sepacore 瑞士 齐齐哈尔医学院 黑龙江 
1205 制备色谱仪 WATERS 美国 齐齐哈尔医学院 黑龙江 
1206 气相色谱仪 Agilent 7890A 美国 绥化学院 黑龙江 
1207 高效液相色谱仪 1200 美国 黑龙江科技学院 黑龙江 
1208 气相-质谱联用仪（含自动吹扫捕集仪） GCMS-QP2010PLVS 日本 黑龙江省地质矿产测试应用研究所 黑龙江 
1209 液相色谱系统 AGILENT 1260 德国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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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ors E-2695 新加坡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 
1211 多维液相色谱系统 Paradigm MS4 美国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 
1212 三重四极杆液质联用仪 AGILENT LC6460 新加坡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 
121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日本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上海 
1214 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上海 
121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 7890 中国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上海 
1216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Quaptro Premier 美国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上海 
1217 高效液相色谱系统 E416 新加坡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上海 
1218 高效液相色谱仪 1100 美国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上海 
121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6890-MS5973N 美国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上海 
1220 高效液相色谱仪 Aglient 1200 美国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上海 
1221 液质联用色谱仪 API-4000 美国 国家上海新药安全评价研究中心 上海 
1222 液相质谱联用仪 API4000 美国 国家上海新药安全评价研究中心 上海 
1223 高压液相色谱仪 serie2000 美国 上海高分子材料研究开发中心 上海 
1224 分析－制备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Gilson 美国 上海中药创新研究中心 上海 
1225 高效液相色谱仪 1100 美国 上海中药创新研究中心 上海 
1226 安捷伦 1200 液相色谱系统 1200 美国 上海中药标准化研究中心 上海 
1227 离子色谱仪 Metrohm 881 IC 瑞士 上海化工研究院 上海 
1228 高效液相色谱仪 Alliance2695HPLC 美国 上海化工研究院 上海 
1229 高温凝胶液相色谱仪 PL-GPC220 英国 上海化工研究院 上海 
1230 高效液相色谱仪 CTO 10AS vp 日本 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 上海 
1231 高效液相色谱仪 HPLC-20AVP 日本 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 上海 
1232 专业型离子色谱仪 07090583/ISC-1000 美国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 
1233 高效液相色谱仪 HP1100 美国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 
1234 离子色谱仪 DX-500 美国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 
1235 气相色谱仪 816-37DID 美国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 
1236 离子色谱仪 ICS-5000 美国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 
1237 液-质-质联用仪 TSQ 美国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上海 
1238 气相色谱仪 7890 美国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上海 
1239 气相色谱仪 7890 美国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上海 
1240 离子色谱仪 3000 美国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上海 
1241 液-质-质联用仪 TSQ 美国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上海 
1242 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 uplc 美国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上海 
1243 高效液相色谱二级质谱联用仪 6460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244 高温凝胶色谱仪 HT－GPC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24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NC 日本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246 离子色谱仪 Dionex ICS 5000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247 薄层扫描系统 ATS4+Scanner+Visualizer 瑞士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248 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 E2695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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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9 高效液相色谱仪 Alliance e2695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250 气相色谱仪 安捷伦 7890A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251 毛细管电泳系统 P/ACE MDQ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252 高效液相色谱仪 2795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253 高效液相色谱仪 2695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254 离子色谱仪 ICS-3000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255 高效液相色谱仪 UPLC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256 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 2695/2996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25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258 离子色谱仪/阴离子分析系统 ICS-2100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259 离子色谱仪 ICS-3000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260 高效液相色谱仪 1100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261 气相色谱仪 7890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262 液相色谱仪 1100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26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264 离子色谱仪 IC-2500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265 液相色谱仪 e2695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266 气相色谱仪 7890A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267 液相色谱仪 1260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1268 高效液相色谱仪 1200 型/HPLC 美国 上海市纤维检验所 上海 
126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Focus ISQ 美国 上海市纤维检验所 上海 
127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FOCUS DSQⅡ 美国 上海市纤维检验所 上海 
127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Focus ISQ 美国 上海市纤维检验所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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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显微共焦光散射系统 HI800 法国 上海大学 上海 
2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 700 德国 上海大学 上海 
3 激荧磷光影象分析仪 FLA-5000 日本 上海大学 上海 
4 光学实验组合仪 OEKSTDOEK100 美国 上海大学 上海 
5 多功能激光显微切割仪 The Leica AS LMD 德国 上海市肿瘤研究所 上海 
6 激光共聚焦显微系统 FV1000 型 日本 上海市肿瘤研究所 上海 
7 万能荧光显微镜及图象分析系统 ZEISS AXIOSKOP 2 德国 上海市肿瘤研究所 上海 
8 激光显微切割仪 ARCTURUS XT 型 美国 上海市肿瘤研究所 上海 
9 多维活细胞工作站 LCS-IX81 型 日本 上海市肿瘤研究所 上海 
10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LuminaXR 美国 上海市伤骨科研究所 上海 
11 蔡司显微镜 AX101MAGER 德国 上海市伤骨科研究所 上海 
12 原子力显微镜 MULTIMODE 美国 上海市检测中心 上海 
13 显微图像分析仪 Axio Imager Mim 德国 上海市检测中心 上海 
14 三维立体显微镜 VHX-600K 中国 上海市防伪技术产品测评中心 上海 
15 金相显微镜 DM15000M 德国 上海市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 上海 
16 能谱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5510 日本 上海市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 上海 
17 蔡司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 710 LSM 710 德国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江苏 
18 荧光光切分析系统 Axio observer Z1 德国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江苏 
19 红外显微镜 * 美国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 
20 倒置荧光相差显微镜 Axio Qbservera A1 美国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21 激光聚焦显微成像系统 MRC-1024 UV 德国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22 原子力显微镜 PICOPLUS 德国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23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TCS-SP5 德国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 
24 显微分光光度计 QD12010 美国 江苏警官学院 江苏 
25 超高分辨率显微镜 SR GSD 德国 南通大学 江苏 
26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2 德国 南通大学 江苏 
27 双光子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5 德国 南通大学 江苏 
28 扫描探针显微镜 SPM5500 美国 南通大学 江苏 
29 激光聚焦扫描显微镜 TCS SP2 德国 扬州大学 江苏 
30 数字式粒子图像测试系统 YAG190-BSL-E 美国 江苏科技大学 江苏 
31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JSM-6510 日本 常州大学 江苏 
32 扫描探针显微镜 Nanoman VS 美国 常州大学 江苏 
33 真彩色共聚焦显微镜 Axio CSM 德国 江苏大学 江苏 
34 三维立体粒子图象流速分析仪 Gemini-15Hz 美国 江苏大学 江苏 
35 高速内窥流场测试系统 i-SPEED 日本 江苏大学 江苏 
36 三维粒子图像测速仪 YAG200-NWL610015-610035 美国 江苏大学 江苏 
37 激光共聚焦系统 Leica TCS SP5 德国 江苏大学 江苏 
38 扫描探针显微镜 MFP-3D-SA 美国 江苏大学 江苏 
39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 700 德国 南京医科大学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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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激光共聚显微镜 LSM710 德国 南京医科大学 江苏 
41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Philips XL20 荷兰 苏州大学 江苏 
42 Nanonics 原子力显微镜系统 MultiView 1000 以色列 苏州大学 江苏 
43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LSM 710 德国 苏州大学 江苏 
44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5 II 德国 苏州大学 江苏 
45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CI-SI 日本 苏州大学 江苏 
46 生物型原子力显微镜 MFP-3D-BIO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47 原子力显微镜 Dimension Icon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48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5 德国 苏州大学 江苏 
49 扫描探针显微镜 Multimode V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50 荧光显微镜 Axio Imager 德国 苏州大学 江苏 
51 倒置显微镜 IX71 日本 苏州大学 江苏 
52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RADIANCL 2000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53 热台偏光显微镜 DMRXP 德国 苏州大学 江苏 
54 共聚焦激光扫描显微镜 TCS SP2 德国 苏州大学 江苏 
55 透射电子显微镜 H-7650 日本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56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C1si 日本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57 原子力显微镜 XE-100E(免税) 韩国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58 三维视频显微镜（免税） * 美国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59 激光共聚焦 TCSSP2 德国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 
60 活细胞工作站 IX81ZDC 系统 日本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61 控制气氛扫描探针显微镜 SPM-9600 日本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62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PSU 日本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63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Zeiss LSM510 德国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64 三维视频显微镜 HIROX-KH3000VD 日本 浙江警察学院 浙江 
65 电动比对显微镜 莱卡 FSC 德国 浙江警察学院 浙江 
66 正/倒置显微镜及显微操作系统 Nikon Ti&NT-88-V3&Nikon 80i 日本 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浙江 
67 倒置显微镜 DM6000 德国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68 荧光倒置显微镜 IX81 日本 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69 荧光显微镜成像系统 Axio Observer A1+ SteREO Lumar V.12 德国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70 液体闪烁/荧光亮度分析仪 MicroBeta2 （PE）LumiJET 美国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71 倒置荧光显微镜 Ti-E（尼康） 日本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72 激光聚焦显微镜 LSM710 德国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73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系统 LSM710 德国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74 冷场发射式扫描电镜 s-4800 日本 安徽大学 安徽 
75 原子力显微镜 Multimode8 美国 安徽大学 安徽 
76 激光共聚焦扫描式显微镜 LEICA.SP5 德国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77 显微操纵仪 IX81+NK2+EPPENDORFF 日本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78 显微镜激光切割系统 CELLCUT 瑞士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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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日本 淮北师范大学 安徽 
80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LSM710 德国 安徽科技学院 安徽 
81 电子探针 EPMA-1720 日本 安徽省地质实验研究所 安徽 
82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Leica SP5 德国 福建医科大学 福建 
83 DNA 测序仪 377 美国 福建医科大学 福建 
84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IVIS LUMINA II 美国 福建医科大学 福建 
85 扫描探针显微镜 Bruker Multimode 8 美国 福建医科大学 福建 
86 共聚焦显微镜 C1SI 日本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87 高内涵细胞分析系统 Pathway 855 美国 福建中医药大学 福建 
88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VEGA 3SBU 捷克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89 显微镜数码互动实验室 MOT2C 中国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90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KYKY-AMRAY 中国 景德镇陶瓷学院 江西 
91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2010(HR) 日本 景德镇陶瓷学院 江西 
92 冷场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700F 日本 景德镇陶瓷学院 江西 
93 显微数码互动 Motic-BA200 美国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94 扫描探针式显微镜 MultiMode picoForce 样品尺寸: x,y 轴方

  

美国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95 高低真空扫描电镜 JSM-5610LV 日本 鲁东大学 山东 
96 活体动物体内可见光成像分析仪 Lumina 美国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97 显微操作系统 SLUCUT-A 瑞士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98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510Meta 德国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99 荧光显微镜 AX10 德国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100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610LV 日本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101 日立台式电子扫描显微镜 TM3000、ES-2030 日本 山东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山东 
102 共聚焦显微镜 lsm510 德国 山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 
103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eica 德国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 
104 多功能可控环境扫描探针显微镜 SPI3800 日本 青岛大学 山东 
105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500 日本 青岛大学 山东 
106 图像分析仪 VIDAS21 德国 青岛大学 山东 
107 超声波诊断仪 logiq  500 pro 日本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108 三坐标测量仪 ATOS  XL 德国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109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eica TCS SP2 德国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110 反射偏光显微镜 AXioskop 40A POL 德国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111 激光共聚微焦显微镜 TCSsp5Ⅱ 德国 青岛农业大学 山东 
112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JSM-7500F 日本 青岛农业大学 山东 
113 扫描探针显微镜 DI InnovaSPM 美国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 
114 增强型显微操作系统 NT-88-V3 日本 潍坊学院 山东 
115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LEICA  TCS SPE 德国 滨州医学院 山东 
116 激光扫描共聚焦系统 FV1000S 日本 山东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 山东 
117 扫描电镜 EVOMA10 德国 山东省科学院新材料研究所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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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手术显微镜 HI-R900 德国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山东 
119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NIKON/C1 PLUS 日本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山东 
120 超声生物显微镜 UBM P40 美国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山东 
121 视网膜厚度分析仪 RTA 以色列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山东 
122 共焦显微镜 Confoscan 2.0 意大利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山东 
123 流式细胞成像仪 FlowCAM CX IV 美国 河南省水产科学研究院 河南 
124 荧光倒置生物显微镜 DMI6000 德国 河南省水产科学研究院 河南 
125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SP2 德国 郑州大学 河南 
126 透、反射研究级系统显微镜 OLYMPUS BX51 日本 郑州大学 河南 
127 遗传工作站 _TY6943 德国 郑州大学 河南 
128 生物分子成像仪 FLA9500/GE 美国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 
129 倒置荧光显微镜 TI-E 日本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130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LX81 日本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131 生物显微镜系统 BX51 日本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132 扫描电镜能谱 VEGAIISBH 捷克 河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河南 
133 活细胞工作站（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SP5 德国 河南省肿瘤研究所 河南 
134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莱卡 SPII 德国 河南省农科院小麦研究中心 河南 
135 电子显微镜 XL30+DX41 荷兰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 
136 激光共聚焦+激光切割仪 TCS SP2+AmLED 德国 湖北大学 湖北 
137 超高温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VL2000DX－SVF17SP 日本 武汉科技大学 湖北 
138 扫描探针显微镜 Multimode 美国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 
139 激光扫描共聚焦荧光显微镜 LSM510META 德国 湖北医药学院 湖北 
140 三维视频显微系统 HIROX 日本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 
141 数码显微互动系统 64 座 中国 湖南省中医药大学 湖南 
142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JSM-638LV 日本 湖南省中医药大学 湖南 
143 原子力显微镜 AFM NS3A-02 美国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 
144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Rodiance 210 AGR-B 美国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145 扫描探针显微镜 DI-Multimode 美国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146 原子力显微镜 Pico LE 美国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147 扫描探针显微镜 SPA-400AFM 日本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148 透射电镜 H-600 日本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149 多功能激光扫描系统 PharosFX Plus 美国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 
150 染色体中期相扫描分析系统 CS4 美国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 
151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LSM 710 德国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 
152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 德国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153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eica TCS SP-2 德国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154 扫描电子显微镜－X 射线能谱仪 "HITACHI S-3700N 扫描电镜 日本 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广东省测试分析研

 

广东 
155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SP5 德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156 分子成像系统 FLA-5100 日本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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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2 AOBS 德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158 荧光显微镜 AXIO Imager IV 德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159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光谱型 日本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160 倒置荧光显微镜系统 TE-300 日本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161 电动荧光显微镜 DMRA2 德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162 激光共聚焦(3D 测量)显微镜 OLS4000 日本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163 超景深三维显微系统 VHX-600E 日本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164 电液伺服疲劳试验机 EHF-EM10OK1-020-1A 中国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165 研究级光散射系统 BI-200SM 美国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166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Zeiss LSM 510 Meta 德国 汕头大学 广东 
167 分析型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360LA 日本 汕头大学 广东 
168 气质联用仪 Agilent 7890A-5975C 美国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169 荧光差异蛋白表达分析系统 Spotpicken Ettan 瑞典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170 显微扫描分析系统 Metafer 德国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171 单细胞膜片钳记录分析系统 Axon  700B 美国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172 离子荧光成像分析系统 尼康 TI-V 日本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173 质谱仪 4800 美国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174 全自动激光显微捕获系统 LMD6000 德国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175 全自动病理系统设备 DM400B/ST5010/CM1900 德国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176 蛋白组（酸解）点靶系统 Ettan Digester 美国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177 流式液相芯片分析系统 FACSArray Bioanaly 美国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178 微生物脂肪酸分析系统 7890A 美国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179 多功能肺功能仪 QUARK PFT4 意大利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180 超高速离心机 OPT/MA L-100XP 美国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181 运动心肺功能仪 Quark K4b2 意大利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182 双向电泳及全自动斑点切取系统 Ettan 瑞典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183 小动物活体影像系统 LB983NC100 德国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184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Nkion TE2000E 德国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185 倒置荧光显微镜(含 CCD) AXIO observer Z1 德国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186 倒置显微活细胞成像系统 Nikon Eclipse Ti-U 日本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187 双色红外激光成像系统 odyssey 美国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188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C  SP2 德国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189 多功能扫描成像仪 FLA-5100 日本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190 蔡司口腔根管手术显微镜 OPMI PROGROG/ST 德国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191 激光显微切割系统 Smartcut 瑞士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192 钙离子成像分析系统 DMI4000B 德国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193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DMI 4000B 德国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194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FV1000 日本 广东药学院 广东 
195 倒置荧光数码成像系统 DNI3000B 德国 广东省实验动物监测所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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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倒置显微镜 TI-E 中国 广西大学 广西 
197 高温显微镜 LEICA  DMRE 德国 广西大学 广西 
198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Ti-1 日本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199 显微镜 Ti-1 日本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200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H-7650 日本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201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Cofocus300 日本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202 染色体图象分析仪 CV-001 英国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203 计算机成像系统（CR） ADC COMPACT PLUS 德国 广西中医药大学 广西 
204 徕卡显微镜 M841 瑞士 广西中医药大学 广西 
205 倒置式生物显微镜 MS-2 德国 广西中医药大学 广西 
206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TSM-56102V 日本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广西 
207 LEICA 生物显微镜 DM2500 德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广西 
208 蔡司研究级显微镜 Axio ScopeA1 德国 桂林理工大学 广西 
209 共聚焦激光扫描生物显微镜 FV1000 日本 海南医学院 海南 
210 体视荧光显微镜 Lumar V12 德国 海南医学院 海南 
211 热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7100F 日本 海南师范大学 海南 
212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610LV 日本 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 重庆 
213 偏光显微镜 DM4500P/QD1302 德国 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 重庆 
214 捕获显微细胞切割系统 ASLMD 德国 重庆医科大学 重庆 
215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SP2 德国 重庆医科大学 重庆 
216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3000N 日本 重庆医科大学 重庆 
217 透射电子显微镜 H-7500 日本 重庆医科大学 重庆 
218 倒置共聚焦显微镜（日贷） LEICA DMIRE2 德国 重庆医科大学 重庆 
219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Quanta 250-钨灯丝 中国香港 重庆文理学院 重庆 
220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SP5 德国 川北医学院 四川 
221 激光共聚焦显微系统 TCSSP2RS 激光波长 514/543/633n 德国 泸州医学院 四川 
222 荧光显微镜 AX70 日本 泸州医学院 四川 
223 显微荧光离子影像系统 Photo Image 德国 泸州医学院 四川 
224 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 麦克奥迪 中国 内江师范学院 四川 
225 立体 PIV 系统 激光器 CCD 同步器光臂 美国 西华大学 四川 
226 扫描电子显微镜 LEO440 英国 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 
227 全自动荧光显微镜 90i 日本 四川农业大学 四川 
228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5II 德国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四川省中药研究所） 四川 
229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000H 日本 贵阳中医学院 贵州 
230 激光共聚集显微镜 EI-C1 日本 贵阳中医学院 贵州 
231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eica SP5Ⅱ 德国 云南农业大学 云南 
232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sp5 德国 昆明医科大学 云南 
233 激光共聚集显微镜 FV1000 日本 西北大学 陕西 
234 显微镜 LEICA DMRXHC 德国 西北大学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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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 FEI Quanta 400 FEG 美国 西北大学 陕西 
236 扫描电镜及能谙仪 TM-3000 日本 西北大学 陕西 
237 扫描探针显微镜 SPI3800-SPA-400 日本 西安理工大学 陕西 
238 紫外可见近红外光谱仪 PE LAMBDA950 美国 陕西理工学院 陕西 
239 原子力显微镜 MultiMode 美国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 
240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日本 甘肃中医学院 甘肃 
241 偏光显微镜 MD4500P 德国 青海省地质矿产测试应用中心 青海 
242 图纸扫描仪 MAGNUM G600 丹麦 宁夏大学 宁夏 
243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3400N I 日本 宁夏医科大学 宁夏 
244 激光细胞显微切割仪 LMD6500(一套） 美国 宁夏医学科学研究所 宁夏 
245 多功能图像分析系统 FV1000+IX81 日本 宁夏医学科学研究所 宁夏 
246 显微镜数字成像及分析系统 BX61+IX71+DP71+EXI 日本 宁夏医学科学研究所 宁夏 
247 显微镜 BCD-238YMB-CU6 日本 新疆畜牧科学院中-澳绵羊育种研究中心 新疆 
248 LEICA 倒置显微镜 DMIRB 德国 新疆畜牧科学院中-澳绵羊育种研究中心 新疆 
249 电子扫描探针显微镜 DI nano-scope III 中国 宁波大学 浙江 
250 表面形貌与成分分析测试系统 US-70 中国 宁波大学 浙江 
251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2 德国 宁波市微循环与莨菪类药研究所 浙江 
252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Maestro EX-Pro 美国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253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eica TCS SP5 德国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254 尼康荧光显微镜 50I 中国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255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eica TCS SP5 中国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256 多光谱分离型荧光显微镜 nuance 美国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257 研究级倒置荧光显微镜 DMI6000B 德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258 显微镜成像分析系统 Photo 美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259 显微镜成像分析系统 Photo 美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260 细胞成像分析系统 leica af6000 美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261 多功能正立显微镜 Axio Imager M2 德国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262 激光共聚焦显微成像系统 TCS SP5 德国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263 体视显微镜 TM-1000 日本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64 显微影像系统 LEICA DMLP 德国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 
265 ZEISS 显微镜 AXIOPLAN 2 IMAGING 德国 深圳市仙湖植物园管理处 广东 
266 倒置光学显微镜操作系统 LEICA DMIRB 德国 石河子大学 新疆 
267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Berthold_NightOwl_ II_LB_983_NC100 德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黑龙江 
268 荧光显微镜 DMI6000B 德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甘肃 
269 多功能激光分子成像系统 BIO-RAD FX Pharos FX Plus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 北京 
270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IX81 日本 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 北京 
271 激光共聚焦扫描成像分析系统 C1Si 日本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上海 
272 电动倒置荧光显微镜 Axio observer Z1 德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上海 
273 显微镜操作仪 DM13000/NK2 德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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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荧光正立显微镜 Axio Imager Z2 德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北京 
275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ACAS575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北京 
276 纺锤体观察仪 Meta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 吉林 
277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C2SI 日本 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 吉林 
278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SP5 德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 河南 
279 激光共焦扫描显微镜 Leica   TCS-SP2 德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研究所 浙江 
280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Axio LSM 700 德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北京 
281 分子成像系统 FX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北京 
282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日本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 海南 
283 研究级生物显微镜 ZEISS/ AxioImager M2 德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广东 
284 细胞遗传学工作站 DM600B+AICytovision 德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 海南 
285 光谱型激光扫描共聚集显微镜 FV1000 日本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 海南 
286 全自动正置多功能显微镜 Axio Imager M2 德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

 

海南 
287 味觉指纹分析仪（电子舌） ASTREE2 法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 海南 
288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a 德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 江苏 
289 三维生物显微视频研究系统 3D-FMP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 江苏 
290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Olympus FV1000 日本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上海 
291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510META 德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 黑龙江 
292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A1 日本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山东 
293 三维人体扫描仪 BSSCANNER3D-MB 德国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北京 
294 气味指纹分析仪 FOX4000 法国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北京 
295 生理仪器（三维人体扫描仪） VITUS Smart XXL 德国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北京 
296 红外显微镜 IHYP 德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297 生物显微镜 Axio Observer Z1 德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298 激光共焦扫描显微镜 LSM700 德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299 扫描探针显微镜 Mulitimode Picoforce 美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300 微生物数字图像分析仪 biomic V3 美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301 科研级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LSM 700 德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302 品质指纹分析仪 FOX-3000 法国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303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FV1000 日本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304 双光子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系统 FV1000MPE 日本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北京 
305 多光谱活体成像系统 Maestro Dynamic 美国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北京 
306 多功能扫描成像仪 TYPHOON TRIO 美国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北京 
307 扫描探针显微镜 NanomanII 美国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北京 
308 倒置显微镜系统 TE2000U 日本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北京 
309 扫描探针显微镜测试系统 NS3A-02 美国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北京 
310 扫描探针显微镜 SPM1000HV 美国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北京 
311 SPM 扫描探针显微镜 Multimode Picoforce 美国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北京 
312 扫描探针显微镜 multimode-N3D-SPM 美国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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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扫描探针显微镜 Nanoscope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314 精诺真荧光检测系统 IVIS Lumina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315 双光子显微镜 LSM510 meta 德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316 声扫描显微镜 350TM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317 高速数据图像采集系统 GATAN 832.20B GATAN 832.20B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318 扫描探针显微镜 Innova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319 扫描探针显微镜 Multimode V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320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日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321 扫描探针显微镜系统 Multimode sdm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322 二维纳米成像系统 NanoXCT  S-60-3D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323 全自动倒置荧光显微镜 DMI6000 德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324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OLS4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 
325 条纹相机系统 C2909 日本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 
326 遥感图像处理系统 PCI 美国 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湖北 
327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700 德国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328 倒置式荧光显微镜 ECLIPSE Ti-E 日本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四川 
329 多功能显微镜 AXIOPLANZ 德国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四川 
330 显微镜分析系统 无 美国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 
331 双光子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Y1318 日本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 
332 色散拉曼傅变拉曼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联用系统 SENTERRA Raman Optical 德国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 
333 遥感图像处理软件 PCI 10.0 加拿大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334 红外显微镜 MJH/B10006030 日本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 
335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710 德国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336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ZEISS LSM780 德国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337 紫外激光扫描聚焦成像切割捕获系统 PALM MICROBEAM-LSM 710 德国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338 全内反射荧光显微镜系统 DMI6000B 德国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339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LSE510META 德国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340 多色荧光细胞图像分析仪 贝克曼 Gallios 美国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341 多功能分子成像系统 9400 瑞典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342 双光子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Zeiss LSM510Meta 德国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343 扫描探针显微镜 NS3A-02NanoscopeШa 美国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福建 
344 单电子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 5 PASCAL 德国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北京 
345 裂变图象系统 123-300 澳大利亚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346 激光扫描显微镜 LASER-CLSM 德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347 Linkam THMSG600 型冷热台 Leica DMR-X 德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348 双光子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LSM710 NLO 德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广东 
349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2 AOBS 德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广东 
350 多功能活体成像系统 FX Pro c20165 柯达 美国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京 
351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wica tcs sp5 德国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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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710 德国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京 
353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710 型 德国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山东 
354 高清晰三维激光测量系统 leica ScanStation C10 德国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甘肃 
355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710 德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356 扫描探针显微镜 Auto ProbeCP 美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357 扫描电化学显微镜 HR ELP-10 德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358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2 AOBS 德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359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ZEISS LSM 510 META 德国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广东 
360 扫描探针显微镜 3A 美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361 倒置荧光显微镜 IX81 日本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362 扫描探针显微镜 MULTI MODE8 美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363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510 德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364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Micro Time 200 德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365 扫描探针显微镜 Nauoscope II 美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366 扫描探针显微镜 SYZ-550 日本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367 近场光学显微镜 ALPHASNOM 日本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368 扫描探针显微镜 MMAFM/STM/N3A 美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369 扫描探针显微镜 NanoscopeⅢ 美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370 单分子探测器 DU-897-BV 美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371 扫描探针显微镜 Vecco NanoMan VS 美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372 生物型扫描探针显微镜测试系统 Bioscope Catalyst 美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373 扫描探针显微镜 MULTIMODE8 美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374 激光诱导荧光检测器 1161--A12, 116 美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375 激光共聚焦光谱系统 CAR 中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376 三维可视化系统集成 三维可视化系统集成 中国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北京 
377 扫描探针显微镜 NS3A 美国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378 金相显微镜 MEF4A 奥地利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379 荧光检测线 JX/FPI.ZHI 中国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380 扫描探针显微镜 PICO PLUS 美国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381 显微镜及高温热台 ZEISS AXPh0to 2 德国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382 激光扫描共聚集显微镜 OLS40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383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OLS40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384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LSM700 德国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甘肃 
385 皮秒脉冲激光单粒子效应测试系统 非标 中国 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 / 国

 

北京 
386 激光共焦显微镜 FV10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云南 
387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 510 META 德国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云南 
388 倒置荧光显微镜 DMI6000 德国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云南 
389 光谱型激光扫描共聚焦生物显微镜 MICROSCOPE  FV10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 
390 扫描探针显微镜 Nanoscope Ⅲa 美国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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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A1R MP 日本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北京 
392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i-E 日本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北京 
393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i-S 日本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北京 
394 激光拉曼显微镜 Raman-11I 日本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北京 
395 Micropiv CTA 中国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北京 
396 显微镜 Autoprobe 美国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北京 
397 倒置荧光相显微镜 IX71 德国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北京 
398 V3V 体速度场图像采集系统 Vlite-200 中国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北京 
399 集成显微分析系统 SIRION400NC 荷兰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北京 
400 扫描探针显微镜 MultiMode 美国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北京 
401 近场光学显微镜 Aurorall 美国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北京 
402 长距显微镜 QM-100 中国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北京 
403 激光显微图象系统 LSM41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北京 
404 超高速特种相机 Photron fastcam SAX Mono 32GB Memory 日本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北京 
405 莱卡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8 德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江苏 
406 全自动荧光显微镜 Aixo  Imager 德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江苏 
407 体视荧光显微镜 zeiss steREO  Lumar  V12 德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江苏 
408 生物显微镜 Image Z2 德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江苏 
409 体视显微镜 Zeiss steREO Discovevy.V20 德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江苏 
410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BIO-RAD MRC-1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江苏 
411 偏光显微镜 leica  DM  4500P 德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江苏 
412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LSM710 德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江苏 
413 控制气氛型扫描探针显微镜 5500 AFM/SPM 美国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浙江 
414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5 Ⅱ 德国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浙江 
415 扫描探针显微镜 Dimension3100V 美国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浙江 
416 扫描探针显微镜 XE-7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上海 
417 多功能扫描探针显微镜 SPI3800N 日本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 
418 扫描探针显微镜 MultiMode SPM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上海 
419 高性能图像分析仪 E4440A 马来西亚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上海 
420 扫描探针显微镜 Q-SCOPE25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上海 
421 显微激光多普勒测试系统 MSA-500-PM/OFV-5000 德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上海 
422 扫描探针显微镜 SPI 3800N 日本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上海 
423 多功能纳米显微镜系统 NanoScope IIIa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上海 
424 扫描探针显微镜 IVa-Multimode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425 扫描探针显微镜 NanoMan2 美国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辽宁 
426 三维视频显微镜 KH77003-D 美国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辽宁 
427 激光扫描共聚焦倒置显微镜 TCS SP5 德国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北京 
428 扫描探针显微镜 NanoⅢa MultiMode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北京 
429 全自动生物显微镜 LEICA DMIDR 德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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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全内反射显微镜系统 Tirf 日本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431 神经图像分析系统 H469-V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432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433 投射电子显微镜 FEI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434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EICA SP5 德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435 高速光学显微镜系统 H-469IV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436 活体高速荧光成像系统 LENQUAN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437 激光共焦扫描显微镜 sp5 德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438 全自动荧光倒置显微镜 olympus 日本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439 双光子共聚焦显微镜系统 FV10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440 单光子共聚焦显微镜 FV5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441 小动物体内可见光成像系统 spectr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442 双光子深层光激活成像显微镜 leica SP5 德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443 全自动倒置显微镜 Nikon ECLIPSE Ti-E 日本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444 全自动正置显微镜 Nikon 90i ECLIPSE 日本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445 基因打靶显微操作系统 nikon 日本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446 激光超分辨率显微镜 delta visi 德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447 双光子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710+chameleon ultra 德国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湖北 
448 导电扫描探针显微镜系统 Bruker AFM MultiMode 8 美国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北京 
449 近场光学显微镜 NT-MDT Ntegra Spectra SNOM 俄罗斯联邦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北京 
450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Olympus U-UVF248 日本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北京 
451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Olympus OLS40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北京 
452 导电扫描探针显微镜系统 Brucker Dimension ICON 美国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北京 
453 显微镜 AXIOSKOP 2PLUS 日本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454 激光扫描共焦显微镜 Leica TCS SP5II 德国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455 3D 激光共聚焦成像系统 LittraUiew Vox 英国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456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eica  Tcs  SP2 德国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457 光谱活体（小动物）成像系统 CRi maestro 美国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湖北 
458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2 德国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湖北 
459 激光共聚焦成像系统 ULTRAVIEW Vox 美国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湖北 
460 倒置荧光显微镜 DeltaVision Elite 美国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湖北 
461 近场光学显微镜系统 Customized-attoLIQUID-9T attoSNOM III & 

  

德国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462 高速共焦扫描显微系统 Q9698N/SC 英国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463 扫描探针显微镜 SPA4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464 近场扫描光学显微镜 SPM100 型 美国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465 显微镜 Axio IMAGE Z2 德国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青海 
466 显微镜 Axio ObserveD1 德国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青海 
467 倒置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eica Tcs Sp2 德国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青海 
468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710；Zmager Z2 德国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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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 活体成像系统 NightShade LB985 德国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云南 
470 电动显微镜 LEICA-AM6000 德国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471 共聚焦倒置显微镜 Eclipse C2 日本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472 多功能激光扫描成像仪 Typhoon Trio 美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473 倒置荧光显微镜 TE2000-U 日本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474 多功能激光扫描成像仪 8600 瑞典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475 正置荧光显微镜 DM5000B 德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476 共聚焦倒置显微镜 Eclipse C2si 日本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477 共聚焦显微镜 Cell Observer SD 德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478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Olympus BX61 日本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479 激光共聚焦显微图像系统 LSM 510 META 德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480 立体荧光显微系统 Axioplan2 德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481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成像系统 FV5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482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483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710NLO 德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484 激光共聚焦显微系统 Leica TCS SP5 德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485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eica TCS SP5 德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486 显微图像分析工作站 Axio Imager A1 德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487 全光谱共聚焦显微镜 C1 SHS 日本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488 激光共聚焦全内反射系统 TCS SP5 德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489 双光子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LSM-510-META 德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490 显微镜 INM100 德国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北京 
491 偏光显微镜 Axioplan2 德国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北京 
492 扫描探针显微镜 Dimension Icon 美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 
493 荧光倒置显微镜 405M 中国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 
494 2 维/3 维 PIV 测试系统 0-150 M 丹麦 哈尔滨工程大学 黑龙江 
495 红外显微化学图像 SPECTVUN 美国 哈尔滨工程大学 黑龙江 
496 多功能扫描探针显微镜 SPA-300HV 日本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497 CCD 照相机 * 中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498 激光共激焦显微镜 FU1000 日本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499 三维数字显微镜 KH-7700 中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500 超景深三维视频显微镜 * 德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501 扫描探针显微镜 MULTIMODE 美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502 T/R 组件综合测试系统 N5245A 美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503 扫描探针显微镜 Multimodo  8 德国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504 倒置荧光显微镜 I81 日本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505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LSM510Meta 德国 国际竹藤中心 北京 
506 三维视频显微镜 HIROX  KH-3000 日本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江苏 
507 扫描探针显微镜 SPM-9600 日本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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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 激光扫描显微成像系统 LSM 510 Meta 德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北京 
509 图像处理仪 Q570 德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北京 
510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TCS SPE 德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北京 
511 数字式显微镜 DM6000B 德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

 

北京 
512 共聚焦激光扫描显微镜 FV10i 日本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昆虫研究所 云南 
513 三维人体扫描仪 3D 法国 北京体育大学 北京 
514 六维显微镜成像系统 SIMPLEPCI  200 万像素 美国 暨南大学 广东 
515 数字图像系统 Morada/PD3.7g/19L 德国 暨南大学 广东 
516 共焦激光角膜显微镜 HRT-03 德国 暨南大学 广东 
517 倒置显微镜 IX71 日本 暨南大学 广东 
518 气-质-感指纹分析仪 Qp2010plus-FOX 日本 暨南大学 广东 
519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510 META DUO SCNA 德国 暨南大学 广东 
520 近场光学显微镜 Aurora-II 美国 暨南大学 广东 
521 J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LSM700 德国 暨南大学 广东 
522 透反射偏光显微镜（套） Axio.scope.A.1.A.Pol 德国 中国地质博物馆 北京 
523 共聚焦显微镜 TCS-SP2 德国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北京 
524 显微镜 DMRX 德国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北京 
525 显微镜 LEXT（OLS3100） 日本 大连海事大学 辽宁 
526 微米三维立体成像显微镜 MicroXCT-400 美国 大连海事大学 辽宁 
527 超景深三维显微系统 VHX-600K 日本 大连海事大学 辽宁 
528 多功能成像系统 Trphoon trio 美国 大连海事大学 辽宁 
529 路面三维成像系统 SCANSTATON C10 瑞士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 北京 
530 三维电磁发声图像仪 WAVE 加拿大 北京大学 北京 
531 双光子荧光寿命成像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LSM 710 NLO-FLIM 德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32 高分辨率共聚焦拉曼显微镜 LabRAM HR 法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33 多光子扫描显微镜 FV1000MPE+BX61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534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700 德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35 多焦点多光子显微镜 TriM Scope 德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36 多光子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MPE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537 数字化 CCD Gatan 894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38 数字化 CCD Gatan 832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39 大动物在体多光子显微镜 ultima-iv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40 双光子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541 X 射线分析荧光显微镜 XGT-7000V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542 图像质量分析仪 PQA500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43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Maestro 2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44 多模式活体成像系统 FX  Pro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45 正置多光子显微镜系统 TCS SP5 II 德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46 扫描探针显微镜 MultiMode V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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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 扫描近场光学显微镜 SNOM 俄罗斯联邦 北京大学 北京 
548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IVIS Spectrum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49 细胞芯片自动扫描显微镜系统 Ti-E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550 骨科微创可视化教学系统 1188HD 中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51 手术显微镜 M844 德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52 分子成像系统 PharosFX Plus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53 扫描离子电导显微镜 ScanICSSHO2 英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54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SPE 德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55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S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556 三维数据可视化系统 Creator ST-7600C 中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57 细胞芯片自动扫描显微镜 Ti-E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558 扫描探针显微镜 Innova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59 小动物体内可见光三维成像系统 IVIS Spectrum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60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 5 LIVE 德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61 双光子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5 MP FCS 德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62 全内反射单光子荧光检测系统 Andor Rerolution  SMD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63 近场光学显微镜 Nanonics100 以色列 北京大学 北京 
564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710 德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65 激光共聚焦显微系统 LSM510 德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66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sp2 德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67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700 德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68 扫描近场光学显微镜 Twin SNOM 德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69 钙离子分析系统 Till 德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70 激光共聚焦显微扫描系统 TCS-SP2 德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71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ZEISS LSM510 德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72 扫描探针显微镜 NanornanⅡ+Multirnoc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73 扫描探针显微镜 NanoⅢa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74 研究显微镜 Z1 德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75 扫描探针显微镜 DiNanoscopeⅢa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76 扫描探针显微镜 SPI4000/SPA-400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577 变温扫描探针显微镜 STM/AFA 德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78 扫描探针显微镜 SPI3800N，SPA-400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579 数字图象采集系统 TYPHOON 9210 瑞典 北京大学 北京 
580 扫描探针显微镜 DI MultiMode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81 双光子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710NLO 德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82 近场扫描光学显微镜 MultiView4000 以色列 北京大学 北京 
583 扫描探针显微镜 Series 5500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84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LSM710 德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85 扫描探针显微镜 dicp-II 型扫描范围 XY 方向≥90um 美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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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 扫描探针显微镜 10μmX10μmX2.5μm 美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587 激光显微共聚焦荧光显微镜 TCS SP5,400～800nm/Ar，HeNe 多只激光

 

德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588 扫描探针显微镜 AFM5500, 放大倍数 1000000/0.5nm 美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589 光学显微镜 DMRX 德国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590 地震成像系统 TRT6000 美国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591 纳米探针与测量系统 JSM-6490、Zyvex S100-4 美国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592 偏光显微镜图像分析仪 DMRS&Q500 德国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593 超景深三维显微镜系统 VHX-900 中国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594 付立叶变换红外显微镜 470FTIR 美国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595 扫描探针显微镜 SPM-9600 日本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596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5 德国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597 显微镜 LSM700 德国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598 扫描探针显微镜 HR-SPM 中国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599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luoview FV300 日本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600 荧光倒置显微镜 Axio Observer D1 德国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601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系统 LSM510 德国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602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510META 德国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603 超高速照相机 HSFC PRO 中国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604 VHX-600E 超景深三维显微镜系统 VHX-600E 日本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605 LB 膜分析用布儒斯特角显微镜 BAM300 芬兰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606 扫描探针显微镜 4291B 美国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607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OLS3100 日本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608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OLS3100 日本 东北大学 辽宁 
609 高温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VL2000DX-SVF17SP 日本 东北大学 辽宁 
610 高温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VL2000DX-SVF17SP 日本 东北大学 辽宁 
611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ZEISS LSM 700 德国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12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LSM 510Meta 德国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13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500 日本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14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Nikon C1 日本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15 多功能扫描探针显微镜 Picoplus 美国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16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ZEISS LSM 700 德国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617 红外显微镜 3000 德国 东南大学 江苏 
618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710 德国 东南大学 江苏 
619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Olympus FV1000 日本 东南大学 江苏 
620 高速激光共聚焦系统 Revoluition XD 英国 东南大学 江苏 
621 多光谱活体成像系统 Maestro EX 美国 东南大学 江苏 
622 扫描探针显微镜 Multimode-8-AM 美国 东南大学 江苏 
623 扫描探针显微镜 Nanoscope 4 + PicoForce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624 正置荧光显微镜 DMRXA 德国 复旦大学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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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倒置显微镜 DM IRB+MPS60+Manipul 瑞士 复旦大学 上海 
626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DMRXA  10X 100X 德国 复旦大学 上海 
627 扫描探针显微镜 autoprobe cp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628 扫描探针显微镜 BL022 俄罗斯联邦 复旦大学 上海 
629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NightOWL LB981 德国 复旦大学 上海 
630 扫描式探针显微镜 UltraObjective 德国 复旦大学 上海 
631 光学显微镜 DM600* 德国 复旦大学 上海 
632 双光子共聚显微镜 TCS SP2* 德国 复旦大学 上海 
633 多光子/共焦荧光显微镜 FV300-IX71/81 日本 复旦大学 上海 
634 多功能扫描探针显微镜 XE-100 韩国 复旦大学 上海 
635 小鼠荧光成像系统 Dmire2 德国 复旦大学 上海 
636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TCS SP2 AOBS 德国 复旦大学 上海 
637 荧光显微镜 研究型 Leica 德国 复旦大学 上海 
638 扫描探针显微镜 Multimode－Nsin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639 单光子共聚焦显微镜 Leica TCS SP5* 德国 复旦大学 上海 
640 多功能激光扫描成像系统 Typhoon Trio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641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日本 复旦大学 上海 
642 焦激光扫描显微镜 LSM510* 德国 复旦大学 上海 
643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SP5 型 Tirs  100 倍 德国 复旦大学 上海 
644 云凝结核计数器 CCN-100型  颗粒大小0.75-10μm 波长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645 高感度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LSM710  放大倍数 630 德国 复旦大学 上海 
646 共聚焦显微镜系统 FV-1000 日本 复旦大学 上海 
647 近场扫描光学显微成像系统 定制 其他 复旦大学 上海 
648 扫描探针显微镜 Multimode V 中国 复旦大学 上海 
649 Cell Vizio 在体式荧光显微镜 488 型 法国 复旦大学 上海 
650 扫描探针显微镜 Nanoscope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651 小动物活体三维成像系统 IVIS 200 型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652 三维 PIV 00 美国 河海大学 江苏 
653 微观结构测试系统 * 中国 河海大学 江苏 
654 超景深三维显微系统（三维成像仪） VHX-1000E 日本 湖南大学 湖南 
655 倒置式生物显微镜 TE300 日本 湖南大学 湖南 
656 采用 PC 矩阵的大像幅图像分析和处理器 KM-MPVS 组装定制 中国 湖南大学 湖南 
657 荧光（显微镜）成像系统 PL3—TCSPC 法国 湖南大学 湖南 
658 活体荧光成像系统 M—MSI—500—F1 美国 湖南大学 湖南 
659 倒置式生物显微镜 TE2000U 日本 湖南大学 湖南 
660 生物图像处理系统 MIS2000SP 美国 湖南大学 湖南 
661 扫描探针显微镜 SPA—400 日本 湖南大学 湖南 
662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500+IV70 日本 湖南大学 湖南 
663 高速运动图像分析系统 hg-LE（4 组） 美国 湖南大学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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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 生物显微镜 SNOW2300 德国 湖南大学 湖南 
665 聚焦扫描显微镜 FV1000MPE 日本 湖南大学 湖南 
666 光学流变显微镜 LV 100POL 日本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 
667 扫描探针显微镜 NanoScope Ⅲa MultiMode AFM 美国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 
668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EICA TCS SP5 德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669 分子成像超高真空设备 定制 中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670 高分辨率可视化设备 VS-67PH50U 日本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671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S 德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672 智能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FV10i 日本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673 正立相差微分干涉荧光照相显微镜 AXIOIMAGER A1 德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674 激光扫描成像系统 Pharos FX plus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675 倒置显微镜系统 IX81 日本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676 扫描式探针显微镜 SPA-300HV 日本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677 倒置显微镜 Axio Obserber A1 美国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678 扫描探针显微镜 PicoForce 美国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679 共聚焦显微镜 TCS.SP5 德国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680 倒置显微镜 DMI6000B 德国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681 正置激光共焦显微镜 FV300 日本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682 共聚焦显微镜 FV500 日本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683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500 日本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684 扫描探针显微镜 SPA 400 日本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685 离子成像系统 IX71/FV300 日本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686 双光子激光扫描显微镜 LSM510 德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687 激光器共聚焦显微镜 FluoView? FV1000 日本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688 显微镜系统 IX71 日本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689 随机扫描系统 组装 中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690 激光共聚焦升级显微系统 CI 日本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691 手术显微镜 T40 M520 瑞士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692 激光扫描成像系统 RCVDIution XD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693 多光子共焦成像设备 MRC-1024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694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X-RAY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695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FV1000 日本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696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Lumazone FA 2048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697 离子成像系统 TE2000/CoolANAP HQ2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698 激光共聚焦仪 SP2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699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LSM 510 META 法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700 荧光正置显微镜 "Axio scope  " 德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701 全生育期植株表型自动分析平台 ** 中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702 激光捕获显微分离系统 AS LMD 德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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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3 聚焦离子/电子双束系统 Helios NanoLab 600i 荷兰 吉林大学 吉林 
704 扫描探针显微镜 SPA-400 日本 吉林大学 吉林 
705 分子束外延/扫描探针显微镜/光电子能谱 UHV750VT 德国 吉林大学 吉林 
706 激光扫描共聚焦荧光显微镜 FV1000 日本 吉林大学 吉林 
707 扫描探针显微镜 dimension 3100 美国 吉林大学 吉林 
708 激光共焦扫描显微镜 OLS3000 日本 吉林大学 吉林 
709 人体扫描系统 VITUS SMART XXL 德国 江南大学 江苏 
710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8 德国 江南大学 江苏 
711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710 德国 江南大学 江苏 
712 多模式扫描探针显微镜 5100AFM/SPM 美国 江南大学 江苏 
713 双光子激光扫描显微镜 ZEISS510META 德国 兰州大学 甘肃 
714 磁力显微镜 MFP-3D-SA 美国 兰州大学 甘肃 
715 研究级电动万能显微镜 AX80 日本 兰州大学 甘肃 
716 双光共聚焦荧光显微镜 MPE FV1000 日本 兰州大学 甘肃 
717 多光谱成像、活体成像系统 EX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718 红外紫外电子显微镜 BX51TRF/观察不透明物中的包裹物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719 单分子荧光微光区光谱显微镜系统 X71 中国 南京大学 江苏 
720 激光共聚焦荧光显微镜 Lsm710 德国 南京大学 江苏 
721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日本 南京大学 江苏 
722 荧光显微镜 AX10PLAN/* 德国 南京大学 江苏 
723 激光扫描成像仪 9410/最大分辨率 5u 可见光 紫外 激光 

   

瑞典 南京大学 江苏 
724 近场光学测试系统 MV-4000 以色列 南京大学 江苏 
725 扫描探针显微镜 NanoScopeⅢ型/AFM STM ±3mm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726 荧光显微镜系统 * 中国 南京大学 江苏 
727 激光拉曼显微镜 SYSTEM RM1000/400nm-1000nm 英国 南京大学 江苏 
728 扫描探针显微镜 SPA－300HV 日本 南京大学 江苏 
729 倒置式生物显微镜 TE2000-V/1000 倍 中国 南京大学 江苏 
730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710 德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731 三维激光扫描成像系统 RIEGL VZ-1000 奥地利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732 多功能成像系统 Typhoon Trio 美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733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LSM710 德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734 正置式显微镜 Axio Imager A2 德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735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700 德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736 激光共聚焦荧光显微镜 TCS SP2 德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737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8 德国 南开大学 天津 
738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NightOWLⅡLB983 德国 南开大学 天津 
739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日本 南开大学 天津 
740 小动物成像仪 LuminaII 美国 南开大学 天津 
741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日本 清华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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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扫描探针显微镜 Nanoscope5 美国 清华大学 北京 
743 扫描探针显微镜 NanoManVS 美国 清华大学 北京 
744 双光子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MPE 日本 清华大学 北京 
745 扫描探针显微镜 XE-100 中国 清华大学 北京 
746 扫描探针显微镜 DI-3100 美国 清华大学 北京 
747 正光学显微镜 Axio lmager 德国 清华大学 北京 
748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500 日本 清华大学 北京 
749 近场扫描光学显微镜 SNLG101 俄罗斯联邦 清华大学 北京 
750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710 中国 清华大学 北京 
751 正置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eica TCS SP5 德国 清华大学 北京 
752 条纹相机 C5680-01 1280(H)X1024(V) 日本 山东大学 山东 
753 多功能激光扫描成像系统 TYPHOON TRIO+ TRIO+ 美国 山东大学 山东 
754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FV500 IX2-RFAEVA-2 日本 山东大学 山东 
755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2 SP2 德国 山东大学 山东 
756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TCS SP2 1-32X 德国 山东大学 山东 
757 大景深三维显微系统 VHX-600E 日本 山东大学 山东 
758 扫描探针显微镜 4000-IN  AFM STM 美国 山东大学 山东 
759 金相显微镜系统 Leica DM LM 2500 倍 德国 山东大学 山东 
760 微图象分析仪 400 8300-350cm/0.4cm/250000.1 中国 山东大学 山东 
761 扫描探针显微镜 910-000-009 美国 山东大学 山东 
762 高灵敏度共聚焦显微镜 LSM700 规格 LSM700 德国 山东大学 山东 
763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IVIS Kinetic 美国 山东大学 山东 
764 动物生理信号系统 PNM-P3P-D002 规格 8 通道 中国 山东大学 山东 
765 高灵敏度共聚焦显微镜 ZEISS LSM780 规格* 德国 山东大学 山东 
766 转盘式共聚焦显微镜 ZEISS Cell Observer SD 规格* 德国 山东大学 山东 
767 激光全内反射显微镜 ZEISS Laser TIRF 3 规格* 德国 山东大学 山东 
768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TCS-SP5 德国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769 精诺真体内可见光成像系统 IVIS Spectrum 美国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770 生物型扫描探针显微镜 BioScope 美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771 小动物光学分子成像系统 SAM1-MFIM 加拿大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772 图像处理数据分析系统 AVID DS/HD 美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773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CMS DMI 6000 德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774 综合物性测量系统 TEMP:1.9K~400KTEMP SWEED:2K-MIN 

  

美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775 扫描探针显微镜 8192*1024，4 通道 日本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776 激光显微取样仪 PALM MicroBeam 德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777 高速图像通讯与处理系统 SY945 一套 中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778 共聚焦显微镜 AXIO CSM 700 德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779 扫描探针显微镜 Nanoscope E 美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780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IVIS lumina II 美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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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SP5II 德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782 体荧光显微镜 法国 MAUNA KEA Technologies Cellvizio 

 

法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783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5 II 德国 四川大学 四川 
784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Maestro Ex Pro 美国 四川大学 四川 
785 PIV 测速系统 2D-TRPIV 丹麦 天津大学 天津 
786 活体荧光断层影像装置 FMT 2500 美国 同济大学 上海 
787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eica TCS SP5 德国 同济大学 上海 
788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IB983 德国 同济大学 上海 
789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SP 德国 武汉大学 湖北 
790 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日本 武汉大学 湖北 
791 扫描探针显微镜 MultiMode 8 美国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792 环境控制型高分辨多功能扫描探针显微镜 SPI4000N,SPA-300HV 日本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793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SP2+AOBS 德国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794 图相分析仪 VICOM 美国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795 扫描探针显微镜 MultiMode/Ns-4 美国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796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TCS SP2 德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797 彩色 3D 激光显微镜 DESCRIPTION 日本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798 彩色 3D 激光显微镜 VK9700K 日本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799 高速分幅相机 HSF-PRO S20 德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800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C2 日本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801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OLS4000 日本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802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LVIS SPECTR 美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803 扫描探针显微系统 * 俄罗斯联邦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804 纳米 X 射线三维成像系统 Y.CHEETAH 德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805 显微操作仪 IX71PH+DP25 日本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806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AIR 日本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807 荧光显微镜 Super SMFFM 瑞士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808 倒置显微镜 axio Observer A1 德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809 双光子激光共聚焦显微系统 FV1000MPE 日本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810 结构照明显微镜 Axio observer 德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811 显微操作系统 AM6000 德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812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510META 德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813 倒置显微镜 Axiover 200 德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814 显微镜 Z1 德国 西南大学 重庆 
815 正置激光聚焦显微镜 SP5 德国 西南大学 重庆 
816 双光子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780NL0 德国 西南大学 重庆 
817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 700 德国 西南大学 重庆 
818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eica Tcs spz AoBs 德国 西南大学 重庆 
819 电子探针显微镜 JXA-8100 中国 厦门大学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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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 可见光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Ivis LuminaⅡ 美国 厦门大学 福建 
821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5 EXCITER 德国 厦门大学 福建 
822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CD5 中国 厦门大学 福建 
823 激光扫描共焦显微镜 OLS 1200-FAR2 日本 厦门大学 福建 
824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TCS SP5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825 双光子显微镜 LSM710 NLO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826 倒置生物显微镜 尼康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827 激光显微镜 VK-9710K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828 生物扫描探针显微镜 NAHOSCPEIVA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829 荧光显微系统 LCM-2106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830 显微镜脑片全细胞记录系统 BX51W1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831 共聚焦显微镜 OLYMPUS FV1000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832 荧光显微分析系统 Imager.A2 AX10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833 活体荧光成像系统 MK50101-EX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834 小动物活体荧光成像系统 M-MSI-EX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835 激光共聚焦电子显微镜 LSM T10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836 扫描探针显微镜 veecosPM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837 活体化学发光和荧光成像系统 LBLS-579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838 全自动研究级倒置显微镜 IX81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839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2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840 图像分析仪 ARTHUR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841 共聚焦显微镜 LEICA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842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 510 META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843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844 精密显微镜系统 LEICA INM100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845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系统 LSM510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846 全自动倒置显微镜 AXIO OBSERVER.Z1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847 高级倒置型显微镜 PMG3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848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Nikon A1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849 荧光显微镜和细胞遗传分析工作站 olympusB×61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850 转盘式共聚焦显微镜 DU-897D-CS0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851 双光子正置共聚焦显微镜 BX61W1-FV1000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852 倒置显微镜和显微操作系统 olympus1X17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853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LSM-510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854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855 扫描式探针显微镜 SP13800N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856 正置光谱型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857 扫描探针显微镜 扫描探针显微镜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858 三维干涉显微镜 Wyko NT9100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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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9 显微操作系统 LEICA AFS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860 小动物放射成像系统 faxitron modelmx2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861 激光共聚焦正置显微镜 活体正置光谱型共聚焦显微镜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862 ZEISS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系统 LSM 激光共聚焦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863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864 光电子显微镜 Focus IS-PEEM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865 十一轴自动化超声波扫描成像系统 自制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866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SP5 Ⅱ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867 全内反射荧光显微镜 Olympus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868 DAM-100 荧光成像系统 IMAGING-MAXI8CMINR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869 多功能活体成像平台 IN-VivoImagingsystem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870 倒置式生物显微镜 2100 英国 浙江大学 浙江 
871 超高真空扫描探针显微镜 RHK 750 SPM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872 近场光学显微镜 NTEGRA Spectra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873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780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874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710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875 倒置生物显微镜 zeiss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876 IBAS2000 图像分析仪 IBAS-2000 德国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877 阴极发光显微镜系统 CL8200 MK5-1 英国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878 偏光显微镜（带冷热台） Axio Imager.A1m 德国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879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510－META 德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880 万能显微镜 DMR 德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881 扫描探针显微镜 Nano3D，* 美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882 傅立叶变换红外-显微图像系统 VERTEX80V 德国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883 电子力显微镜 MFP-3D-SA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884 共聚焦显微镜 FV10i 日本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885 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日本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886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C1Si/TE2000E 日本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887 多功能聚焦扫描成像仪 Typhonn 9410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888 倒置研究型显微镜 Ti-E 日本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889 生物显微成像系统 SPECFAL-DV 中国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890 扫描探针显微镜 DI D3100 美国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891 多功能显微镜 蔡斯 德国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892 显微镜 Axioimage rD1m 德国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893 材料显微镜 Axio Imager.A 2m 3D 日本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894 图像分析系统 KS400 、Axiovision 德国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895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中国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896 共聚焦生物显微镜 FV1000 日本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897 激光共聚焦扫描芯片系统 Beadstation500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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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8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5 德国 中南大学 湖南 
899 激光共聚焦图像处理显微镜 TCS SP5 德国 中南大学 湖南 
900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日本 中南大学 湖南 
901 光谱型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90iC1Si 日本 中南大学 湖南 
902 电化学扫描探针显微镜 EIProScan 德国 中南大学 湖南 
903 多功能凝胶成像系统 TYPHOON trio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904 扫描探针显微镜 multimode Ⅴ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905 高空高速图像采集系统 SA1.1 日本 中南大学 湖南 
906 扫描探针显微镜 Dimension ICON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907 偏光显微镜 LEICA DM4500P 德国 中南大学 湖南 
908 扫描探针显微镜 NanoManVS+Multimode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909 三维视频显微系统 KH-7700 日本 中南大学 湖南 
910 高空高速图像采集系统 Photron FASTCAM SA1.1 日本 中南大学 湖南 
911 地下成像系统 TRT6000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912 电化学扫描探针显微镜 EIProScan ERP 德国 中南大学 湖南 
913 荧光显微镜 Axio Observer A1 德国 中南大学 湖南 
914 激光共聚焦成像系统 RADIANCE 2100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915 多功能激光扫描成像系统 GE Typhoon Trio+ 美国 中山大学 广东 
916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500+IX81 日本 中山大学 广东 
917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OLYMPUS  FV1000 日本 中山大学 广东 
918 液体蛋白芯片指纹图谱仪 Ultraflex TOF Ⅲ 美国 中山大学 广东 
919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LEICA TCS SP5 德国 中山大学 广东 
920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TCS-SP2 德国 中山大学 广东 
921 近场显微光谱系统 WiTec Alpha 300-S 德国 中山大学 广东 
922 小动物活体（光学）成像系统 Caliper IVIS 美国 中山大学 广东 
923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Zeiss LSM 710 德国 中山大学 广东 
924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eica DMI6000 SPS-TCS SP5/Leica DMI6000 德国 重庆大学 重庆 
925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2 德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926 多功能激光扫描成像系统 TYPHOON 9410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927 激光扫描成像仪 Storm 820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928 激光扫描显微镜 FV1000MPF 日本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929 高分辨整体小动物成像系统 VEVO770 加拿大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930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2 德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931 活体化学发光和荧光成像系统 P80 日本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北京 
932 病理切片显微扫描系统 Scan Scope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北京 
933 小动物分子影像分析仪-PET/CT 系统 Inveon 德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北京 
934 活体动物体内成像 IVIS Imaging System 200 Series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北京 
935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710 德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北京 
936 免疫组化图像分析系统 CELL-R 日本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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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7 实时三维变形监测系统 3D-Tracker 美国 水利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

 

江苏 
938 三维 PIV 测速系统 STEREO PIV 美国 水利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

 

江苏 
939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观测系统 Quanta 650 FEG 捷克 水利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

 

江苏 
940 超高速动态破坏成像系统 Memrecam HX-3 日本 水利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

 

江苏 
941 激光共焦显微镜 FV-1000 日本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 北京 
942 体内可见光成像系统 精诺真 IVIS Lumina Ⅱ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北京 
943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5 德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北京 
944 图像分析仪 Q500IW 德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北京 
945 扫描探针显微镜 D3100 美国 大连民族学院 辽宁 
946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徕卡 tcs sp5 德国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浙江 
947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SP5 德国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福建 
948 荧光扫描成像系统 Ettan DIGE Imager 美国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福建 
949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7100 德国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福建 
950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IVIS Lumina II 美国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福建 
951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luoView  FV10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山东 
952 小动物三维成像系统 CALIPER IVIS SPECTRUM 中国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953 超声实时分子影像系统 vevo2100 加拿大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954 奥林巴斯倒置显微镜 1X71 日本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955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eica TCS SP5 德国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956 多光谱分离型荧光显微镜 NUANCE EX+ 中国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957 光锥耦合的 CCD 线相机 Quad-RO:4320 中国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958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山东 
959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Leica TCS SP5II 德国 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天津 
960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SP5 德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 上海 
961 多功能激光扫描成像系统 TYPHOON TRio+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 上海 
962 手术显微镜（含照相机） oms-600 日本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963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IVIS Lumina II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国

 

北京 
964 高内涵细胞图像分析系统 ImageXpres Micro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国

 

北京 
965 激光共焦扫描显微 莱卡 TCSsp2 德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国

 

北京 
966 透射电子显微镜 G2F30 美国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967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系统 FV500 日本 北京市中医研究所 北京 
968 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5 德国 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 北京 
969 共焦激光扫描显微分析系统 Mass Spec 美国 首都儿科研究所 北京 
970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IX81 日本 北京市临床医学研究所 北京 
971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OLS4000 日本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972 扫描开尔文探针显微镜 *_MULTIMODE 8 美国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973 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 六硼化镧_JEM-2100 高分辨型 中国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974 扫描探针显微镜 *_Multimode-N3 美国 北京工商大学 北京 
975 偏光显微镜 DM4500P 德国 北京印刷学院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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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6 激光扫描摄像及数据收集系统 ILRLS-3D 加拿大 北京建筑大学 北京 
977 图像分析系统 BQ OSTEO I I Image Analysis Software for 

  

美国 首都体育学院 北京 
978 扫描型探针显微镜 SPM-9500J3 日本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北京 
979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SX-550 日本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北京 
980 透射电子显微镜 H-7650 日本 北京农学院 北京 
981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系统 TCS SP5 型 德国 北京农学院 北京 
982 离子成像全内反射荧光显微镜 DW897DCS-BV 中国 北京农学院 北京 
983 超薄片切片机 UC6 澳大利亚 首都医科大学 北京 
984 核磁共振波谱仪 500MHE 瑞士 首都医科大学 北京 
985 莱卡显微镜 Leica DM5500B 德国 北京农业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 
986 激光共聚焦扫描系统 Nikon A1 日本 北京农业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 
987 电子显微镜 S-3400N 日本 北京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北京 
988 梯度多功能激光扫描成像系统 TyphoonTrio+ 中国 天津农学院 天津 
989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A1 日本 天津体育学院 天津 
990 扫描离子电导显微镜 IC nanoS 英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991 智能生物图像导航仪 FSX100 日本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992 活细胞工作站系统 Andor/Ludl 美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993 脑片膜片钳系统 MuitiClamp700B 日本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994 研究级倒置荧光显微镜（图像导航仪） IX51 日本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995 多功能图像分析仪 DM6000B 德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996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 日本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997 激光显微捕获系统 MMI Cellcut 瑞士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998 细胞遗传工作站 70 日本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999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日本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1000 立体三维成像装置 NIBON C1 日本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1001 染色体遗传工作站 8oi-Fl-DIC 美国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1002 原子力显微镜 5500 美国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1003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ECLIPSE-Ti C1-plus 日本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1004 透射电子显微镜 H-7650 日本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 
1005 相变仪 L78RTA 德国 河北理工大学 河北 
1006 超高温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VL2000DX-SVF17SP 日本 河北理工大学 河北 
1007 MOTIC 数码显微互动教室 motic BA200 中国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河北 
1008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 1000 日本 华北煤炭医学院 河北 
1009 激光共聚焦显微系统 Clsi 日本 承德医学院 河北 
1010 激光扫描图像获取系统 Pharos FX 美国 山西农业大学 山西 
1011 冷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7500F 日本 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 
1012 测量显微镜 MM-800/LU 日本 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 
1013 高影像图像分析显微镜 HSP-1000 日本 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 
1014 测量显微镜 mm-800lu 日本 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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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研究级显微光度计 J&M 200 德国 内蒙古自治区矿产实验研究所 内蒙古 
1016 指纹自动识别系统 300 万枚 美国 辽宁省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 辽宁 
1017 文检仪 VSC-2000 英国 辽宁省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 辽宁 
1018 全自动激光显微捕获系统 veritas 美国 辽宁省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 辽宁 
1019 能谱及微取向系统 EDAX2040EDS 美国 辽宁科技大学 辽宁 
1020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780 德国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 
1021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 德国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 
1022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LEICA TCS SP5 德国 辽宁中医药大学 辽宁 
1023 数码互动教室 教师显微镜 BA300 学生显微镜 BA200 中国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1024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SP5II 德国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1025 细胞遗传工作站 Q550CW/DM RA 德国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1026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C2 Si 日本 沈阳药科大学 辽宁 
1027 小型数字波面干涉仪 GPIHS 美国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 
1028 多光子显微镜 TCS-SP2 MP 德国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 
1029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1011 日本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 
1030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2000DX 日本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 
1031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JSM-5500LV 日本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 
1032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日本 牡丹江医学院 黑龙江 
1033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4300 日本 齐齐哈尔大学 黑龙江 
1034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Camscan MX-2600 英国 黑龙江科技学院 黑龙江 
1035 高内涵药物分析筛选系统 ArrayScan VTI 600 美国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 
1036 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日本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1037 高温光学显微镜  R2-06-AE 50X-1600X 德国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上海 
1038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3400N 日本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上海 
1039 扫描电化学显微镜 M370 英国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上海 
1040 原子力显微镜 5500 AFM/SPM 英国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上海 
1041 透射电子显微镜 200KV Tecnai G2 F30 S-TWIN 德国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上海 
1042 蔡司共聚焦显微镜 LSM510 美国 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 上海 
1043 徕卡 INM200HC 光学显微镜 INM200HC 德国 上海集成电路技术与产业促进中心 上海 
1044 显微镜及恒温系统 Z1 美国 上海实验动物研究中心 上海 
1045 活体小动物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仪成像系统 EXPLORE LOCUS SERVICE 加拿大 上海实验动物研究中心 上海 
1046 显微镜成像系统 3000B 德国 上海实验动物研究中心 上海 
1047 光学显微镜与图像分析仪 NEPHOT32 & Analysis 德国 上海科汇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上海 
1048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及能谱仪 Quanta 400 FEG；CENESIS XM2 SEM EDS 捷克 上海科汇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上海 
1049 原子力显微镜 MULTIMODE &DIMENSION 3100 美国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 
1050 扫描电子显微镜 JXA-840 中国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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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X 射线衍射仪 D/MAX 日本 上海大学 上海 
2 X 射线应力测定仪 X-350A45170 中国 上海大学 上海 
3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XRF-1800 日本 上海大学 上海 
4 X 射线衍射仪 18KW D/MAX2500V+/PC 日本 上海大学 上海 
5 X 射线衍射仪 3KW D/MAX2200V PC 日本 上海大学 上海 
6 单晶 X 射线衍射仪 SMART APEXII 德国 上海大学 上海 
7 表面微区电子离子束分析仪 AXIS ULTRA DLD 英国 上海市检测中心 上海 
8 X 荧光光谱仪 AXIOS（AXIS PW4400/40） 荷兰 上海市检测中心 上海 
9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EDX-720 日本 上海市涂料研究所 上海 
10 多晶 X 衍射仪 D8ADLANCE 德国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上海 
11 单晶 X 衍射仪 SMAR-APEXLL 德国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上海 
12 X 射线荧光能谱仪 XEP0S03STD 德国 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 上海 
13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岛津 日本 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 
14 X 射线衍射仪 ARLRA 美国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 
15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ARL ADVANT''XP 美国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 
16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德国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 
17 X 射线衍射仪 D/max-B 日本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 
18 ｘ射线衍射仪 D/Max 2500VL/PC 捷克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19 衍射仪 D8 advance 德国 南通大学 江苏 
20 小角 X 射线散射仪 NanoSTAR 德国 扬州大学 江苏 
21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ESCALAB250i 美国 扬州大学 江苏 
22 单晶衍射仪 SMART APEXⅡ 德国 扬州大学 江苏 
23 多晶 X 衍射仪 多晶 X 衍射仪 德国 扬州大学 江苏 
24 单晶衍射仪 SMART APEX II 德国 江苏科技大学 江苏 
25 背散射衍射分析系统 INCA 英国 江苏科技大学 江苏 
26 X 射线衍射仪 XRD-6000 日本 江苏科技大学 江苏 
27 X 射线衍射仪 D/MAX2500VB3+/PC 日本 常州大学 江苏 
28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SMART APEX II DUO 德国 常州大学 江苏 
29 X 射线衍射仪 D/MAX2500PC 日本 江苏大学 江苏 
30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4200 美国 江苏大学 江苏 
31 CCD 单晶 X 射线衍射仪 Saturn724 日本 江苏大学 江苏 
32 X-射线单晶衍射仪 Gemini Atlas 波兰 苏州大学 江苏 
33 X 射线粉末衍射仪 X‘Pert-Pro MPD 荷兰 苏州大学 江苏 
34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Axis Ultra HAS 日本 苏州大学 江苏 
35 双光源单晶衍射仪 SMART APEXII DUO 德国 苏州大学 江苏 
36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MERCURY CCD-AFC8 日本 苏州大学 江苏 
37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SATURN724 日本 苏州大学 江苏 
38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D8 QUEST 德国 苏州大学 江苏 
39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empyrean 荷兰 苏州大学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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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X 射线多晶衍射仪 X‘Pert-Pro MRD 荷兰 苏州大学 江苏 
41 X 射线光谱仪控制系统 Axios Advanced 荷兰 苏州大学 江苏 
42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ARL ADVANT XP 美国 盐城工学院 江苏 
43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Powder 荷兰 淮海工学院 江苏 
44 单晶衍射仪 SMART APEX-Ⅱ 德国 淮海工学院 江苏 
45 X 射线荧光谱仪 ARTAX400 德国 盐城师范学院 江苏 
46 波长色散型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ARL Advant，x IntelliPower 3600 瑞士 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江苏 
47 多功能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PRO 荷兰 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江苏 
48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Axios-Advanced 荷兰 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江苏 
49 波长色散型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PW2440 荷兰 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江苏 
50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ARL ADVANT’X  IntelliPower 4200 美国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51 组合式 X 射线衍射残余应力分析仪 iXRD Combo 加拿大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52 X 射线能谱仪 NORAN VANTAGE ESI 美国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53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Pro 荷兰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54 X 射线衍射仪 Thermo SCINTAG X” TRA 瑞士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55 X 射线粉末衍射仪 PW 3040/60 荷兰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 
56 单晶 X-射线衍射仪 Smart APex II 德国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 
57 X 射线衍射仪 8ETC808B0618 日本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58 X 射线衍射仪 (免税)ARL XTRA 型 瑞士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59 多角度激光光散射仪 18 角光散射仪 美国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60 X 射线衍射仪 D8 discover 德国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61 x 射线小角散射系统 xenocs-mp SAXS 法国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62 X 射线能量散射与电子背散射衍射 INCA250+channel5 英国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63 超高分辨率质谱仪 * 德国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64 X 射线衍射仪 XRD-7000 日本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65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德国 浙江省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 
66 单晶衍射仪 APEX II 德国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67 X 射线衍射仪 MAX2550V/PC 日本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68 单晶衍射仪 SMART APEY II 美国 安徽大学 安徽 
69 X 射线衍射仪 MXP18AHF 日本 安徽大学 安徽 
70 X 射线粉末衍射仪 XRD-6000 中国 安庆师范学院 安徽 
71 单晶衍射仪 SMART APEX 德国 安庆师范学院 安徽 
72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德国 黄山学院 安徽 
73 X 射线衍射仪 D8 FOCUS 德国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 
74 恒温恒湿实验室 * 中国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 
75 全自动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ZSX-100e 日本 安徽省地质实验研究所 安徽 
76 能量色散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EAGLE-Ⅲμ 美国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安徽 
77 波长色散型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ZSXpimusII 日本 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 安徽 
78 X 射线粉末衍射仪 X''''''''''''''''Pert Pro MPD 荷兰 福州大学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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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X 射线单晶影像板系统 R-AXIS RAPID 日本 福州大学 福建 
80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德国 福州大学 福建 
81 投影仪系统 BarcoRedity SIM 5R 比利时 福州大学 福建 
82 x-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ESCALAB 250 美国 福州大学 福建 
83 X 射线衍射仪 XRD-7000S/L 日本 福建工程学院 福建 
84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德国 福建工程学院 福建 
85 组合式多功能水平 X 射线衍射仪 UItima IV 日本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86 扫描性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S4 PIONEER 德国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87 多晶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德国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88 X 荧光光谱仪 帕纳科 AX203MA4 中国 东华理工大学 江西 
89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 2100 DV 美国 景德镇陶瓷学院 江西 
90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Axios Advanced 荷兰 景德镇陶瓷学院 江西 
91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德国 景德镇陶瓷学院 江西 
92 肝脏纤维弹性检测仪 Fabro Scan 502 美国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93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SMART APEX II 德国 赣南师范学院 江西 
94 X 射线多晶衍射仪 D8 Advance 德国 赣南师范学院 江西 
95 能量弥散 X 射线谱 INCA Energy 250 英国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96 X 射线衍射仪 D/MAX-2500/PC 日本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97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最大功率 3000WATT 激发电压 20-60KV 德国 德州学院 山东 
98 X 射线衍射仪 Rigaku D/max2500VPC 日本 鲁东大学 山东 
99 X 射线衍射仪 D8 德国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 
100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德国 青岛大学 山东 
101 X 射线衍射荧光分析仪 ZSX100e 日本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102 X 射线衍射仪 D8－02 德国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103 电子背散射衍射仪 Channel 5 丹麦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104 X-射线衍射仪 X''''pert pro 荷兰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105 飞秒激光器 IC-800-200 fs 奥地利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106 X 射线衍射仪 日本理学 2500PC 日本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107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XRF-1800 日本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 
108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德国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 
109 X 射线应力测试仪 X-350A 中国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山东 
110 面探仪系统 R-AXIS SPIDER 日本 潍坊学院 山东 
111 岛津能量散射型荧光光谱仪 EDX-720 日本 山东硅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 
112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PrimusⅡ 日本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 山东 
113 X 射线衍射仪 锐影 荷兰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 山东 
114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AXIOS 荷兰 山东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 山东 
115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ESXPRIMUSII 日本 山东省地质科学实验研究院 山东 
116 X 射线衍射仪 PW-1710 荷兰 郑州大学 河南 
117 X-射线单晶衍射仪 R-AXIS-IV 日本 郑州大学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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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PRO 荷兰 郑州大学 河南 
119 高温 X 衍射仪 Phlips  X’Pert PRO 荷兰 郑州大学 河南 
120 X-射线荧光能谱仪 ARL QUANT''''''''X 美国 河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河南 
121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XRF-1700 日本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 
122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Pro 荷兰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 
123 X 射线衍射仪 Xpertpro 中国 武汉科技大学 湖北 
124 X 射线衍射仪 XD-5A 日本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 
125 X 射线粉末衍射仪 Bruker AXS D8-Advanced diffractometer 德国 湖北师范学院 湖北 
126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S4/60 位进样 德国 南华大学 湖南 
127 X 射线粉末衍射仪 D8 -ADVANCED 德国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 
128 车载 X 光机(500mA)、自动胸片库 新黄浦 HY-450 中国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 湖南 
129 800mAX 光机 XHD-150B-10 日本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 湖南 
130 多晶粉末 X 射线衍射仪 XRD-6100 日本 湖南化工研究院 湖南 
131 单晶衍射仪 SMART APEX II 德国 衡阳师范学院 湖南 
132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RIX2000 型 日本 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广东省测试分析

 

广东 
133 转矩流变仪 Polylab QC 德国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134 原位分析型 X 射线衍射仪 Ultima-Ⅳ 日本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135 X 射线衍射仪 ULTIMA-III 日本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136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SMART APEXⅡ 德国 广州大学 广东 
137 光荧光光谱测试仪 PLM-100 荷兰 深圳大学 广东 
138 衍射仪 D8 德国 汕头大学 广东 
139 能量色散荧光光谱仪 ARL Quant‘X 美国 广州市二轻工业科学技术研究所 广东 
140 X 射线应力测定仪 X-350A 中国 广西科技大学 广西 
141 全自动顺序扫描型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ZSX Primus Ⅱ 日本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142 X 射线衍射仪 日本理学 UItimaIV 组合型 日本 广西科学院 广西 
143 X-射线单晶测定仪 PX-Scanner+SuperNova 英国 广西科学院 广西 
144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PRO 荷兰 广西壮族自治区冶金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广西 
145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Axios 荷兰 广西壮族自治区冶金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广西 
146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3080E3 日本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 
147 X 射线能谱仪及电子背散射衍射分析系统 * 美国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 
148 电子探针显微分析仪 EPM-810Q 日本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 
149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2 ZXS primus II 日本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 
150 50kN 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 BLUEHILL 5569 美国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 
151 电导率连续剖面测量仪 ## 美国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 
152 X 射线衍射装置 Rigakn D/max 2500V/PC 日本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153 X-射线荧光光谱仪 S4-Pioneer 德国 海南省地质测试研究中心 海南 
154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PW2400 荷兰 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 重庆 
155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mpp 荷兰 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 重庆 
156 X 射线衍射仪（XRD） D8 Advance 德国 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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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X 射线衍射仪 XRD-6000 日本 重庆文理学院 重庆 
158 能谱 INCA 英国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 
159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BRUCKS 德国 重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重庆 
160 X 射线衍射仪 D8 德国 四川理工学院 四川 
161 X 射线衍射仪 布鲁克 D2 PHASER 德国 四川理工学院 四川 
162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S4 Explorer 德国 四川理工学院 四川 
163 X 射线衍射仪 ultima Ⅳ 日本 西华师范大学 四川 
164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PRO 荷兰 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 
165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Axios 荷兰 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 
166 X 射线荧光谱仪 XRF-1800/4KW，电源单相 50/60HZ 日本 昆明理工大学 云南 
167 X 射线衍射仪 D8ADVANCE 德国 昆明理工大学 云南 
168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ARL-8420+ 瑞士 昆明理工大学 云南 
169 X 射线衍射仪 Ultimal IV 日本 曲靖师范学院 云南 
170 X 射线衍射仪 Empyrean 荷兰 昆明冶金研究院 云南 
171 X 射线衍射仪 D8 德国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陕西 
172 X 荧光光谱分析仪 S8 TIGER 德国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陕西 
173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Powder 荷兰 西北化工研究院 陕西 
174 X 荧光光谱仪 FLSP920 英国 西北大学 陕西 
175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HCL 德国 西北大学 陕西 
176 X 射线衍射仪 XRD-7000S，3KW 日本 西安理工大学 陕西 
177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XGT-1000 日本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陕西 
178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S4 PIONEER 德国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陕西 
179 X 射线衍射仪 XRD-7000 日本 西安科技大学 陕西 
180 X 射线衍射仪 XRD-6000 中国 西安石油大学 陕西 
181 转矩流变仪 POLYLAB QC 中国 陕西理工学院 陕西 
182 X 荧光光谱仪 Axios max 荷兰 陕西省地质矿产实验研究所(国土资源部西

 

陕西 
183 粉晶 X 射线衍射仪 D/MAX-2600PC 日本 陕西省地质矿产实验研究所(国土资源部西

 

陕西 
184 X 荧光光谱仪 ZSX  PRIMUI Ⅱ 日本 陕西省地质矿产实验研究所(国土资源部西

 

陕西 
185 X 射线衍射仪 D-MAX2500V 日本 敦煌研究院 甘肃 
186 X 射线衍射仪 岛津 XRD-6000 日本 青海师范大学 青海 
187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ZSX PrimsII 日本 青海省地质矿产测试应用中心 青海 
188 X 荧光光谱仪 PW4400/40 荷兰 青海省地质矿产测试应用中心 青海 
189 波长色散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ZSX Prims II 日本 青海省地质矿产测试应用中心 青海 
190 X 射线衍射仪 D/max2200 日本 宁夏大学 宁夏 
191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S4 德国 宁夏出入境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宁夏 
192 X 射线衍射仪 D8 discover 德国 宁夏出入境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宁夏 
193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ZSX Primus 日本 宁夏出入境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宁夏 
194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ZSXPrimusⅡ 日本 宁夏回族自治区地质矿产中心实验室 宁夏 
195 全谱直读 ICP 光谱仪 ICP 美国 新疆大学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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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红外光谱仪 EQUINOX 55 德国 新疆大学 新疆 
197 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VARIAN 美国 新疆大学 新疆 
198 扫描电镜 LEO1430VP 德国 新疆大学 新疆 
199 核磁共振波谱仪 AC-80 型 中国 新疆大学 新疆 
200 X 射线衍射仪 MXP18XCE 日本 新疆大学 新疆 
201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RAXLS-SPIDER-R 日本 新疆大学 新疆 
202 液相质谱联用仪 HP1100 美国 新疆大学 新疆 
203 电子能谱仪 * 德国 新疆大学 新疆 
204 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日本 新疆大学 新疆 
205 傅立叶红外拉曼光谱仪 VERTEX70-RAMII 中国 新疆大学 新疆 
206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2100 日本 新疆大学 新疆 
207 X 射线粉末衍射仪 Bruker D8 Focus 德国 宁波大学 浙江 
208 X 射线衍射仪 R-AXIS RAPID 日本 宁波大学 浙江 
209 X 射线衍射仪 Bruker P4 标准 德国 宁波大学 浙江 
210 X 射线衍射装置 D/max-2500/PC 日本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211 X 射线衍射仪 D8-Advance 德国 深圳大学 广东 
212 高分辨 X 射线衍射仪 X′pertpro 荷兰 深圳大学 广东 
213 高分辨 X 射线衍射仪 x-pertpro 荷兰 深圳大学 广东 
214 X 射线衍射仪 D8 德国 石河子大学 新疆 
215 x 射线衍射仪 D/MAX-2600pc 日本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

 

北京 
216 数字化 X-ray 样本成像系统 KDDAK.In-VivoFx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

 

海南 
217 能量色散偏振光 X 荧光光谱仪 EPSILON5 荷兰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218 X 射线衍射仪 X Pert PRO MRD 荷兰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219 全反射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NanoHunter 日本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220 稳态－瞬态荧光光谱仪 fluorolog-3 美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221 衍射仪系统 D8 focus 德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222 Ｘ射线衍射仪 TTRIII 日本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北京 
223 低能电子衍射仪 BDL600 加拿大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224 晶体衍射数据采集系统 Mar 345 IP 德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225 高温 X 射线测量系统 TTR-III 日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226 多功能 X 射线测量系统 TTR-III 日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227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PRO 荷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228 X 射线衍射仪 X  PERT  PRO 荷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229 转靶 X 光发生器 RA-MICR07 日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230 成像板探测器 Mar345 德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231 八圆衍射仪 480 六圆 X 射线衍射仪 德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232 稳态/瞬态荧光光谱仪 Fluorolog-3-Tau 法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233 高能电子衍射系统 非标 德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234 X 射线衍射仪 TTR III 日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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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射线式分析仪器 MXP18AHF 日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236 X 射线衍射和散射光束线 非标 中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237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Gtemini satra 英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238 平行光 X 射线光源 ICT-IMS-CU-SAXS 德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239 7 元高纯锗阵列探测器 Gl0110S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240 Mar345 X 射线成像板系统 Mar Research 345 德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241 X 射线多目的测量系统 Multi-Purpose 日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242 X 射线光谱仪 XRF－1800 日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243 X 射线发生器 Genix 法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244 荧光光谱仪 IK3301R-G 中国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 
245 X 射线衍射仪 BEDE D1 英国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 
246 X 光双晶衍射仪 SOP125 日本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 
247 X 射线衍射仪 D/MAX2500VB2/PC 日本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 
248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Magix 荷兰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 
249 X 射线能谱仪 EDAX 美国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 
250 顺序式 X 荧光光谱仪 AXIOS 荷兰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 
251 全自动 X 射线衍射仪 D/MAX-22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 
252 背散射电子衍射仪 CHANNEL5 EBSD 丹麦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253 X-射线衍射仪 D/Max-24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254 X 荧光光谱仪 Axios 荷兰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255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Axios 荷兰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256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Pro 荷兰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257 荧光光谱仪 S/FLS920 英国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福建 
258 X 射线 CCD 面探及 AFC 系统 Mercary CCD/AFC 日本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福建 
259 粉末衍射仪 D/MAX25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福建 
260 多功能 X 射线衍射仪 UITIMA-LV 日本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福建 
261 CCD 单晶 X 射线衍射系统 Saturn 724 日本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福建 
262 小分子单晶 X 射线测量系统 SATURN 724 日本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福建 
263 台式小分子单晶 X 射线测量系统 Saturn724  SCXmini 日本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福建 
264 面探测系统 SMARTCCD 德国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福建 
265 X 射线粉末衍射仪 x''''''''pert pro 荷兰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福建 
266 生物大分子衍射仪 S/PROPEUM-K 德国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福建 
267 小分子单晶 CCD 衍射系统 SATURN70 日本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福建 
268 软 X 射线仪 VIX---150 日本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北京 
269 全自动顺序扫描型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ZSX100e 日本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270 背散谢衍射仪 CHANNEL5 丹麦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271 X 射线衍射仪 Bruker D8 ADVANCE 德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272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PRO 荷兰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广东 
273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Gemini R ULTRA/Cryijet-XL/Cryojet Autofi 德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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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X 射线荧光仪 AXIOS 荷兰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京 
275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PRO 荷兰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京 
276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德国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山东 
277 kV 级 X 射线机+ kV 成像面板 Polydora IT55 德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278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荷兰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279 全功能稳态/瞬态荧光光谱仪 FLS920 英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280 高分辨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MPD 荷兰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281 x-射线衍射装置 组装 日本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282 x-射线面探系统 D/max2500+/pc 日本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283 荧光光谱仪 FLEROLOGY－3－12 英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284 小角 X 射线衍射仪 a 美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285 薄膜衍射仪 a 美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286 表面动态观测仪 CX-10C 中国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287 X 射线衍射仪 相分析 荷兰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288 X 射线监视仪 DP435 德国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289 X 射线光谱仪 Magix PRO 荷兰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290 X 射线衍射仪 D/MAX24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291 X 光衍射仪 D8-DISCOVER 德国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292 X 射线荧光仪 元素分析 荷兰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293 X 光衍射仪 18KWD/MAX-2500PC 日本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294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APEX II DUO 美国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 
295 单晶 X 射线衍射仪 SMART APEX II 德国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甘肃 
296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MAGIX PW2403 荷兰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甘肃 
297 x 射线多晶粉末衍射仪 X"PERT PRO 荷兰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甘肃 
298 X 射线衍射仪 D8 Focus 德国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北京 
299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德国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北京 
300 X 荧光光谱仪 ZSXpimusII 型 日本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浙江 
301 X 射线衍射仪 D8 Discover 德国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浙江 
302 SMART APEXⅡ X-射线单晶衍射仪 SMART APEXⅡ 德国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 青海 
303 PW-4400-40 X-射线荧光分析仪 PW-4400-40 荷兰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 青海 
304 X Pert PRO X 射线衍射仪 X Pert PRO 荷兰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 青海 
305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德国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山西 
306 X 射线衍射仪 VITIMA IV 3KW 日本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上海 
307 便携式能量色散型 X 射线荧光分析仪 OURSTEX100FA 日本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上海 
308 FLSP920 时间分辨荧光光谱仪 FLSP920 英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上海 
309 多功能 X 射线衍射仪 empyrean 荷兰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上海 
310 顺序式 X 光谱仪 PW-2404 荷兰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 
311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AXIOS 荷兰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 
312 X 射线衍射仪 D2 ADVANCE 德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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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X 射线衍射仪 D8 DISOVER 德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 
314 X 射线衍射仪 D/max 2550V 日本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 
315 X 射线衍射成像系统 Huber G670 德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 
316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德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 
317 X 射线衍射仪 D8 Discover 德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上海 
318 X 射线四晶衍射仪 X-PEH MRD 荷兰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上海 
319 X 射线衍射仪 Bruker D8 Discover 德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上海 
320 双光源微焦斑单晶 X 衍射仪 SMART APEXII 德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上海 
321 X-粉末衍射仪 XRD-60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上海 
322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R-AXISIV++型 R-AXISIV++型 日本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323 X 射线衍射仪-小角度散射仪系统 X''''PERT PRO 荷兰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324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CCD－APEX 德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325 X-射线衍射仪 X''''''''pert Pro 荷兰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北京 
326 X 射线衍射仪 FRE 日本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327 IP 面探系统 Mar345 德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328 X 光衍射数据收集系统 007 日本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329 X 射线生物分子衍射装置 MM-007HF R-AXIS 日本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330 x-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德国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湖北 
331 X 射线衍射仪 Empyrean 荷兰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332 荧光光谱仪 FLS920 美国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333 X 射线衍射仪 D8 Discover 德国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334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smart APEX II 美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新疆 
335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德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新疆 
336 全自动射线荧光光谱仪 3080E3 日本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新疆 
337 X 射线衍射仪 D/MAX2200-PC 日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 
338 粉末衍射仪 D/MAX2500-PC 日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 
339 X 射线衍射仪 理学转靶 日本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 
340 x 射线衍射仪 D8 DISCOVER 德国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 
341 组合多功能 X 射线衍射仪 ULTIMA IV-185 日本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 
342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APEXⅡDUO 德国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 
343 X 射线晶体衍射仪 XPert 中国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 
344 岛津 X 射线衍射仪 XRD-6000 中国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 
345 多功能 X 射线衍射仪 精度 0.001（3kw） 美国 哈尔滨工程大学 黑龙江 
346 X 射线衍射仪 TTR-III 日本 哈尔滨工程大学 黑龙江 
347 X 射线衍射仪 D8 德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348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德国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349 荧光光谱仪 FL3-Tcspc 德国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350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Pro MPD 荷兰 西北工业大学 陕西 
351 X 射线能谱仪/EBSD 一体化系统 INCA 英国 西北工业大学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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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X-射线衍射仪 X PERTPRO-30X 荷兰 国际竹藤中心 北京 
353 X 射线粉末多晶衍射仪 ERUKER-AXS D8 德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江苏 
354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Gemini S Ultra 美国 暨南大学 广东 
355 X 射线衍射仪 D8 FOCUS 德国 暨南大学 广东 
356 X 荧光光谱仪 AXIOS 荷兰 成都地质调查中心（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四川 
357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Pro 荷兰 成都地质调查中心（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四川 
358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Axios 荷兰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北京 
359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RIX2100 日本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北京 
360 X 荧光光谱仪（台式能量色散） XEPOS 德国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北京 
361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Axios410 荷兰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西安

 

陕西 
362 X 射线衍射仪 D/max-2500 日本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西安

 

陕西 
363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4400/40 荷兰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

 

河北 
364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PW4400/40 荷兰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

 

河北 
365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pw2440 荷兰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

 

河北 
366 X 射线能谱仪+岩石组构仪 Inca+Channel 5 英国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北京 
367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AXIOS 荷兰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 广西 
368 多道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MXF-2400 日本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 北京 
369 管线剖面探测仪 GeoAcoustic 5430/5210A 英国 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 天津 
370 X 射线平板探测器 XRD1622Ap14 德国 北京大学 北京 
371 X 射线微焦斑单晶衍射仪 SUPERNOVA A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372 Ｘ－射线衍射仪 Super Nova A 新加坡 北京大学 北京 
373 阴极荧光接收器 chroma-cl 英国 北京大学 北京 
374 电子背散射衍射-能谱仪系统 INCA-Synergy 英国 北京大学 北京 
375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Pro 荷兰 北京大学 北京 
376 多功能 X 射线粉末衍射 X′pert Pro MPD 荷兰 北京大学 北京 
377 X 射线衍射仪 DMAX-2400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378 顺序式 X 射线荧光光谱 ADVANT`XP+ 瑞士 北京大学 北京 
379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S4-Explorer 德国 北京大学 北京 
380 稳态/瞬态荧光光谱仪 FLS920 英国 北京大学 北京 
381 材料研究衍射仪 X''''''''PERT-MRD 荷兰 北京大学 北京 
382 单晶衍射仪 PROTEUM R 德国 北京大学 北京 
383 紫外-近红外拉曼/荧光光谱仪 LABRAM HR800 法国 北京大学 北京 
384 影像板 X 射线衍射仪 RAPID-S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385 X 射线衍射仪 MultiFlex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386 X 射线衍射仪 X'''''''''''''''''''''''''''''''' Pert Pro MPD 荷兰 北京大学 北京 
387 X 射线衍射仪 D8 Discover 德国 北京大学 北京 
388 KappaCCD 面探衍射仪 Kappa CCD 荷兰 北京大学 北京 
389 X 射线衍射仪 XRD-6000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390 X 射线衍射仪 D/MAX 2500PC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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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 多晶衍射仪 D8 ADVANCE 德国 北京大学 北京 
392 X 射线衍射仪 D8FOCUS3KW/-10℃-150℃/万分之一 中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93 X 射线衍射仪 多晶态物质/3KW/0.01-90℃/万分之一度 日本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94 X 射线衍射仪 XRD-6000 最大功率 40KV*30NA 精度 0.001℃

 

日本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95 X 射线织构应力面探测器衍射系统 D8 Discover with GADD 美国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396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GeminiE 英国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397 X 射线衍射仪 日本理学 TR3 日本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398 X 射线衍射仪 D5000 型 德国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399 X 射线衍射仪 XRD-6000 日本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400 X 射线衍射仪 X pert pro MPD 荷兰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01 单晶 X 一射线衍射仪 SMART APEX-2-3KW 高性能 CCD 择测器 德国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02 波长色散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XRF-1800ASF(E) 日本 长安大学 陕西 
403 Bruker AXS X 射线衍射仪 角度值 2Th 准确度&lt;0.01 度 分辩率

   

德国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04 全自动 x 射线衍射仪 D/Max 2400 日本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05 单晶衍射仪 Bruker Smart APEXII 德国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06 多功能薄膜 x 射线衍射仪 for Material Research;D8 discover 德国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07 荧光光谱仪 FS920 英国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08 X-射线荧光光谱仪 SRS3400 德国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09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XRF-1800 日本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10 X 射线衍射仪 XRD-6000 日本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11 X 射线衍射仪 XRD-7000 日本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412 高分辨材料研究衍射仪 W85325A 美国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413 多晶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Pro 荷兰 东北大学 辽宁 
414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ZSX100E 日本 东北大学 辽宁 
415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3080E 日本 东北大学 辽宁 
416 X 射线衍射仪 D/MAX-3A 日本 东北大学 辽宁 
417 X 射线衍射仪 D8 DISCOVER 德国 东北大学 辽宁 
418 荧光光谱仪 FluoroMax-4 美国 东北大学 辽宁 
419 荧光光谱仪 FluoroMax-4 美国 东北大学 辽宁 
420 阴极发光显微系统 CL8200MK5 英国 东北大学 辽宁 
421 X 射线衍射仪 D/Max2200 日本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422 微焦点 X 射线成像装置 WJDX-1 中国 东南大学 江苏 
423 X 射线荧光能谱仪 ARL 美国 东南大学 江苏 
424 衍射仪系统 D8  DISCOVER 德国 东南大学 江苏 
425 CCD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SMART APEX 德国 复旦大学 上海 
426 X 射线多晶衍射仪 D4 德国 复旦大学 上海 
427 高温 X 射线粉末衍射仪 D8-advance 德国 复旦大学 上海 
428 X 射线荧光分析仪 RIX3000 日本 复旦大学 上海 
429 X 射线小角散射系统 NanoStar U SAXS System 德国 复旦大学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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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Bruker SMART APEX-CCD 德国 复旦大学 上海 
431 瞬态/稳态荧光光谱仪 LP920* 英国 复旦大学 上海 
432 X 射线荧光分析仪 S4 EXPLORER 德国 复旦大学 上海 
433 单晶衍射仪 X8 PROTEUM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434 X 射线衍射仪 D8 德国 复旦大学 上海 
435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Pro 荷兰 复旦大学 上海 
436 X 射线单晶体四圆衍射仪 DICAD4FFACTIS58 荷兰 复旦大学 上海 
437 X 射线多晶体衍射仪 D/max-rB 日本 复旦大学 上海 
438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达芬奇设计 德国 复旦大学 上海 
439 显微喇曼/荧光光谱仪 inVia 型 英国 复旦大学 上海 
440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XRF-1800 日本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441 X 射线衍射仪 D/MAX2500VL/PC 日本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442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德国 河海大学 江苏 
443 X 射线衍射仪 D8—Advanee 德国 湖南大学 湖南 
444 荧光光谱仪 Flnorolog-3 美国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 
445 X 射线衍射仪 D/max2550VB/PC 日本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 
446 顺序扫描荧光光谱仪 XFR-1800 日本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 
447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PRO 荷兰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448 X-射线单晶衍射仪 SMART APEXII 德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449 X 射线粉末衍射仪 Ultima IV 日本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450 X 射线粉末衍射仪 Ultima IV 日本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451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XRF-1800 日本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452 单晶衍射仪 SMART APEXII 德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453 X 射线衍射仪 D8 德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454 XRD 粉末衍射仪 D8Advance 德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455 超声分子束装置 真空度 2X10/1200L/S 中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456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Pro 荷兰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457 小角 X-射线散射仪 SAXSess 奥地利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458 X 射线荧光探针 EAGLEⅢ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459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荷兰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460 衍射仪 *D8 ADVNCE 德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461 X 光机(X 射线衍射仪) SMART-APEX 德国 吉林大学 吉林 
462 荧光光谱仪 FL-3 法国 吉林大学 吉林 
463 组合式多功能 X 射线衍射仪 TTRIII 日本 吉林大学 吉林 
464 X 射线显微分析仪 EMX-SM7 日本 吉林大学 吉林 
465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PW1404/10    KV:100KV 荷兰 吉林大学 吉林 
466 组合式多功能 X 射线衍射仪 Ultima IV 日本 吉林大学 吉林 
467 荧光光谱仪 FM-4 中国 吉林大学 吉林 
468 X 射线衍射仪 D/max-2550VB+/PC 日本 吉林大学 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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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 X 射线衍射仪 XRD-6000 日本 吉林大学 吉林 
470 单晶衍射仪 18KW 日本 吉林大学 吉林 
471 X 射线衍射仪 P3/R3 美国 吉林大学 吉林 
472 CCD 单晶衍射仪 SMAT APEX 德国 吉林大学 吉林 
473 x 射线衍射仪 Rigaku D/max2500PC 日本 吉林大学 吉林 
474 荧光光谱仪 AXIOS 荷兰 吉林大学 吉林 
475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R-AXIS Rapid - F 日本 吉林大学 吉林 
476 X 射线衍射仪 XRD-6000 日本 吉林大学 吉林 
477 CCD 单晶衍射仪 Smart 1000 德国 吉林大学 吉林 
478 全功能型稳态/瞬态荧光光谱仪 FLS920 英国 江南大学 江苏 
479 X 射线衍射仪 D8 德国 江南大学 江苏 
480 时间分辨荧光光谱仪 FLS920 英国 兰州大学 甘肃 
481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美国 兰州大学 甘肃 
482 X 射线衍射仪 PW3040/60 荷兰 兰州大学 甘肃 
483 粉末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Pro MPD 荷兰 兰州大学 甘肃 
484 X-射线荧光光谱仪 PW2403 荷兰 兰州大学 甘肃 
485 紫外可见荧光光谱仪 FLS920T 英国 兰州大学 甘肃 
486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SMART APEXII 美国 兰州大学 甘肃 
487 X 射线粉末衍射仪 D8 ADVANCE 德国 南京大学 江苏 
488 X 射线衍射仪 2.0kw，NF_Cu 靶，垂直测量角 日本 南京大学 江苏 
489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KAPPA APEXDUO 德国 南京大学 江苏 
490 X 射线衍射仪 ULTIMA-3 日本 南京大学 江苏 
491 X 射线衍射仪 D8 德国 南京大学 江苏 
492 X 射线衍射仪 D1SYSTEM/3KW 15-60KV 中国 南京大学 江苏 
493 X 射线衍射仪 D/MAX-uL TIMA3 日本 南京大学 江苏 
494 X 光衍射仪 X''''PERT PRO MRD 荷兰 南京大学 江苏 
495 单晶衍射仪系统 Apex2/CCD4K 低温液氮 德国 南京大学 江苏 
496 单晶分析仪 Apex/CCD 德国 南京大学 江苏 
497 X 射线衍射仪 XPERT/0-140C 荷兰 南京大学 江苏 
498 X 射线衍射仪 XTRA/3KW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499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ARL9800X/4.2KW 60KV 140MA 瑞士 南京大学 江苏 
500 四园单晶 X 射线衍射仪 CAD4SDP44/* 荷兰 南京大学 江苏 
501 X 射线衍射仪 D5000HR 德国 南京大学 江苏 
502 荧光光谱仪 Fluorolog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503 电子衍射仪 RHEED 30 DP 德国 南京大学 江苏 
504 X 射线衍射仪 D/MAX-RB 日本 南京大学 江苏 
505 高功率 X 射线衍射仪 D/max-2550 日本 清华大学 北京 
506 大功率单晶衍射仪 R-Axis—Spider 日本 清华大学 北京 
507 高分辨 X 射线衍射仪 D8-discover 德国 清华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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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 多晶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德国 清华大学 北京 
509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XRF-1800 日本 清华大学 北京 
510 高温 X 射线衍射仪 D8/Aduance 德国 清华大学 北京 
511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BRUKER P4 德国 清华大学 北京 
512 高分辨 X 射线衍射仪 D5005 3KV 德国 山东大学 山东 
513 阳极转靶 X 射线衍射仪 D/mex-rc 最大功率 12KW 日本 山东大学 山东 
514 小角 X 射线散射系统 MOD HMBG 0.005-0.6A 荷兰 山东大学 山东 
515 阴极荧光光谱仪 Mono Cl3+C1001 FWHM 波长 75nm 美国 山东大学 山东 
516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ZSXPrimusII 4KW/30um/CCD500um 日本 山东大学 山东 
517 X 射线衍射仪 DMAX-2500P 18KW 日本 山东大学 山东 
518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D8 德国 山东大学 山东 
519 x 射线衍射仪 D/MAX2550 日本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520 单晶衍射仪 Gemini  E 英国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521 X 射线衍射仪 D/max 2550VL/PC 日本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522 二维探测器 X 射线衍射仪 D8 Discover GADDS 德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523 X 射线衍射仪（多晶） D8 Advance 德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524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 日本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525 X 射线衍射仪 D/MAX2500 日本 天津大学 天津 
526 X 射线面探系统 BE24-341 日本 天津大学 天津 
527 X 射线衍射仪 PW-1700 荷兰 同济大学 上海 
528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Pro 荷兰 同济大学 上海 
529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德国 同济大学 上海 
530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Pro 荷兰 武汉大学 湖北 
531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德国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532 转靶 X 射线衍射仪 D/MAX-RB 日本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533 高分辨快速 X 射线衍射仪 D8 Adwance� 德国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534 D8 Advance 型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德国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535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Axios-Advanced 荷兰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536 X 射线衍射仪 xrd-7000 日本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37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PRO 荷兰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38 X-射线荧光光谱仪 S4PIONEER 德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39 X 射线衍射仪 D/MAX-2400 日本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40 X 射线衍射仪 * 荷兰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41 时间分辨荧光光谱仪 * 美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42 X 射线衍射仪 d8advance 德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43 荧光光谱仪 FL-TCSPC 美国 西南大学 重庆 
544 高真空磁控与离子束衍射仪 FJL560 中国 西南大学 重庆 
545 X 射线衍射仪 SPERT''PRO 中国 厦门大学 福建 
546 单晶衍射仪 Super Nova 美国 厦门大学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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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S8-Tiger 德国 厦门大学 福建 
548 X 射线衍射仪 D/MAX-RC 中国 厦门大学 福建 
549 X 射线能谱仪 EDS7426 中国 厦门大学 福建 
550 单晶衍射仪 Gemini S Ultra 中国 厦门大学 福建 
551 单晶衍射仪 SMART APEX 中国 厦门大学 福建 
552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R-AXIS SPIDER 中国 厦门大学 福建 
553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PRO 荷兰 浙江大学 浙江 
554 低温变温全波段荧光光谱仪 FLS920 英国 浙江大学 浙江 
555 荧光 X 射线装置 XRF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556 高分辩 X 射线衍射仪 DI 系统 英国 浙江大学 浙江 
557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558 X 射线晶体分析仪 Gemini A OHra 英国 浙江大学 浙江 
559 X 射线衍射仪 R-AXISIV++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560 全功能型稳态瞬态荧光光谱仪 FLSP920 英国 浙江大学 浙江 
561 变温 X 射线衍射仪 Empyrean 200895 荷兰 浙江大学 浙江 
562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SMART APEX- CCD 德国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563 粉晶 X 射线衍射仪 D/Max-Rc 日本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564 能谱仪 IE350 英国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 
565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XRF-1800 日本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566 X 射线衍射仪 Brucker 德国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567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德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568 荧光光谱仪 Fluorolog3-P 法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569 台式偏振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XEPOS 型:119749 德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570 X 射线衍射仪 D/max-rB  124 伏转靶 日本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571 X-射线衍射仪 Dmax-IIIB 日本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572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S8  TIGER 德国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573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德国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574 单晶衍射仪 D8 VENTRE 德国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575 X 射线衍射仪 XRD-7000 日本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576 X 射线衍射仪 D8 Focus 德国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577 X 射线衍射仪 230V,65KVA 德国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578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Axios 荷兰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579 粉末衍射仪 X’Pert PRO MPD 荷兰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580 衍射仪 D8 ADVANCE 德国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581 单晶衍射仪 SMAT APEX II 德国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582 X 射线衍射仪 D/MAX RAPID IIR 日本 中南大学 湖南 
583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SMART APEXII 德国 中南大学 湖南 
584 小焦点 X 射线实时成像系统 XY-225 中国 中南大学 湖南 
585 X 荧光谱仪 AXIOS 荷兰 中南大学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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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 电子背散射衍射系统 OIMXM4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587 X 射线衍射仪 D/max2550pc 日本 中南大学 湖南 
588 X-ray 测试仪 XD7600NT+CT 英国 中南大学 湖南 
589 X 射线衍射仪 D 500 德国 中南大学 湖南 
590 X 射线衍射仪 D/Max 2500VB= 日本 中南大学 湖南 
591 X 射线衍射仪 TTR Ⅲ 日本 中南大学 湖南 
592 衍射仪系统 D8 discover 德国 中南大学 湖南 
593 X-射线荧光光谱仪 ZSX Primus II 日本 中南大学 湖南 
594 电子衍射成像系统 832.20B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595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Axios  mAX 荷兰 中南大学 湖南 
596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Axios mAX 荷兰 中南大学 湖南 
597 单晶衍射仪 Gemini A Ultra 波兰 中山大学 广东 
598 X 射线粉末衍射仪 D8 ADVANCE 德国 中山大学 广东 
599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Rigaku R-AXIS Spider 日本 中山大学 广东 
600 X-射线粉末衍射仪 D/MAX2200VPC 日本 中山大学 广东 
601 小分子 X-射线单晶衍射仪 Gemini S Ultra 英国 中山大学 广东 
602 X 射线衍射仪 SMART  APEX 德国 中山大学 广东 
603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SMART 1000 CCD 德国 中山大学 广东 
604 热场电镜电子背散射衍射仪 EBSD 英国 中山大学 广东 
605 X 射线衍射仪 D/Max-2500PC 日本 重庆大学 重庆 
606 X-荧光分析仪 Quan X 美国 重庆大学 重庆 
607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XRF-1800 日本 重庆大学 重庆 
608 X 射线衍射仪 D/Max-2500PC 日本 重庆大学 重庆 
609 大功率高分辨单晶 X 射线衍射仪 SATURN944 日本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610 粉末衍射仪 2550PC 日本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611 双光源单晶衍射仪 1 台 Gemini 英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北京 
612 骨龄鉴定 X 射线计算机成像系统 AXIOM Multix MT 德国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613 微聚焦型 X 射线荧光能谱仪 EAGLE IIIu—PROBE 美国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614 X 射线仪 X  Peyt  PRO 荷兰 水利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

 

江苏 
615 直读式荧光光谱仪 XLt898DW 美国 水利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

 

江苏 
616 便携式 X 射线探伤成像系统 Blaze  XPro 以色列 水工金属结构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河南 
617 X 射线衍射仪 SPIDER 日本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 北京 
618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EDX-720 日本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北京 
619 X 射线粉末衍射仪 XRD-6000 日本 大连民族学院 辽宁 
620 X 射线衍射仪 XRD-6000 (3KW) 日本 北方民族大学 宁夏 
621 X 射线衍射仪 PW3040/60 荷兰 西北民族大学 甘肃 
622 X''Pert Pro X 射线衍射仪 2TJ6-07565SP 荷兰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浙江 
623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PRO 荷兰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福建 
624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瑞士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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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Advanced XP+ 美国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626 X 射线衍射仪 D/MAX-2500/PC 日本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627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德国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

 

江苏 
628 X—射线荧光光谱仪 Axios mx 荷兰 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湖北 
629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荷兰 AXIOS 荷兰 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湖北 
630 X-射线荧光分析显微镜 堀场 XGT-5000 日本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631 X 射线衍射仪 D8-ADVANCE 德国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632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Magix(PW2403) 荷兰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633 单晶 X 射线衍射仪 SMART APEX II_SMART APEX II 德国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634 面探 X 射线衍射仪 D8*discover 德国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635 X 射线衍射仪 D8*advance 德国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636 电感耦合等离子原子发射光谱仪 ICP-AES_OPTIMA7000DV 美国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637 四园单晶衍射仪 四园 rigakauAfc-7r 中国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638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XRF-1800 日本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639 X 射线衍射仪 XRD-7000 日本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640 便携式 X 荧光能谱仪 XL3T(美国 NITON) 美国 北京印刷学院 北京 
641 X 射线衍射装置 X-ray duffractometer 日本 北京印刷学院 北京 
642 扫描型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1800 中国 北京建筑大学 北京 
643 X-荧光能谱仪（台式） ARL QUANT''''X 美国 北京服装学院 北京 
644 X-荧光能谱仪（便携式） 美国热电 XL3t700 美国 北京服装学院 北京 
645 小角 X-射线散射仪 X''''''''''''''''pert Nano-1 荷兰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北京 
646 X 射线衍射仪 D8 focus 德国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北京 
647 X 射线衍射仪 UctimaIV 日本 天津城建大学 天津 
648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APEX II 德国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649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APEX11Quazar CCD 德国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650 X 射线粉末衍射仪 D8ADVANCE 德国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651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EDX－720 日本 天津市电子仪表实验所 天津 
652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PHI5000 VersaProbe 日本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六研究所 天津 
653 X 射线衍射仪 DMAX/RC 日本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六研究所 天津 
654 X-衍射荧光光谱仪 AXIOS PW4400 荷兰 河北科技大学 河北 
655 X-射线衍射仪 D/MAX 2500PC 日本 河北科技大学 河北 
656 单晶衍射仪 Smart APEX II*CCD 德国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 
657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德国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 
658 X 射线能谱仪 VANTAGE 美国 河北理工大学 河北 
659 X 射线衍射仪 xper  pro 荷兰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河北 
660 X 射线衍射仪 smart Lab 日本 河北工业大学 天津 
661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德国 石家庄铁道大学 河北 
662 X 射线能谱仪 VGR-3 美国 石家庄铁道大学 河北 
663 X 射线衍射仪 Ultima IV 日本 河北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 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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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AXIOSMAX 荷兰 河北省沙河玻璃技术研究院 河北 
665 X 射线衍射仪 UitimaⅣ 日本 河北省沙河玻璃技术研究院 河北 
666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SMART.APEX 德国 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 
667 X 射线衍射仪 XD8-Adrance 德国 内蒙古工业大学 内蒙古 
668 数控加工中心 DMU100 中国 内蒙古工业大学 内蒙古 
669 超快速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MS-2020 中国 内蒙古工业大学 内蒙古 
670 刀片服务器 123 美国 内蒙古工业大学 内蒙古 
671 全自动顺序扫描型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ZSX Primus  II 日本 内蒙古自治区矿产实验研究所 内蒙古 
672 X 射线衍射仪 D8  FOCUS 德国 内蒙古自治区矿产实验研究所 内蒙古 
673 全自动顺序扫描型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ZSX Primus 日本 内蒙古自治区矿产实验研究所 内蒙古 
674 组合式多功能水平 X 射线衍射仪 U1tima IV 日本 渤海大学 辽宁 
675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SMART APEX11 德国 渤海大学 辽宁 
676 X 射线双晶衍射仪 D/MAX-2400 日本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 
677 X 射线衍射仪 D/max 2500 vpc 日本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 
678 X 射线衍射仪-7000 D/MAX2200VPC 日本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 
679 全自动 X-射线粉末衍射仪 0 瑞士 哈尔滨师范大学 黑龙江 
680 X 射线衍射仪 D/max2200PC 日本 牡丹江师范学院 黑龙江 
681 X-衍射仪 D8ADVANCE 德国 佳木斯大学 黑龙江 
682 X 射线荧光分析仪 XRF-1800X 日本 佳木斯大学 黑龙江 
683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S4 德国 黑龙江科技学院 黑龙江 
684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PH15010 日本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685 X 射线衍射仪 D/MAX-2201 日本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686 能谱仪 Quantax 400 德国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687 X 射线衍射仪 X Perp PRO 中国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上海 
688 X 射线衍射仪 无 德国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上海 
689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XRF-1800 日本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上海 
690 X-射线测厚仪 XMDVM-T7.1-W 德国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上海 
691 X 射线衍射仪 XMDVM-7.1-W 中国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上海 
692 X 荧光能谱仪 Quan-X 美国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 
693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EDX-720 日本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 
694 X 射线荧光显微分析仪 XGT-5000 日本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 
695 X-衍射仪 D/max2500HB+/PC 日本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 
696 X 射线荧光分析仪 ARL-8410 瑞士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 
697 微区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ARTAX400 德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698 能量色散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MiniPal4 荷兰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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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超薄冷冻切片机 EM UCC7/FC7 奥地利 上海大学 上海 
2 全自动二次热解析仪 TurboMatrix 650 ATD 英国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上海 
3 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仪 SFE-2000-2 美国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 上海 
4 大型硬组织切片机 diamond precision cutting systems 300cp、400cs 德国 上海市伤骨科研究所 上海 
5 超速离心机 Optima L-80xp 美国 上海市检测中心 上海 
6 加速溶剂萃取仪 ASE200 美国 上海市检测中心 上海 
7 超薄切片机 EMU16 德国 扬州大学 江苏 
8 微量混合仪 MiNiLabII 德国 淮阴工学院 江苏 
9 冷冻超薄切片机 UC7-FC7 590399 德国 苏州大学 江苏 
10 超薄切片机 UC7rt 德国 徐州医学院 江苏 
11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350 美国 徐州工程学院 江苏 
12 超高温杀菌系统 pt-20ts 日本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 
13 制备型超速冷冻离心机 Optima TM L-100XP 美国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4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200 美国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15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200 美国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16 全自动在线浓缩-净化-定量浓缩联用仪(全自动

 

ULTRA 德国 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17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350 美国 浙江树人大学 浙江 
18 超临界萃取系统 SFEX10L 美国 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 
19 自动化核酸提取及 PCR 建立工作站 Freedom EVO150 瑞士 江西农业大学 江西 
20 立式发酵罐组 FUS-10L-50L(A)-200L(A) 中国 赣南师范学院 江西 
21 超薄切片机 LEICA EM FC7 德国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22 连续式高浓度盘麽机 2500-II 型 日本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 
23 超薄切片机 Leica EM FC6 德国 青岛大学 山东 
24 超薄切片机 EMUC-7 德国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25 微波消解/萃取仪（高压） MARS 美国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26 环保型电脑自动组织脱水机 KD-TS3 德国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27 全自动消解及前处理系统 DEENA 美国 河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河南 
28 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仪 SFE-2 美国 河南省农科院农副产品加工所 河南 
29 超临界萃取仪 Spe-ed SFE-2 型 美国 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河南 
30 实验制粉机 MLU-202 瑞士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

 

河南 
31 快速溶剂萃取系统 ASE300 美国 湖北民族学院 湖北 
32 加速溶剂提取仪 ASE350 美国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

 

湖北 
33 多功能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Quanta450 美国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 
34 智能部分流颗粒采集仪 SPC472 中国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 
35 高性能计算集群 曙光天阔 A5000 中国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 
36 公网移动通信系统实验平台 * 中国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 
37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 300 美国 湖南省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湖南 
38 凝胶净化浓缩系统 Preplinc accuprep MPS 美国 湖南省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湖南 
39 ASE300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300 美国 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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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自动化工作站 Biomek FXp 美国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 
41 冷冻干燥机 EPSLON2-8D 德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2 超临界萃取系统 ISCO100DX 美国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43 ECR 等离子体增强与磁控溅射系统 DZCJ-1200 中国 深圳大学 广东 
44 流式细胞仪 FACSAria II 美国 汕头大学 广东 
45 中压层析系统 AKTA purifier100 瑞典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卫生研究所 广东 
46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350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轻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广西 
47 全自动核酸分离纯化与加样系统 MagNA PureLC 2.0 日本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48 激光捕获显微切割系统 ZEISS PALM 型 德国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49 凝胶净化浓缩联用仪 LCTECH 德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50 全自动聚焦微波样品工作站 STAR System2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51 高压密闭微波消解仪 Multiwave 3000 奥地利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52 快速溶剂萃取仪 Dionex ASE-300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53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Nicolet 6700 德国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 
54 CEM 常压开放式聚焦微波消解仪 STAR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广西 
55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350 美国 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海南 
56 超临界 CO2 萃取中试装置 HA421-40-96-C 中国 重庆市日用化学工业研究所 重庆 
57 超速冷冻离心机 L-100XT 美国 川北医学院 四川 
58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1200LC/MS 美国 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 
5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Varian3900GC-Saturn2100T 美国 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 
60 超薄切片机 leica ultracut R 德国 昆明医科大学 云南 
61 激光剥蚀系统 Geolas2005 德国 西北大学 陕西 
62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350 美国 陕西省地质矿产实验研究所(国土资源部

 

陕西 
63 食品物性测试仪 TA XT PLUS 英国 宁夏大学 宁夏 
64 硬组织重型平推切片机和磨片机 Leica SM2500 德国 宁夏医科大学 宁夏 
65 电镜超薄切片机 EM UC7 德国 宁夏医科大学 宁夏 
66 净水器 Millipore SAS Elix 35 法国 宁夏出入境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宁夏 
67 电镜超薄切片机 EM UC7 德国 宁夏医学科学研究所 宁夏 
68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200 美国 厦门理工学院 福建 
69 核酸自动抽取仪 FREEDOM-EVO 100-4 美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70 全自动固相萃取仪 GX-274 法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71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350 美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72 DNA 测序仪 ABI PRISM3100 美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73 全自动固相萃取仪 SPE215 法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74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200 美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75 超临界萃取仪 SFE-500 美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76 全自动固相萃取仪 GX-274 法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77 全自动固相萃取仪 GX-274 法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78 全自动固相萃取仪 GX-274 法国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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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溶剂快速萃取仪 ASE200 美国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 
80 全自动固相萃取仪 ASPECXL4 美国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 
81 超薄切片机 EMUC-6 德国 深圳市仙湖植物园管理处 广东 
82 全自动固相萃取仪 GX-274 ASPEC 美国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 广东 
83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300 美国 济南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山东 
84 种子清选设备 922S-3.0 中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 内蒙古 
85 真空冷冻干燥设备 ZG-20 中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浙江 
86 自动化样品处理工作站 BeckmanCoulte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黑龙江 
87 超临界 CO2 萃取系统 FE06HK-163(ZB)LD/LM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 甘肃 
88 膜片钳系统 MultiClamp 700B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 北京 
89 高密度超临界 CO2 处理设备 SFT-HPR-1000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北京 
90 快速溶剂萃取装置 ASE 350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北京 
91 超薄切片机 UC7 德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上海 
92 全自动移液工作核酸抽提系统 Biomek NXp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上海 
93 自动化微量液体分装系统 ZEPHYRGX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北京 
94 快速溶剂萃取仪 350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甜菜研究所 黑龙江 
95 全自动液体处理工作站 Platemate 2x3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北京 
96 超薄切片机 Leica UC6 德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

 

海南 
97 超临界萃取设备 SFT/HPR-500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广东 
98 微波消解萃取系统 CEM MARS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广东 
99 全自动比表面积及化学吸附仪 ASAP 2020M，ChemiSorb 2720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广东 
100 天然橡胶连续微波干燥机 自制 中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广东 
101 天然橡胶脱水机 自制 中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广东 
102 自动液体工作站 JANUS AJM4G01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

 

海南 
103 CO2 超临界萃取装置 SFE-2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 海南 
104 自动加样机 JANUS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山东 
105 快速溶剂萃取系统 ASE350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山东 
106 全自动固相萃取仪 Preplin 美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 广东 
107 专用制冷、空调设备 * 中国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北京 
108 快速温度变化试验箱 VCS7130-25 德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9 微波消解装置 MARS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110 沉降场流分离法仪 AF2000 德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111 电子天平 XP6U 瑞士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112 飞秒振荡器 Micra-5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113 无磁精密电磁天平系统 NL103 中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114 多通道超微量移液装置自动称重校准工作站 MCP 瑞士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115 冻干机 epsilon2-4D 德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116 双门通道式高温灭菌锅 Systec－150 2D 德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117 多功能自动进样系统 combiPAL 美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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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纳米压印机 HEX01 德国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北京 
119 物理吸附和化学吸附仪 ASAP2020 M+C 美国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北京 
120 金相制样系统 CitoPress-10 丹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121 二氧化碳激光探针融样分析系统 无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122 多槽清洗机 60-32070-VLF 美国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 
123 片盒清洗系统 ULTRA-241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 
124 晶片清洗机 EVG 320 奥地利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 
125 等离子清洗系统 Plasma System300 德国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 
126 低温杜瓦系统 SRDK-415 美国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 
127 芯片兆声清洗系统 CL2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 
128 超临界萃取及反应系统 R100MF 美国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129 载体制备装置 50L 中国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130 比表面积及空隙度物理吸附仪 AUTRB1 美国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131 真空压片机 WLP500S 德国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132 全自动化学吸附仪 AUTOSORB-1-C/MS 美国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 
133 CIP 全自动物理、化学吸附仪 ASAP2010/AutoChem292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 
134 CIP 全自动物理、化学吸附仪 ASAP2010/AutoChem292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 
135 物理吸附仪 ASAP 201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 
136 化学吸附仪 AutoChem 291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 
137 加速溶剂萃取仪 ASE-35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38 地质薄片样品制备系统 BROT 法国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 
139 智能重量分析仪 IGA100B 英国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福建 
140 15kW 超临界空气填充床储冷储热实验台 自行研制 中国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北京 
141 标准型热解仪 ROCK EVAL—6 法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142 快速溶济萃取仪 ASE3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143 激光烧蚀固体微区进样系统 LUV213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144 高压气体吸附分析仪 PCTPro-E&E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145 多功能化学吸附仪 CPB-1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广东 
146 微量液体操作系统 ECHO52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广东 
147 超薄切片机 EM UC7+EM KMR3 奥地利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广东 
148 自动微波组织处理机 EM AMW+EM TRIM2 奥地利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广东 
149 超薄切片机 Leica EM UC7 Microtome 美国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京 
150 天平分析仪 Q-SENSE E4 美国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京 
151 IGA 智能重量分析仪 IGA-100A 英国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京 
152 1 万升杜瓦 CH-10000 英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153 微弱电流导出和纳米夹持操纵仪 MNME100 德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154 光学参数振荡器 SCAMTE OPPOE 德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155 2000W 制冷机配件 阀门共 46 只 瑞士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156 氦制冷机 MG 300W/1.8K 俄罗斯联邦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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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微波消解仪 Multiwave3000 奥地利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广东 
158 石英微天平 a 德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159 超薄切片机 UC6&FC6 德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160 超临界态连续反应装置 研制 中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161 飞秒振荡器 3941－30-MIS 美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162 石英微天平 q-sense E1 中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163 喷雾干燥机 a 美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164 超临界水氧化测试仪 1 中国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165 液氮制备系统 Stirling-2 荷兰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云南 
166 全自动液体工作站 Microlab Starlet 瑞士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云南 
167 微透析样品检测系统 Alexys 荷兰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云南 
168 膜片钳系统 EPC-10 USB TRIPLE 德国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云南 
169 微晶天平 Q-Senc  E1 芬兰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甘肃 
170 制冷机超净装配系统 非标 中国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北京 
171 制冷机 LSF9189/01 中国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北京 
172 PCTevo 气体吸附分析仪 PCTevo 中国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北京 
173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3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江苏 
174 冷冻超薄切片机 RMC-XL-POWER-TOME 美国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浙江 
175 高压吸附仪 PCT E&E 美国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浙江 
176 TEM 样品前处理设备 无 美国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浙江 
177 化学吸附仪 AUTO CHEM II 292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山西 
178 超微操纵仪 MM3A-EM 德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

 

上海 
179 石英晶体微天平 QSENSE-D300 瑞典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上海 
180 全自动高压蒸汽灭菌锅 STERIVAP669-1 STERIVAP669-1 捷克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181 膜片钳 700B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北京 
182 超薄切片机 UC6 德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183 高分辨率贴附式细胞膜片电容与递质氧化电流

 

r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184 细胞筛选系统 leap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185 组织病理切片全景影像采集和分析系统 leica 德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186 多通道膜片钳系统 Axon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187 高压冷冻系统 Leica EM PACT2 德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188 膜片钳系统 EPC-10 德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189 膜片钳系统 EPC-10 德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190 能量过滤器 FEI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191 冷冻超薄切片机 LEICA UC6+FC6 德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192 高热密度液体冷却系统 APC ACRC103 美国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北京 
193 超薄切片机系统 HT7701 德国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湖北 
194 半导体器件功率循环系统 PVA TePla ITC52300 德国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北京 
195 多功能读板机 Flexstation 3 中国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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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CO2 超临界萃取设备 NP-5000-1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197 冰冻超薄切片机 EMUC7 奥地利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198 冷冻超薄切片机 EM FC7 UC7 德国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湖北 
199 超低温样品存储系统 HST30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湖北 
200 全自动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350 美国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青海 
201 液氮制备系统 AL600+CP1014 美国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云南 
202 高效逆流色谱仪 Spectrum HPCCC 英国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云南 
203 超临界 CO2 萃取设备 100L×2 中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新疆 
204 在线固相萃取 LC-SPE 联用仪 7800-AP 美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新疆 
205 触屏控制冷冻制备工作台 PP3000T 英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206 超薄切片机 Leica RM2145 美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207 分生实验自动工作站 Biomek FXp 美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208 自动在线固相萃取液相色谱串联质谱 Symbiosis Pharma SP103.576 荷兰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209 自动化样品制备系统 CBot 美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210 自动化移液工作站 Biomek 3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211 制冷系统动态性能试验室 * 中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212 样品制备仪器系统 MODEL691 中国 西北工业大学 陕西 
213 超临界流体萃取仪 TharSFC？Sit zone TC？CN6/High pump 美国 国际竹藤中心 北京 
214 超临界流体萃取系统 SFE-260 美国 国际竹藤中心 北京 
215 重量法吸附分析仪 IGA002 英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

 

江苏 
216 超薄切片机 PowerTome-XL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

 

江苏 
217 超薄切片机 Leica EM UC 7 德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北京 
218 全自动样品处理工作站 Biomek FXP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北京 
219 单板旋切机 B-02544 S7-4 DN-170 芬兰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北京 
220 测定甲醛用小型操作室 KHC－1 日本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北京 
221 高频真空木材试验干燥机 HED-0603 日本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北京 
222 单细胞记录仪、昆虫味觉电生理仪 MultiClam700B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

 

北京 
223 超临界萃取系统 TharSFE 1000-M1-2-C50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昆虫研究所 云南 
224 超薄切片机 EM-UC 6 奥地利 暨南大学 广东 
225 激光显微超级工作站 PALM COMBISYS 德国 暨南大学 广东 
226 二噁英减排设备 HYE-3 型 中国 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 北京 
227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200 美国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北京 
228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350 美国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北京 
229 溶剂快速萃取仪 ASE300 美国 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 江苏 
230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200 美国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西安

 

陕西 
231 样品制备设备 BB 200 德国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

 

河北 
232 溶剂快速萃取仪 戴安 ASE-200 美国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

 

河北 
233 高压脉冲岩石破碎机 PSpec selFrag Lab 07-10 瑞士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北京 
234 超低温智能样品管理系统 BIOBANK 加拿大 北京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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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冷冻超薄切片机 UC7/FC7 德国 北京大学 北京 
236 高压气体吸附分析仪 PCT Pro 2000 法国 北京大学 北京 
237 全自动物理/化学吸附分析仪 Autosorb-iQ-CTCD-MS-VP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238 超低温冷冻箱 BIOBANK 加拿大 北京大学 北京 
239 皮秒激光器/参量振荡器 PicoTrain/Levante,PL2210A-1K-SH 俄罗斯联邦 北京大学 北京 
240 低温稀释制冷机 Triton 200-10 英国 北京大学 北京 
241 低温稀释制冷机 Triton 200-10 英国 北京大学 北京 
242 纳米压印机 Eitre 3 瑞典 北京大学 北京 
243 纳升级高通量全自动液体处理工作站 PHOENIX PH18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244 冷冻超薄切片机 Lei EM UC7+FC7 奥地利 北京大学 北京 
245 等离子体去胶机 310-M000011 德国 北京大学 北京 
246 微波消解系统 UltraWAVE 意大利 北京大学 北京 
247 稀释制冷机 MX250 英国 北京大学 北京 
248 大气预浓缩系统 7104A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249 石英晶体微天平 E4 瑞典 北京大学 北京 
250 飞秒光学参量振荡器 Mira-OPO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251 兆声波清洗机 BECOⅡ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252 超薄切片机 UCT (带冷冻装置) 德国 北京大学 北京 
253 超临界流体萃取仪 lab SFE 100ML 法国 北京大学 北京 
254 微操纵仪、微抓取器 MM3A,MGR-EM 德国 北京大学 北京 
255 冷冻刻蚀系统 (leica ) BAF060 德国 北京大学 北京 
256 全自动样品处理台 FX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257 磁学性能测量系统 HELIUN3 制冷单元 IHULIUM3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258 实验室自动工作站 Biomek  FX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259 全自动物理吸附和化学吸附仪 Autosorb-iQ-c-TCD-MS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260 多功能提取平台 80-500 升/50KW/预处理/提取浓缩/离心萃取/加

 

中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261 程序升温化学吸附仪 AutoChem II 2920,-120℃-1100℃；50,30,10℃

 

中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262 冷冻超薄切片机 F6C+FC610.4 寸彩色液晶触摸屏 奥地利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263 超薄切片机 切片厚度 1 纳米至 15 微米，工作温度最低-185

 

德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264 切片机 LEICA 常温超薄切片 德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265 超薄切片机 EM UC7 德国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266 液体样品处理工作站 MICRLAB 瑞士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267 SPC472 部分流颗粒采样系统 主柜 采样柜 奥地利 长安大学 陕西 
268 薄膜微电池制备设备 JCP-500 中国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269 超临界萃取装置 HA121-50-01 中国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270 超薄切片机 UC6 德国 东南大学 江苏 
271 全自动样品管理和处理系统 REMP-SSS 瑞士 复旦大学 上海 
272 极低温强磁场稀释制冷机系统 KelvionxMX400 英国 复旦大学 上海 
273 石英晶体微天平 E4 瑞典 复旦大学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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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化学吸附仪 Auto Chem Ⅱ 2920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275 自动化工作站 Biomek FX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276 振荡器 Coherent Mira 900-D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277 制冷空调综合性能实验装置 无 中国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278 循环单剪试验系统 WF25735 英国 湖南大学 湖南 
279 样品处理仪 FX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80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300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81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350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82 多通道采样处理器 96-channel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83 多通道采样处理器 96-channel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84 萃取仪 ASE200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85 浓缩仪 HT12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86 超临界水氧化系统 SCWO-250 美国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287 超临界逆溶剂造粒系统 SAS50 中国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288 全自动程序升温化学吸附仪 AUTO CHEMⅡ2920 中国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289 石英晶体微天平 * 芬兰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290 膜片钳分析系统 AXOPATOH200B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291 膜片钳分析系统 Axon200B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292 组织膜片钳系统 Multiclamp700B/Digital1322A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293 超薄切片系统 A-1170 澳大利亚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294 化学吸附仪 AutoChemII2920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295 双通道膜片钳系统 250mv 德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296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200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297 脉动真空灭菌器 BH-2VEP 以色列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298 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仪 SFX220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299 制冷机 SG-LZMT 中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300 超薄冷冻切片机 UC6 德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301 超薄切片机 EMUC7 美国 吉林大学 吉林 
302 全自动程序升温化学吸附仪 Autochem 112920 美国 吉林大学 吉林 
303 有机样品真空热升华性能分析,提纯仪 JTU-S-200 其他 吉林大学 吉林 
304 组织脱水机 VIP-E3000F 日本 吉林大学 吉林 
305 灭菌、脱水及干燥系统 SES-07 中国 江南大学 江苏 
306 超薄切片机 UCT 德国 江南大学 江苏 
307 纳米超微操纵仪 MM3A 德国 兰州大学 甘肃 
308 全自动比表面积物理吸附仪 ASAP2020M 美国 兰州大学 甘肃 
309 全细胞双通道膜片钳 EPC 10 型 德国 兰州大学 甘肃 
310 制冷机 PT403 英国 南京大学 江苏 
311 智能重量分析仪器 IGA 100 英国 南京大学 江苏 
312 稀释制冷机 DR 200-10 英国 南京大学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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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稀释制冷机系统 MX400/&lt;20MK 英国 南京大学 江苏 
314 加速溶剂萃取仪 ASE350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315 超真空薄膜蒸发系统 * 中国 南京大学 江苏 
316 全自动移液系统 MOLTIPROB 美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317 超薄切片机 UC7 奥地利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318 半自动纳米压印机 EVG520HE 奥地利 清华大学 北京 
319 液氮自循环杜瓦 XL-7 规格 380V/220V 中国 山东大学 山东 
320 超临界萃取仪 HA221-50-06-C 规格 1-5L 中国 山东大学 山东 
321 冷冻蚀刻 BAF060 规格液氮制冷 -170°C 德国 山东大学 山东 
322 化学吸附仪 AutoChem 2920 美国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323 冷冻超薄切片机 UC6-FC6 德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324 低温制冷机 spc-4t 荷兰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325 全自动化学吸附仪 autochemⅡ 2920 美国 天津大学 天津 
326 气动-声学风洞天平移动带系统 250Km/h 移动带速度 德国 同济大学 上海 
327 气体吸附仪 SGA-100 荷兰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328 激光显微捕获系统 PIXCELL IIe 中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29 单细胞膜片钳 AXOPATCH 200B 美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30 光参量振荡器 * 美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31 全自动物理化学吸附仪 ASAP2020/2920 美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32 低温制冷机系统 Zephyr CH-1.4 中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33 脑片膜片钳系统 Muliclamp700B 美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34 超薄切片机 UC7 德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335 全自动样器前处理系统 ACCUPREP 美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336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200 美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337 全自动轮驻式切片机 LEICA UCT 德国 西南大学 重庆 
338 超薄切片机 徕卡 EM VC7 德国 西南大学 重庆 
339 自动化液体处理工作站 BiomekNXP 德国 西南大学 重庆 
340 膜片钳微操纵仪 700B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341 裂解气相色谱质谱联机 CDS5200/DSQII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342 脑片膜片钳记录分析系统 MULTI-CLAMP 700B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343 膜片钳系统 700B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344 智能重量分析仪（天平） HAS-022-124Q 英国 浙江大学 浙江 
345 冷冻超薄切片机 ULTRACUT UC7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346 物理化学吸附仪 AWTOSOB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347 溶胶颗粒采样收集测量系统 10LPM 芬兰 浙江大学 浙江 
348 快速温度变化试验箱 QT1070W10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349 超薄切片机 EM UC7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350 石英晶体微天平 ZCEC-100768F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351 石英晶体微量天平 频率范围:3.8-6.06MHZ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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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等离子裂解反应器淬冷器 1MW,50KW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353 细胞电流记录系统 CIB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354 组织切片机 Leica UC6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355 快速溶剂提取仪 ASE-30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356 萃取装置 HA-420-40-96 中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357 组织切片系统 TP-1020 德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358 冻干机 LYOQUEST-85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359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360 全自动程序升温化学吸附仪 Autochem Ⅱ 2920 美国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361 60MPa 超临界高压反应系统 * 中国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362 高压雾化制粉装置 HERMIGA100/20 英国 中南大学 湖南 
363 全自动移液工作站 Evo 150 瑞士 中南大学 湖南 
364 化学吸附仪 ASAP2020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365 细胞膜片钳系统 EPC-10 德国 中南大学 湖南 
366 金相制样设备 planpol-v discoton-2 prontopress 丹麦 中南大学 湖南 
367 超薄切片机 UC6 奥地利 中南大学 湖南 
368 冷冻超薄切片机 LEICA UCL/FC6 奥地利 中山大学 广东 
369 智能重量分析仪 IGA-100B 英国 重庆大学 重庆 
370 超薄切片机 EMUC7 德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371 石英晶体微天平 Q-sense  E4 瑞典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372 冷冻大组织切片机 CM3600XP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北京 
373 激光烧蚀系统 UP-213-2289 美国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374 硬化混凝土冻融/盐冻试验机 CDF/CIF 德国 水利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能源局南京水

 

江苏 
375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300 美国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北京 
376 有机碳测定仪 ELAN  DRC-e 美国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北京 
377 膜片钳系统 EPC10 德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 北京 
378 冷冻超薄切片机 EMUC 6 奥地利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 北京 
379 样品全自动进样器系统 CTC AnalyticsHTS PAL 瑞士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 北京 
380 膜片钳记录分析系统 Axon 200B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 北京 
381 大气采样及预浓缩系统 AFT-8130 美国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北京 
382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350 美国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 北京 
383 多功能冷冻干燥机 Genevan  HT-4 英国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福建 
384 冻干机 Gemesis25 EL5 美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385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200 美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386 吸烟机 RM20H 德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387 吸烟机 SM450 英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388 吸烟机 SM405-SV 英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389 裂解器 CDS 5250T 美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390 直线型吸烟机 斯茹林 SM450 英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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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 行星式球磨仪系统 PM400 德国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江苏 
392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35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福建 
393 智能重量吸附仪 IGA001 英国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山东 
394 超薄切片机（透射电镜制样设备） UC6 奥地利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山东 
395 微波消解系统 Ultra wave 意大利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396 多功能读板机 Flexstation 3 中国 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天津 
397 样品制备设备 11 中国 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湖北 
398 液体工作站 Quadra 4 SPE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

 

北京 
399 氩氦低温冷冻手术系统 Cryo-hit 非 MRI 型 以色列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

 

北京 
400 CO2 超临界提取仪 SFT—150 美国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 
401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200 美国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 
402 翻转式振荡 器 3740-12-BRE 美国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403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350 美国 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 北京 
404 加速溶剂萃取仪 ASE350 美国 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 北京 
405 超薄切片机 POWER-TOME XL_POWER-TOME XL 中国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406 转矩流变仪 4KW 300/m 250rpm_PolyLab OS 德国 北京工商大学 北京 
407 面团物性测试仪 ALVEO-CONSISTOGRAPH 法国 北京农学院 北京 
408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300 美国 北京农学院 北京 
409 分选式流式细胞仪 MOFLO XDF 美国 首都医科大学 北京 
410 微波消解仪 MARS6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411 微波消解仪 ETHOS 1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412 冷冻干燥机 CHRIST EPSILON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413 数字切片工作站 奥林巴斯 VS120 日本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414 真空冷冻干燥机 Sublimator2*3*3 德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415 ASE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300 美国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416 连续流动分析仪 BRAN+LUEBBE 德国 华北煤炭医学院 河北 
417 溶剂快速萃取仪 ASE300 美国 河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河北 
418 全自动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350 美国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资源研究

 

山西 
419 汞压仪 PM-33-17 美国 沈阳工程学院 辽宁 
420 加速溶剂萃取仪 ASE350 美国 黑龙江省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 黑龙江 
421 超薄切片机 UCT 德国 齐齐哈尔医学院 黑龙江 
422 Gatan 691 离子减薄仪 691 美国 哈尔滨理工大学 黑龙江 
423 微波消解装置 multiwave3000 奥地利 黑龙江科技学院 黑龙江 
424 多功能样品前处理平台 MPS 2 德国 上海海洋大学 上海 
425 自动化液体工作站 A31844 美国 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 上海 
426 高通量自动移液系统 Tango 美国 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 上海 
427 过氧化氢发生器 BIOQUELL Z 英国 上海实验动物研究中心 上海 
428 痕量杂质元素检测系统 ethos one 意大利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 
429 凝胶净化系统 j2 美国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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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加速溶剂萃取仪 ASE300 美国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上海 
432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 200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热分析仪器/394 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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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快速热分析仪 spark-fsc111 德国 上海大学 上海 
2 高温差示扫描热量仪 DSC404C 德国 上海大学 上海 
3 色谱质谱联用仪 HP5890II/5972 型 美国 上海大学 上海 
4 热质联用仪 STA 499 TG-DTA/DSC 德国 上海大学 上海 
5 半导体热分析仪 Phase 11 美国 上海半导体照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上海 
6 红外仪 NEC Avio H2640 日本 上海半导体照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上海 
7 加速量热仪 EVARC-777 英国 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 上海 
8 同步热分析仪 e 德国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 
9 差热分析仪 STA449C 德国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 
10 热分析系统 TGA DSC DMA/DTA 德国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11 等温滴定量热仪 NANO-ITC 美国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12 多波段光源 POLIVIEW 澳大利亚 江苏警官学院 江苏 
13 等温滴定微量热计 VP-ITC 美国 扬州大学 江苏 
14 综合热分析仪 JXA-840 德国 江苏大学 江苏 
15 综合热分析仪 STA449C/3/G 德国 江苏大学 江苏 
16 热分析仪 SDT 2960，DSC 2010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17 动态热机械分析仪 DMAQ-800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18 动态热机械分析仪 Q800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19 综合热分析仪 STA 449 C 德国 盐城工学院 江苏 
20 热常数分析仪 TPS2500S 瑞典 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江苏 
21 同步热分析仪 STA449C/3/G 德国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 
22 热防护性能测试仪 CSI-206 美国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23 液－质联用仪 Agilent 德国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24 动态热分析仪 Q800 美国 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 
25 等温滴定微量热仪 VP-ITC 美国 浙江外国语学院（原浙江教育学院） 浙江 
26 锥形量热仪 FTT2000 英国 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27 导热仪及附件 LFA457 德国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28 液质联用 Time of Flight 6210 美国 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 
29 燃烧分析仪系统 DEWE2010-CA 奥地利 集美大学 福建 
30 热释放系统 HRR3 美国 福建农林大学 福建 
31 同步热分析仪 STA449C/6/G 德国 福州大学 福建 
32 多物理场仿真软件 * 中国 福州大学 福建 
33 热膨胀仪 DIL 402C 德国 景德镇陶瓷学院 江西 
34 TSI-21 型热扫描成像系统 TSI-21 中国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35 综合热分析仪 STA449  C/3/F 室温—1500℃ 德国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36 综合热分析仪 STA409C 德国 山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山东 
37 气质联用仪 7890A 美国 滨州学院 山东 
38 气质联用仪 6890N/5973N 美国 山东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山东 
39 气质联用仪 6890N/5973i 美国 山东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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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热分析仪 DSC1 瑞士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41 裂解器 CDS 5200HP-R 美国 山东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 山东 
42 同步热分析仪 STA449F3 美国 山东省科学院新材料研究所 山东 
43 差热分析仪 dsc 美国 山东省科学院新材料研究所 山东 
44 煤升温氧化实验系统 CCS-3 中国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 
45 动态热机分析仪系统 DMA242 DSC204 TG209 中国 郑州大学 河南 
46 综合热分析仪 STA449C 德国 郑州大学 河南 
47 高速疝灯法导热仪 FlashLine TM3000 美国 郑州大学 河南 
48 热重分析仪 Q5000 美国 河南省交通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 
4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7890A/5975C 美国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与核农技术研究

 

湖北 
50 热线法导热仪 UnithermTM Model3141 美国 武汉科技大学 湖北 
51 热综合分析仪 STA449/6/G 德国 武汉科技大学 湖北 
52 激光导热仪 FLASHLINE-5000 美国 武汉科技大学 湖北 
53 热膨胀仪 1161V 美国 武汉科技大学 湖北 
54 动态热机械分析仪 DMA Q800/RSA3 美国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 
55 红外-DSC 联用仪 Nicolet 380/SDT-Q600 美国 湖北工程学院 湖北 
56 锥形量热仪 FTT0007 英国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 
57 流变仪 ARES 美国 湘潭大学 湖南 
58 液质联用仪（LC/MS） Agilent 1100L 美国 湘潭大学 湖南 
59 高温量热仪 96Line 法国 湘潭大学 湖南 
60 综合热分析仪 STA449L141G 德国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61 液相-质谱联用仪 TSQ-40000 美国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62 粒子成像测速系统 2D PIV 丹麦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63 紫外可见-差示扫描量热联用仪 Diamond DSC 美国 广州大学 广东 
64 液相色谱－电喷雾质谱仪 Agilent1100 美国 深圳大学 广东 
65 热分析仪 TA-50 日本 汕头大学 广东 
66 气质联用仪 AGIENT5975B GC/MS 美国 广州纺织服装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东 
67 综合热分析仪 STA449 德国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 
68 综合热分析仪 * 美国 海南大学 海南 
69 综合热分析仪 STA449 德国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 
70 同步热分析仪 STA449F3-双炉体 德国 重庆文理学院 重庆 
71 同步热分析仪 STA449F3 中国 重庆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重庆 
72 热分析仪 STA449C 德国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四川 
73 程序升温化学吸附仪 AutoChem II 2920 美国 四川理工学院 四川 
74 液相色谱与质谱联用 AP12000+P680A 美国 成都中医药大学 四川 
75 同步热分析仪 STA449F3 德国 昆明理工大学 云南 
76 气质联用仪 Agilent6890N-5973 美国 云南省化工研究院 云南 
77 热膨胀仪 DIL 402C 德国 昆明冶金研究院 云南 
78 综合热分析仪 STA449F3 德国 昆明冶金研究院 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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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高压热重分析仪 TGA  HP50 美国 西北化工研究院 陕西 
80 热分析系统 STA449C/31F 德国 西北大学 陕西 
81 Agilent 1100 液质联用仪 Agilent 1100 LC/MSD Trap 美国 甘肃农业大学 甘肃 
82 1 热重-差示扫描分析仪 2 差示扫描分析仪 TGA/DSC 1   DSC 1 瑞士 青海师范大学 青海 
83 多模块综合热分析仪 SETARAM SETSYS16 法国 宁夏大学 宁夏 
84 超高温热分析仪 DSC404F1 德国 宁波大学 浙江 
85 气质联用仪 Trace DSQ Ⅱ MS 美国 浙江万里学院 浙江 
86 热膨胀仪 DIL 402C/1 德国 深圳大学 广东 
87 温控表 MAC1C 中国 深圳大学 广东 
88 导热系数仪 HFM 436/3/1E 德国 深圳大学 广东 
89 微量量热仪 iTC200 美国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90 红外热重差示分析仪联用 GX1-TGA7 美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广东 
91 同步综合热分析仪 STA449C 德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广东 
92 3 匹平衡环境型房间量热计测试装置 3HP 中国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北京 
93 高温差示扫描量热仪 DSC 404C 德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94 热像仪测试系统 --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95 差示扫描量热仪 Diamond DSC 美国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北京 
96 差热扫描微量量热仪 VP-DSC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97 红外热像仪 TH5104 THERMO TRALER 日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98 差热扫描量热分析系统 PYRIS 1 DSC TA  LAB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99 激光热导仪 LFA457 德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100 加速量热仪 THT ACR001 英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101 微量量热仪 C80 法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102 全数字动态红外热像仪系统 Research-N1 中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103 磁悬浮天平 XP205 德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104 热差量分析系统 Diamond TG/DTA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105 等温滴定量热仪 ITC 200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106 大型锥形量热仪 自制 中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107 等温滴定微量热仪 VP-ITC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108 锥形量热仪 FTT0007 英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109 变温（高温）霍尔测试系统 ECMS 美国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 
110 同步热分析仪 SDT STA449F3 德国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111 等温滴定微量热仪 NANO ITC 美国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112 差热/热重分析系统 TGA 美国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113 差示扫描量热分析仪 DSC 美国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114 热分析仪 7 系列 美国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115 动态热机械分析仪 DMA450 法国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116 动态热机械分析仪 DMA-86LE 瑞士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117 动态热机械分析仪 DMA-SDTA861E 瑞士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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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升华系统 DOCP-1200 韩国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119 等温滴定量热系统 Nano ITC 美国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120 飞行时间离子淌度系统样机 synapt G2 美国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121 同步热重分析仪 STA449F3 德国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 
122 热分析仪 Pyris Diamond 美国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 
123 CIP 微量量热分析仪 BT 2.15 法国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 
124 热像仪 Model -590 瑞典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25 导热仪 TPS2500s 瑞典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 
126 可变温度磁性测量仪 MMVFTB（E） 德国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127 热电性能测定仪(赛贝克系数测试仪) ZEM-3(M8) 日本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福建 
128 激光导热系数测量仪 LFA457 法国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福建 
129 变温电磁测量系统 MODL6000 德国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福建 
130 燃气轮机单筒全尺寸燃烧室试验台 自行研制 中国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北京 
131 Linseis TG 与 DSC 联用综合热分析仪 Linseis STA-PT1600 德国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北京 
132 合成气燃烧实验台 自行研制 中国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北京 
133 高压燃烧实验台 自行研制 中国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北京 
134 全环全压燃烧室试验台 自行研制 中国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北京 
135 红外热像仪测量系统 Ｉ－ＳＩＴＥ 美国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四川 
136 高阻抗中高温变温霍尔系数测量系统 8404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广东 
137 同步热分析仪 耐驰 ST449 德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广东 
138 综合热分析仪 STA 449 C 德国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京 
139 极低温变温系统 2226 英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140 动态力学分析仪,热重分析ò DMA--7, TGA7 美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141 热重分析仪 SETSYS24 法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142 动态机械分析仪 Q8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143 热重分析仪 771-0596 德国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144 磁悬浮重量吸脱附仪 RUBOTHERM 德国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145 激光导热仪 TM-5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146 超高温立式热膨胀仪 1252V 美国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147 全自动快速热膨胀相变仪 L78 RITA 德国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148 综合热分析仪 SETSYS-18 法国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149 示差扫描量热仪 Q1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150 同步热分析仪 STA449F3 德国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甘肃 
151 热分析系统 PE7 美国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甘肃 
152 同步热分析仪 STA 449C 德国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甘肃 
153 二级透平膨胀机 TGL16-14S/A28 瑞士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北京 
154 磁悬浮天平密度计 ISOSORP 荷兰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北京 
155 差式扫描量热仪 DSC404C 德国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北京 
156 动态热机械分析仪 DMA/SDTA861e 型 瑞士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浙江 



热分析仪器/394 台（套） 

267/575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产地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57 示差扫描量热仪 DSC/TGA 瑞士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浙江 
158 差热—热重同步分析仪 STA449 F3 德国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浙江 
159 激光热导率测试仪 LFA457/2/G 德国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浙江 
160 TG/DTA-92,DSC-111 热分析仪系统 TG/DTA-92,DSC-111 法国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 青海 
161 高温热分析仪 SETSYS EVOLUTION TGA 16/18 美国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山西 
162 变温霍尔效应测试仪 Hall System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上海 
163 变温热导率测试仪 LFA427 德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上海 
164 热质同步分析仪 STA44C 德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 
165 自动热机械分析仪 DIL 402C 德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 
166 自动热机械分析仪 DIL 402C 德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 
167 可变温霍尔测试系统 M75-K25/6R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上海 
168 同步热分析仪 Simultaneous Thermal Analyzer 德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上海 
169 等温滴定量热仪 无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170 等温滴定微量热仪 itc2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171 等温滴定微量热仪 NANO ITC 2G 美国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172 高灵敏度差式扫描量热仪 Nano DSC 美国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湖北 
173 热膨胀仪及同步热分析仪 DIL402C STA 449 F3 德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新疆 
174 同步热分析仪 STA449F3 德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新疆 
175 红外热像仪 ImageIR 8800 德国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北京 
176 差式扫描量热计 NETZSCH DSC 404C 德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 
177 导热性能测试仪 LFA 427 德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 
178 热重分析仪 Thermax700 德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 
179 高温差示扫描量热仪 DSC404F3 德国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 
180 同步热分析仪 STA449F3 德国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 
181 动态热分析仪 DMA2980 美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182 红外热成像系统 THERMACAMS65 瑞典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183 发动机燃烧实验室噪声排放控制 * 中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184 空间末端执行机构对接姿态试验台 * 中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185 实验室全自动应量热仪 RCle 瑞士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186 热常数分析仪 TPS2500S 瑞典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187 差示扫描量热仪 DSC823e 瑞士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188 热重与差热分析换用仪 TGA/SDTA851e 瑞士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189 红外热成像系统 Micronscan7200 美国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190 综合热分析仪 STA449C 德国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191 同步热分析仪 STA449C 德国 西北工业大学 陕西 
192 热分析系统 TGA51 美国 西北工业大学 陕西 
193 差示扫描量热仪 Q100 美国 国际竹藤中心 北京 
194 动态热机械分析系统 Q800 美国 国际竹藤中心 北京 
195 动态热机械分析仪 DMA Q800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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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锥形量热仪 FTT200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江苏 
197 锥型量热仪 C3 日本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北京 
198 动态机械分析仪 DMA Q800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北京 
199 高通量等温滴定微量热仪 Auto -Itc200 美国 暨南大学 广东 
200 锥形量热仪 FESTEC 英国 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 北京 
201 红外热像仪 InfraScope 美国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广东 
202 漩涡燃烧室冷态实验台与坐标系统 定制 中国 大连海事大学 辽宁 
203 热分析系统 TA3100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204 微量差示扫描量热计 MICRO DSC-Ⅲ 法国 北京大学 北京 
205 非接触式材料及结构应力场成像系统（红外热

 

SC7300M 法国 北京大学 北京 
206 等温滴定微量量热计 iTC200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207 等温滴定微量热仪 ITC-200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208 动态热机械分析仪 VA3000450N -150--450℃  1--1000Hz 法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209 热分析仪 Setsys EV2430g/室温-2400℃/99℃/分钟 法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210 动态热机械分析仪 DMTA-V 型温度范围-150℃-500℃温度精度

 

美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211 差示扫描量仪 Q2000,-80℃～550℃,20℃/min 美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212 差热分析仪 1000-2500nm;0.1nm;6nm 瑞士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213 热分析仪 STA449 JUPITER25-1500℃ 德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214 热分析仪 DIamond TG/DTA 差热量程 0.06MV 温度范

 

美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215 动态热机械分析仪 Q8000.001-18N 美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216 热分析仪 STA449C25-1500℃ 德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217 TG/DSC 热分析仪 Setsysevoiution 法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218 热分析仪 STA449C 德国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219 活性燃烧高速喷涂系统 Intelli-Jet 美国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220 动态热机械分析仪 DAMA242C 德国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221 燃烧分析仪 CB566 日本 长安大学 陕西 
222 燃烧分析仪 AVL620 奥地利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223 全自动实验室反应量热仪 RC1e Mid Temp 瑞士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224 热重分析仪 TGA/SDTA851e 瑞士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225 同步热分析仪 STA449C 德国 东北大学 辽宁 
226 高压差示扫描量热仪 DSC204HP 德国 东北大学 辽宁 
227 高温同步热分析仪 STA409CD 德国 东北大学 辽宁 
228 综合热分析系统 STA409/PC 德国 东北大学 辽宁 
229 综合热分析仪 SETSYS18TG/DAT/DSC 法国 东北大学 辽宁 
230 红外图象系统 spectrum 光谱范围:7800--720cm-1,分辩率

 

美国 东北大学 辽宁 
231 烧结高温抗折试验系统 WDW-50，直径 30mm 高 60mm/工作温度

 

中国 东北大学 辽宁 
232 同步热分析仪测试系统 SETARAM  最高温度 1750℃ 升温 99.9℃ 法国 东北大学 辽宁 
233 红外热象仪 Varioscan3021ST 德国 东北大学 辽宁 
234 红外热象仪 Imageir3350 德国 东北大学 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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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同步热分析仪 STA449F3 德国 东北大学 辽宁 
236 同步热分析仪 STA449F3 德国 东北大学 辽宁 
237 高效洁净低 NOx 燃烧实验台 燃料用量：55m3/h/最高温度 1250℃/工作

 

中国 东北大学 辽宁 
238 高温同步热分析仪测试系统 SETARAM Setsys Evolu 法国 东北大学 辽宁 
239 锥形量热仪 Standard CONE 英国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240 热分析仪 SDT Q600 美国 东南大学 江苏 
241 红外热像仪 SC620 瑞典 东南大学 江苏 
242 纳米热分析系统 Multimode 8 型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243 等温滴定微量量热仪 VP-ITC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244 等温滴定量热仪 ITC200 样品池：2 毫升；注射器：0.5 毫升 瑞典 复旦大学 上海 
245 综合热分析仪 STA 409 PC 德国 河海大学 江苏 
246 综合热分析仪 SETSYS—24 法国 湖南大学 湖南 
247 综合热分析仪 STA449C Juplter 日本 湖南大学 湖南 
248 差示扫描热量计 MiCRO DSCⅡ 法国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 
249 红外热像仪 VCr580 德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50 变温探测台 K20P4-6R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51 综合热分析仪 STA449C 德国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252 同步热分析仪 STA449C/3/MFC/G 德国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253 磁悬浮天平 NL-2006-00384 中国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254 光学控制膨胀仪 Tommi 德国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255 短波红外热像仪 TAURUS 81KS 德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256 热分析系统 DTA7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257 中波红外热像仪 TAURUS 110KM 德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258 红外线热像仪 VARIO CAM HEAD 680 德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259 高温高压热分析仪 Thermax 500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260 热综合分析仪 STA 409C 德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261 长波成像仪 Thermovisi100 瑞典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262 热分析仪 DSC200PC/TG209C 德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263 多通道微量量热仪 TAM3 瑞典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264 高温激光热导仪 LFAPT 1000 德国 吉林大学 吉林 
265 综合热分析仪 STA449C 德国 吉林大学 吉林 
266 动态热机械分析仪 DMAQ800 美国 江南大学 江苏 
267 差示扫描量热仪 Q2000 美国 江南大学 江苏 
268 旋流器 HC10X14/10-8 瑞典 江南大学 江苏 
269 高温超导磁悬浮测试系统 SCML-02 中国 兰州大学 甘肃 
270 综合热分析仪 Diamond TG/DTA,DSC 日本 兰州大学 甘肃 
271 动态热机械分析仪 SDTA861e 瑞士 兰州大学 甘肃 
272 变温磁光克尔效应测试系统 nanoMOKE 英国 兰州大学 甘肃 
273 等温滴定量热仪 itc200 美国 兰州大学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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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双通道纳瓦级微量量热 ** 瑞典 兰州大学 甘肃 
275 等温滴定量热仪 ITC200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276 热分析仪 STA449C 德国 南京大学 江苏 
277 热电测量系统 ZEM-3 日本 南京大学 江苏 
278 红外热像仪 SC3000/*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279 热分析系统 Pyris l DSC/0.2uw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280 等温滴定微量热仪 ITC200 美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281 卡尔维量热仪 C80 法国 清华大学 北京 
282 激光热导仪 TC-9000H 日本 清华大学 北京 
283 等温滴定微量热仪 VP-ITC 中国 清华大学 北京 
284 加压热重分析仪 TherMax 中国 清华大学 北京 
285 热分析系统 Q5000IR 中国 清华大学 北京 
286 激光导热性能测试仪 LFA427 德国 清华大学 北京 
287 热分析系统 TGA2050 美国 清华大学 北京 
288 热重及差热分析仪 STA409 C/3/F 德国 清华大学 北京 
289 差热分析仪 TGA1500,DSP-SP 室温-1500℃ 美国 山东大学 山东 
290 动态热分析仪 DMA/SDTA861° DMA/SDTA861°/298 瑞典 山东大学 山东 
291 液态金属分析仪 无 乌克兰 山东大学 山东 
292 差式扫描量热计 DSC 404 25～1500℃ 德国 山东大学 山东 
293 热分析系统 Q-600/Q1000 美国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294 红外线热像仪 Vario THERM head II 德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295 红外热像仪 SC7700BB 法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296 等温滴定量热仪 ITC2000 美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297 差示扫描量热仪 VP-CAP DSC 美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298 热分析系统 TA-50 日本 天津大学 天津 
299 综合热分析仪 Q600SDT 美国 同济大学 上海 
300 激光导热仪 LFA457/2/G 德国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301 综合热分析仪 STA449C 德国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302 激光热常数测试仪 TC-7000H 日本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303 C80 微量热仪 C80 法国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304 热常数分析仪 tps-2500s 瑞典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305 动力热机械分析仪 * 美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06 化学反应量热仪 SIMULAR 英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07 差示扫描量热仪 DSC1 瑞士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08 热电比测试系统 LSR-3/1100 德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09 红外热像仪 SC7300M 瑞士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10 导热系数仪 TPS-2500S 瑞典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11 综合热分析仪 * 德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12 热重分析仪 * 美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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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激光闪射法导热分析仪 LFT-457 美国 厦门大学 福建 
314 热重分析仪 TGA/SDTA851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315 等温滴定微量热仪 VP-ITC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316 微热量仪 TAM-Ⅲ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317 微量量热仪 毫焦尔级 瑞典 浙江大学 浙江 
318 加压热重分析系统 Thermax 50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319 大容量热重分析仪 STA 449 F3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320 等温滴定量热仪 VP ITC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321 微量量热仪 CSC440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322 导热性测定仪 LFA457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323 等温滴定量热仪 VP-ITC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324 磁悬浮高压热天平 ISOSORP GAS HP-static-S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325 红外热像仪 S65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326 大容量燃烧器的综合测试试验台 自制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327 动态机械分析仪 DMA242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328 变温霍耳效应测试系统 2400s-903-01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329 量热仪 C80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330 生活垃圾气化热解燃烧一体化试验台 定制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331 差热扫描量热仪 DSC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332 差热分析仪(含真空) STA409C131F 德国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333 微量热仪 NANO ITC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334 激光闪射法导热分析仪 LFA457/2/G 德国 中南大学 湖南 
335 恒温微量量热仪 C80 法国 中南大学 湖南 
336 综合热分析系统 SETSYS EVO 18/24 法国 中南大学 湖南 
337 热膨胀仪 DIL 402C/1/4/7G 德国 中南大学 湖南 
338 同步热分析仪 STA-449F3 德国 中南大学 湖南 
339 反应微量量热仪 SuperCRC 20305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340 同步热分析仪 STA  449 德国 中南大学 湖南 
341 Calvet 微量热计 HT-1000 法国 中南大学 湖南 
342 等温滴定微量热仪 VP-ITC 美国 中山大学 广东 
343 动态热分析差示量热仪 TA5000/DSC2910/DMA2980 美国 中山大学 广东 
344 同步热分析仪 STA44PF3 德国 重庆大学 重庆 
345 综合热分析仪 STA449C 德国 重庆大学 重庆 
346 热重分析仪 TGA/DSC1 瑞士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347 热分析仪 DSC Q200；TGA Q50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北京 
348 红外成像无损监测仪 TH9100PMV 日本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湖北 
349 热能分析仪 610 美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350 热重分析仪 STA409PC 德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351 热活性检测仪 TAMIII/3Multi+Nano-Perfusion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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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红外热像仪 SC7750L 法国 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 北京 
353 高温高压磁悬浮天平热重系统 VTGA-50 瑞士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山东 
354 同步热分析仪 STA449F3 德国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355 热红外成像与监测分析系统 TVS-810 日本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356 热重/差热同步分析仪 TGA/DSC1 中国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 
357 同步热分析仪 耐驰 STA 449F3 德国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358 差式扫描量热仪 Q2000 DSC 美国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359 差热扫描量热仪 DSC204FI_DSC204FI 德国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360 逸出气体分析仪 Therm-700,PROLAB,6300 美国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361 差热分析仪 STA449C 德国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362 热重分析仪 *_Q5000IR 美国 北京工商大学 北京 
363 锥型量热仪 *_FTT0007 英国 北京工商大学 北京 
364 热粘性测试仪 SL-10【Lako-Tool】 美国 北京印刷学院 北京 
365 热释光测量仪（09-扩展医疗用品和食品检测） TLD3500 中国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本级 北京 
366 红外热像仪 PM390 美国 天津商业大学 天津 
367 热常数分析仪 2500S 瑞典 天津商业大学 天津 
368 焓差实验台 非标 中国 天津商业大学 天津 
369 差示扫描量热仪 DSCQ1000 美国 天津商业大学 天津 
370 色谱-质谱联用仪 Focus DSQII 美国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371 等温滴定微量热仪 VP-ITC 美国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372 差示扫描微量热仪 VD-DSC Q200 美国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373 综合热分析仪 STA 449 F3 德国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六研究所 天津 
374 导热分析仪 LFA447 德国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六研究所 天津 
375 热膨胀系数测试仪 DIL402C 德国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六研究所 天津 
376 同步热分析-红外光谱联用仪 STA 449F3 / TENSOR 27 德国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 
377 EBSD 能谱仪 pegasus apex2 美国 河北理工大学 河北 
378 差热热重同步分析系统 sta409pc 德国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河北 
379 示差扫描量热仪 DSC404F3 德国 河北省沙河玻璃技术研究院 河北 
380 高温旋转粘度计 RSV-16RT 美国 河北省沙河玻璃技术研究院 河北 
381 等离子弧焊接系统 ZFL-VPPA 中国 内蒙古工业大学 内蒙古 
382 X 射线衍射仪 D\max-2500PC 日本 内蒙古工业大学 内蒙古 
383 热分析天平 VersaTherm TM 80W50-60Hz 美国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 
384 红外热成像仪 TH9100WV 日本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 
385 同步超高温热分析系统 Setsys Evo 法国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 
386 全自动程序升温化学吸附仪 AUTO CHENⅡ2920 美国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 
387 发动机燃烧分析仪 CB-366 奥地利 佳木斯大学 黑龙江 
388 热重及差示扫描仪 TGA/DSC 美国 哈尔滨理工大学 黑龙江 
389 差热量式扫描仪 Q2000 英国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食品加工研究所 黑龙江 
390 综合热分析仪 STA449 德国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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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 快速绝热量热仪 南 38#101 美国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上海 
392 热分析系统 DSC204/TG209/TMA202/DMA242 德国 上海高分子材料研究开发中心 上海 
394 热能分析仪 TEA810 英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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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声发射系统 PCI-2 美国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2 挥发性有机物测量仪 A11000 法国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上海 
3 粒度分析仪系统 AIM3936 美国 上海市检测中心 上海 
4 亚微米单分散气溶胶发生器 3940 美国 上海市检测中心 上海 
5 CEQ8000 遗传分析系统 CEQ 8000 美国 上海市检测中心 上海 
6 微孔板闪烁和发光计数仪 TopCount-HTS 美国 上海药物代谢研究中心 上海 
7 膜片钳 EPC -10 德国 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中心 上海 
8 氧氮氢联测仪 TCH600 美国 上海市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 上海 
9 Labsphere CAS140B Equivalent 光电测试系统 CAS140B 美国 上海半导体照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上海 
10 多功能流式点阵仪 Luminex 200 美国 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 上海 
11 电化学发光全自动免疫分析系统 Cobas e411 瑞士 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 上海 
12 元素分析仪 EA2000 意大利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上海 
13 稳态/瞬态荧光光谱仪 FluoroMax-4 法国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14 小型机 SPARCM5000 日本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15 空间测站仪 天宝 vx 瑞典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16 γ谱仪 GMX50P4 美国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17 有机元素分析仪 Vario Max 日本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18 脑电事件相关电位分析系统 128 导 德国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19 200kv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00F 日本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20 数字式圆二色光谱仪 CHIRASCAN 英国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21 HyD 砷化镓光谱检测器 Leica HyD 德国 南通大学 江苏 
22 CHNS 元素分析仪 vario MACRO cube 德国 扬州大学 江苏 
23 碳硫分析仪 leco CS844 美国 扬州大学 江苏 
24 气体吸附仪 略 英国 淮阴工学院 江苏 
25 多角度激光光散射系统 DAWN HELEUS II 美国 江苏科技大学 江苏 
26 燃烧数据采集与分析系统 * 奥地利 江苏大学 江苏 
27 PDA 激光粒子动态分析系统 Dantec PDA 丹麦 江苏大学 江苏 
28 快速高效液相色谱系统 Biologic  DuoFlow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29 高分辩率小动物超声影像系统 VEVO 2100 加拿大 苏州大学 江苏 
30 自动滤料测试仪 8130-1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31 高速动态分析仪 APX-RS 日本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32 矢量网络分析仪 67GHz 升级 E8363BU 美国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33 植入式多通道脑电信号采集分析系 无 美国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34 滤料综合性能测试系统 * 中国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35 双波长激光显微切割系统 Arctoros  XT 美国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36 氧氮氢分析仪 ONH836 美国 浙江省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 
37 微生物鉴定系统 ELX808 英国 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设计研究院 浙江 
38 微生物处理系统 DW-4 美国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39 基因表达遗传分析系统 GEXP 美国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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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生理遥测系统 EMKApack 美国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41 全自动细胞分析仪 TOX IVOS 美国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42 精虫动力分析仪 TOX IVOS 美国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4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QP2010Ultra/SE 日本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44 全自动汞形态分析仪 Merx-M 美国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45 水分/脂肪含量测试系统 SMART Trac II 美国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46 惰性气体系统 MB-200 中国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47 元素分析仪 VARIO EI 222 德国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48 高压气体吸附分析仪 PCTPRO 法国 集美大学 福建 
49 矢量网络分析仪 Angilent E8362B 美国 集美大学 福建 
50 氨合成催化剂检测系统 PDC-4-300-4500 美国 福州大学 福建 
51 氨合成催化剂活性试验装置 NH3-CMAT-9000 中国 福州大学 福建 
52 逻辑分析仪 AGILENT 16911A 美国 福州大学 福建 
53 催化剂表征系统 AUTOSORB-1-C-TO 美国 福州大学 福建 
54 程序升温化学吸附仪 Autochem 2910 美国 福州大学 福建 
55 多通道恒电位仪 VMP3 美国 福州大学 福建 
56 结构试验系统 MTS FLEXTEST 美国 福州大学 福建 
57 物理/化学吸附仪 AUTOSORB-1-C-TO 美国 福州大学 福建 
58 冷场发射扫描电镜 JSM-7500F 日本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59 原子力显微镜 Nanoscope Ⅲa 美国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60 高效凝胶渗透色谱(GPC)——动静态光散射仪 WATERS1515，2414 示差，7725i 进样器；

   

美国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61 旋转流变仪 AR2000 美国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62 光谱型椭圆偏振仪 EP3 SE 德国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63 荧光定量 PCR 分析仪 Mastercycler 德国 福建中医药大学 福建 
64 凝血分析仪 STA-R EVC 法国 福建中医药大学 福建 
65 悬液芯片系统 Bio-Plex 200 美国 福建中医药大学 福建 
66 脑电事件相关电位仪 Neuroscan 美国 福建中医药大学 福建 
67 遗传分析系统 LI-COR4300 美国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福建 
68 酒精膜脱水装置 Ethand Dehydration 日本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69 动态机械分析仪 EN55011 (115V.60HZ) 美国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70 核磁法交联度测试仪 MR-CDS3500-D 德国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71 吹泡稠度仪 肖邦 NG 型 法国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72 纤维质量分析仪 LDAO2 加拿大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 
73 多角度激光散射仪 DAWN HELEDS 美国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 
74 锥形量热仪 M1356 英国 青岛大学 山东 
75 粗糙度轮廓测量分析仪 PGI 800 英国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 
76 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山东 
77 元素分析仪 TruSpec CHN 美国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山东 
78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M6 美国 山东省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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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遗传分析仪 ABI3130avant 日本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山东 
80 遗传分析仪 ABI3100 日本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山东 
81 定量 PCR 仪 ABI7000 美国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高新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 
82 高通量全自动遗传分析仪 ABI3730（2 台） 美国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高新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 
83 网络分析仪 E5071CENA 美国 郑州大学 河南 
84 全自动微孔物理和化学吸附仪 ASAP2020 美国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 
85 元素分析仪 Vario MACRO tube 德国 河南省冶金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 
86 探地雷达 SIR3000 美国 河南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河南 
87 遗传分析系统 ABI3130 美国 河南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河南 
88 液相色谱-超高分辨质谱仪 Q Exactive 美国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河南 
89 微波消解 12 位转子 意大利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河南 
90 多样品全自动均质定量平行蒸发仪 Polyvap 美国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河南 
91 毛细管电泳仪 P/ACE MDQ 美国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河南 
92 粉质仪 FARINOGRAPH  860702 E 型 德国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河南 
93 氧氮分析仪 TC500 美国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 
94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380LV� 日本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 
9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日本 湖南省中医药大学 湖南 
96 煤燃烧试验台 研制 中国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 
97 高效传热传质实验平台 研制 中国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 
98 激光多普勒振动测试仪 VibroMetTM 500 美国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 
99 元素分析仪 Vario Macro 德国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 
100 多通道振动加噪声测试分析系统 LAN-XI3660 丹麦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 
101 激光颗粒分析仪及自动滴定系统 zetasizer nano zs90 及 MPT-2 英国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 
102 安捷伦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duo 240FS+S 美国 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湖南 
103 多导生理信号记录仪 MP150 美国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104 高压层析系统 AKTA Purifier 10 瑞典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105 表面轮廓仪 XT20 德国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106 电化学工作站 AUTOLAB PGSTAT302N 荷兰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107 振动、噪声、模态测试系统 SCM05           LMS SCADASⅢ 比利时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108 化学吸附仪 AUTOCHEMII-2920 美国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109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00 日本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110 静动真三轴测试系统 SPAX-2000 美国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111 振动分析仪系统 3560D48 丹麦 广州大学 广东 
112 全自动库尔特颗粒计数及粒度分析仪 Elzone 5390 美国 广州大学 广东 
113 EEG/ERP 数字化脑电采集分析系统 SCAN64 澳大利亚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114 步态分析系统 * 加拿大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115 磷屏扫描仪 FX 美国 广东医学院 广东 
116 乳品多功能分析仪 FT120 丹麦 广州市奶牛研究所有限公司 广东 
117 气质联用仪 Trace DSQ II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轻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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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中压层析系统 BioCADSPRINT 美国 广西大学 广西 
119 BIO-RAD 悬浮液相芯片系统 Bioplex200 美国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120 流式细胞仪 XL/XL-MCL 美国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121 Qiagen 定量遗传分析仪 PYROMARK Q96ID 瑞典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122 流式细胞分析分选系统 FACSCalibur 美国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123 PNA—L 网络分析仪 N5230A 美国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广西 
124 膜片钳记录分析系统 MultiClamp 700B 美国 海南医学院 海南 
125 全自动酶联免疫分析仪 AP-960 日本 海南医学院 海南 
126 基因分析仪 3500 美国 海南医学院 海南 
127 铁电分析仪 TF Amalyzer 2000E 美国 海南大学 海南 
128 单晶衍射仪 Agilent Gemini 英国 海南师范大学 海南 
129 全自动啤酒分析仪 DMA4500M 奥地利 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海南 
130 高分离快速液相色谱/三重串接四极杆质谱仪 1200rrlc/6410b 美国 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海南 
131 元素分析仪 Vario Macro cube 德国 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 重庆 
13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ITQ 900 美国 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 重庆 
133 新型双孔核磁共振岩样分析仪 HT102 中国 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 重庆 
134 64 通道动态信号采集及分析系统 SCADAS III+Test.Lab 比利时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 
135 粒度分析仪 spacyet 中国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 
136 激光粒子速度场仪 PIV-3D 美国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 
137 五通道结构动态试验系统 MTS 美国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 
138 激光粒度分析仪 SALD 3101 日本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 
139 落锤式弯沉测试仪 FWD8000 美国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 
140 酶标仪+洗板机 DNX-9620 中国 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院 重庆 
141 实时定量焦磷序分析仪 Q24 瑞典 重庆市肿瘤研究所 重庆 
142 排放密闭室测量分析系统 US VT SHED 德国 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重庆 
143 轻型车排放测试系统 AMA i60 奥地利 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重庆 
144 排放分析系统 MEXA-7200D 日本 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重庆 
145 不透光烟度计 AVL439 奥地利 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重庆 
146 排放分析仪 MEXA-7200LE 日本 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重庆 
147 尾气排放测试系统 MEXA-7200H 日本 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重庆 
148 CAI 排放分析仪 CAI 美国 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重庆 
149 氮氢氧分析仪 ONH 836 美国 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 重庆 
150 振动噪声数据采集分析设备 BK 3560 丹麦 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 重庆 
151 遗传分析系统 Genomelab GeXP 美国 重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重庆 
152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SPECTR]AA220Z 美国 重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重庆 
153 气质联用仪 Agilent GCMS-5975C 美国 重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重庆 
154 快速溶剂萃取仪 DIONEX ASE-350 美国 重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重庆 
155 耐日晒气候色牢度仪 Ci3000+ 美国 重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重庆 
156 氨基酸分析仪 Hitachi L-8900 日本 重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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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全自动核酸提取工作站 Freedom Evo75-8plusl 瑞士 重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重庆 
158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监测系统 M64+VITEK3 美国 重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重庆 
159 数字显微光度计 Carl Zeiss 德国 成都理工大学 四川 
160 自动溶出仪 AT TSmat 瑞士 成都医学院 四川 
161 连续流动化学分析仪 303A-305D-311 美国 四川理工学院 四川 
162 核磁共振谱仪 AVAnceⅢ400 瑞士 西华师范大学 四川 
163 自动气象站 DYNAMET 其他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四川 
164 全自动基因分析及扩增仪 ABI3130 中国 四川警察学院 四川 
165 数码互动实验室 MOTIC 中国 云南农业大学 云南 
166 超速离心机 CP100MX 日本 云南农业大学 云南 
167 活细胞工作站 Ti-E 日本 昆明理工大学 云南 
168 纤维质量分析仪 LDA02 加拿大 昆明理工大学 云南 
169 金相分析实训设备一套 waw-1000b 中国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 
170 氢分析仪 RH600 美国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陕西 
171 氧氮分析仪 TC600 美国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陕西 
172 变风量空调实验系统 非标 中国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陕西 
173 静态数据采集系统 TDS-530 日本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陕西 
174 工业回用污水深度处理与水质稳定 无 中国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陕西 
175 车载排放分析仪 SEMTECH DS 美国 青海省高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青海 
176 高纯锗井型探测器伽玛能谱仪 GCW3523 美国 青海师范大学 青海 
177 沥青路面分析仪 PMWWTM 美国 青海省交通科学研究所 青海 
178 氨基酸分析仪 S-433D(一套） 德国 宁夏医科大学 宁夏 
179 小动物活体可见光成像系统 FX PRO(一套） 美国 宁夏医科大学 宁夏 
180 数字切片扫描与应用系统 BA600 中国 宁夏医科大学 宁夏 
181 定氮仪 rapid N cube 德国 宁夏出入境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宁夏 
182 光学仪器检测器具 Q7 美国 宁夏出入境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宁夏 
183 染色牢度试验机 M237U 中国 宁夏出入境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宁夏 
184 纤维长度分析仪 OFDA4000 澳大利亚 宁夏出入境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宁夏 
185 X 光机 BSX-50AC PAS/CR250 日本 新疆农业大学 新疆 
186 电动汽车电机测试系统 威格横河 WT1804 等 中国 厦门理工学院 福建 
187 流动注射分析仪 QuikChem8000

  

QuikChem8000 美国 济南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山东 
188 挥发性碳氢化合物分析仪 airmoVOC C6-C12 法国 济南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山东 
189 挥发性碳氢化合物分析仪 airmoVOC c2-c6 法国 济南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山东 
190 全在线预浓缩-净化-定量浓缩联用仪 GPC ULTRA 5ml 德国 济南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山东 
191 吹泡稠度粉质仪 ALVEO 法国 石河子大学 新疆 
192 NBI 窄带显像系统 CV-260SL 日本 石河子大学 新疆 
193 乌斯特条干仪 ME100 中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业机械研究所 广东 
194 水道测量仪 ECA HYTEC H3000MKII 法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山东 
195 垂直平面近场测量系统 NSI-200V-5X5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其他/338 台（套） 

279/575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产地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96 准分子激光烧蚀系统 RESOlution M50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197 稳定同位素能谱仪 Finnigan MAT 253 美国 中国科学院、教育部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研究中

 

陕西 
198 升温淋洗分级装置 s100 中国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199 高温高压岩心驱替装置 无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200 炸药毒品检测分析仪 400B 英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201 热真空试验设备 HVT4500 意大利 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 / 国家空

 

北京 
202 铁谱仪系统 DR-5，FM-III 美国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甘肃 
203 可变马赫数系统 加工 中国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北京 
204 复合材料临界界面测量装置 HM410 日本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浙江 
205 真空钎焊系统 VLO-20 德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上海 
206 氮氧测试仪 TC600C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 
207 半导体特性分析仪 Keithley 4200 SCS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208 小鼠神经行为监测系统 NO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209 射线谱仪器 GEM70P4-95 美国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北京 
210 瞬间高温测试系统 SZGG-IIA 中国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211 事件相关电位分析系统 ERP CNS7 64 澳大利亚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江苏 
212 液态水稳定同位素分析仪 908-0008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北京 
213 全自动挑克隆系统 QPix2 英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北京 
214 网球多维影像采集分析系统 * 中国 北京体育大学 北京 
215 环境地球化学样品有机成分分析系统 API3200 /LC-20A/GX-271 美国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 河北 
216 气相质谱配套装置 Trace GC 德国 大连海事大学 辽宁 
217 心脏电生理多导记录系统 EP-WorkMate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218 裂变徑迹定年系统 AUTOSCANPROFESSIONA 澳大利亚 北京大学 北京 
219 IGA 智能重力分析仪 IGA-003 英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220 协议分析仪 K1205 中国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221 化学物理吸附分析仪 AUTOSORB-1C 美国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222 矿相解离分析仪 MLA-250 中国香港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223 非损伤微测系统 BIO-SIET-001A 美国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224 不同像无尺度蒸散量观测系统 BLS450 德国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225 液态水同位素分析仪 912-0026 美国 长安大学 陕西 
226 激光广角光散射仪 BI-200SM 美国 东南大学 江苏 
227 重量法吸附分析仪 IGA-002 英国 复旦大学 上海 
228 颗粒计数分析仪 Nano  2s 英国 湖南大学 湖南 
229 全自动生物鉴定系统 Mircr Station 美国 湖南大学 湖南 
230 纸浆留着率检测仪 TCT-2302 瑞典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231 半导体特性分析系统 4200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232 通用模拟原型显示座舱 JH7 中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233 全自动总汞形态汞二位一体测定系统 MERX 美国 同济大学 上海 
234 车辆道路动态测试仪 DAS3A 德国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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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四通道汽车道路模拟试验台 FLRS-4B 中国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236 大飞机构件数字装配六自由度调姿平台 自制 中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37 全天候环境模拟实验平台 CEEC-QTH-20C 中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38 乳成份分析仪 FT120 丹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239 高温高压合成装置 Quickpress 美国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240 等温吸附解吸仪 IS-100 美国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241 实验动物监测系统 CLAMS-8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242 超高通量基因组测序仪 GS FLX+ 瑞士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北京 
243 胶凝材料水化放热过程测试系统 TAM Ⅲ 美国 水利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学

 

江苏 
244 全自动甲基汞分析系统 MERX 美国 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广东 
245 非损伤微测系统 BIO-Imb-001 美国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山东 
246 碳、氮、硫元素分析仪 EuroEA3000 意大利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 
247 芯片扫描仪 ISCAN 美国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 
248 流动注射分析仪 FIA-6000 中国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249 气相色谱仪式电子鼻 Heracles DB5/DB1701 法国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250 电子鼻指纹分析系统 FOX4000-LHS2 法国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251 全自动基因分析系统 WAVE4500 美国 首都儿科研究所 北京 
252 流式细胞仪 C6 美国 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所 北京 
253 半导体特性分析系统 4200-SCS/F(美国） 美国 北京印刷学院 北京 
254 气味分析系统 Fox 4000 法国 北京服装学院 北京 
255 涡度相关测定仪 CR5000-NB 中国 北京农学院 北京 
256 激光粒度分析仪 Master 2000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257 全自动荧光免疫分析仪 VIDAS 30 法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258 微生物生化鉴定系统 VITEK2 COMPACT 30 法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259 隔离器 HTY-S21806 中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260 氨基酸分析仪 Biochrom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261 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262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PE900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263 药物溶出度仪 SR8-plus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264 X 射线衍射仪 IV 日本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265 药物溶出度仪 SR8-plus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266 气质联用仪 7890A 中国 天津农学院 天津 
267 等速肌肉功能评定系统 NORM 美国 天津体育学院 天津 
268 双能 x 线全身骨骼密度仪 PRODIGY 美国 天津体育学院 天津 
269 遗传分析仪 3130 美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270 好氧发酵系统 GUJT-10-30-200×2C 型 中国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271 纤维测试分析仪 Fiber Fester912 瑞典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272 磁性测量系统（超导量子干涉仪磁强计） MPMS-XL-7 美国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273 铁电分析仪 TF 2000 德国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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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元素分析仪 VARIO EI cube 德国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275 流式液相芯片分析仪 FACSArray 美国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276 基因测序仪 3130 日本 天津市水产研究所 天津 
277 压力真空电阻炉 zu60206 中国 河北理工大学 河北 
278 气质联用仪 Agilent 5975C 美国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河北 
279 物理吸附微孔和化学吸 ASAP2020M+C 美国 河北工业大学 天津 
280 超净实验室 * 中国 河北工业大学 天津 
281 DNA 遗传分析系统 LICOR 4300 美国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 河北 
282 连续化学分析仪 BRAN+LUEBBE 德国 河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河北 
283 全自动凝胶净化浓缩仪 Mps+AccuVap 美国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资源研究所 山西 
284 体能测试系统 version 3.0 美国 山西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山西 
285 气质联用 Polaris QMS 美国 内蒙古工业大学 内蒙古 
286 模拟地震振动台 PMS-4*4 中国 内蒙古工业大学 内蒙古 
287 太阳能辐射系统 BSRN3000 中国 内蒙古工业大学 内蒙古 
288 热常数分析仪 TPS2500S 中国 内蒙古工业大学 内蒙古 
289 数控端面外圆磨床 MKS1620*750/T9 中国 内蒙古工业大学 内蒙古 
290 煤化工催化反应评价与表征一体化装置 WFSM-3060D 中国 内蒙古工业大学 内蒙古 
291 高速摄像分析系统 Y4.1S1 美国 内蒙古工业大学 内蒙古 
292 智能重量分析仪 IGA-003 英国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辽宁 
293 气-质联用仪 7890A-5975A 美国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 
294 微生物鉴定系统 GEN Ⅲ 美国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 
295 元素分析仪 vario EL Ⅱ/电子天 德国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 
296 分子模拟软件 Discovery Studio 美国 沈阳药科大学 辽宁 
297 电主轴自动测试系统 DZZP-2 中国 沈阳建筑大学 辽宁 
298 便携式肺功能遥测系统 matemax mb 德国 吉林体育学院 吉林 
299 智能化力量诊断与训练系统 ArielACES 美国 吉林体育学院 吉林 
300 辛烷值机 CFR-ZV 美国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301 酶标仪 M200Pro 瑞士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黑龙江 
302 肉类成分分析仪 FOOD SCAN 瑞典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黑龙江 
303 生物分子相互作用分析仪 BI-3000G 美国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黑龙江 
304 液-质联用仪 Agilent 1100 美国 哈尔滨理工大学 黑龙江 
305 固气耦合实验装置 GQ-1 中国 黑龙江科技学院 黑龙江 
306 元素分析仪 EA-2000 德国 黑龙江科技学院 黑龙江 
307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III 400MHz 瑞士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 
308 二元高压全自动制备液相色谱仪 2545 美国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 
309 有机元素分析仪 Vario Macro Cube CHN 德国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上海 
310 自动化液体工作站 benchbot-bravo 美国 国家新药筛选中心 上海 
311 多釜串连反应装置 / 美国 上海高分子材料研究开发中心 上海 
312 代谢分析系统 LABMASTER 德国 上海实验动物研究中心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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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微循环与生理信号系统植入式 DSI 美国 上海实验动物研究中心 上海 
314 氮氢氧分析仪 TCH600 美国 上海材料研究所 上海 
315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MS-2020 日本 上海化工研究院 上海 
316 空气过滤材料检测系统 AFTS 韩国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 
317 气-质联用仪 7890 美国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上海 
318 定流量气体腐蚀试验系统 GH-180-VL/M 日本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319 电冰箱性能测试系统 / 中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320 LED 及闪光测试系统 CAS140CT-152 德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321 六工位热水器能效与安全检测试验系统 / 中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322 12 通道声学测试分析系统 3050-A-060 丹麦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323 紫外预处理试验箱 SUV2000 中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324 广播电视测试系统 SFU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325 注射流动分析仪 SFA/SAN++ 荷兰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326 多重串联气相色谱质谱仪（GC-MS-MS） 7890A-7000GC/MS Triple Quad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327 重型发动机超低排放多组分气体分析系统 MEXA-6000FT 日本 上海机动车检测中心 上海 
328 超低排放采样系统 CVS7200 日本 上海机动车检测中心 上海 
329 轻型汽车超低排放颗粒物采样分析测试系统 MEXA-2000SPCS 日本 上海机动车检测中心 上海 
330 超低排放分析仪 MEXA-7400LE 日本 上海机动车检测中心 上海 
331 轻型汽车耐久排放试验系统 MACD48 德国 上海机动车检测中心 上海 
332 司机助手 Driver''''''''s Monitor 日本 上海机动车检测中心 上海 
333 重型发动机进气调节试验系统 ComCon100/1600PTH 德国 上海机动车检测中心 上海 
334 摩托车排气分析系统 MEXA-7400HEGR 日本 上海机动车检测中心 上海 
335 中小型发动机进气调节试验系统 ComCon60/1000PTH 德国 上海机动车检测中心 上海 
336 定容取样系统 CVS-7100 日本 上海机动车检测中心 上海 
337 轻型汽车耐久排放试验系统 MACD48 德国 上海机动车检测中心 上海 
338 轻型汽车耐久排放试验系统 MACD48 德国 上海机动车检测中心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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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500MHZ 瑞士 上海大学 上海 
2 500MHZ 核磁共振波谱仪 500MHZ 美国 上海市检测中心 上海 
3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300 瑞士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上海 
4 核磁共振波谱仪 Bruker Avance 600 瑞士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上海 
5 核磁共振仪 INOVA-400 美国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上海 
6 核磁共振谱仪 AV400D 瑞士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 
7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400 瑞士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8 电子自旋共振波谱仪 A300-10/12 德国 扬州大学 江苏 
9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600 瑞士 扬州大学 江苏 
10 全数字化核磁共振谱仪 AVANCE III 400MHz 瑞士 常州大学 江苏 
11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III 500MHZ 瑞士 常州大学 江苏 
12 超导核磁共振谱仪 UNITY INOVA 400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13 超导核磁共振谱仪 NMR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14 核磁共振谱仪 AV-400 瑞士 江苏师范大学 江苏 
15 核磁共振仪 Varian Mercury pLUS-400 美国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16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AV400MHz 瑞士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7 核磁共振波谱仪 400-MR  400M 美国 嘉兴学院 浙江 
18 便携式成像光谱仪 MSI+ 中国 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 
19 核磁共振波谱仪 VARIAN INOVA 400 兆/三通道 美国 浙江省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 
20 核磁共振仪 Avance 400 瑞士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21 全数字化核磁共振谱仪 * 瑞士 安徽大学 安徽 
22 全谱直读 ICP 发射光谱仪 Leeman Prodigy 美国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安徽 
23 全数字化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III 400 美国 安徽工业大学 安徽 
24 电子探针 JCXA-733 日本 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 安徽 
25 电子自选顺磁共振波谱仪 A 300 德国 福州大学 福建 
26 全数字化核磁共振波谱仪 H031280B 瑞士 福州大学 福建 
27 核磁共振波谱仪 Bruker 400MHz 德国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28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400MHZ 瑞士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29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500MHZNMR 瑞士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30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300 瑞士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 
31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II400 瑞士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 
32 核磁共振波谱仪 Variau 600 美国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 山东 
33 超导核磁共振谱仪 BRUKER AVANCE DPX-400 瑞士 郑州大学 河南 
34 核磁共振波谱仪 AC-80 中国 郑州大学 河南 
35 核磁共振谱仪 Ⅱ300MHZ/54MM 中国 郑州大学 河南 
36 核磁共振波谱仪 INOVA 600 美国 湖北大学 湖北 
37 波谱仪 INCA 500 英国 湘潭大学 湖南 
38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400 瑞士 湘潭大学 湖南 
39 核磁共振波谱仪 Unity INOVA300 美国 湖南化工研究院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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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核磁共振仪 AC-80 瑞士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41 电子顺磁共振谱仪 e-scan 德国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 
42 500MHz 超导核磁共振仪 AVANCE Ⅲ 500MHz 瑞士 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广东省测试分析研

 

广东 
43 傅里叶变换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300 瑞士 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广东省测试分析研

 

广东 
44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VCE AV/400MHz 瑞士 汕头大学 广东 
45 核磁共振谱仪 AVANCEIII500MHz 瑞士 广东药学院 广东 
46 磁共振成像系统 Signa Infiniey 1.5T 美国 广西中医药大学 广西 
47 核磁共振波谱仪 Bruker av 600 德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48 核磁共振波谱仪 VNMRS 600MHz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广西 
49 电子自旋共振波谱仪 A320 德国 海南大学 海南 
50 核磁共振仪 Advance 400 德国 海南大学 海南 
51 波谱能谱仪（NDS) Energy+ 英国 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 重庆 
52 核磁共振仪 INOVA 400 美国 贵州省中科院天然产物化学重点实验室 贵州 
53 全数字超导核磁共振谱仪 BRUKER  400 MHz 瑞士 大理学院 云南 
54 傅立叶核磁共振仪 ADVANCE III 400 德国 宁夏大学 宁夏 
55 核磁共振波谱仪 BYwker400NMR 德国 宁波大学 浙江 
56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Ⅲ400 瑞士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57 便携式地物波谱仪 FieldSpec 3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北京 
58 核磁共振仪 AVANCE III400 瑞士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北京 
59 电子顺磁共振谱仪 JES-FA200 日本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60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III(800M) 德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61 电子自旋共振仪 JES-FA200 日本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62 电子顺磁共振波谱仪 JES-FA200 日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63 核磁共振波谱仪 Bruker AVANCE- AV400 瑞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64 500M 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AV-500 瑞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65 超导数字化液体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III 400 瑞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66 超导数字化固体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III 400 瑞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67 600M 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600 瑞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68 AVANCE300MHZ 核磁共振谱仪 AVANCE 300MHZ 瑞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69 三维光学磁体系统 SM4000-5/1/1 英国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 
70 液体核磁波谱仪 400M 瑞士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71 便携式全光谱地物波谱仪 HR-1024 美国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

 

四川 
72 600MHz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Bruker 600 瑞士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四川 
73 核磁共振波谱仪 DRX-400 德国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 
74 核磁共振波谱仪 400WB 美国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 
75 高压大功率 IGCT 投切电阻装置 IGCT  1100A   10KVA,   9 欧姆 中国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北京 
76 全数字化核磁共振谱仪 AVANCE III 瑞典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福建 
77 电子共振波谱仪 I92D-0016 其他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78 核磁共振波谱仪 Bruker AVANCE Ⅲ 400 瑞士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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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AV 400MHz 瑞士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广东 
80 核磁共振谱仪 AVANCE III 500M 瑞士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广东 
81 超导核磁共振谱仪 AV 600 +BH0055 瑞士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京 
82 核磁共振 500MHZ 瑞士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山东 
83 600MHz 固体核磁共振谱仪 AVANCEiii600MHz 德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84 法国磁体 垂直孔 法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85 法国磁体 15T 垂直孔 法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86 法国磁体 14T 光学通道 法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87 混合磁体 20T 中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88 核磁共振波谱仪 400M 瑞士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89 固体核磁共振波谱仪 AUANCE DMX-300 德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90 核磁共振谱仪 400M 瑞士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91 核磁共振谱仪 600M 瑞士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92 核磁共振谱仪 300M 瑞士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93 顺磁共振仪 ESP--300 德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94 固体核磁 AVANCE3 400MHZ WB SOLID STATE-NMR 瑞士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95 500 兆超导核磁共振仪 DRX500MHZ 瑞士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 
96 400 兆核磁振谱仪主机 AM400MHZ 瑞士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 
97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Ⅲ 德国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甘肃 
98 超导核磁共振仪 INOVA-400MHZ 美国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甘肃 
99 顺磁共振波谱仪 ESP-300E 中国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北京 
100 核磁共振仪 Gemini-3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北京 
101 核磁共振波谱仪 500MHz 瑞士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广东 
102 全数字化核磁共振谱仪 400MHz  AVANCE III 瑞士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浙江 
103 固体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III 600MHz 美国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山西 
104 500 兆核磁共振谱仪（含 400 兆升级） ADVANCE III-500(400 升级） 德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上海 
105 核磁共振波谱仪 MERCURY 3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上海 
106 核磁共振波谱仪 VARIAN4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上海 
107 600 兆核磁共振波谱仪 Unity Inova 6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上海 
108 核磁共振波谱仪 Varion MR-4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上海 
109 核磁共振波谱仪 AM400+AC1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上海 
110 500 兆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III 瑞士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上海 
111 核磁 AVANCEIII 600NB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上海 
112 电子顺磁共振仪 JEOL FA2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上海 
113 核磁共振仪 400-MR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114 核磁共振仪 400-MR.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115 核磁共振仪 AVANCE III 400MHz 瑞士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116 核磁共振仪 MERCURY Plus3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117 核磁共振仪 AVANCE III 400MHz 瑞士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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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600 核磁低温探头 600MHZ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119 核磁共振仪 AVANCE III 400MHz 瑞士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120 核磁共振仪 Inova6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121 核磁共振波谱仪 DPX-400 瑞士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122 核磁共振波谱仪 Mercury 3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123 核磁共振仪 AVAECE 500 瑞士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124 核磁共振波谱仪 Mercury 3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125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300 瑞士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126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300 瑞士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127 400M 核磁共振波谱仪 400M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128 核磁共振波谱仪 400-MR 400-MR 400M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129 核磁共振波谱仪 400-MR 400-MR 400M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130 核磁共振波谱仪 600MHZ 600MHZ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131 核磁共振波谱仪 500MHZ 500MHZ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132 核磁共振波谱仪 800MHz 800MHZ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133 超导傅里叶核磁共振谱仪 Avance II400 德国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北京 
134 核磁谱仪 600 兆 瑞士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135 核磁共振波谱仪 DPX-400 不含磁体 瑞士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136 核磁共振波谱仪 500MHZ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137 核磁共振波谱仪 600MHZ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138 超高场磁共振刺激显示系统 7t 德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139 电子顺磁共振波谱仪 E-109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140 超低温探头 600 兆赫 瑞士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141 电子顺磁共振波谱仪 ER 200D-SRC 10 德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142 磁共振成像系统 7t 德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143 核磁共振波谱仪 500MHZ  BRUKER 德国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144 500MHz 波谱仪 进口 美国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湖北 
145 动物脑功能磁共振成像系统 进口 美国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湖北 
146 7T 磁共振成像仪 BioSpec 70/20USR 美国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湖北 
147 400 兆赫谱仪改造 进口 美国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湖北 
148 波谱仪主机一台 AV6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湖北 
149 300MHz 核磁谱仪 300 兆（进口） 美国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湖北 
150 800Mhz 核磁谱议系统 进口 美国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湖北 
151 600 兆核磁共振波谱仪 进口 美国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湖北 
152 超低温探头 进口 美国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湖北 
153 300MHz 谱仪 进口 美国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湖北 
154 AV-800 波谱仪附件 AV-8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湖北 
155 核磁共振谱仪 PORT II 4201 MRS 日本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156 核磁共振数据处理及存储系统 Dell R720 中国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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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核磁共振波谱仪 400-MR 美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新疆 
158 核磁共振波谱仪 VNMRS 6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新疆 
159 表面等离子共振仪 Biacore T2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160 便携式地物波谱仪 FieldSpec3 Hi-Res 美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161 核磁共振特斯拉计 EMX-6/1 德国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北京 
162 电子自旋共振信号测量谱仪 EMX-6\1 德国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北京 
163 核磁共振波谱仪 500 MHz 瑞士 哈尔滨工程大学 黑龙江 
164 电化学等离子体共振仪 Autolab  ESPRIT 瑞士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165 核磁共振仪 DRX300 瑞士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166 500MHz 全数字化超导核磁共振谱仪 AVANCE III 500MHZ 瑞士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167 核磁共振波谱仪 布鲁克 AV300 瑞典 国际竹藤中心 北京 
168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500MHZ 瑞士 暨南大学 广东 
169 傅里叶核磁共振波谱仪 300MHZ  Digital NMR Spectrometre 德国 暨南大学 广东 
170 核磁共振测深仪 NUIS POLY 瑞士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北京 
171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III 400 瑞士 北京大学 北京 
172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Ⅲ 400 中国 北京大学 北京 
173 400MHz 宽腔固体核磁共振谱仪 AVANCE III 400M HZ 瑞士 北京大学 北京 
174 400M 全数字化核磁共振仪 AVANCE Ⅲ 400M HZ 瑞士 北京大学 北京 
175 500M 全数字化超导核磁共振仪 AVANCE Ⅲ 500M HZ 瑞士 北京大学 北京 
176 700MHz 核磁共振谱仪 AVANCE III 700MHz 瑞士 北京大学 北京 
177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Ⅲ 600 瑞士 北京大学 北京 
178 核磁共振波谱仪 VNMRS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179 600M 核磁共振谱仪 DRX600 瑞士 北京大学 北京 
180 800 兆核磁共振谱仪 AV 800 瑞士 北京大学 北京 
181 500 兆核磁共振谱仪 AV 500 瑞士 北京大学 北京 
182 核磁共振谱仪 (Varian 300 兆) 300 MHz Mercury-Plus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183 核磁共振谱仪 (Jeol 300 兆) JEOL-300 MHz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184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III 400 瑞士 北京大学 北京 
185 核磁共振谱仪 (Varian 200 兆) Varian 200M Hz Mercury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186 核磁共振波谱仪 (Bruker 400 MHz) ARX-400 瑞士 北京大学 北京 
187 顺磁共振波谱仪 ESP-300 德国 北京大学 北京 
188 生物荧光共振探测系统 CASCADE51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189 400M 核磁共振谱仪 AV400 瑞士 北京大学 北京 
190 核磁共振波谱仪 500 兆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191 600 兆核磁共振谱仪 AV 600 瑞士 北京大学 北京 
192 核磁共振波谱仪 布鲁克 Avance III 400MHz,场强：9.4T；频率范

 

瑞士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193 核磁共振波谱仪 AC-80 型磁场强度 1.88KT 瑞士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194 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AV300，固体 德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195 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AV600，液体核磁 德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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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IIITM 400 MHz 美国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197 时间分辨磁光克尔谱仪 TRFRS-2010 中国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98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400MHZ 瑞士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99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Drx 500 德国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200 400 MHz 超导核磁共振仪 40-162MHz,Vaian DLG400 美国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201 核磁共振波谱仪 Bruker Avance II 400 瑞士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202 电子顺磁共振 A200－9.5/12 德国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203 便携式地物波谱仪 FIELDSPEC 3 美国 东北大学 辽宁 
204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 400 德国 复旦大学 上海 
205 核磁共振波谱仪 ECA-400 日本 复旦大学 上海 
206 核磁共振波谱仪 MERCURYPLUS400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207 核磁共振仪 JNM-MY60FT 日本 复旦大学 上海 
208 核磁共振仪 JNM-MY60FT 日本 复旦大学 上海 
209 固体核磁共振谱仪 300WB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210 核磁共振波谱仪 DMX 500 瑞士 复旦大学 上海 
211 核磁共振谱仪 600MHz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212 核磁共振波谱仪 DSX 300 德国 复旦大学 上海 
213 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Mercury Plus 400MHz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214 分子结构测定仪（核磁共振仪） INOVA400NE 美国 湖南大学 湖南 
215 核磁共振波谱仪 400MH2 AVANCE III 瑞士 湖南大学 湖南 
216 核磁共振成像系统 Siemens Magnetom Trio I-class 德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17 核磁共振波谱仪 VNMR-SYS-400WB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18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II300 瑞士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19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500MHZ 瑞士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20 核磁共振波谱仪 Varian-700MHz NMR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21 核磁共振波谱仪 Bruker- AVANCEIII 600MHz NMR 瑞士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22 核磁共振波谱仪 Bruker-AVANCEIII 300MHz NMR 瑞士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23 核磁谱仪 DSX-300 瑞士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24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400 瑞士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225 核磁共振波谱仪 Z101355 德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226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500 瑞士 吉林大学 吉林 
227 顺磁共振波谱仪 ER-200D-SRC 美国 吉林大学 吉林 
228 电子自旋共振谱仪 JES-FA200 日本 吉林大学 吉林 
229 核磁共振谱仪 AV III400 德国 吉林大学 吉林 
230 核磁共振波谱仪 300MHZ 美国 吉林大学 吉林 
231 固体核磁共振波谱仪 INFINITY 400 美国 吉林大学 吉林 
232 全数字化核磁共振波谱仪 Aduance Ⅲ 400MHZ 德国 江南大学 江苏 
233 电子自旋共振波谱仪 EMXplus-10/12 德国 江南大学 江苏 
234 核磁共振波谱仪 INOVA 600NB 美国 兰州大学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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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电子自旋共振谱仪 JES-FA300 日本 兰州大学 甘肃 
236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III 400 德国 兰州大学 甘肃 
237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III 400 德国 兰州大学 甘肃 
238 核磁共振波谱仪 Mercury Plus 300 美国 兰州大学 甘肃 
239 固体核磁共振波谱仪 AV400WB 瑞士 兰州大学 甘肃 
240 核磁共振波谱仪 300M 瑞士 兰州大学 甘肃 
241 电子顺磁共振波谱仪 A300-9.5/12 德国 兰州大学 甘肃 
242 固体核磁共振谱仪 AVANCE 3 瑞士 南京大学 江苏 
243 核磁共振波谱仪 ARANCE 300 瑞士 南京大学 江苏 
244 电子顺磁共振波谱仪 EMX10/12 波段:0～14000 德国 南京大学 江苏 
245 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DPX 300 瑞士 南京大学 江苏 
246 核磁共振仪 AM-500/500 兆 11.7T 瑞士 南京大学 江苏 
247 便携式地物波谱仪 Fieldspec3HiRes 美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248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3 美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249 便携式地物波谱仪 Field Spec3 美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250 全数字化核磁共振谱仪 AVANCE III 400M 德国 南开大学 天津 
251 全数字化核磁共振谱仪 AVANCE III 400M 德国 南开大学 天津 
252 电子顺磁共振波谱仪 A300-10/12 瑞士 清华大学 北京 
253 顺磁共振谱仪 JEOL FA-200 日本 清华大学 北京 
254 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AC-200P 瑞士 清华大学 北京 
255 300M 核磁共振谱仪 JNM-ECA300 日本 清华大学 北京 
256 600M 核磁共振谱仪 JNM-ECA600 日本 清华大学 北京 
257 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INOVA  500NB 美国 清华大学 北京 
258 傅立叶变换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600 超导/超屏蔽 瑞士 山东大学 山东 
259 傅立叶核磁共振谱仪 AVANCE400 400 兆 德国 山东大学 山东 
260 核磁共振谱仪 AVANCF300MHz 瑞士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261 全数字化超导核磁共振谱仪 AVENCE Ⅲ 瑞士 天津大学 天津 
262 核磁共振谱仪 Inova-600 美国 武汉大学 湖北 
263 核磁共振波谱仪 布鲁克 瑞士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64 微核磁共振分析仪 MiniMR-60 中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65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300 瑞士 西南大学 重庆 
266 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成像仪 SPR InagerII 美国 西南大学 重庆 
267 地物波谱仪 field spec 3 Hi-Res 美国 西南大学 重庆 
268 超导核磁共振仪 Unity+500 中国 厦门大学 福建 
269 全数字化核磁共振谱仪 AVⅢ-500M 中国 厦门大学 福建 
270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Ⅲ 中国 厦门大学 福建 
271 全数字化核磁共振谱仪 AVⅢ-400M 中国 厦门大学 福建 
272 电子自旋共振波谱仪 EMX-10/12 中国 厦门大学 福建 
273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Ⅱ 中国 厦门大学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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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核磁共振波谱仪 Brucker 瑞士 浙江大学 浙江 
275 便携式地物波谱仪 FieldSpec3 Hi-Res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276 顺磁共振波谱仪 ESRA-300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277 超导核磁共振质谱仪 DD2-60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278 超导核磁共振仪 Avance-400 瑞士 浙江大学 浙江 
279 核磁共振波谱仪 NMK/300MHZ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280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III 瑞士 浙江大学 浙江 
281 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DMX-500 瑞士 浙江大学 浙江 
282 核磁共振仪 BRUKER AVIII500M 瑞士 浙江大学 浙江 
283 表面等离子体共振仪 SR 700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284 核磁共振波谱仪 JNM-ECP600 日本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85 便携式地物波谱仪 fieldspec@3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6 核磁共振波谱仪 DPX300MHZ 瑞士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87 核磁共振谱仪 AvanceII 400M 德国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288 能谱波普 EBSD 三元一体化系统 Trident XM4 美国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289 宽腔固体核磁共振谱仪 Avance III 400M WB 瑞士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290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300 瑞士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291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500 瑞士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292 傅立叶核磁共振波谱仪 Bruker AVANCE Ⅱ 瑞士 中山大学 广东 
293 500 兆超导核磁共振谱仪 INOVA 500NB 美国 中山大学 广东 
294 400 兆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AV 瑞士 中山大学 广东 
295 核磁共振仪 AV500MHZ 德国 重庆大学 重庆 
296 顺磁共振仪 JES-TE200 日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

 

北京 
297 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III-400 瑞士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298 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VNS-600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299 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III 瑞士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300 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III-500 瑞士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301 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DD2-500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302 600 兆核磁共振 AVANCE Ⅲ 600MHz 型 瑞士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北京 
303 小动物核磁共振成像系统 MRI 7.0T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北京 
304 共振柱仪设备 TSH-100-UNST 美国 水利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

 

江苏 
305 付立叶分析仪 5451C 美国 水利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

 

江苏 
306 剖面流场测量仪 2D PIV 美国 水利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

 

江苏 
307 付立叶核磁共振波谱仪 300MHz 瑞士 西北民族大学 甘肃 
308 表面等离子体共振仪 Biacare  3000 瑞典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福建 
309 全数字化核共振谱仪 AVANCEⅡ400 德国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福建 
310 顺磁共振波谱仪 布鲁克 A300 德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 
311 600MHz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III 600 MHz 瑞士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山东 
312 全数字化 500M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III 500 瑞士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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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核磁共振分析仪 mq60 德国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314 核磁共振波谱仪 ULTRASHIEDTM PLUS  500 MHz 瑞士 北京服装学院 北京 
315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Ⅲ/400M 瑞士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316 核磁共振磁场测量仪 AVANCE III 400MHz 瑞士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317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II 500MHz 瑞士 河北科技大学 河北 
318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Ⅲ 500 德国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 
319 128 导脑电分析仪 ESI-128 美国 河北工业大学 天津 
320 全数字化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III 600MHz 瑞士 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 
321 核磁共振波谱仪 ANANCE Ⅲ 600MHz 瑞士 山西省分析科学研究院 山西 
322 核磁共振波谱仪 400-MR 美国 渤海大学 辽宁 
323 核磁共振波谱仪 Mercury-Vx300MHz 美国 辽宁大学 辽宁 
324 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Ⅲ 瑞士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 
325 核磁共振波谱仪 FT-80A 美国 齐齐哈尔大学 黑龙江 
326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400MHz 德国 齐齐哈尔大学 黑龙江 
327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 300 瑞士 哈尔滨理工大学 黑龙江 
328 超导核磁共振谱仪 AVANCE401 瑞士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329 X 射线波谱仪 X/Pert Pro3040/60 荷兰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上海 
330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G 500MHz 瑞士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上海 
331 核磁共振波谱仪 Mercury VX-300 美国 上海中药创新研究中心 上海 
332 核磁共振波谱仪 NMR System 500 美国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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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噪声振动分析仪 FFT 丹麦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2 尾气检测系统 VMAS 美国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上海 
3 全自动多功能测汞仪 MA-3000 日本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上海 
4 植物活体成像系统 NightSHADE LB985 德国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 上海 
5 噪声系数分析仪 N8974A 美国 上海无线通信研究中心 上海 
6 水质湿化学分析仪 SKALAR SAN++ 美国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7 气质联用仪 7890A-5975C 美国 徐州工程学院 江苏 
8 便携式光合仪 L1-6400R 美国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9 大容量棉花测试仪 MF100 中国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10 调制荧光成像测定系统 IMAGING-PAM 德国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11 土壤碳通量测量系统 LI-8150 美国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12 微生物鉴定系统 GenIII 美国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13 气体法甲醛测试箱 FAPE60 德国 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 
14 光合作用测量系统 LI6400XT 美国 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15 叶绿素荧光成像仪 LRLB0236 德国 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16 元素分析仪 VarioELIII 德国 安庆师范学院 安徽 
17 蒸渗仪系统 **** 德国 安徽省（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水利科学

 

安徽 
18 大容量棉花综合测试仪 HVI1000 美国 安徽省纤维检验局 安徽 
19 大容量棉花综合测试仪 HVI1000 美国 安徽省纤维检验局 安徽 
20 大容量棉花综合测试仪 HVI1000 美国 安徽省纤维检验局 安徽 
21 大容量棉花综合测试仪 HVI900 美国 安徽省纤维检验局 安徽 
22 便携式地物波谱仪 FieldSpec 3 美国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23 土壤粒径分析系统 SEDIMA4-12 德国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24 全自动脂肪酸微生物鉴定系统 SHERLOCK 美国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25 元素分析仪 varioELiii 德国 滨州学院 山东 
26 AOX 测定仪 MC－3 美国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 
27 印刷适性仪 GST2 with HSIU4 荷兰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 
28 元素分析仪 varioEL3 德国 潍坊学院 山东 
29 总有机碳分析仪 TOC-VCPH 日本 河南省水产科学研究院 河南 
30 总有机碳分析仪 MultiN/C 2100 德国 河南省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有限公司 河南 
31 砷元素形态分析仪 ZZZnit700 德国 河南省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有限公司 河南 
32 全谱直读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71SICP-OES 澳大利亚 河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河南 
33 多通道连续流动分析仪 Auto Analyzer 3-AA3 德国 河南省农科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环境研究所 河南 
34 元素分析仪 Vario EL- 德国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 
35 半自动大容量纤维测试仪 HFT9000 印度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

 

湖北 
36 元素分析仪 Vario MAX CNS 德国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 
37 定量遗传分析系统 60-240 瑞典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38 糖分析仪 3520 丹麦 广西大学 广西 
39 元素分析仪 FLASHEA 1112 CHNS-O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276 台（套） 

293/575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产地 单位名称 所在地 

40 小型集成化可移动式空气质量检测系统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airpointer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41 小型集成化可移动式空气质量检测系统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airpointer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42 电法工作站 ## 美国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 
43 元素分析仪 PE 2400 SeriesⅡ 美国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44 环境仓 / 德国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 
45 定容取样及排放分析系统 MEXA 7200D;CVS-7400T 日本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 
46 排放分析仪 CEB-II 奥地利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 
47 主控计算机 CDH4000 奥地利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 
48 轻型汽车燃油蒸发密闭室 VT-733-MP-PB/HF 德国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 
49 元素分析仪 Elemental Analyzer vario EL cube 德国 四川理工学院 四川 
50 金属元素分析仪 PULSAR(A300 美国 昆明理工大学 云南 
51 便携式光合作用测量系统 LI-6400XTP 美国 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 云南 
52 2DPIV 系统 Vlite-200 中国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陕西 
53 多通道测速、测温系统 IFA300 美国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陕西 
54 比表面及空隙分析仪 Sorptomatic mod 1990 美国 兰州交通大学 甘肃 
55 便携式光合仪 LI-6400XT LI-6400XT 美国 甘肃省农垦农业研究院 甘肃 
56 元素分析仪 vario EL cube 德国 青海师范大学 青海 
57 元素分析仪 vario EL cubo 德国 宁夏出入境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宁夏 
58 Venema 甜菜品质分析仪 VENEMA IIG 荷兰 新疆石河子农业科技开发研究中心 新疆 
59 气体分析仪 1412 丹麦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北京 
60 土壤粒径分析系统 SEDIMA 4-12 德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 内蒙古 
61 土壤自动称重蒸渗仪系统 AGROLY 德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 内蒙古 
62 植物生理及环境监测系统 PTM-48M 以色列 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 吉林 
63 自动检糖仪 VenemaCE 荷兰 中国农业科学院甜菜研究所 黑龙江 
64 调制叶绿素荧光成相系统 IMAGING-PAM（MAXI &MINI-VERSION) 德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 河南 
65 土壤碳通量测量系统 LI 8150 美国 中国气象局乌鲁木齐沙漠气象研究所 新疆 
66 人工气候室 钱江仪器/WGR-1A 中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广东 
67 固体氡气源 RF2000 捷克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68 臭氧标准光谱仪 SRP 41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69 步入式气候试验箱 WITR6585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70 微波噪声系数测试系统 8970B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71 氡室主体装置 2329*4000*2304 中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72 自动滤料及面罩检测仪 8310-1 美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73 空气过滤检测仪 3160N-1 美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74 烟密度箱 FTT0064 英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75 光合与呼吸作用测定仪 Li-64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教育部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研

 

陕西 
76 废水处理系统 TF-10 中国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 
77 纯水处理设备 CC-IP 中国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 
78 氙灯老化仪 ci3000 中国香港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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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氙灯气候老化仪 C13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80 土壤粒径分析系统 SEDIMAT 4-12 德国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

 

四川 
81 红外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分析仪 41CHL、43C-TL 美国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北京 
82 碳通量观测系统 TEM2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北京 
83 碳通量监测系统 LI-COR7500 CO2/H2O 美国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北京 
84 光离子检测器 OI4430 加拿大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北京 
85 土壤水分系统 Soil hydraulic property Measurement System 美国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86 碳通量观测系统 Li-Cor 美国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87 小流域水循环观测系统 澳作 澳大利亚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88 碳通量系统 Li-Cor 美国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89 多通道碳通量自动测量系统 LI815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 
90 ECO-WATCH 生态网络检测系统 LI-6400XT 美国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 
91 水化学自动监测系统 908-0008 美国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 
92 co2/ch4 水下监测系统 hydroco/cH4 德国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 
93 颗粒物化学组成在线监测仪 ACSM 美国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陕西 
94 便携式光合作用测量系统 LI-6400XT;LI-8100A;LI-7500A 美国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陕西 
95 一体式温湿度步入室 ENX112-12CWL 中国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北京 
96 胁迫生理生态学测定系统 TSE 德国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97 Cahn 加压 TG 分析仪 Cahn Thermax 5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北京 
98 手持式固体水分快速测试仪 HBD5-SMS1204N30 中国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北京 
99 水分测定仪 MA150C 德国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北京 
100 便携式烟气检测仪 KM9106 英国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北京 
101 挥发性有机物预浓缩系统 ENTECH  71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102 氙弧灯耐候试验机 无 日本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山东 
103 可移动大气参数测量系统 非标 中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104 光合作用仪 LI6400P 美国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广东 
105 TOC 总有机碳分析仪 TOC-VCSH 日本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广东 
106 LEO 空间综合环境效应测试系统 研制 中国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107 调制叶绿素荧光成像系统 IMAGING-PAM 美国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 
108 野外在线藻类分类测定仪 BBE 美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江苏 
109 Hiden3F PIC-气体分析质谱仪 Hiden 3F/PIC 英国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北京 
110 果蝇行为评价系统 DAM5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111 噪声分析仪 Agilent N8975A 马来西亚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北京 
112 尾气分析系统 DUPT 中国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113 土壤碳通量系统 LGR 908-0011 美国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 湖北 
114 全自动固液相直接测汞仪 DMA-80 意大利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青海 
115 EC3000 通量和 BC1000 梯度 EC3000/BC10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青海 
116 探入式植物生长箱 PGR14 加拿大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青海 
117 多通道土壤碳通量自动测量系统 LI-8100A；LI-8150-8 美国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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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碳氮分析系统 MAX CN-Vario TOC cube 德国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云南 
119 人工气候室 OM15*2 中国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云南 
120 碳--氮分析仪 Vario MAX CN 德国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云南 
121 低频噪声测试仪 E4725A 日本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新疆 
122 臭氧发生器 CO503 中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新疆 
123 四通道土壤碳通量系统 LI-81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新疆 
124 人工气候温室 B8-20 中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新疆 
125 全自动凯氏定氮仪 Kjeltec 8460 丹麦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新疆 
126 土壤碳通量系统 LI-815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新疆 
127 土壤包气带综合测量系统 Soilwatch-c-h 澳大利亚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新疆 
128 八通道土壤碳通量系统 LI-815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新疆 
129 植物生长箱 PGW-40,PGC-15.5X 美国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湖南 
130 叶绿素荧光成像系统 M-series 德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131 步入式植物生长箱 GR-48 美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132 植物导水率高压测量仪 XYLEM 法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133 叶绿素荧光-成像-气体交换同步测量系统 GFS-DUAL 德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134 涡度相关系统 CR5000，CR23X 数采器，CSAT3 三维风速仪，

 

  

美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135 步入式植物生长箱 GR-48 美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136 土壤碳通量自动测量 LI-815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137 土壤碳通量自动测量 LI-815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138 土壤碳通量自动测量 LI-815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139 土壤碳通量自动测量 LI-815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140 土壤碳通量测量系统 G2301 美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141 三综合环境实验箱 CH1200C 意大利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142 三维空间噪声分析系统及传感器 CR10 48CH 丹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143 高速低噪声射流及流动控制系统 * 中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144 竹林生态监测系统 6400 美国 国际竹藤中心 北京 
145 便携式植物气体交换仪 LI-6400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新技术研究所 北京 
146 年轮分析工作站 Lignostation 德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北京 
147 植物土壤与大气碳同位素分析仪 908-0003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北京 
148 VOC 洁净温湿度环境箱 V-1000 中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北京 
149 氙衰减仪 X25F 日本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北京 
150 VOC 洁净温湿度环境箱 V-1000 中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北京 
151 多通道土壤碳通量自动测定系统 Licor-8150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

 

北京 
152 数字式网络生态监测系统设备 SET 德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信息研究所 北京 
153 BODPOD 身体成分分析仪 Research 美国 北京体育大学 北京 
154 烟气分析系统 testo360 德国 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 北京 
155 二噁英污染物减排实验装置 MHB-3 型 中国 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 北京 
156 烟气净化实验系统 MHB-4 型 中国 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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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总有机碳分析仪 Liqui TOCⅡ 德国 大连海事大学 辽宁 
158 排放颗粒物测试分析系统 PS2000 德国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 北京 
159 轻型车整车排放试验环境舱 ---- 中国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 北京 
160 排放分析系统 AMAi60 德国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 北京 
161 汽车排放分析系统 MWXA-7400XLE 日本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 北京 
162 排放分析系统 AMA2000D 德国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 北京 
163 人工气候老化箱 syy6 中国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 北京 
164 TEOM 颗粒物分析仪 - 美国 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 天津 
165 24 通道土壤呼吸全自动测定系统 LAC-SW024 日本 北京大学 北京 
166 多功能水处理综合实验系统 SHM-20-50 中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167 综合环境实验室装置 ACL 75m3/-25℃-55℃ 中国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168 便携式光合仪 LI-6400XT 美国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169 涡度相矢仪 CR5000 中国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70 环境要素梯度观测系统 定制 美国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71 涡度相关通量测定系统 RR-9100 美国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72 碳通量测量系统 LI-8150 美国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73 移动式远程遥感气体检测仪 MP110 CO/CO2 NO 加拿大 长安大学 陕西 
174 柴油状态分析仪 DEWE-5000 奥地利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175 元器件噪声参数测试系统 N8975A 美国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176 噪声系数分析仪 N8975A 中国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177 碳通量测量系统 LI-8150 美国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178 闭合二氧化碳通量分析仪 Li-7000 美国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179 碳通量监测系统 COPEC 美国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180 空气质量测试系统 MICRO THERM 英国 东南大学 江苏 
181 尾气分析仪 SEMTECH-DS 中国 东南大学 江苏 
182 尾气分析仪 SEMTECH-DS 中国 东南大学 江苏 
183 水生生物研究系统 多层框架系统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184 人工气候环境模拟试验箱 SDJ500 日本 河海大学 江苏 
185 土壤元素分析仪 AA800 美国 河海大学 江苏 
186 人工环境及气候试验装置 组装 中国 湖南大学 湖南 
187 4 通道理化学分析仪 San plus system 荷兰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88 植物生理及环境检测仪 PTM-48A 以色列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89 气体分析仪 QMG700 列支敦士登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90 便携式光合-荧光测量系统 LI-6400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191 噪声测试系统 N-840-C 挪威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92 10 通道 PULSE3560C-E05 型噪声、振动分析系

 

3560C-E05 丹麦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193 汞在线分析仪 SM3&VM3000 德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94 多污染物联合脱出中心 非标 中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95 便携式红外分析仪 DX-4000 芬兰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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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多通道震动噪声信号采集器 LMS.SCM05 比利时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197 震动噪声测量系统 SCADASIII 比利时 吉林大学 吉林 
198 年轮分析工作站 BE26-0497BS2 德国 兰州大学 甘肃 
199 家畜温室气体采集系统 SF6 Trace 英国 兰州大学 甘肃 
200 空气质量分析仪 AF22M 法国 南京大学 江苏 
201 调制叶绿素荧光成像系统 MAXI IMAGING-PAM 德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202 调制叶绿素荧光成像系统 MAXI IMAGING-PAM 德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203 气体分析系统 选配 美国 清华大学 北京 
204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 SCS-900 规格 SCS-900 中国 山东大学 山东 
205 还原热分解装置 非标 日本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206 傅立叶红外气体分析仪 - 中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207 发动机排气分析系统 MEXA-7100 DEGR 日本 天津大学 天津 
208 汽车发动机排气分析系统 MEXA-71000EGR 日本 天津大学 天津 
209 阳光气候模拟试验系统 SC3 1000MHG 德国 天津大学 天津 
210 多参数流速水质测试系统 WHS-600 美国 天津大学 天津 
211 FTIR 气体分析仪 GASMET/DX-4000 芬兰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2 便携式 FTIR 气体分析仪 GASMET DX-4000 芬兰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13 斑马鱼培养操作系统 * 美国 西南大学 重庆 
214 斑马鱼养殖系统 ESEN-AW-DV5 中国 西南大学 重庆 
215 斑马鱼洁净系统 YDCC33DH 中国 西南大学 重庆 
216 红外烟气分析仪 Gasmet FT-IR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217 在线红外气体分析系统 NGA2000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218 环境污染物分析测试系统 GC6890N-HP1200-GC-MS 7890A/5975C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219 多功能气候实验室 ZHS-030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220 痕量有机污染物控制系统 GC-MS-MS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221 野外水质监测仪系统（动态污垢监测仪） SKALAR SAN++ 荷兰 浙江大学 浙江 
222 多功能人工环境箱 SEY-100GS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223 噪声测量系统 DSS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224 多组分气体分析系统 ALPHA 型/5975C/7890A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225 烟气分析仪 DX-4000 芬兰 浙江大学 浙江 
226 斑马鱼养殖系统 sdk-52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227 在线烟气测汞仪 MS-1A/DM-6B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228 烟气分析仪 NGA2000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229 电控单元综合环境实验系统 定制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230 红外烟气分析仪 Gasmet FT-IR 芬兰 浙江大学 浙江 
231 养殖循环水处理系统 TYRE50-15 中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32 上升流培育工程及单胞藻连续培养系统 HXYS/50 中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33 鱼房水体设备 定做 中国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234 空气质量分析与控制系统 TECO-MODEL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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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便携式光合作用测量仪 11JSM/58434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36 蒸渗仪 2m*2m*2m 中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37 土壤分析仪 TRAACS2000 德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238 色谱仪(AC 高速炼厂气分析仪） 7890A GC system 中国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239 噪声及振动测试分析系统 DETAILS SEE ATTACHMENT 丹麦 中南大学 湖南 
240 烟气分析仪 testo-360 德国 中南大学 湖南 
241 噪声惯量台架实验系统 Model3900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242 低温低气压人工气候室 Φ7.8×H11.6m 中国 重庆大学 重庆 
243 土壤含水量自动采集传输设备 成套设备 中国 水利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

 

江苏 
244 PLIF 污染物扩散、浓度场测试系统 PIV 系统 美国 水利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

 

江苏 
245 水库生态环境影响监测设备 成套系统 美国 水利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

 

江苏 
246 水质自动监测系统 GC-MS6890N-5975i 美国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北京 
247 PTM48M 植物光合生理监测系统 PTM48M 中国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北京 
248 水质自动监测系统 GC-MS6890-5973N 美国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北京 
249 气质联机 GC-MS6890-5973N 美国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北京 
250 水质自动分析仪 SKALAR  SAN++ 荷兰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福建 
251 叶绿素荧光仪 Dual-PAM-100 德国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山东 
252 氟化氢气体分析仪 G1205 美国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253 超痕量气体分析仪 N2O/CO 美国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山东 
254 土壤粒径分析系统 SEDIMA4-12 德国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 
255 电子鼻气味指纹分析仪 FOX4000 法国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 
256 水溶性气溶胶在线测定仪 URG-9000D 美国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257 恶臭分析系统 7100A 美国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258 全自动水质分析系统 TITRIC4 瑞士 北京建筑大学 北京 
259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 biolog microstation 美国 北京农学院 北京 
260 总有机碳分析仪 SIEVERS900P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261 高压气体吸附分析仪 PCT E&E 法国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262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nalyst 100 美国 天津市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天津 
263 便携式光合－荧光作用测定系统 JFS-300 德国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河北 
264 元素分析仪 vario MICRO cube 德国 河北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 河北 
265 CNS 元素分析仪 Vario Max 德国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资源研究所 山西 
266 通量观测系统 EC3000 美国 辽宁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辽宁 
267 人工气候室整套设备 定制 日本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耕作栽培研究所 黑龙江 
268 噪声测试分析系统 PULSE 3560C 丹麦 黑龙江科技学院 黑龙江 
269 流动连续分析 AA3 德国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上海 
270 啤酒分析仪系统 Alcolyzer Met DMA50000M 奥地利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271 氙灯人工加速气候箱 Ci4000 美国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272 快速温变试验箱 EGNX28-15CW 日本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273 密闭蒸发排放采样分析试验系统 VT-733-MP-HO/HF 德国 上海机动车检测中心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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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排气分析系统 MEXA 7000 日本 上海机动车检测中心 上海 
276 汽车排气采样分析试验系统 MEXA-7400DEGR&CVS7400T 日本 上海机动车检测中心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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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自动电化学发光仪 IMMUILTE2000 美国 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 上海 
2 电输运测试系统 ET-9000 中国 宿州学院 安徽 
3 离子注入机 titan 俄罗斯联邦 郑州大学 河南 
4 大功率检测柜 FTFI-400-450 美国 先进储能材料湖南省工程研究中心 湖南 
5 大功率检测柜 Maccor  S4000 美国 先进储能材料湖南省工程研究中心 湖南 
6 电化学表面等离子共振仪 Autolab SPR 瑞士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7 库仑阵列电化学高效液相系统 5600A 16 通 美国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8 高精度电化学综合测试系统 128TA+1260A 英国 四川理工学院 四川 
9 蛋白电化系统 AKTA EXPLORER 美国 西北大学 陕西 
10 乳制品多参数快速测定仪 FTP 120 瑞士 陕西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陕西 
11 实时在线原位反应分析仪 Reach IR IC10、SNR＞500 650～4800cm-1 瑞士 宁夏大学 宁夏 
12 pH 计 Thermoelectron 410A 美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13 离子色谱 IC1000 美国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广东 
14 电子鼻 PEN3 德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北京 
15 电子舌 Astree 法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北京 
16 便携式电子鼻 Airsense Pen3 德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广东 
17 电子鼻分析系统 Alpha MOS Gemini 法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 海南 
18 压力传感器（人体压力分布测量系统） Novle Pilance 德国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北京 
19 电子鼻 FOX4000 法国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北京 
20 电子舌 ASTREE2 法国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北京 
21 食品品质分析仪 ASTREE2 法国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北京 
22 电化学 CV 测试仪 PN4300PC 英国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 
23 电化学测试系统 PGSTAT30 美国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24 悬臂传感器 CSR-08-01S 瑞士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 
25 第四法溶出仪 CE7 smart 瑞士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京 
26 光纤罗经运动传感器 OCTANS  III 法国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山东 
27 哈特曼波前传感器 HS-D120+ 中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28 高温自耗电极电弧炉 ZHT-650KG 中国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29 AUTOLAB 电化学工作站 PGSTAT3 荷兰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30 光谱电化学分析系统 MEGNA560 美国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31 多通道电化学测试系统 GBP54200 英国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浙江 
32 电化学 CV 系统 CVP21 德国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浙江 
33 深能级瞬态谱仪 DLTS 美国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浙江 
34 电化学工作站 Aut302N.V 型 瑞士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35 库仑陈列检测器 5600A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36 电子鼻 Pen3+EDU3 德国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湖北 
37 电化学工作站 ZENNIUM 德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38 基于三电极体系的电化学加工平台 * 德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39 模态实验分析系统加速度传感器 333B32/356A32 中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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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便携式快速分析仪 Znose300 美国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41 传感器激光微加工封装系统 3Hz-26.5GHz 中国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42 纳米粒度及 ZETA 电位分析仪 NaNOZS 美国 湖南大学 湖南 
43 电位分析仪 Zetasizer NanoZS 英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44 高温高压腐蚀测试仪 Wv-17002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45 电化学分析测试仪器 SOLAROM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46 电子舌 *ASTREE II 法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47 电子鼻 *FOX4000 法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48 电化学 C－V PN4400 英国 吉林大学 吉林 
49 电化学石英晶体微分析系统 VMP-40/283/*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50 介电分析与树脂固化检测仪 DEA230/2 德国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51 电化学表面等离子共振系统 ESPRIT/SPRINGLE 荷兰 西南大学 重庆 
52 用于精密光学传感器加工系统激光光源 I300C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53 电子鼻 FOX4000 法国 浙江大学 浙江 
54 玻璃微电极控制器 MM-METER 丹麦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55 M370 扫描电化学工作站 M370 美国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 
56 纳米粒度及 ZETA 电位分析仪 Zano-zs 英国 中南大学 湖南 
57 多通道电化学测试系统 1470E 英国 中南大学 湖南 
58 船舶运动姿态传感器 Octans Ⅲ型 法国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浙江 
59 血栓弹力图仪 TEG5000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一临床医药研究所（中国中医

 

北京 
60 荧光差异凝胶电泳系统 ETTAN IPGPHOR3 美国 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 北京 
61 流变仪 RFS3 美国 北京印刷学院 北京 
62 纳米粒径（ZETA）电位分析仪 ZEN3600 英国 天津城建大学 天津 
63 多通道电化学阻抗测试系统 VMP3 法国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 
64 电化学工作站 AutoLabPGSTA730 100-110V 荷兰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 
65 电化学 C-V 仪 PN4300 英国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 
66 电化学工作站 AUTOLAB PGSTAT302 荷兰 黑龙江科技学院 黑龙江 
67 固体样品动电位测试仪 SurPASS 奥地利 黑龙江科技学院 黑龙江 
68 电位滴定仪 瑞士万通 9.25 瑞士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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