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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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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仪器的数量为 267

台（套），占总量的 1. 3%。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型科学仪器中，分

析仪器 210 台（套），工艺实验设备 18 台（套），其他仪器 12 台

（套），物理性能测试仪器 8台（套），计量仪器 6 台（套），医学

诊断仪器 4 台（套），电子测量仪器 3 台（套），激光器 2 台（套），

特种检测仪器 2 台（套），地球探测仪器 1 台（套），海洋仪器 1

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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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267 台（套） 

629/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VARIAN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810-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广西 
2 微生物自动鉴定仪 BIOLOG MICROSTATION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广西 
3 质谱仪 300-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广西 
4 高效液相色谱仪 24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广西 
5 VARIAN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 Duo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广西 
6 VARIAN 红外显微光谱仪 660 FTIR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广西 
7 VARIAN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710-E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广西 
8 制备液相色谱系统 218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广西 
9 CEM 常压开放式聚焦微波消解仪 STAR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广西 
10 核磁共振波谱仪 VNMRS 600MHz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广西 
11 荧光定量 PCR 仪 75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广西 
12 流式细胞仪 facsariaII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13 圆二色光谱仪 J-81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14 显微共焦激光拉曼光谱仪 inVia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15 荧光光谱仪 FL3-P-TCSPC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16 酶标定量测定仪 M1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17 离子阱质谱仪 Bruker  HCT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18 X 射线衍射装置 Rigakn D/max 2500V/PC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19 元素分析仪 PE 2400 SeriesⅡ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20 场发射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系统 FEI Quanta 200 FEG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21 蔡司研究级显微镜 Axio ScopeA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桂林理工大学 广西 
22 电子探针 JXA-823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桂林理工大学 广西 
23 气相色谱/离子阱质谱联用仪 ThermoFisher ITQ9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 广西 
24 高效液相色谱仪 Ultimate3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广西 
25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SOLAARM6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广西 
26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广西 
27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nalyst 8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广西 
28 毛细管电泳仪 P/ACE NDQ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

 

广西 
29 气质联用仪 5975GC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

 

广西 
30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nalyst8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轻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广西 
31 高效液相色谱仪 Ultimate 3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轻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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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 
33 气质联用仪 Trace DSQ II 分析仪器/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轻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广西 
34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35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轻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广西 
35 离子色谱仪 ICS-9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轻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广西 
36 高效液相色谱仪 ALLIANCEE2695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37 连续流动分析仪 PROXIMA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38 冲击电压发生器全自动试验系统 SGD1500/75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39 高效液相色谱仪 E2695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广西壮族自治区/267 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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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4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电子鼻） GCMS-QP2010ULTRA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41 水槽二维造波造流系统 32M×1.5M×1.5M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42 脑电位分析仪 BRAINAMP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43 液质联用仪 AGILENT 646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44 蛋白质自动酶切系统 TECAN FREEDOM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45 连续流动化学分析仪 AA3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46 气质联用仪 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47 动态滤水仪 DFR-05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48 先进储能电池实验系统 ZSRI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49 激光快速扫描成像系统 BIO-RAD PHAROS FX PLUS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50 扩散氢测定仪 G4 PHOENIX DH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51 带催化反应器的高压裂解 5200HP-R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52 地质探测仪 DADMCHFASTWAVE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53 喷涂机器人系统 FANUC-200IA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54 傅里叶变换红外显微系统 FMIS 2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55 双室磁控溅射沉积系统 *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56 全自动凯氏定氮仪 FOSS KJEITEC842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57 高频疲劳试验机 HFP51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58 高频万能疲劳试验机 PX-2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59 新型高分辨场发射扫描电镜 SU802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60 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OPTIMA 8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61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LAMBDA 95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62 离子色谱仪 ICS-50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63 真空高频熔融试验机 RMC4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64 300KV 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FEI TECNAI G2 F3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65 调制叶绿素荧光成像仪 UNAGUBG-PAM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66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1200EX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67 超速冷冻离心机 BECKMAN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68 超临界液体萃取反应系统 SFT-HPR-5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69 纳升级液相点板系统 TEMPOLCＭALDI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70 糖分析仪 3520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71 倒置显微镜 TI-E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72 高速基因分析仪 ANALYZERⅡX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73 圆二色谱仪 MOS-45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74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Agilent 7700e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75 化学吸附仪 AUTOCHEMⅡ292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76 二维液相色谱分离仪 ProteomeLabPF-2D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77 毛细管电泳系统 Agilent 3D CE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78 液相色谱系统 AKTA EXPLORER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广西壮族自治区/267 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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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79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PEAAnalyst8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80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OPTICON Ⅱ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81 液相层析系统 AKTA  Pilot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82 中压层析系统 BioCADSPRINT 分析仪器/其他 广西大学 广西 
83 贝克曼超速离心机 OPTIMA L-100X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84 高温显微镜 LEICA  DMRE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85 低速走丝电火花线切割机床 DK7632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86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Ti-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87 中高压层析系统 Biopic Duo Flow pathfinder 20System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88 BIO-RAD 悬浮液相芯片系统 Bioplex200 分析仪器/其他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89 显微镜 Ti-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90 血红蛋白分析仪 VARIANT-Ⅱ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91 流式细胞仪 XL/XL-MCL 分析仪器/其他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92 超速分选型流式细胞仪 INFLUX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93 串联四级杆线性离子阱质谱仪 4000 Q TRAP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94 全自动核酸分离纯化与加样系统 MagNA PureLC 2.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95 Qiagen 定量遗传分析仪 PYROMARK Q96ID 分析仪器/其他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96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H-765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97 流式细胞分析分选系统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其他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98 蛋白芯片飞行时间质谱仪器 PBSII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99 基质激光解吸附串联飞行时间质谱仪 5800 MALDI TOP/TOP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100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Cofocus3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101 Esquire 4000 电喷雾多级离子阱质谱仪 Esquire 40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102 超速离心机 XL-100K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103 DNA 测序仪 3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104 快速 DNA 定量仪 7500Fast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105 P/ACE MDQ 毛细管电泳系统 P/ACE MDQ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106 激光捕获显微切割系统 ZEISS PALM 型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107 全自动毛细管电泳仪 CAPILL ARYS2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108 染色体图象分析仪 CV-00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109 全自动系列生化分析仪 TBA-120F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西中医药大学 广西 
110 计算机成像系统（CR） ADC COMPACT PLUS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西中医药大学 广西 
111 徕卡显微镜 M84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西中医药大学 广西 
112 倒置式生物显微镜 MS-2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西中医药大学 广西 
113 膜片钳 AXOPATCH200B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西中医药大学 广西 
114 磁共振成像系统 Signa Infiniey 1.5T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广西中医药大学 广西 
115 气相质谱联用仪 Agilent5973N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西中医药大学 广西 
116 模拟移动床分离装置 总分离体积 3-4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西科技大学 广西 
117 X 射线应力测定仪 X-350A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广西科技大学 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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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核磁共振波谱仪 Bruker av 6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119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JY-70PⅡ型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120 等离子体质谱仪 热电 X7 Serie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121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RIS Intrepid ⅡXSP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122 气相色谱仪 GC-14A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123 傅里叶红外光谱仪 NICOLET 47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124 交流塞曼火焰/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

 

SOLAAR M6 型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125 制备纯化液相色谱系统 安玛西亚－100 型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126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日立 L-8800 型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127 气/质联用分析仪 TRAEC DSQ GC/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128 凝胶净化浓缩联用仪 LCTECH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129 全自动聚焦微波样品工作站 STAR System2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130 热脱附系统气质联用仪 Gerstel TDS/6890N/5975B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131 微生物快速检测系统 BACTRAC SYLAB-43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132 元素分析仪 FLASHEA 1112 CHNS-O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133 近红外品质分析仪 SY-3650-II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134 高效液相色谱仪 沃特斯 269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135 液/质联用仪 LCQ DECA-1000 型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136 液相色谱/三重四极杆质谱联用仪 TSQ-405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137 高压液相制备分离纯化系统 GX-281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138 高压密闭微波消解仪 Multiwave 300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139 自动遗传分析仪 3130X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140 直读光谱仪 Q8 Magellan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141 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142 快速溶剂萃取仪 Dionex ASE-30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143 全自动多参数水质连续流动化学分析

 

AA-3 型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144 火焰/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S ZEnit700BU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145 原子荧光形态分析仪 SA-1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146 小型集成化可移动式空气质量检测系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airpointer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147 全自动顺序扫描型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ZSX Primus Ⅱ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148 小型集成化可移动式空气质量检测系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airpointer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149 气/质联用分析仪 DTGCMS-QP200A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广西 
150 PNA—L 网络分析仪 N5230A 分析仪器/其他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广西 
151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TSM-56102V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广西 
15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 DSQ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广西 
153 液相色谱仪 Waters 269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广西 
154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Prodigy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广西 
155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Spedr AA 220F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广西 
156 X 射线衍射仪 日本理学 UItimaIV 组合型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广西科学院 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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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AA 型原子吸收光谱仪 AA-8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西科学院 广西 
158 傅立叶红外显微镜 Nicolet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西科学院 广西 
159 安捷伦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西科学院 广西 
160 X-射线单晶测定仪 PX-Scanner+SuperNova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广西科学院 广西 
161 快速高效蛋白纯化工作站 AKTApurifier 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西科学院 广西 
162 基因组分析仪 AZCO PolonatorG.007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西科学院 广西 
163 德国布鲁克质谱仪 AutoflexⅢ TOF/TOF2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西科学院 广西 
164 高效液相色谱系统（二极管） Waters 152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西科学院 广西 
165 气液联用质谱仪 Micro TOF II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西科学院 广西 
166 流式细胞仪 Accuri C6 Cflow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西科学院 广西 
167 DNA 测序仪 miseq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西科学院 广西 
168 离子色谱仪 ICS-3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西科学院 广西 
16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ISQGC/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 广西 
170 1525Waters 分析型液相色谱仪 152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药研究院 广西 
171 连续光源原子吸收光谱仪 contrAA 700 BU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化工研究院 广西 
172 GenomeLab GeXP 多重基因表达遗传分

 

GenomeLab GeX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兽医研究所 广西 
173 流式细胞仪 Navios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兽医研究所 广西 
174 CS2000 碳硫分析仪 CS2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冶金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广西 
175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PRO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冶金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广西 
176 电子探针微区分析仪 EPM-810Q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冶金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广西 
177 全谱直读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RIS Intrepid Ⅱ XSP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冶金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广西 
178 氧氮氢分析仪 ONH2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冶金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广西 
179 全谱直读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iCAP 63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冶金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广西 
180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Thermo iCE35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冶金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广西 
181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Axios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冶金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广西 
182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X Series 2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冶金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广西 
183 原子吸收光谱仪 Analysis 8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柑桔研究所（广西壮族自

 

广西 
184 DNA 遗传分析仪 贝克曼 CEQTN-8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 广西 
185 气相－质谱联用仪 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 广西 
186 近红外光谱仪 MPA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 广西 
187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3080E3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 
188 扫描电镜 JMS-6460LV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 
189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Nicolet 670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 
190 X 射线能谱仪及电子背散射衍射分析系

 

*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 
191 电子探针显微分析仪 EPM-810Q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 
19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5975I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 
193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2 ZXS primus II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 
194 原子吸收光谱仪 Z-5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 
195 综合热分析仪 STA449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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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AP 6300 RADIAL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 
197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61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 
198 50kN 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 BLUEHILL 5569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 
199 电导率连续剖面测量仪 ##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 
200 原子吸收光谱仪 日立 Z-2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 
201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X serie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 
202 电法工作站 ##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 
203 直读光谱仪 Atomcomp Model 75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 
204 LEICA 生物显微镜 DM25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广西 
205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320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广西 
206 基因分析仪 313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广西 
207 全自动蛋白水解氨基酸分析仪 Biochrom 3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广西 
208 气相色谱仪 CP38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广西 
209 制备液相色谱系统 SD-2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广西 
210 制备液相色谱系统 SD-1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广西 
211 车削加工中心 HTC2050Z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 
212 加工中心 SABRE10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广西壮族自治区机械工业研究院 广西 
213 轻型汽车整车环境试验舱 GDS0600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广西壮族自治区汽车拖拉机研究所 广西 
214 驱动桥总成试验台 QDQPL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广西壮族自治区汽车拖拉机研究所 广西 
215 便携式车载测试系统 DEWE-501-A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广西壮族自治区汽车拖拉机研究所 广西 
216 汽车减振器性能、耐久综合试验台 JZZT-Ⅱ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广西壮族自治区汽车拖拉机研究所 广西 
217 转向器综合性能及可靠性试验台 SRNP-50Ⅰ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广西壮族自治区汽车拖拉机研究所 广西 
218 汽车变速器试验台 TZ-QC-BSQ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广西壮族自治区汽车拖拉机研究所 广西 
219 数控加工中心 TA2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河池学院 广西 
220 数控电火花成型机 NX3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河池学院 广西 
221 电火花数控切割机床 AF35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河池学院 广西 
222 数控车削中心 TCN-11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河池学院 广西 
223 数控车床 TCN-1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河池学院 广西 
224 加工中心 FANUCA-T14IFLB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广西大学 广西 
225 动态纸页成型器 FDA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广西大学 广西 
226 打浆机 2511-B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广西大学 广西 
227 分析半制备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1525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广西科学院 广西 
228 近红外光谱仪 DA7200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广西科学院 广西 
229 电动振动试验系统 DCS-3200-36-05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汽车拖拉机研究所 广西 
230 微机屏显式脉动疲劳试验机 PMS-P5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汽车拖拉机研究所 广西 
231 振动磁强计 741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232 多功能膜滤系统 PPM-24S/T/18/20S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233 纤维测定仪 FS3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234 电液伺服拉扭疲劳试验机 809.25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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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模态疲劳分析系统 SCM05+SCM-R8II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广西科技大学 广西 
236 万能材料试验机 AG-25TA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冶金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广西 
237 超高速离心机 Optimal-100XP 其他仪器/其他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238 小型机 * 其他仪器/其他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239 卧式钢琴 ＰＥＴＲＯＦ P1 型 其他仪器/其他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240 国民体质检测车 XMQ5151XTYCSB 其他仪器/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科学研究所 广西 
241 光伏发电系统 GB3000B 其他仪器/其他 广西大学 广西 
242 全基因组扫描系统 iscan 其他仪器/其他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243 小动物活体联合成像系统 Lum020ne FA1024 其他仪器/其他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244 椎间盘内窥镜 VERTEBROSCOPE 其他仪器/其他 广西中医药大学 广西 
245 便携式眼底氩离子激光系统 Ultima SE 其他仪器/其他 广西中医药大学 广西 
246 中央监护系统 无 其他仪器/其他 广西中医药大学 广西 
247 体外循环机 SC 其他仪器/其他 广西中医药大学 广西 
248 电路刻板制机 LPKF ProtoMat H100 其他仪器/其他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广西 
249 MPMS 磁测量系统 SQUID-MPMS-XL-S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250 原子力显微镜 5500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251 冲击电流发生器 CJDL 150 计量仪器/热学计量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252 拉曼光谱仪 GXNIR FT-Raman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253 制糖生产流程自控系统 自制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254 实时仿真器 * 计量仪器/热学计量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255 脑电系统 SCAN-64 电子测量仪器/其他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256 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OPTIMA2000DV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257 宽带数字示波器 DSO81204B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广西 
258 膜片钳 EPC-10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259 血红蛋白分析仪 VARIANT-Ⅱ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260 流式细胞分析系统 EPICSXL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广西中医药大学 广西 
261 血球计数仪 CD-3700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广西中医药大学 广西 
262 激光拉曼散射仪 DXR 激光器/其他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263 10KW 型激光系统 H10000 激光器/激光器 广西科技大学 广西 
264 超导核磁共振谱仪 AV-500 地球探测仪器/磁法仪器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265 全自动病毒载量仪 COBAS TaqMan 48 特种检测仪器/其他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266 实时定量 PCR 仪 CFX96 特种检测仪器/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药研究院 广西 
267 实时数字仿真系统 RTDS 海洋仪器/海洋水文测量仪器 广西大学 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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