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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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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广东省的仪器的数量为 859 台（套），

占总量的 4. 2%。广东省大型科学仪器中，分析仪器 634台（套），

工艺实验设备 55 台（套），电子测量仪器 42 台（套），物理性能

测试仪器 34 台（套），其他仪器 31 台（套），医学诊断仪器 27

台（套），计量仪器 14 台（套），激光器 8 台（套），特种检测仪

器 6 台（套），核仪器 4 台（套），天文仪器 3 台（套），地球探测

仪器 1 台（套）。 



 

602/701 



广东省/859 台（套） 

603/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频谱仪 Agient 4440 PSA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市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 
2 单分子检测系统 自制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3 数控纵切自动车床 数控纵切自动车床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4 示波器(含差分探头) 示波器(含差分探头)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5 三爪灵巧手 三爪灵巧手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6 奥林巴斯活细胞工作站 以奥林巴斯 IX81 显微镜为主体搭建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7 LMS.test.lab LMS.test.lab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8 内窥镜摄像系统 US522HD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9 细胞荧光强度测量系统 多设备组件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10 立体三片 DLP 投影仪 GALAXY CLASSIC 1 93.3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11 全内反射荧光成像系统 自制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12 高效液相色谱仪 岛津 SHIMADZU LC-20A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13 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Maestro EX-Pro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14 Antaris MX 傅立叶近红外光谱仪 Antaris MX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15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Maestro EX-Pro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16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eica TCS SP5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17 飞秒激光器 Chameleon UltraII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18 尼康荧光显微镜 50I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19 128 导脑波 ESI-128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20 MRI 核磁共振成像系统 MAGNETOM Trio a Tim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21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eica TCS SP5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22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 SHERLOCK 安捷伦 7890A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23 毛细管流变仪 Rosand RH7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24 虚拟现实实验系统 基于 VR 模型，洞穴式显示系统，计算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25 蓝光光斑评价系统 PT-32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26 电耦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OPTIMA 7300DV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27 pH 计 Thermoelectron 410A 分析仪器/电化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28 研究级倒置荧光显微镜 DMI6000B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29 试纸条系统 XYZ305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0 数字源表 2611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1 纳升级液相色谱 NANO-UPLC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2 电动型显微操作仪 Eppendorf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3 纳升级液相色谱 NANO-UPLC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4 高速示波器 Agilent DSO90804B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5 序列分析电泳仪 无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6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Ⅲ4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7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HPLC) HPLC-quattro primier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8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HPLC-quattro primier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9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HPLC/3Q primer 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广东省/859 台（套） 

604/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40 高分辨率显微拉曼光谱仪 LabRAM HR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1 核磁共振波谱仪 Bruker 400Plus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2 激光热导率仪 LFA457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3 高性能计算系统 TC2600blade×30 胖节点×2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4 网络测试仪 mx12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5 动物房改造项目 XX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6 X 射线粉末衍射仪 D/MAX-2500/PC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7 生物芯片检测系统 LuxScan10K-A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8 生物芯片检测系统 LuxScan10K-A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49 光学部件装配教学示范线 自制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50 核磁共振波谱仪 Bruker 400Plus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51 蛋白纯化系统 AKTAPURIFIER 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52 双科手术导航系统 ASA-610V，ASA-63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53 显微镜成像分析系统 Photo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54 显微镜成像分析系统 Photo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55 压控液晶偏振调解系统 D305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56 细胞成像分析系统 leica af6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57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58 电力实时数字仿真器 RT-LAB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59 高速细胞分选系统 MoFloTM XDP Cell Sorter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60 硬件加速仿真器 Xtreme10-board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61 高速细胞分选系统 MoFlo XD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62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F3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63 原子力显微镜 ICON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64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R-AXISSPEIDER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65 红外光谱仪 Vertex-7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66 实验动物屏障系统 自建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67 电力系统实时数字仿真器-RTLAB U01-005,U11-31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68 电动立体成像系统 LEICA16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69 纳米粒度及 Zeta 分析仪 NanoZS+MPT2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70 网络测试仪 mx2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71 时间分辨荧光分光光度计 FL3-TCSPC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72 时间分辨荧光分光光度计 FL3-TCSPC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7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5975C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74 BD 流式细胞仪 influx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75 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Spirit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76 Q-TOF 高分辨质谱 Q-TOF primer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77 高分辨质谱仪 UPLC/Q/TOF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78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UPLC/Q/TOF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广东省/859 台（套） 

605/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79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80 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81 激光头生产示范线 自制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82 飞行时间质谱仪 Fluorolof-3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83 飞行时间质谱仪 Fluorolof-3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84 高速细胞分选系统 MoFloTM XDP Cell Sorter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85 飞秒激光及测量系统 Vitesse 800-5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86 多功能细胞定量分析仪 QUANTA SC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87 高分辨显微 CT 系统 无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88 感应耦合等离子刻蚀机 ICP-2B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89 光锥耦合的 CCD 线相机 Quad-RO:432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90 多光谱分离型荧光显微镜 nuance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91 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PerkinElmer/OPTIMA 7000DV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92 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93 高性能网络分析仪 高性能网络分析仪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94 3D 运动捕捉系统 3D 运动捕捉系统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95 模块化机器人手臂 模块化机器人手臂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96 光纤光谱分析系统 HR4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97 物流中控实验系统 多媒体，远程控制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98 电泳仪 JY2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99 纳米粒度及 Zeta 电位分析仪 Brookhahen ZetaPlus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100 频谱仪 Agilent N9020A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101 物流实验室信息平台 客户服务器，数据库服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102 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1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103 Ultraflextreme  MALDI-TOF/TOF 飞

 

Ultraflextrem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104 多重基因表达遗传分析仪 CEQ88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105 多功能酶标仪 M1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106 微生物基因分型系统 Diversilab(Agilent 21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107 多功能正立显微镜 Axio Imager M2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108 手持式生物毒剂侦检仪 Bio-Seeq Plus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109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708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110 Biacore 3000 生物分子相互作用系

 

Biacore 3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111 激光共聚焦显微成像系统 TCS SP5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112 多功能成像系统 Typhoon Trio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113 激光捕获显微切割系统 LMD65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114 全自动细菌鉴定和药敏分析仪 Vitek2 Compact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115 离心机（超速冷冻） CP80WX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116 荧光定量 PCR 仪 7900HT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117 全自动核酸提取仪 MagNa Pure LC 2.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广东省/859 台（套） 

606/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18 全自动蛋白酶解系统 Ettan Digeste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119 全自动蛋白斑点切取系统 Spot Picke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120 纳升二维液相蛋白分离系统 Ultimate 3000 Nano L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121 投射电镜 S-4800N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122 MAS 多功能悬浮式点阵仪 Luminex2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123 离子阱多级质谱仪 amzon SL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广东 
124 原子力显微镜 Dimension ICON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广东 
125 流式细胞仪 FACScalbur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广东 
126 气质联用仪 QP2010-Plus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广东 
127 场发射扫描电镜 Mira3 Xmh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广东 
128 液相质谱联用仪 ESQUIRE20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广东 
129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AURORA M90  ICP-MS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广东 
130 3D 光学轮廓仪 New View72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广东 
131 制备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600E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132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Agilent 7500Cx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133 FDM 快速原型系统 FDM-1650 喷嘴 0.012,0.025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134 电动注塑机 海天 V6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135 荧光分光光度计 F-7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136 三坐标测量仪 ARES 10-7-5 Auto 1000*650*500mm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13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N-5975i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138 三维成型机 Objet Eden25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139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AV  4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广东 
140 X 射线能谱仪 Bruker Quantax (123eV)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广东 
141 离子色谱 IC1000 分析仪器/电化学仪器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广东 
142 高清电视测试仪 SFU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143 光纤光栅解调仪 SI425-5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144 激光显微拉曼光谱仪 inVia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145 信号分析仪 FSQ26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146 X 射线衍射装置 D/max-2500/PC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147 测量用混合器和挤出机系统 HAAKE POLYLAB OS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148 微 CT 扫描仪 Skyscan 1174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149 超声波扫描显微镜 WINSAM VARIO III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150 GPS TCA18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151 变温闭循环霍尔效应测量系统 ET9005-CCS1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152 宽频介电和阻抗谱仪系统 M-2000UI 和 HSM2-2L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153 数据采集系统 PXI-8106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154 多功能色谱系统 ICS30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155 多功能色谱系统 ICS30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156 三坐标测量机 Prismo 795 HTG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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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场发射电子扫描显微镜 S47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158 铁电分析仪 premierII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159 气-质联用仪 GC-MS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160 气-质联用仪 GC-MS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161 小型振动台 SHAKER II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162 无线通信连接测试装置 N4010A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163 电子背散射衍射系统 IEBSD7 OIM 4 Hikari System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164 原位纳米力学测试系统 TI 700 Ubi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165 热分析仪 STA-449F3+软件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166 高分子挤出流变仪 Polylab OS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167 等离子淀积台 Plasmalab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168 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169 医用 X 线发生源组件 AIMS/RFB-20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170 荧光 CT 实验组件 AIMS/RFB-20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171 激光测振仪 HSV20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172 X 射线衍射仪 D8-Advanc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173 DNA 测序仪 ABI313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174 光纤精密耦合调整装置 0.2 微米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175 变压器 BK-1000VA BK-1000VA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176 快速蛋白层析系统 AKTAFPLC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177 高分辨 X 射线衍射仪 X′pertpro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178 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Optima7000DV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179 激光显微共聚焦拉曼光谱仪 INVIA REFLEX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180 自动快速蛋白层析仪 AKTAexplore1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181 图像分析系统 PROXPRESS2D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182 安捷伦串行数据分析仪 DS080604B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183 离心机 LE-80K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184 高分辨 X 射线衍射仪 x-pertpro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185 超薄切片机 EMUC6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186 光固化快速成型系统 *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187 热膨胀仪 DIL 402C/1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188 三座标测量仪 CONTURA776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189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123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190 扫描电子显微镜 SU-7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191 单晶 X 衍射仪 Rigaku Spider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192 小角 X 射线散射仪 Nano-viewer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193 动态热机械分析仪 DMA80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194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SPECTRO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195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Nicolet 67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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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发酵罐 C15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197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198 非饱和土三轴仪 VJT－UDC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199 动态热机械分析仪 'DMA Q8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200 工业相机 DMK 41BF02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201 3D 多点快速成型系统 Spectrum51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202 共聚焦显微镜 Zeiss LSM71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203 温控表 MAC1C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204 精密旋转台 RSM82-1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205 虚拟设计制造系统 含数据处理机,移动投影系统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206 园二色光谱仪 J-815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207 便携式红外热成像仪 热灵敏度＜0.06C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208 光合生物发酵系统 BiostatPBR25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209 医疗器械研发测试平台 XPS-C6,XML21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210 质谱仪 Agilent11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211 反映离子刻蚀机 Plasmalab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212 激光热导仪 TC-9000H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213 微波矢量网络分析仪 E8362B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214 质谱 WATERS Q-Tof Premier API/MS/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215 快速成型系统（三维量测系统) COMET5/2M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216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5910LV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217 基因芯片点样仪 Nano plotter 2.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18 基因芯片点样仪 Nano plotter 2.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19 变性高效液相色谱仪 Wave 45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20 核酸自动抽取仪 FREEDOM-EVO 100-4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21 气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仪 JMS-T100GCV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22 单细胞微量分析系统 Guava EasyCyte MiNi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23 全自动固相萃取仪 GX-274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24 液相芯片系统 Bio-plex 2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25 微量蛋白点样仪 AD15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26 基因芯片扫描仪 4200X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27 落地式离心机 L—100XP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28 液相色谱仪 1200 纳流色谱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29 超高压液相色谱仪 ACQUITY UPL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30 变性高效液相色谱仪 Wave 45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31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35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32 DNA 测序仪 ABI PRISM310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33 磷屏成像仪 STORM-86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34 磷屏成像仪 STORM-86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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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磷屏成像仪 STORM-86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36 荧光定量 PCR 仪 ABI 79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37 体视显微镜 TM-10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38 体视显微镜 TM-1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39 全自动微生物基因 指纹鉴定系统 RiboPrinter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40 全自动微生物基因指纹鉴定系统 RiboPrinter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41 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

 

Micorflex LRF2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42 基因芯片扫描仪 4200X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43 单细胞微量分析系统 Guava EasyCyte MiNi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44 导热系数仪 HFM 436/3/1E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245 二维液相色谱 PROTEOMELABPF-2D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246 太赫兹测试系统 SPS-3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247 质谱仪 VoyagerDESTR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248 基于 FMS 的综合实验教学系统 教学性柔性制造系统（FMS）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249 核磁共振仪 Varian 400M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250 超高压液相色谱仪 ACQUITY UPL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51 超高压液相色谱仪 ACQUITY UPL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52 核酸自动化检测仪 Freedom EVO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53 核酸自动化检测仪 Freedom EVO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54 四极杆-飞行时间质谱联用仪 Qstar Elit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55 DNA 测序仪 ABI PRISM31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56 扫描电镜 HITACHI 34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257 台阶高度轮廓测量仪 Dektak3Si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258 质谱芯片分析仪 SEQUNOM-M icroflex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 广东 
259 全自动固相萃取仪 SPE215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60 核酸自动抽取仪 FREEDOM-EVO 100-4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61 全自动固相萃取仪 GX-274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62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20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63 液相蛋白芯片分析仪 Workstation 2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64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 Microstation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65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 Microstation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66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 VITEK 32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67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 VITEK 32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68 超临界萃取仪 SFE-50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69 高速冷冻离心机 Avanti-J-301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70 高效液相色谱仪 12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71 液相蛋白芯片分析仪 Workstation 2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72 全自动固相萃取仪 GX-274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73 全自动固相萃取仪 GX-274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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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全自动固相萃取仪 GX-274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75 全自动固相萃取仪 GX-274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76 气相-质谱联用仪 7890-5975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77 近红外光谱仪 Antaris Ⅱ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278 400M 核磁共振谱仪 AVANCE-III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279 400M 核磁共振谱仪 AVANCE-III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280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51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281 流式细胞仪 BD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282 流式细胞仪 BD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283 全自动正置荧光显微镜 IMAGER Z1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284 全自动正置荧光显微镜 IMAGER Z1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285 全自动正置荧光显微镜 IMAGER Z1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286 制备型超速离心机 L80-XP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287 微量量热仪 iTC20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288 300 兆核磁共振波谱仪 BRUKER AVANCE 300M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289 300 兆核磁共振波谱仪 BRUKER AVANCE 300M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290 300 兆核磁共振波谱仪 BRUKER AVANCE 300M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291 多光子激光扫描显微镜 Olympus Flueview， FV1000MPE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292 多光子激光扫描显微镜 Olympus Flueview， FV1000MPE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293 高分辨率飞行时间气溶胶质谱仪 HR-ToF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294 基质辅助激光解吸附电离串联飞行

 

4800 PLUS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295 制备型超速离心机 L80-XP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296 等温滴定微量热仪 iTC MicroCal,iTC2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297 等温滴定微量热仪 iTC MicroCal,iTC2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298 等温滴定微量热仪 iTC MicroCal,iTC2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299 串联四极杆飞行时间质谱仪 Q-STAR ELITE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00 串联四极杆飞行时间质谱仪 Q-STAR ELITE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01 串联四极杆飞行时间质谱仪 Q-STAR ELITE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02 制备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Prep-LCMS-202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03 制备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Prep-LCMS-202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04 制备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Prep-LCMS-202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05 气溶胶粒径谱仪 3936L75/3321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06 单颗粒黑碳光度计 SP2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07 三波长光声黑炭光度仪 PASS-3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08 流式细胞仪 BD-ARIA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09 药物筛选前处理工作站、后处理工

 

Tecan,Freedom EVO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10 药物筛选前处理工作站、后处理工

 

Tecan,Freedom EVO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11 药物筛选前处理工作站、后处理工

 

Tecan,Freedom EVO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12 便携式气相色谱仪 GC955-611/811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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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流式细胞仪 BD-ARIA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14 流式细胞仪 BD-ARIA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15 电子偶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X SERIES 2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16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51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17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MS202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18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MS202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19 500 兆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5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20 500 兆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5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21 500 兆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5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22 质子转移反应质谱 10-HS06-08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23 基质辅助激光解吸附电离串联飞行

 

4800 PLUS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24 气相色谱质谱仪 7890A-5975C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25 流式细胞仪 BD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26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MS202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27 基质辅助激光解吸附电离串联飞行

 

4800 PLUS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28 多光子激光扫描显微镜 Olympus Flueview， FV1000MPE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29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51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30 X-RAY 衍射仪 Rigaku 002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31 制备型超速离心机 L80-XP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32 气质联用仪 6890-5975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33 气质联用仪 6890-5975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34 气质联用仪 6890-5975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35 IsoPrime Limited 同位素质谱仪 IsoPrime Limited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336 API 3200 LC/MS/MS 四极杆质谱系

 

API 32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337 碳氮元素分析仪 vario EL cube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38 圆二色谱仪 Chirascan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39 400M 核磁共振谱仪 AVANCE-III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40 X-RAY 衍射仪 Rigaku 002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41 X-RAY 衍射仪 Rigaku 002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342 气/质联用仪 TRACE DSO/GC ultra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港产学研基地 广东 
343 美能达复印机 BIZHUB 163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港产学研基地 广东 
344 伺服控制 IP 核 无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航天科技创新研究院 广东 
345 伺服控制 IP 核 无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航天科技创新研究院 广东 
346 OPNET 网络仿真仪 OPNET Modeler 网络仿真集成环境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347 网络分析仪 FLUKE:ES2-LAN EtherScope Series II,支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348 路由器设备 Cisco7206、3845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349 图像质量分析设备 泰克 PQA6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350 全自动密闭组织脱水机 Shandon Excelsior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 
351 全自动染色机 HMS74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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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薄层色谱扫描仪 SCANNER  3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 
353 全自动封片机 CTM6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 
354 高效液相色谱仪 Alliance 2695-2998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 
355 气相-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 
356 溶剂快速萃取仪 ASE20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 
357 原子吸收光分光光度计 SOLAAR MKⅡ M6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 
358 气相色谱仪 CP-38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 
359 台式液相色谱-质谱联用系统 Thermo Scientific Exactiv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 
360 氧气透过量测试仪 Ox-tran2/21ML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 
361 紫外分光光度计 UV-2501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 
362 显微影像系统 LEICA DMLP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 
363 水蒸气透过率测试仪 Permaran-W 3/33MG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 
364 电子测漏仪 M1101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 
365 全自动固相萃取仪 ASPECXL4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 
366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器 罗氏 LightCycler480II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深圳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医学中心 北京 
367 超薄切片机 EMUC-6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深圳市仙湖植物园管理处 广东 
368 ZEISS 显微镜 AXIOPLAN 2 IMAGING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深圳市仙湖植物园管理处 广东 
369 原子吸收光谱仪 iCE35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 广东 
37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 广东 
371 离子色谱仪 ICS-3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 广东 
372 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 ACQUITY UPL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 广东 
373 全自动固相萃取仪 GX-274 ASPEC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 广东 
374 原子吸收光度计 AA6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 广东 
375 八道动物生理指标检测仪 PowerLab/8SP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香港理工大学深圳研究院 广东 
376 液质联用离子阱质谱仪 Bruker HCT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香港理工大学深圳研究院 广东 
377 全数字航测相机系统 ADS4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深圳

 

广东 
378 索佳全站仪式陀螺仪 GP5XT22-C1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深圳

 

广东 
379 激光扫描仪 RIEGL VZ-10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深圳

 

广东 
380 城市实时环境移动监测系统-移动

 

地空数据采集及通信模块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深圳

 

广东 
38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广东 
382 血液分析仪 XT2000iv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广东 
383 超高效液相色谱、三重四极杆串联

 

API4000LC/MS/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 
384 多功能激光扫描系统 PharosFX Plus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 
385 全自动蛋白质点成像分析切取工作

 

ProPic Ⅱ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 
386 全自动蛋白酶解点样工作站 ProPrep II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 
387 染色体中期相扫描分析系统 CS4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 
388 制备型超速离心机 Optima L-100X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 
389 流式细胞仪 BD FACSCanto II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390 高压层析系统 AKTA Purifier 10 分析仪器/其他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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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392 全自动遗传分析仪 ABI PRISM 31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393 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 e269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394 质谱仪 Esquire-L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395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7060 型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396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eica TCS SP-2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397 流式细胞仪 EPICS ALTRA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398 离子色谱仪 ICS-3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州甘蔗糖业研究所 广东 
399 气质联用仪 7890A-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州甘蔗糖业研究所 广东 
400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 4000 Q Trap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州甘蔗糖业研究所 广东 
401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7700x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州甘蔗糖业研究所 广东 
402 高效液相色谱仪 152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州甘蔗糖业研究所 广东 
403 高效液相-质谱联用仪 Agilent1100/TRAP XCT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广东省测试分析

 

广东 
404 500MHz 超导核磁共振仪 AVANCE Ⅲ 500MHz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广东省测试分析

 

广东 
405 扫描电子显微镜－X 射线能谱仪 "HITACHI S-3700N 扫描电镜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广东省测试分析

 

广东 
406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S-433D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广东省测试分析

 

广东 
407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Z-201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广东省测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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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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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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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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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412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RIX2000 型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广东省测试分析

 

广东 
413 傅里叶变换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3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广东省测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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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415 气相色谱仪 Agilent 7890A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广东省测试分析

 

广东 
416 气相色谱（红外显微镜）-傅里叶变

 

HP6890-MAGNA76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广东省测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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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418 膜片钳 700B\ECLIPSEFN1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19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SP5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20 分子成像系统 FLA-51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21 DNA 测序仪 31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22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III 400Hz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23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LightCycler48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 
424 高速分析分选型流式细胞仪 FACSAriaII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 
425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LSM 71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 
426 ABI 7500 荧光定量 PCR 仪 ABI75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 
427 基因芯片点样仪 Smart Arrayer 48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 
428 L-8900 高速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 
42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5975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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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中压低压层析系统 AKTA  Explorer 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 
431 电子顺磁共振谱仪 e-scan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 
432 基质辅助激解吸电离串联飞行时间

 

UItraFleXtrem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 
433 自动化工作站 Biomek FXp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 
434 高效液相色谱仪 LC－20A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广东 
435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000N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广东 
436 质谱联用仪 Trace DSQ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广东 
437 透射电子显微镜 H－765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广东 
438 火焰-石墨炉-体化原子吸收光谱仪 contrAA7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广东 
439 多导生理信号记录仪 MP150 分析仪器/其他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440 离子色谱仪 ICS-25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441 液相-质谱联用仪 TSQ-4000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442 超速冷冻离心机 OptimaTM L-100X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443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44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 GC Ultra-DSQ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445 荧光定量检测系统 ABI77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446 库仑阵列电化学高效液相系统 5600A 16 通 分析仪器/电化学仪器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447 透射电子显微镜 H-75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48 高效液相色谱仪 12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49 目标蛋白快速鉴定系统 PROTEOMELAB PA8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50 活细胞影像观察分析系统 Axiovbrt 200M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51 超速离心机 OptimaTM MAX ULtracentrifuge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52 荧光差异凝胶电泳系统 Ettan DIGE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53 流式细胞仪 FACSCanto II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54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PI-20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55 气质联用仪 GCMS-QP2010Plu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56 液质联用仪 LC/MSAPI4000QTRAP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57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000N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58 DNA 分析仪 31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59 多肽蛋白合成仪 433A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60 DNA 序列分析仪 31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61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2 AOBS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62 基质辅助激光解析质谱系统 Autoflex III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63 液质联用仪 zq40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64 多功能微孔板分析仪 GENios Pro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65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Acquity UPLC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66 超速离心机 Optima L-X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67 全自动斑点切取系统 Ettan Spot picke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68 DNA 合成仪 3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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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 快速纯化工作站 BIOCAD700E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70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UPLC/Quattro Premier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71 荧光定量 PCR 测定仪 ABI-7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72 自动化工作站 Biomek2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73 基因芯片点样仪 omnigrid 3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74 目标蛋白快速分离系统 DMRA2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75 荧光显微镜 AXIO Imager IV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76 遗传分析仪 373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77 冷冻干燥机 EPSLON2-8D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78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光谱型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79 DNA 测序仪 31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80 基因分析仪 3130x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81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82 液相色谱仪 HP-11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83 表面等离子共振图像系统 SPRimager2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84 激光扫描器 SCAMARRAY lite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85 基质辅助激光解析质谱系统 ABI4800MALDI TOF-TOF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86 倒置荧光显微镜系统 TE-3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87 基因芯片扫描仪 48 片全自动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88 电动荧光显微镜 DMRA2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8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5973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90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41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491 激光共聚焦(3D 测量)显微镜 OLS4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492 表面轮廓仪 XT20 分析仪器/其他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493 超景深三维显微系统 VHX-600E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494 超临界萃取系统 ISCO100DX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495 电化学工作站 AUTOLAB PGSTAT302N 分析仪器/其他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496 激光紫外拉曼光谱仪 LabRAM HR8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497 转矩流变仪 Polylab QC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498 粒子成像测速系统 2D PIV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499 振动、噪声、模态测试系统 SCM05           LMS SCADASⅢ 分析仪器/其他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500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400N（II）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501 化学吸附仪 AUTOCHEMII-2920 分析仪器/其他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502 车载尾气分析系统 SEMTECH-DS    *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503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00 分析仪器/其他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504 原位分析型 X 射线衍射仪 Ultima-Ⅳ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505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Nicolet 67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506 多功能激光微细加工系统 SUVC-5W-B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507 电液伺服疲劳试验机 EHF-EM10OK1-020-1A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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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 X 射线衍射仪 ULTIMA-III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509 色质联用仪 GCMS-QP201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510 研究级光散射系统 BI-200SM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511 付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Nicolet67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512 静动真三轴测试系统 SPAX-2000 分析仪器/其他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513 红外分析系统 METTLER-Toledo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州大学 广东 
514 振动分析仪系统 3560D48 分析仪器/其他 广州大学 广东 
515 全自动比表面积及微孔物理吸附仪 ASAP202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州大学 广东 
516 紫外可见-差示扫描量热联用仪 Diamond DSC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广州大学 广东 
517 全自动库尔特颗粒计数及粒度分析

 

Elzone 5390 分析仪器/其他 广州大学 广东 
518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 Prodigy SPEC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州大学 广东 
519 气相质谱-质谱联用仪 TRACE DSQ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州大学 广东 
520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SMART APEXⅡ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广州大学 广东 
521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Prodigy Spectrum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州大学 广东 
52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州大学 广东 
523 ECR 等离子体增强与磁控溅射系统 DZCJ-120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524 液相色谱－电喷雾质谱仪 Agilent110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525 激光拉曼谱仪 T64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526 质谱仪 Maldi Q-tof premier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527 光荧光光谱测试仪 PLM-10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528 液相质谱联用仪 Flexar SQ300 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汕头大学 广东 
529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Lambda 95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汕头大学 广东 
530 流式细胞仪 FACSAria II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汕头大学 广东 
531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VCE AV/400MHz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汕头大学 广东 
532 红外光谱仪 MAGNA-IR75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汕头大学 广东 
533 分析型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360LA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汕头大学 广东 
534 气质联用仪 Agilent 7890A-5975C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35 荧光差异蛋白表达分析系统 Spotpicken Ettan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36 高效液相色谱系统 Waters e269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37 显微扫描分析系统 Metafer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38 单细胞膜片钳记录分析系统 Axon  700B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39 离子荧光成像分析系统 尼康 TI-V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40 质谱仪 48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41 全自动激光显微捕获系统 LMD6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42 全自动病理系统设备 DM400B/ST5010/CM19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43 蛋白组（酸解）点靶系统 Ettan Digester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44 超高效液相色谱 1290 Infinity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45 流式液相芯片分析系统 FACSArray Bioanaly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46 高端流式细胞仪 FACSAria III & FACSCanto II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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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 微生物脂肪酸分析系统 7890A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48 多功能肺功能仪 QUARK PFT4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49 超高速离心机 OPT/MA L-100XP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50 制备色谱仪 SD-SFCI4-2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51 运动心肺功能仪 Quark K4b2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52 双向电泳及全自动斑点切取系统 Ettan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53 小动物活体影像系统 LB983NC1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54 定量遗传分析系统 60-240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55 热分析仪 TA-5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汕头大学 广东 
556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PS-1000Ⅲ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汕头大学 广东 
557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Zeiss LSM 510 Meta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汕头大学 广东 
558 衍射仪 D8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汕头大学 广东 
559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Nkion TE2000E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60 高效液相色谱 126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61 EEG/ERP 数字化脑电采集分析系统 SCAN64 分析仪器/其他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62 倒置荧光显微镜(含 CCD) AXIO observer Z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63 质谱仪 ABI 4800 plus MALDI-TOF –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64 流式细胞仪 XL-MCL ADC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65 高效液相色谱仪 11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66 倒置显微活细胞成像系统 Nikon Eclipse Ti-U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67 步态分析系统 * 分析仪器/其他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68 双色红外激光成像系统 odyssey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69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C  SP2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70 多功能扫描成像仪 FLA-51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71 蔡司口腔根管手术显微镜 OPMI PROGROG/ST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72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73 激光显微切割系统 Smartcut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74 全自动液体处理工作站 FKEEDOM   EVV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75 核苷酸片段分析系统 3500B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76 倒置显微活细胞成像系统 Eclipse Ti-U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77 荧光定量 PCR 仪 7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78 钙离子成像分析系统 DMI4000B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79 X-射线单晶衍射仪 R-axis Spide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80 高分辨溶解曲线分析系统 Light Cycler 480II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81 液相悬浮芯片系统 BIO-PLEX2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82 支气管磁导航系统 INREACH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83 细胞拉力加载系统 FX5000T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84 核酸序列分析仪 3130X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85 遗传基因分析系统 CEQ8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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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DMI 4000B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87 液相色谱-质谱仪-毛细管电泳仪 RRLC-6330MS-3DC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88 基因分析仪 ABI35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589 CO2 超临界萃取仪 7680T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东医学院 广东 
590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MS-QP8000α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东医学院 广东 
591 磷屏扫描仪 FX 分析仪器/其他 广东医学院 广东 
592 红外光谱-红外显微镜联用系统 FTS 175C/UMA5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东医学院 广东 
593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RIS/AP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东医学院 广东 
594 高效液相色谱仪 HP11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东医学院 广东 
595 液相色谱与串级质谱联用仪 G6430A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东医学院 广东 
596 流式细胞仪 EPICSXL-MC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东医学院 广东 
597 毛细管电泳系统 P/ACEMDQ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东药学院 广东 
598 半制备高效液相色谱仪 2535-2489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东药学院 广东 
599 多功能细胞分析系统 gallios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广东药学院 广东 
600 高效液相色谱仪 e269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东药学院 广东 
601 目标蛋白快速分离系统 PROTEOMELAB PF-2D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东药学院 广东 
602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FV1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东药学院 广东 
603 流式细胞分析仪 EPICS  X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东药学院 广东 
604 核磁共振谱仪 AVANCEIII500MHz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广东药学院 广东 
605 超速离心机 Optima L-100X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东药学院 广东 
606 多重基因表达遗传分析系统 CEQ8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东药学院 广东 
607 高精度分析型液相系统 269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东药学院 广东 
608 四级杆飞行时间高分辨质谱仪 Q-Tof  Micro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东药学院 广东 
609 超高压液相色谱仪 WATER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东药学院 广东 
610 中压层析系统 AKTA purifier10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卫生研究所 广东 
611 多功能遗传分析仪 Licor43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环境园艺研究所 广东 
61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东省食品工业研究所 广东 
613 高效液相色谱仪 12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东省食品工业研究所 广东 
614 日立 Z-2010 偏振塞曼原子吸收分

 

Z-201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东省食品工业研究所 广东 
615 日立 L-8900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东省食品工业研究所 广东 
616 微生物鉴定仪 MicroStation System  ELx808BLG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 广东 
617 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仪 AAS ZEENIT 6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 广东 
618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PC-1000AT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 广东 
619 气相色谱仪-质谱联用仪 TRACE  DSQ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 广东 
620 三重四极杆液质联用仪 AntumAccess Max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东省中医研究所 广东 
621 气质联用仪 Agilent6890/5973N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东省中医研究所 广东 
622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分析系统 VITEK 2 Compact3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623 倒置荧光数码成像系统 DNI3000B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广东省实验动物监测所 广东 
624 光电直读光谱仪 DV-6E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东省钢铁研究所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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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气质联用色谱仪 7890A-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州市建筑材料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 广东 
626 乳成份测定仪 FT+2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州市奶牛研究所有限公司 广东 
627 乳品多功能分析仪 FT120 分析仪器/其他 广州市奶牛研究所有限公司 广东 
628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7000DV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州纺织服装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东 
629 气质联用仪 AGIENT5975B GC/MS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广州纺织服装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东 
630 能量色散荧光光谱仪 ARL Quant‘X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广州市二轻工业科学技术研究所 广东 
631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702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广州医药研究总院 广东 
632 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11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广州医药研究总院 广东 
63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广州化工研究设计院 广东 
634 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iCAP63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广州化工研究设计院 广东 
635 流化床 GPCG-1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广州医药研究总院 广东 
636 快速原型机 SPS350B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广州生产力促进中心 广东 
637 双面电子提花针织大圆机 DVJA1.6ER 工艺实验设备/纺织工艺实验设备 广州纺织服装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东 
638 单面电脑提花大圆机 Relanit1.6ER 工艺实验设备/纺织工艺实验设备 广州纺织服装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东 
639 萨维奥自动络筒机 savio orion shandong 工艺实验设备/纺织工艺实验设备 广州纺织服装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东 
640 工厂化种植试验温室 无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所 广东 
641 二氧化炭激光加工成套设备 DL-HL-T10000B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广东省工业技术研究院（广州有色金属研

 

广东 
642 粉末成形机 FY140T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广东省工业技术研究院（广州有色金属研

 

广东 
643 发酵罐 NLF 工艺实验设备/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深圳大学 广东 
644 普通实验室净化系统 *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深圳大学 广东 
645 电子顺磁共振波谱仪系统 A200-9.5/12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646 光合生物发酵系统 Biostat PBR 25 工艺实验设备/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深圳大学 广东 
647 精密 CMP（化学机械抛光）装置 LGP-15-S-II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648 扫描探针显微镜 Solver P47-Pro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649 柔性制造系统(FV-800) FV-8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650 高低温探针台 ST-500-2-(4TX-6PORTS)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651 液-质联用仪仪 LCMS-2020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652 柔性制造示教系统 FMS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653 光学扫描系统 COMET C200/C400Vario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654 高速加工中心 DMU60T   630*560*560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655 贴片机 YVL8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656 线切割机床 DWC90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657 五轴同步运动平台 WZPT－1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658 铣削加工中心 MCV-760BP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659 铣削加工中心 MCH-500D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660 机械手 FANUC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661 车削加工中心 LTC-20APTM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662 加工中心 MCV 760BP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663 硬脆材料精密平面磨削装置 DMG-6011V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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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 数控转塔冲床 LX230B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665 车削加工中心 LTC-20AP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666 低频噪声测试仪 9812B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667 五轴高速加工中心 DMU4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深圳大学 广东 
668 发酵罐 P100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深圳大学 广东 
669 数控车床 QTN150/300U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670 硅片自动探针台 UF200A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671 模块化柔性制造演示系统 BS-FMS-005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672 立式加工中心 VTC-160AN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673 全自动金丝球焊机 K&S Connx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674 焊接工业机器人系统 MOTOMAN-MA14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675 水处理设备 无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广东 
676 超声-微波协同萃取/反应仪 CW-2000A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广东 
677 五轴数控铣床 有效加工长度 800mm,五轴联动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678 快速工艺开发系统 AKTA Explorer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679 电火花放电加工机 AT Hyperspark 2HS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680 立式加工中心 DART-75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681 立式加工中心 VCE600-Pro+10000rpm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682 超临界装置 1L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广东 
683 全自动生物反应器 Biostat C20 工艺实验设备/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684 Vantage 三维快速成型系统 Vantage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685 SPEED 20-8 Linear 数控纵切车床 德马吉 SPEED 20-8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686 混合动力测试系统 定制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687 25 吨混合驱动机械压力机 自制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688 ABS 制动试验台 常规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689 数控单点冲压式渐进无模成型机 自制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690 万能材料试验机 万能材料试验机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691 万能材料试验机 万能材料试验机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692 化学机械抛光实验机 CP-4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广东 
693 马尔文 2000 激光粒度分析仪 2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广东 
694 高温力学性能测试系统 CSS-DDL2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695 拟动力试验机 150-500-350ETC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696 万能材料试验机 5892 型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697 循环疲劳试验机系统 NT530A/MLR2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698 万能试验机 150-500-750ETC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699 摩擦磨损试验机 UMT-3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700 混凝土压力试验机 TONI 3000k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701 表面张力仪 OCA2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702 电液伺服压力试验机 YAW-10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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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3 水文－水质在线检测仪器与数据集

 

ARGONAUT-SW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704 微硬度测试仪器 HM2000 LT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705 材料拉力机 Instron 5969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 
706 力学信号测试系统 BGK-FBG-8600/56-VT3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707 抗压（液压）试验机 C088-01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708 焓差测试系统 无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709 串行数据分析仪 SDA-808Zi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710 模块化智能型高级流变仪 Physica MCR301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711 3.3m 三向自由度震动台 *最大负荷：15t*最大负荷：15t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广州大学 广东 
712 卡帕桥磁化率仪 MFK1-FA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广州大学 广东 
713 电荷加速度传感器系统 4381V4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广州大学 广东 
714 电动振动台 DC-4000-403.5T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广州大学 广东 
715 电液伺服压剪试验机 *最大负荷：15000k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广州大学 广东 
716 三通道协调加栽系统 50t_25t+25t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广州大学 广东 
717 消能构件试验系统 FTS-JG-350-8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广州大学 广东 
718 红外目标探测跟踪系统 XICI91A 红外跟踪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719 风洞 STDX-1C ，20X3X2m 7X3.5^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汕头大学 广东 
720 膜片钳系统 EPC-1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721 幕墙检测设备 组装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广东 
722 风机盘管热工性能试验装置 FJPG-524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广州市建筑材料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 广东 
723 高低温潮湿试验箱 VC412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广东省医疗器械研究所 广东 
724 清洗消毒器 DXW1500 其他仪器/其他 广东省实验动物监测所 广东 
725 液压伺服多向不规则波造波系统 YA-56 其他仪器/其他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广东 
726 果汁饮料实验生产线 2X2003 其他仪器/其他 广州市果树科学研究所 广东 
727 立式加工中心 VB-900A 其他仪器/其他 广州生产力促进中心 广东 
728 五轴快速加工中心 GS-XK2911 其他仪器/其他 广州生产力促进中心 广东 
729 电子压力扫描阀 DSM3200 SPC300 

 

其他仪器/其他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广东 
730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其他仪器/其他 广东药学院 广东 
731 个人化操作基因组测序仪 25080264 其他仪器/其他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732 七维动态活细胞工作站 Xcellence/DSU 其他仪器/其他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733 超高分辨率小动物超声实时影像系 Vevo 2100 其他仪器/其他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734 全功能模拟病人 LAE211-00050 其他仪器/其他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735 乳化沥青实验室设备 Complete Laboratory 其他仪器/其他 广州大学 广东 
736 实时仿真系统 DS1005 其他仪器/其他 广州大学 广东 
737 导热系数仪 LFA447 其他仪器/其他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738 气-固离子注入机 TITAN 其他仪器/其他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739 生产过程自动监控系统 CTLS-1000 其他仪器/其他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740 控制网设备 ControlNet 其他仪器/其他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741 微机集散控制系统 μXL 其他仪器/其他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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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其他仪器/其他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743 荧光显微镜 DMIRE 2 其他仪器/其他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744 超薄切片机 ULTRACUT UC 其他仪器/其他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745 内窥镜虚拟培训系统 EAKW-122900 其他仪器/其他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746 腹腔镜虚拟培训系统 EAKW-125500 其他仪器/其他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747 智能综合模拟人 ECS-100 其他仪器/其他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748 核移植显微操作系统 ASTP 其他仪器/其他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749 EXKAT 生物组织切磨系统 E300/400CS/AW 其他仪器/其他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750 超级综合模拟人 Istan 其他仪器/其他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751 行为学检测系统 CatWalk9.0/ EthoVisionXT 其他仪器/其他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752 库仑阵列电化学检测系统 CoulochenmⅢ 其他仪器/其他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753 荧光显微镜系统 LX 81 其他仪器/其他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754 发酵系统 SFM-2000L 其他仪器/其他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广东 
755 频谱分析仪 E4440A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756 实时频谱分析仪 RSA3408B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757 原子力显微镜 SPM-9500J3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758 三座标测量机 ARES     700×650×500 计量仪器/其他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759 矢量网络分析仪 E5071C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760 网络分析仪 RSZVA40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761 矢量信号分析仪 N9030A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762 激光跟踪仪测试系统 ION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763 粗糙度测量仪 M112/3457-03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764 多功能原子力显微镜 NS3a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765 频谱分析仪 E4402B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766 骨干层 2.5G 光传输平台 OptiX 2500+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767 原子力显微镜系统 多功能模式 VEECO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汕头大学 广东 
768 分光光度计 LAMBDA950175-3300nm 计量仪器/光学计量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769 高速电子压电测量仪 ZQC33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汕头大学 广东 
770 RFID 开发测试系统 TC-2600A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771 逻辑分析仪 TLA721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772 电子压力扫描阀 HYSCAN 1000，DAQ1004-4M /IEE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汕头大学 广东 
773 电子压力扫描系统 DSM3400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汕头大学 广东 
774 DSF-2 仿真装置 DSF-2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775 差示扫描量热仪 DSC 204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广州大学 广东 
776 测量接收机 UCR3000M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777 ISO7637 UCS200M     LD200B1     VDS200B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778 电波暗室 小 3 米法电波暗室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779 性能测试仪 DCT2000 m500 电子测量仪器/通讯测量仪器 深圳市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 
780 信道仿真仪 SMU200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深圳市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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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 频谱仪 E4445A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深圳市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 
782 模拟 UE Aeroflex（TM500 B 平台和 C 平台）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深圳市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 
783 信号源 Agilnet E4438C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深圳市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 
784 矢量信号发生器 E4438C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深圳市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 
785 高性能网络分析仪 Z40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786 硬件加速仿真器 Xtreme XXX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787 半导体参数测试仪 4200SCS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788 数字荧光示波器 DPO70804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789 无线网络分析仪 E8363B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790 信号发生器 E8267D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791 EMI 测试系统 R&S TS9975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792 高频宽带大存储量示波器 DPO7254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793 集成测试系统 FLUKE Optibview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794 无线通讯测试系统

 

 

 

 

TS8955GW 电子测量仪器/通讯测量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795 移动无线通信设备 DARP 干扰测试

 

DARP 干扰测试升级包 电子测量仪器/通讯测量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796 数字信号开发系统 TS-DM64x 实验箱  V1.0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797 通用板材热成形试验机 BCS-50AR 电子测量仪器/其他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798 非接触式激光扫描测振系统 PSV-400-M2 电子测量仪器/其他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799 计算机辅助测量系统 测量机 IN2.0/V4i 扫描 电子测量仪器/其他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800 网络测试仪 Optixia XM12 电子测量仪器/通讯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801 数字 IC 功能测试仪 ETS868 电子测量仪器/大规模集成电路测试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802 移动无线通信协议测试平台-手机

 

R&S CRTU 电子测量仪器/通讯测量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803 RFID 检测系统 NI-VISN-100 电子测量仪器/通讯测量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804 EDGE/AMR 测试升级包 EDGE/AMR 测试升级包 电子测量仪器/通讯测量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805 网络分析仪 N5230A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806 SOC 测试仪&温度强制系统 Verigy 93000 电子测量仪器/大规模集成电路测试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807 硬件仿真加速器 Mentor Veloce Quattro 16M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808 射频电路功能测试仪 Verigy 9300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809 射频电路功能测试仪&自动 IC 测试

 

HT-9040S 电子测量仪器/大规模集成电路测试仪器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810 网络分析仪 E5071C-485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深圳航天科技创新研究院 广东 
811 全数字化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 AG-1S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 
812 五分类全自动血液分析仪 Cell-DYN-3700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 
813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DXC800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 
814 高千伏摄片 X 光机 玲龙 XR6000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 广东 
815 便携式彩色超声多普勒诊断仪 GE Vivid e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 广东 
816 肌电图/诱发电位仪 SIERRA WAWE 4CH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 广东 
817 螺旋 CT MX8000dulEXP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 广东 
818 数字化 X 光摄影系统（双板 DR） AXIOM Aristos MX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 广东 
819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DXC800 PRO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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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 发光仪 VICTOR-V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821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IVIS Lumina Ⅱ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822 彩色多普勒诊断仪 CC-13E71-MT2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823 医学超声成像实验系统 DP-9900Plus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824 医学超声成像实验系统 DP-9900Plus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825 超声波光效应检测分析系统 Optison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826 超声声场分布检测系统 AIMS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827 无创活体超声显微成像系统 Vevo2100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828 逻辑分析仪 16962A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829 开放式彩色多普勒超声成像研究系

 

Ultrasonix RP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830 开放式彩色多普勒超声成像系统 SONIX RP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深圳大学 广东 
831 微型 X 光机 MX-20 DC-5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832 3T MAGNETOM Trio 磁共振成像系

 

MAGNETOM  TRIO a Tim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833 MRI 核磁共振成像系统 MAGNETOM Trio a Tim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834 超声实时分子影像系统 VEVO2100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835 脑电视频 EBPIVS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836 血液细胞分离系统 Amicus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837 动物专用全自动血液分析仪 XT-2000iv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广州医药研究总院 广东 
838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SP5 激光器/激光器 广东药学院 广东 
839 THz 激光系统 Sifir-50 激光器/激光器 深圳大学 广东 
840 飞秒脉冲激光器 FemtroTrainTM 激光器/激光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841 光纤拉锥机 GYCW－4 激光器/激光器 深圳大学 广东 
842 高能量泵浦激光器 PR0350-10E  532nm/1400mJ 激光器/激光器 深圳大学 广东 
843 高重复频率泵浦激光器 Empower30  527nm/20mJ 激光器/激光器 深圳大学 广东 
844 超快钛宝石激光系统 Mai Tai HP DS 激光器/激光器 深圳大学 广东 
845 激光显微切割系统 Palm Micro Beam 激光器/激光器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 
846 探地雷达 SIR-10H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广东 
847 量热仪 FTT 特种检测仪器/其他 广州市建筑材料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 广东 
848 单体燃烧检测设备 FTT 特种检测仪器/其他 广州市建筑材料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 广东 
849 多轴多总线高端数控系统开发平台 五轴 特种检测仪器/电磁检测仪器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850 三维辐射场分析仪 RFA300 特种检测仪器/其他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851 klockwork InsightPro 软件代码缺陷

 

软件 特种检测仪器/射线检测仪器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852 四轮独立驱动全向移动研究平台 Seekur Jr 特种检测仪器/光电检测仪器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853 液体闪烁及发光仪 PE1450/1420 核仪器/其他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854 低本底αβ计数器 PIC-MDS-4 核仪器/核辐射探测仪器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广东 
855 正电子湮没寿命谱仪 PLS-SYSTEMS 核仪器/核效应分析仪器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856 宽能γ能谱仪 BE3830 核仪器/核辐射探测仪器 广州大学 广东 
857 镜头 C2514-M 天文仪器/地面天文望远镜 深圳大学 广东 
858 摄像头 DMK41bf02 天文仪器/地面天文望远镜 深圳大学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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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9 镜头 C3516-M 天文仪器/地面天文望远镜 深圳大学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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