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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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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山东省的仪器的数量为 597 台（套），

占总量的 2. 9%。山东省大型科学仪器中，分析仪器 280台（套），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 64 台（套），医学诊断仪器 52 台（套），工艺

实验设备 50 台（套），其他仪器 44 台（套），计量仪器 31 台（套），

特种检测仪器 29 台（套），电子测量仪器 20台（套），激光器 17

台（套），地球探测仪器 4 台（套），海洋仪器 4 台（套），核仪器

2 台（套）。 



 

558/701 



山东省/597 台（套） 

559/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便携式全普光谱仪 ARCMET8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济南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所 山东 
2 气相色谱仪 Agilent 7890A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济南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山东 
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Z-5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济南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山东 
4 色质联机 GCMS-QP201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济南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山东 
5 流动注射分析仪

   

QuikChem8000 分析仪器/其他 济南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山东 
6 挥发性碳氢化合物分析仪 airmoVOC C6-C12 分析仪器/其他 济南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山东 
7 挥发性碳氢化合物分析仪 airmoVOC c2-c6 分析仪器/其他 济南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山东 
8 离子色谱仪 ICS-15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济南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山东 
9 高效液相色谱仪 LC-20A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济南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山东 
10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30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济南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山东 
11 全在线预浓缩-净化-定量浓缩联用

 

GPC ULTRA 5ml 分析仪器/其他 济南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山东 
12 色质联机 GCMS-QP2010nc-Plu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济南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山东 
13 便携式快速气相色谱仪 HERACLES FLASH E-NOSE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济南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山东 
14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ELAN DRC-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济南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山东 
15 细胞分离机 COM.TEC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青岛市结核肺病防治研究所 山东 
16 质谱仪 TQD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 
17 综合热分析仪 STA449  C/3/F 室温—150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18 紫外、可见记录分光光度计 CARY500UV-VIS-NI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19 能量弥散 X 射线谱 INCA Energy 25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20 扫描探针式显微镜 MultiMode picoForce 样品尺寸: x,y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21 X 射线衍射仪 D/MAX-2500/PC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22 红外显微光谱仪 HYPERION2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23 Fluo Time 200 高效荧光寿命光谱仪 Fluo Time 200 160-850nm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24 多角度激光光散射仪 DAWN HELEO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25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500MHZNMR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26 热分析仪 DMA242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27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700F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28 超速离心机 CP80MX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29 超薄切片机 LEICA EM FC7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30 扫描电子显微镜 JEOL JSM-7500F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31 JEM-2100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32 全自动脂肪酸微生物鉴定系统 SHERLOCK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33 吹扫捕集/气象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34 纳米粒度及 ZATE 电位分析仪 Zetasizer  Nano  精度误差： +/- 2%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德州学院 山东 
35 核磁法交联度测试仪 MR-CDS3500-D 分析仪器/其他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36 气象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37 气质联用系统 PolarisQ MS/MS  10-1000aum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德州学院 山东 
38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PE-DRC-E  计算机控制带动态反应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德州学院 山东 
39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488nm 气冷式氩离子激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德州学院 山东 



山东省/597 台（套） 

560/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40 生物大分子层析分离仪 AKTA basic 1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德州学院 山东 
41 高真空样品测试系统 ST4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鲁东大学 山东 
42 X 射线衍射仪 Rigaku D/max2500VPC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鲁东大学 山东 
43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最大功率 3000WATT 激发电压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德州学院 山东 
44 全谱直读电感耦合等离子光谱仪 ICPE 9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鲁东大学 山东 
45 PLD 真空系统 ST4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鲁东大学 山东 
46 高低真空扫描电镜 JSM-5610LV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鲁东大学 山东 
47 超速冷冻离心机 CP100MX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鲁东大学 山东 
48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123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鲁东大学 山东 
49 稳定性同位素质谱仪 Isoprime1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50 全自动连续流动分析仪 AA3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51 活体动物体内可见光成像分析仪 Lumina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52 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53 显微操作系统 SLUCUT-A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54 吹泡稠度仪 肖邦 NG 型 分析仪器/其他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55 地物光谱仪 Field spec3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56 高级蛋白纯化与检测系统 AKTAPurifcir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57 超高能液相色谱仪 ACQUITY PLCwate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58 快速高分力度液相色谱仪 Agilent1200RRL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59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510Meta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60 离子阱液质联用仪 LCQ DecaXP MAX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61 液质联用仪 API 32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62 全功能微孔板检测系统 Synergy? H4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63 荧光显微镜 AX1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64 蛋白质纯化系统 AKTA prifier 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65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610LV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66 生物芯片扫描及点样系统 Genepix 41004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67 Rosemount NGA2000 发动机排放分

 

Rosemount NGA2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东省内燃机研究所 山东 
68 液相-质谱联用仪 32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东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 山东 
69 综合热分析仪 STA409C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山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山东 
7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7011362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潍坊医学院 山东 
71 计算机图像处理系统 SH105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潍坊医学院 山东 
72 流式细胞仪 197400021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潍坊医学院 山东 
73 液质联用仪 6410B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潍坊医学院 山东 
74 气质联用仪 7890A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滨州学院 山东 
75 液态水同位素分析仪 DLT-1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滨州学院 山东 
76 元素分析仪 varioELiii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滨州学院 山东 
77 液相色谱仪 WAT269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滨州学院 山东 
78 高效液相色谱仪 ULTIMATE 30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东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山东 



山东省/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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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7500a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东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山东 
80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分析仪 UPLC-Quattro Premier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东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山东 
81 气质联用仪 6890N/5973N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山东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山东 
82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 -8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东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山东 
83 气质联用仪 6890N/5973i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山东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山东 
84 日立台式电子扫描显微镜 TM3000、ES-203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山东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山东 
85 流式细胞仪 E3613R1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山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 
86 多波长氪激光 NOVUS OMNI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 
87 共聚焦显微镜 lsm51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山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 
88 红外光谱联用仪 TG209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 
89 高效毛细管电泳仪 P/ACE55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山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 
90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3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 
91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eica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 
92 X 射线衍射仪 D8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 
93 连续式高浓度盘麽机 2500-II 型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 
94 AOX 测定仪 MC－3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 
95 流式细胞计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 
96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II4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 
97 扫描电子显微镜 QUANTA  2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 
98 纤维质量分析仪 LDAO2 分析仪器/其他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 
99 蛋白质纯化系统 AKTAEXPLOR ER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 
100 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OPTIMA2000DV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 
101 印刷适性仪 GST2 with HSIU4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 
102 多角度激光散射仪 DAWN HELEDS 分析仪器/其他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 
10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 
104 DNA 测序仪 31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山东政法学院 山东 
105 光谱分析仪 波长：600-1700nm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曲阜师范大学 山东 
106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青岛大学 山东 
107 毛细管电泳仪 P/ACE system 5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青岛大学 山东 
108 多功能可控环境扫描探针显微镜 SPI38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青岛大学 山东 
10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SATURN20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青岛大学 山东 
110 蛋白质芯片质谱仪 PBS2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青岛大学 山东 
111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5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青岛大学 山东 
112 凝胶渗透色谱仪 TDA302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青岛大学 山东 
113 流式细胞仪 E9740001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青岛大学 山东 
114 图像分析仪 VIDAS2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青岛大学 山东 
115 超薄切片机 Leica EM FC6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青岛大学 山东 
116 锥形量热仪 M1356 分析仪器/其他 青岛大学 山东 
117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390LV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青岛大学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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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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2100F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青岛大学 山东 
119 透射电镜特殊成像系统 2100F 配套设备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青岛大学 山东 
120 拉曼光谱仪 N57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青岛大学 山东 
121 超声波诊断仪 logiq  500 pro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122 电子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Agilent7500c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123 X 射线衍射荧光分析仪 ZSX100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124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esquir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125 毛细管电泳 EDQ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126 X 射线衍射仪 D8－02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127 扫描电子探针 NS-3a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128 三坐标测量仪 ATOS  XL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129 显微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Nicolet57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130 电子背散射衍射仪 Channel 5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131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irion 2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132 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5973N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133 激光粒度分析仪 APA5002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134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eica TCS SP2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135 气相色谱质谱连用仪 GCMS-QP2010  PIUS N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136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510LV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137 热分析仪 DSC1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138 X-射线衍射仪 X''''pert pro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139 电子探针 JXA-823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140 飞秒激光器 IC-800-200 fs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14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142 反射偏光显微镜 AXioskop 40A POL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143 X 射线衍射仪 日本理学 2500PC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144 光致发光光谱仪 光致发光、拉曼、低温及 ATR--一体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东 
145 等离子发射器（ICP 光谱仪） IRIS Intrepid ⅡXSP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东 
146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Lambda95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东 
147 安捷伦 1260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126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山东省医药工业研究所 山东 
148 安捷伦 6430 型液相色谱质谱联用

 

Agilent643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东省医药工业研究所 山东 
149 蛋白质纯化系统 EXPLORE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青岛农业大学 山东 
150 质谱仪 6460LC/U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青岛农业大学 山东 
151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OPTMA8000DV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青岛农业大学 山东 
152 激光共聚微焦显微镜 TCSsp5Ⅱ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青岛农业大学 山东 
153 超高压液相色谱仪 1290Infinity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青岛农业大学 山东 
154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JSM-7500F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青岛农业大学 山东 
155 气质联用仪 5975B/6890N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青岛农业大学 山东 
156 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1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青岛农业大学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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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a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青岛农业大学 山东 
158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XRF-180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 
159 扫描探针显微镜 DI InnovaSPM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 
160 快速生物鉴定仪 Microstation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 
16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 DSQ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 
162 液相色谱仪 LC11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 
163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 
164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500N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 
165 粗糙度轮廓测量分析仪 PGI 800 分析仪器/其他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 
166 液质联色谱仪 110SSDI418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东省生物药物研究院 山东 
167 液质联用仪 643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东省生物药物研究院 山东 
168 液质联用仪 LCMS-803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东省农药研究所 山东 
169 气质联用仪 GCMS-QP201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东省农药研究所 山东 
170 离子阱质谱仪 LCQ Fleet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东省农药研究所 山东 
171 气相色谱-三重四极串联质谱联用

 

TSQ  Quautumin G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山东 
172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ZQ400-2695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山东 
173 能量色散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ARL QUANTX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山东 
174 液相-等离子体质谱联用仪 7500CX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山东 
175 实时定量 PCR 仪 7500FAST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山东 
176 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分析仪器/其他 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山东 
177 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仪 UPLC-Quttra Premier X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山东 
178 等离子体光谱仪 Vista-PRO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山东 
179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 Vista-pro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山东 
18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山东 
181 气相色谱仪 7890A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山东 
18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Staturn 22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山东 
183 直读光谱仪 ONE Spark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山东 
184 离子色谱仪 ICS-3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山东 
185 元素分析仪 TruSpec CHN 分析仪器/其他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山东 
186 电子扫描显微镜 EVO MA15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山东 
187 X 射线应力测试仪 X-350A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山东 
188 流式细胞仪 FACSCAB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泰山医学院 山东 
189 分选型流式细胞仪 BD FACSA ria II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泰山医学院 山东 
190 串联液相质谱仪 4000QTRAP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泰山医学院 山东 
191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RADIANCE 21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泰山医学院 山东 
192 气质联用仪 GC-M6-60EI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潍坊学院 山东 
193 增强型显微操作系统 NT-88-V3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潍坊学院 山东 
194 面探仪系统 R-AXIS SPIDER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潍坊学院 山东 
195 元素分析仪 varioEL3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潍坊学院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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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高效液相色谱仪 AKTApurifier 1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山东省滨州畜牧兽医研究院 山东 
197 气象色谱仪 安捷伦 7890A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东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 山东 
198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析仪 4100ZL+FIA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东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 山东 
199 液相色谱仪 Agilent126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东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 山东 
200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M6 分析仪器/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山东 
201 气-质联用仪 6890N15973I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东省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山东 
202 液相色谱仪 11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山东省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山东 
203 ICP 光谱仪 IRISADVantage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 山东 
204 气质联用议 6890/5973NQC-MSD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 山东 
205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PrimusⅡ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 山东 
206 气相色谱-串联质谱 7890A-7000B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 山东 
207 四级杆-飞行时间串联质谱仪 652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 山东 
208 核磁共振波谱仪 Variau 6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 山东 
209 三重串联四级杆液/质联用仪 641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 山东 
210 岛津能量散射型荧光光谱仪 EDX-72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山东硅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 
211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 山东 
212 液质联用仪 1100LC/MSD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 山东 
213 X 射线衍射仪 锐影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 山东 
214 蛋白纯化系统 AKTA-explort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山东 
215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ccessMaX  U30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山东 
216 遗传分析仪 ABI3130avant 分析仪器/其他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山东 
217 流式细胞仪 Epics X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山东 
218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NexION300X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 山东 
219 电子探针显微分析仪 EPMA-16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 山东 
220 遗传分析仪 ABI3100 分析仪器/其他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山东 
221 原子吸收光谱仪 Solaar M6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山东 
222 高分辨率光谱仪 AP2040A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东省科学院激光研究所 山东 
223 Typhoon 多功能扫描仪 Typhoon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东省医药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 
224 ABI 4700 TOF-TOF 基质辅助解离飞

 

ABI47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东省医药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 
225 SCANARRAY4000 激光共聚焦芯片

 

scanarray4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东省医药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 
226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PI32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滨州医学院 山东 
227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14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滨州医学院 山东 
228 流式细胞仪 LTER EPICS X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滨州医学院 山东 
229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LEICA  TCS SPE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滨州医学院 山东 
230 气质联用仪 TSQ-450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中心实验室 山东 
231 液相色谱仪 2695-2487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中心实验室 山东 
232 氨基酸分析仪 8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中心实验室 山东 
233 气相色谱仪 Agilent6890N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中心实验室 山东 
234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5300Dv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中心实验室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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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气质联用仪 PolarisQ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中心实验室 山东 
236 气相色谱三重四级杆质谱联用仪 TSQ Quantum XL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中心实验室 山东 
237 液-质-质联用仪 Qutrro ultima PT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中心实验室 山东 
238 氨基酸分析仪 Biochrom3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中心实验室 山东 
239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Ultra performance L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中心实验室 山东 
240 液相色谱仪 2695-2996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中心实验室 山东 
241 离子色谱仪 881 compact IC pro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中心实验室 山东 
242 高速冷冻离心机 BECKMAN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山东 
243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山东省花生研究所 山东 
244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9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山东 
245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AXIOS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山东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 山东 
246 气相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东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 山东 
247 裂解器 CDS 5200HP-R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山东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 山东 
248 便携式红外烟气分析仪 DX4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东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 山东 
249 纤维测试分析仪 HVI-1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山东棉花研究中心 山东 
25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日立 7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山东 
251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山东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 山东 
252 液质联用仪 Agilent 1260-653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山东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 山东 
253 激光扫描共聚焦系统 FV1000S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山东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 山东 
25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山东省科学院中日友好生物技术研究

 

山东 
255 同步热分析仪 STA449F3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山东省科学院新材料研究所 山东 
256 扫描电镜 EVOMA1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山东省科学院新材料研究所 山东 
257 差热分析仪 dsc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山东省科学院新材料研究所 山东 
258 直读光谱仪 PDA-7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东省科学院新材料研究所 山东 
259 DNA 测序仪 3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高新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 
260 高通量全自动遗传分析仪 ABI3730（2 台） 分析仪器/其他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高新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 
261 光电直读光谱仪 SPECTROMAXx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聊城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山东 
262 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269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聊城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山东 
26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GBCAAS932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聊城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山东 
264 DNA 测序仪 ABI31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高新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 
265 定量 PCR 仪 ABI7000 分析仪器/其他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高新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 
266 手术显微镜 HI-R9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山东 
267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NIKON/C1 PLUS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山东 
268 超声生物显微镜 UBM P4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山东 
269 视网膜厚度分析仪 RTA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山东 
270 流式细胞仪 BD：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山东 
271 脉络膜荧光造影仪 HRA-FA/icg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山东 
272 共焦显微镜 Confoscan 2.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山东 
273 Foss 乳成分-体细胞联体分析仪 Milkoscan5000  Fossomatic6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奶牛研究中心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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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便携式定量光谱仪 TEST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菏泽分院 山东 
275 全谱直读光谱仪 PM1-MASTER PRO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聊城分院 山东 
276 便携式直读光谱仪 ARC-MET 8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淄博分院 山东 
277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AU64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山东省职业卫生与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山东 
278 电子探针 JXA-733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山东省地质科学实验研究院 山东 
279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ESXPRIMUSII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山东省地质科学实验研究院 山东 
280 等离子体质谱仪 Xserie11icp-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东省地质科学实验研究院 山东 
281 Objet Eden350 三维快速成型打印

 

Eden35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生产力促进中心 山东 
282 真空感应熔炼炉 ZGJL-0.1-160-2.5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省科学院新材料研究所 山东 
283 数控加工中心 JTVC850L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省科学院新材料研究所 山东 
284 螯合肥叶面肥中试设备 500-500L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

 

山东 
285 超微粉碎设备 ZNC-S 工艺实验设备/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研究所，国

 

山东 
286 全自动丝网印刷机 MEISTER MS-71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省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山东 
287 高精度贴片机 IINEO-I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省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山东 
288 汽车电子 BCI 测试系统 EM TEST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省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山东 
289 数控转塔冲床 捷迈 2024G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省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山东 
290 高速贴片机 XPii-Ⅱ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省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山东 
291 灌注层析系统 柱层析系统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省医药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 
292 立式加工中心 VDL-13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淄博市技师学院 山东 
293 立式加工中心 VS1575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潍坊科技学院 山东 
294 表面组装工艺生产线 BS39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泰山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 
295 立式加工中心 GHVM-189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淄博职业学院 山东 
296 AKTAexplorer 100 快速工艺开发系

 

AKTAexplorer 100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省生物药物研究院 山东 
297 发酵罐/六联 瑞士 INFORS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省生物药物研究院 山东 
298 流化床造粒机 Minilab XP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省生物药物研究院 山东 
299 包衣机 LDCS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省生物药物研究院 山东 
300 超临界萃取 HA221-40-48 工艺实验设备/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省食品发酵工业研究设计院 山东 
301 发酵膜滤提取干燥机组 BNRTN-50 NJM02-10 工艺实验设备/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省食品发酵工业研究设计院 山东 
302 快速成型机 FDM30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 
303 通用板材成型分析系统 NHB-5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 
304 激光快速成型设备 SPS450B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 
305 精密高速数控平面磨床 K-P36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 
306 数控加工中心 （含笔记本电脑） MV-8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 
307 立式加工中心 3060VMC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青岛农业大学 山东 
308 奥拓福数控万能水切割机 APW-2238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青岛农业大学 山东 
309 水煤浆气化实验装置 定制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310 快速成形机 FDM3000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311 机械加工中心 VS1575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312 烧结炉 multi50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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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电火花成形机床 A50R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314 数控车床 CK5112B/5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315 机械加工中心 VB-825A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316 机械加工中心 DMU70eVolution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317 自动化单纤维测试仪 Favimat-Airobot 工艺实验设备/纺织工艺实验设备 青岛大学 山东 
318 溶液纺丝实验线 特制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青岛大学 山东 
319 织物风格仪 KES-FB1-4 工艺实验设备/纺织工艺实验设备 青岛大学 山东 
320 实验室用双螺杆微型混合挤出机 15cc No 15-05-64 12cc No 12-06-26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青岛大学 山东 
321 蛋白质纯化仪 AKTA PURIFIER 10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青岛大学 山东 
322 立式加工中心 V-40P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建筑大学 山东 
323 百超折弯机 EP31-2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省农业机械科学研究所 山东 
324 哈克转矩流变仪 RHEOCORD90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山东省塑料研究开发中心 山东 
325 双料筒毛细管流变仪 RH22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326 橡胶加工分析仪 RPA20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327 脉冲实验台 BI1001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328 光固化快速成型机 SPS35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329 转矩流变仪 Rheometer9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330 转矩流变仪 HAAKE polylab os Rheo 3000/6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331 超声相控阵及 TOFD HS0128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探伤仪器 济南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所 山东 
332 动态力学性能频谱仪 EPLEXOR 500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333 原子力显微镜 Multimode8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德州学院 山东 
334 扫描探针显微镜 Veeco/DI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鲁东大学 山东 
335 气体采集分析仪 AMA18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山东省内燃机研究所 山东 
336 微型、轻型汽车和农用运输车传动

 

CDX9901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山东省农业机械科学研究所 山东 
337 老化仪 Ci4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山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山东 
338 拖拉机防护装置强度试验设备 /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山东省农业机械科学研究所 山东 
339 太阳能光热检测系统 TRM-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山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山东 
340 电液伺服万能材料试验机 UH-F500KNC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山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山东 
341 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压剪试验机 YAW-10000J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山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山东 
342 AVL SPC 472 发动机颗粒排放分析

 

avl spc 47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山东省内燃机研究所 山东 
343 电液伺服动静万能试验机 JNT15052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344 电液伺服岩石三轴试验机 SAW-2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345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H-75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潍坊医学院 山东 
346 等离子清洗机 不详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青岛大学 山东 
347 高剪切粘度计 ACAV A4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 
348 蛋白组学工作站 ProteomX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 
349 旋转流变仪 Anton paar MCR 301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青岛大学 山东 
350 真空烧结炉 02GWB-YM5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351 超速冷冻离心机 L－100XP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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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单料桶高压毛细管流变仪 R-T 2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青岛大学 山东 
353 金属材料压力试验机 9250HV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354 中低压离心通风机 *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355 大地测量仪器 TOPCO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大地测量仪器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356 测距经纬仪 2 TM5100   0.5 秒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大地测量仪器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357 岩石流变仪 无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358 热线风速仪 IFA300-16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359 超景深三维数码显微系统 VHX-600E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360 LMS 振动试验和分析系统 LMS SCADAS III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361 综合传动试验台 GW25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362 综采液压支架 ZY2800/14/3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363 高精度惯导系统 KJJ-32C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大地测量仪器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364 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 AG-X25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365 MTS 电液伺服岩石力学试验系统 MTS815.03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366 SPDH 光传输设备 Omux-4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367 SPDH 光传输设备 Omux-4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368 电液伺服岩石三轴仪 TAW-2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369 渗流耦合伺服实验台 JAW-6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370 多功能摩擦磨损试验机 UMT-3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371 高水压岩石渗流耦合真三轴试验机 自制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372 深部巷道动载试验系统 SHD-08A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373 电液伺服加载系统 ﹡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大地测量仪器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374 真三轴试验系统 自制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375 动态力学分析仪 DMA/SDTA861e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376 消声室 尖劈 400*400*1000mm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 
377 LMS 模态分析系统 SC305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 
378 非饱和土三轴试验系统 ＶＪＴ－ＵＤＣ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 
379 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多功能试验机 WAW-2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 
380 电子拉伸试验机 AG-250KNIS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 
381 液压伺服分配系统 200L/mi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 
382 建筑幕墙检测设备 无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山东 
383 扫描电子显微镜+能谱仪 6610LA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山东 
384 同步热分析仪 STA449F3-QMS403C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 山东 
385 氧化皮厚度测量仪及寿命预测装置 ODS200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探伤仪器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山东 
386 振动分析仪 BK-4808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山东省科学院激光研究所 山东 
387 光纤分布式应变和温度传感器 DSTS-R-1/2-0.1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山东省科学院激光研究所 山东 
388 激光超声干涉仪 AIR-1550-TWM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探伤仪器 山东省科学院激光研究所 山东 
389 场发射电子扫描显微镜 Supra55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 山东 
390 实时仿真系统 dSPACE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山东省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山东 



山东省/597 台（套） 

569/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391 粉质仪 81011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研究所，国

 

山东 
392 储罐底板腐蚀扫描器 MFL-2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探伤仪器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淄博分院 山东 
393 大容量纤维快速检测仪 hvi1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聊城市纺织纤维检验所 山东 
394 大容量纤维快速检测仪 hvi1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聊城市纺织纤维检验所 山东 
395 CAD 分子分离纯化系统 BioCAD700E 其他仪器/其他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高新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 
396 玻璃体切割仪 MD6002 其他仪器/其他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山东 
397 气相液氮罐 MVE-1830 其他仪器/其他 山东省农作物种质资源中心 山东 
398 0 0 其他仪器/其他 德州工科所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 
399 玻璃体切割手术系统 constellation 其他仪器/其他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山东 
400 玻璃体切割机 ACCRUS VS400 其他仪器/其他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山东 
401 职业健康体检车 中通凯越（定制） 其他仪器/其他 山东省职业卫生与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山东 
402 自动快速微生物鉴定仪 Biolog Gen III MicroStation 其他仪器/其他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山东 
403 激光焊接设备 UW-600A 其他仪器/其他 山东省科学院新材料研究所 山东 
404 软件代码分析工具 VectorCAST 其他仪器/其他 山东省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山东 
405 PixSys 5500 生物芯片点样仪 PixSys5500 其他仪器/其他 山东省医药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 
406 全自动固相萃取仪 GX-274 其他仪器/其他 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山东 
407 洗衣机综合测试系统 FYXY009 其他仪器/其他 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山东 
408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300 其他仪器/其他 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山东 
409 冲击试验变压器 ISJ27000-3 其他仪器/其他 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山东 
410 变压器 YLSZ-8000 其他仪器/其他 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山东 
411 四通道电液伺服协调加载试验系统 PLA-6000 其他仪器/其他 潍坊学院 山东 
412 多磁路调变成套设备 TM6-480 其他仪器/其他 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山东 
413 膏体充填设备 SKDGT-1 其他仪器/其他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414 火灾试验系统 SWHZL-S 其他仪器/其他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 
415 结构力学组合实验装置 YJ-ⅢD 其他仪器/其他 青岛农业大学 山东 
416 空调通风综合实验台 自制 其他仪器/其他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 
417 采动煤层底板突水相似模拟试验系

 

FWIPS-2011 其他仪器/其他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418 地质薄片制样系统 1 02 24、 03 17G 其他仪器/其他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419 单轨吊车 1200×400×750 其他仪器/其他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420 三维相似材料模拟试验台 无 其他仪器/其他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421 对旋风机 BDK-8-No28(2*50) 其他仪器/其他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422 采场矿压机械模拟实验台 无 其他仪器/其他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423 矿井通风仿真模型 无 其他仪器/其他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424 三坐标测量仪 ARES10.7.5AUTO 其他仪器/其他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425 原子力显微镜 multimode8 其他仪器/其他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 
426 动态力学分析仪 Q800 其他仪器/其他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 
427 三靶磁控溅射镀膜系统 M1356 其他仪器/其他 青岛大学 山东 
428 脑片膜片钳 AXONF00B 其他仪器/其他 青岛大学 山东 
429 脑片膜片钳系统 EPC-10/2 其他仪器/其他 青岛大学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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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光学镀膜机 ML-EB900 其他仪器/其他 曲阜师范大学 山东 
431 薄片切片机 405626 其他仪器/其他 潍坊医学院 山东 
432 医用光子嫩肤治疗仪 SA6501000 其他仪器/其他 潍坊医学院 山东 
433 立式加工中心机 HV-50 其他仪器/其他 山东省内燃机研究所 山东 
434 脱毛机(电钳) 8739 其他仪器/其他 潍坊医学院 山东 
435 小区联合收割机 CLassic 其他仪器/其他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436 双外连续培养系统 MACRO-CNS 其他仪器/其他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437 加压烧结炉 500*500*1800 其他仪器/其他 济南市冶金科学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 
438 锥形量热仪 标准型  0-100KW/m2 其他仪器/其他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439 钢结构教学组合试验系统 YJ-ⅢA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鲁东大学 山东 
440 事件相关电位系统 80460298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潍坊医学院 山东 
441 暖通空调设备性能检测分析平台 CBD－2000 计量仪器/热学计量仪器 山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山东 
442 激光共聚焦显微荧光分析系统 12090000250 计量仪器/光学计量仪器 潍坊医学院 山东 
443 综合热分析仪与质谱联用分析 STA449C-QMS403C 计量仪器/热学计量仪器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444 动态热机械分析仪 DMA Q800 计量仪器/热学计量仪器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445 全球定位系统（GPS） EPOCH35 计量仪器/其他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446 矢量信号分析仪 89441A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东 
447 三相多功能标准电能表 COM3003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东 
448 高精密三相标准电能表检测系统 ED8396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东 
449 便携式三相标准电能表 RD-33-474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东 
450 圆度圆柱度仪 TR565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东 
451 视音频综合测试仪 VM700T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东 
452 活塞式压力计 2485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东 
453 检衡车 (0~71)t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东 
454 检衡车 （0~30）t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东 
455 恒电压 X 射线系统 M6325 计量仪器/电离辐射计量仪器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东 
456 三维射线束分析仪 MP3-M 计量仪器/电离辐射计量仪器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东 
457 大口径热量表检定装置 RJZ50-300Z/B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东 
458 音速喷嘴法气体流量标准装置 GLV-4Ⅱ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东 
459 热能表检定装置 DN15-50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东 
460 杠杆式力标准机装置 HT-500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东 
461 视音频综合测试仪 VM700T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东 
462 三座标测量机 GLOBAL  2UAGE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 
463 油流量标准装置 DN15-DN300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东 
464 三坐标测量机 Global071007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东 
465 测长仪 SUPRA500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东 
466 激光干涉仪 ML10U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东 
467 三座标测量机 STINGER Ⅱ i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山东 
468 宽带光谱仪 AQ6375 计量仪器/光学计量仪器 山东省科学院激光研究所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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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 Global Advantage 575 三坐标测量

 

Global Advantage 575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山东生产力促进中心 山东 
470 动力电池 PACK 综合测试系统 EVTS-660V300A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山东省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山东 
471 电磁兼容系统测量装置 3 米法半电波暗室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山东省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山东 
472 数字荧光示波器 DPO70804B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山东省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山东 
473 传导 EMI 测试系统 ESU8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山东省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山东 
474 EMS 测试系统 SMB100A、NRP、BBA100-B1000C800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山东省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山东 
475 辐射 EMI 测试系统 ESU26(含 ESU-K53, ZZA-411,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山东省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山东 
476 大容量纤维快速检测仪 hvi1000 电子测量仪器/其他 聊城市纺织纤维检验所 山东 
477 大容量纤维快速检测仪 hvi1000 电子测量仪器/其他 聊城市纺织纤维检验所 山东 
478 单光子探测系统 SPCM-AQR-13-FC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潍坊学院 山东 
479 锁模信号放大系统 定制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潍坊学院 山东 
480 三光子纠缠光子源 PU-238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潍坊学院 山东 
481 干扰接收机 ESU26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东 
482 3m 法半电波暗室 3m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东 
483 三相谐波闪烁测试仪 2100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东 
484 冰箱工况室（6 工位） 6 工位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东 
485 焓差室（5 匹） 5 匹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东 
486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系统 3G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东 
487 微波设备 哈里斯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488 地震导电仪 EH-4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489 电生理系统 SD12-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潍坊医学院 山东 
490 激光眼底造影机 AL010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潍坊医学院 山东 
491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X 线系统 1200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潍坊医学院 山东 
492 眼科光学相干断层扫描仪(OCT) 3000-7313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潍坊医学院 山东 
493 彩色超声诊断系统 US50631774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潍坊医学院 山东 
494 麻醉工作站 arve-0162 医学诊断仪器/其他 潍坊医学院 山东 
495 彩色多谱勒超声诊断仪 JX069000068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潍坊医学院 山东 
496 核磁共振成像系统 21242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潍坊医学院 山东 
497 医学影象存储传输系统 K2031NK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潍坊医学院 山东 
498 64 导螺旋 CT 机 1265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潍坊医学院 山东 
499 高级综合模拟人 ECS-100 医学诊断仪器/其他 潍坊医学院 山东 
500 蔡司眼科显微镜 OPMI Pico/S100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潍坊医学院 山东 
501 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 TRC-50IX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山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 
502 彩色超声多普勒 Prosound SSD-α5SX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山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 
503 Technolas GmbH ophthalmologische 

 

RCS-300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山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 
504 光学相干断层扫描仪 40819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山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 
505 彩色实时三维 B 超 爱星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山东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 山东 
506 DNA 测序仪 310 医学诊断仪器/其他 山东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 山东 
507 眼科超声生物显微镜 P4501910008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潍坊医学院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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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 X 射线数字放射成像系统 02638001664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潍坊医学院 山东 
509 富士能超声系列 SP702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山东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 山东 
510 碎石机 SD9600-D 型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德州学院 山东 
511 结核菌培养仪 BACTEC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青岛市结核肺病防治研究所 山东 
512 电子纤维支气管镜 Olympus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青岛市结核肺病防治研究所 山东 
513 全数字化高档便携彩色多普勒超声

 

MYLAB FIVE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山东省地方病防治研究所 山东 
514 全新台式数字化彩色多普勒超声诊

 

Acuson X300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山东省地方病防治研究所 山东 
515 便携式彩色多普勒超声波诊断仪 GE Healthcare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山东省地方病防治研究所 山东 
516 Cerebus64 通道神经电生理信号记

 

Cerebus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517 彩超 srwy180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山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 
518 ERP 系统 ESI-128 导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 
519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 Sysmex XT-2000iv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山东省医药工业研究所 山东 
52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HITACHI-7180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山东省医药工业研究所 山东 
521 CT 机 CT-W450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泰山医学院 山东 
522 超声血管检查仪 EUB-565A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泰山医学院 山东 
523 彩色多普勒超声系统 Mylab40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泰山医学院 山东 
524 核磁共振波谱仪 I-OPEN  0.36T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泰山医学院 山东 
525 治疗 X 光机 心血管造影介入系统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泰山医学院 山东 
526 CT 机 日立 W-1000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泰山医学院 山东 
527 计算机辅助设备 CENTRICITY  PAC 软件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泰山医学院 山东 
528 CT 机 东芝 CT1-02A（展品）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泰山医学院 山东 
529 数字 X 线摄像系统 HOLX0176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泰山医学院 山东 
530 CT 机 西门子 SOMATOM  DR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泰山医学院 山东 
531 核磁共振 LMW-400 型  0.15T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泰山医学院 山东 
532 全功能模拟病人 211-00050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泰山医学院 山东 
533 CT 机 CT/MAXⅡ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泰山医学院 山东 
534 通用诊断 X 光机 PM-155VC-7U41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泰山医学院 山东 
535 眼底荧光造影仪 cf-60ud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山东 
536 眼前节 OCT Visante OCT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山东 
537 激光眼科诊断仪 Spectralis HRA+OCT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山东 
538 玻璃体视网膜系统 400VS 医学诊断仪器/其他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山东 
539 彩色超声多普勒诊断仪 Acuson X300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山东省职业卫生与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山东 
540 职业健康体检车 QXQ5150XYL 医学诊断仪器/其他 山东省职业卫生与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山东 
541 职业健康体检车 东岳牌 ZTQ5120XYLA3 医学诊断仪器/其他 山东省职业卫生与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山东 
542 AtosI350 三维光学扫描测量系统 AtosI350 激光器/其他 山东生产力促进中心 山东 
543 二次倍频氩离子激光器 Fred300 激光器/激光器 山东省科学院激光研究所 山东 
544 高功率二次倍频氩离子激光器 Fred500 激光器/激光器 山东省科学院激光研究所 山东 
545 准分子激光器 BraggStar S-Industrial 激光器/激光器 山东省科学院激光研究所 山东 
546 泵浦激光系统 MODEL 3941-X1BB 激光器/激光器 潍坊学院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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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 准分子激光器 ComPex-pro 激光器/激光器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 
548 可调谐飞秒激光器 MaiTai 激光器/激光器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549 飞秒激光器 Ic-800-200 激光器/激光器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550 飞秒激光器系统 Tsunami3941-MB 710-980nm 激光器/激光器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551 锁模钛宝石激光器 Mira900-S    输出功率： 

  

激光器/激光器 德州学院 山东 
552 飞秒激光放大系统 legend elite f  脉冲能量

 

激光器/激光器 德州学院 山东 
553 准分子激光器 COMPEXPRO201 激光器/激光器 鲁东大学 山东 
554 多波长医用激光仪 spectra VRM2 激光器/激光器 山东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 山东 
555 上海百超激光切割机 slch-15X30 激光器/激光器 山东省农业机械科学研究所 山东 
556 德国通快激光切割机 TCL4030 激光器/激光器 山东省农业机械科学研究所 山东 
557 维纳斯激光治疗仪 D8G371544 激光器/激光器 潍坊医学院 山东 
558 飞秒激光眼科治疗仪 Supracor、intcore 激光器/激光器 山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 
559 探地雷达 SIR-3000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560 瞬变电磁测量仪 TEM47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561 常温重力仪 PROSPECTOR  200T 地球探测仪器/重力仪器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562 煤炭自燃早期预报与火源探测实验 自制 地球探测仪器/岩石矿物测试仪器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563 激光光速测定仪 SM-2M 特种检测仪器/光电检测仪器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564 发动机动态试验台 TLA24 特种检测仪器/其他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565 PCR 自动系列化分析仪 ABI7500 特种检测仪器/光电检测仪器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566 32 通道数字声发射检测仪 SAMOS32 特种检测仪器/声发射检测仪器 济南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所 山东 
567 工业内窥镜 XLC800PLSYSA 特种检测仪器/光电检测仪器 济南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所 山东 
568 超声探伤仪(相控阵) OMNISCAN MX UT 特种检测仪器/超声检测仪器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山东 
569 XL 数字化可测量型视频内窥镜 ROVVER400 特种检测仪器/其他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山东 
570 八通道超声成像系统 NB-2000MC 特种检测仪器/超声检测仪器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山东 
571 DiSP 系统 32 通道声发射仪 DISP32 特种检测仪器/声发射检测仪器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山东 
572 48 通道声发射仪 DISP-48 特种检测仪器/声发射检测仪器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山东 
573 管道爬行器 ROVVER5.0 400 特种检测仪器/其他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山东 
574 三坐标测量机 Gi06a17107 特种检测仪器/光电检测仪器 青岛农业大学 山东 
575 探地雷达系统 CBS-9003A 特种检测仪器/电磁检测仪器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 
576 多功能摩擦磨损测试仪 UMT-3 特种检测仪器/其他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 
577 发动机热试生产线辅助配套系统 HL-SGMWQD 特种检测仪器/其他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 
578 汽车性能综合检测线 珠海同力机械有限公司 特种检测仪器/其他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 
579 单体燃烧试验装置 FTT 锥形量热仪 特种检测仪器/其他 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山东 
580 便携式超声波探伤仪 TD-HS 特种检测仪器/超声检测仪器 山东省科学院激光研究所 山东 
581 便携式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系统 VIVIDI 12 导 特种检测仪器/超声检测仪器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山东 
582 超声导波检测系统 MSsR3030R 特种检测仪器/超声检测仪器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淄博分院 山东 
583 便携式超声相控阵及 TOFD 成像检

 

OMniScan 特种检测仪器/超声检测仪器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淄博分院 山东 
584 工业视频内窥镜 PLS500D-C2 特种检测仪器/光电检测仪器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淄博分院 山东 
585 声发射检测仪 Micro-Ⅱ 32 通道 特种检测仪器/声发射检测仪器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济宁分院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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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 气瓶检测线 成套设备 特种检测仪器/其他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聊城分院 山东 
587 声发射仪 32chs SAMOS System 特种检测仪器/声发射检测仪器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聊城分院 山东 
588 便携式直读光谱仪 ARC-MET800 特种检测仪器/其他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临沂分院 山东 
589 32 通道声发射检测分析仪 SAMOS 特种检测仪器/声发射检测仪器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威海分院 山东 
590 移动式金属分析光谱仪 SPECTROTEST 特种检测仪器/光电检测仪器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威海分院 山东 
591 衍射时差法超生检查仪 tofd 特种检测仪器/超声检测仪器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菏泽分院 山东 
592 环境扩散变坡水槽实验系统 自制 海洋仪器/海洋水文测量仪器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 
593 岸边试验平台（趸船） 非标 海洋仪器/其他 山东省科学院海洋仪器仪表研究所 山东 
594 流式细胞仪 CelllabQuanta Sc 海洋仪器/其他 山东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山东 
595 微波设备 哈里斯 海洋仪器/海洋遥感／遥测仪器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597 钴 60-辐照装置控制系统 GY-Z30 核仪器/核辐射探测仪器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研究所，国

 

山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