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51/701 

 

 

江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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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江西省的仪器的数量为 103 台（套），

占总量的 0. 5%。江西省大型科学仪器中，分析仪器 60 台（套），

医学诊断仪器 18 台（套），工艺实验设备 8台（套），计量仪器 6

台（套），物理性能测试仪器 4 台（套），地球探测仪器 3台（套），

电子测量仪器 1 台（套），特种检测仪器 1 台（套），海洋仪器 1

台（套），激光器 1 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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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ICP-MS ELAN90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江西省分析测试研究所 江西 
2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 ICP-MS  ELAN90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江西省分析测试研究所 江西 
3 液质联用仪 1200RRLC-6410B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江西省分析测试研究所 江西 
4 扫描型等离子体发射击光谱仪 JY  UItima2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江西省分析测试研究所 江西 
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CIarus   500   GC-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江西省分析测试研究所 江西 
6 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Optima 5300DV NO770493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资源环境研究所 江西 
7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400MHZ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8 研究级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TENSOR27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9 电喷雾飞行时间质谱仪 micrOTOFII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10 组合式多功能水平 X 射线衍射仪 UItima IV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11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VEGA 3SBU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12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T25-E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13 生物分子纯化系统 AKTAexPlorer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14 显微镜数码互动实验室 MOT2C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15 酒精膜脱水装置 Ethand Dehydration 分析仪器/其他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16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Nicolet 67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17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240FS+240Z)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18 扫描性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S4 PIONEER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19 多晶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20 拉曼光谱仪 LabRAM HR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21 动态机械分析仪 EN55011 (115V.60HZ) 分析仪器/其他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22 基因分型系统 open array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江西农业大学 江西 
23 自动化核酸提取及 PCR 建立工作站 Freedom EVO15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江西农业大学 江西 
24 DNA 测序仪 3130X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江西农业大学 江西 
25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Prodigy    XP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江西农业大学 江西 
26 多级串联线性轨道阱液质联用系统 UPLC-LTQ Obitrap XL-ETD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东华理工大学 江西 
27 多级串联线性离子阱液质联用系统 ltqedxl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东华理工大学 江西 
28 测序仪（基因分析仪） ABI310 型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东华理工大学 江西 
29 X 荧光光谱仪 帕纳科 AX203MA4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东华理工大学 江西 
30 ICP 光谱仪 ATOMSCAN-16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东华理工大学 江西 
31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KYKY-AMRAY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景德镇陶瓷学院 江西 
32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KYKY-AMRAY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景德镇陶瓷学院 江西 
33 能量色散 X 荧光光谱仪 Eagle Ⅲ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景德镇陶瓷学院 江西 
34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 2100 DV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景德镇陶瓷学院 江西 
35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Lambda85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景德镇陶瓷学院 江西 
36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2010(HR)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景德镇陶瓷学院 江西 
37 冷场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700F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景德镇陶瓷学院 江西 
38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Axios Advanced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景德镇陶瓷学院 江西 
39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景德镇陶瓷学院 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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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热膨胀仪 DIL 402C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景德镇陶瓷学院 江西 
41 立式数控加工中心 VM1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景德镇陶瓷学院 江西 
42 显微数码互动 Motic-BA2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43 付立叶近红外光谱分析仪 MPA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44 动物型血液分析仪 XT2000-IV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45 流式细胞仪 FC5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46 液质联用仪 Agilent 641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47 TSI-21 型热扫描成像系统 TSI-21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48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奥斯龙 3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49 液相色谱离子阱质谱联用仪 LCQ fleet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50 蛋白纯化仪 AKTA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51 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269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52 DSI 植入式生理信号遥测系统 DSI 植入式生理信号遥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53 肝脏纤维弹性检测仪 Fabro Scan 502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54 超高压液相色谱/四级杆-飞行时间

 

AGILENT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55 CD 圆二色光谱仪 Applied Photophysic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赣南师范学院 江西 
56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SMART APEX II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赣南师范学院 江西 
57 立式发酵罐组 FUS-10L-50L(A)-200L(A)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赣南师范学院 江西 
58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5973N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赣南师范学院 江西 
59 全谱直读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Prodigy xp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赣南师范学院 江西 
60 X 射线多晶衍射仪 D8 Advanc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赣南师范学院 江西 
61 综合通信实验系统 Optix 155/622     C C08 MA51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62 多功能压片机 TDR 8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63 溶出仪（自动） FRL80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64 中药动态汞提醇沉生产线（1500L） 1500L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65 灌注装置 5-1001-65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66 冷冻干燥器 VNITOP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67 胶囊机 *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68 二次供水系统 无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69 多功能幕墙门窗检测仪 WYD 多功能幕墙门窗检测仪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江西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江西 
70 便携式高钝锗 R 谱仪 GMSNOP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东华理工大学 江西 
71 激光粒度仪 MS2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72 超速冷冻离心机 RC-5B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73 粗糙度轮廓仪 FTSS S3C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东华计量测试研究院 江西 
74 双频激光干涉仪 ML10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东华计量测试研究院 江西 
75 一米测长机 LABCP1000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东华计量测试研究院 江西 
76 便携式三相标准电能表 RD33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江西省计量测试研究院 江西 
77 欧曼超重运输车（检衡车） BJ5319VNCJF-1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江西省计量测试研究院 江西 
78 万能测长机 LABC-p500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江西省计量测试研究院 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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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矢量网络分析仪 E83628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赣南师范学院 江西 
80 眼动仪 iviewxhi-speed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81 脑电测量系统 ESI-128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82 肺功能仪 123 医学诊断仪器/其他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83 遥控胃肠机 1250 型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84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DMZNSION RXL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85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仪 MIC ROSCAN W/A-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86 血球计数器 全自动五分类血球仪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87 全身双向骨密度测定 外星人 LEXXDS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88 螺旋 CT XPRESS/GX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89 腹腔镜 三晶片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90 诊断 X 光机 GE 数字胃肠 X 机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91 X 光机 FLAT-III+活检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92 临床技能训练实验室 整体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93 肺功能自动诊断仪 *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94 超声波断层检查装置 ATL3000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95 CT 机 球管 CXB-400B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96 X 光机 TH500MA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97 高级综合模拟人 ecs-100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98 准分子激光器 EXCISTAR M-100 激光器/激光器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99 剖面仪(连续电导率) EH-4 地球探测仪器/地球物理测井仪器 东华理工大学 江西 
100 重力仪 CG-5 地球探测仪器/重力仪器 东华理工大学 江西 
101 V8 多功能电法仪 V8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东华理工大学 江西 
102 温度感觉分析仪 TSA-II 特种检测仪器/其他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103 多波束测深系统 SeaBat8101 海洋仪器/海洋水文测量仪器 江西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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