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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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安徽省的仪器的数量为 192 台（套），

占总量的 0. 9%。安徽省大型科学仪器中，分析仪器 114台（套），

计量仪器 20 台（套），工艺实验设备 15 台（套），物理性能测试

仪器 14 台（套），医学诊断仪器 13 台（套），其他仪器 9 台（套），

电子测量仪器 3 台（套），激光器 2 台（套），地球探测仪器 1 台

（套），核仪器 1 台（套）。 



 

536/701 



安徽省/192 台（套） 

537/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全数字化核磁共振谱仪 *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安徽大学 安徽 
2 冷场发射式扫描电镜 s-48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安徽大学 安徽 
3 气相-质谱联用仪 SATUKN22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安徽大学 安徽 
4 原子力显微镜 Multimode8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安徽大学 安徽 
5 凝胶渗透色谱仪 BI-MwA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安徽大学 安徽 
6 超薄冷冻切片机 UC7FC7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安徽大学 安徽 
7 单晶衍射仪 SMART APEY II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安徽大学 安徽 
8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安徽大学 安徽 
9 网络分析仪 E5071C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安徽大学 安徽 
10 数字图像处理 Pericolor 2001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安徽大学 安徽 
11 电感耦合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安徽大学 安徽 
12 X 射线衍射仪 MXP18AHF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安徽大学 安徽 
13 无线测试系统 *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安徽大学 安徽 
14 傅立叶红外谱仪 附清单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安徽大学 安徽 
15 网络分析仪 8722ET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安徽大学 安徽 
16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100SX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安徽大学 安徽 
17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安徽大学 安徽 
18 全谱直读 ICP 发射光谱仪 Leeman Prodigy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安徽 
19 紧凑型激光光散射仪 ALV/CGS-8F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安徽师范大学 安徽 
20 液相色谱三重四级杆串联质谱仪 1290+646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 
21 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 UPLC-xevo TQ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 
22 超临界萃取系统 SFEX10L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 
23 激光动态光散射仪 B1-200SM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 
24 液质联用 Time of Flight 621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 
25 原子吸收光谱仪 ZEEnit700P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 
26 气相色谱仪 2010plu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 
27 高效液相色谱仪（HPLC） 600E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 
28 流式细胞仪 FC5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29 质谱陈列基因分析系统 *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30 液质联用色谱仪 LCMS 1200+641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31 全自动膜片钳系统 NPC-1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32 SNP/SQA 系统 PYROMARK TM ID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33 流式细胞分析系统 COULTER EPICS X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34 激光共聚焦扫描式显微镜 LEICA.SP5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35 遗传分析系统 CEQ88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36 超高速液相色谱 1260-6224 型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37 活细胞工作站 Leica AF6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38 显微操纵仪 IX81+NK2+EPPENDORFF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39 流式细胞仪 FC500 型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安徽省/192 台（套） 

538/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40 薄层色谱扫描仪 CAMAG TLC SCANNER3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41 质谱陈列基因分析系统 Sequenom Massarray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42 基因测序仪 4300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43 生物芯片分析系统 SCANNER3000 7G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44 显微镜激光切割系统 CELLCUT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45 基因测序系统 NAMODROP2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46 基因测序仪 3730X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47 氨基酸分析仪 A3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48 基因组分析仪 Beadarray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49 全数字化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III 4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安徽工业大学 安徽 
50 透射电镜 H-8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安徽工业大学 安徽 
51 扫描电镜 JSM-35C（含波谱仪 1 台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安徽工业大学 安徽 
52 质谱仪 LCMS-202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安徽工业大学 安徽 
53 高效液相色谱仪 LC-20A LC-6AD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安徽工业大学 安徽 
54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000N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安徽理工大学 安徽 
55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淮北师范大学 安徽 
56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610LV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淮北师范大学 安徽 
57 气-质联用仪 Agilent  7890A 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淮北师范大学 安徽 
58 稳态瞬态荧光光谱仪 FLS92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淮北师范大学 安徽 
59 超高液相色谱仪 Waters Uplc Hclas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安徽中医学院 安徽 
60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Finnigan LCQ AD？？MAX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安徽中医学院 安徽 
61 流式细胞仪 Cytomics TM FC 5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安徽中医学院 安徽 
62 基因序列分析仪 ABI 31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皖南医学院 安徽 
6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QP201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皖南医学院 安徽 
64 元素分析仪 VarioELIII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安庆师范学院 安徽 
65 X 射线粉末衍射仪 XRD-600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安庆师范学院 安徽 
66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4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安庆师范学院 安徽 
67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14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安庆师范学院 安徽 
68 单晶衍射仪 SMART APEX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安庆师范学院 安徽 
69 毛细管电泳仪 P/ACE MDQ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安庆师范学院 安徽 
70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130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安徽科技学院 安徽 
71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LSM71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安徽科技学院 安徽 
72 扫描电子显微镜 EVO-18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安徽科技学院 安徽 
73 气象色谱质谱联用仪 5975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安徽科技学院 安徽 
74 原子吸收光谱仪 ZEEnit 700P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安徽科技学院 安徽 
75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黄山学院 安徽 
76 气质联用仪 GC-MS 5975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黄山学院 安徽 
77 液质联用仪 646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黄山学院 安徽 
78 电输运测试系统 ET-9000 分析仪器/电化学仪器 宿州学院 安徽 



安徽省/192 台（套） 

539/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79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21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池州学院 安徽 
80 X 射线衍射仪 D8 FOCUS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 
81 拉力试验机 3365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 
82 高效毛细管电泳仪 P/ACE MDQ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 
83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 48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 
84 直读光谱仪 Lab75/8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 
85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药敏分析系统 VITEK 32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 
86 恒温恒湿实验室 *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 
87 蒸渗仪系统 ****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安徽省（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水利科

 

安徽 
88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Xseries2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安徽省地质实验研究所 安徽 
8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DSQ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安徽省地质实验研究所 安徽 
90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PrimusⅡ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安徽省地质实验研究所 安徽 
91 全自动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ZSX-100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安徽省地质实验研究所 安徽 
92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X-SERIES2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安徽省地质实验研究所 安徽 
93 电子探针 EPMA-172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安徽省地质实验研究所 安徽 
94 全谱直读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

 

ICAP63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安徽省地质实验研究所 安徽 
95 全谱直读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

 

IRIS Advantage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安徽省地质实验研究所 安徽 
96 大容量棉花综合测试仪 HVI1000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安徽省纤维检验局 安徽 
97 大容量棉花综合测试仪 HVI1000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安徽省纤维检验局 安徽 
98 气质联用仪 Agilent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安徽省纤维检验局 安徽 
99 大容量棉花综合测试仪 HVI1000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安徽省纤维检验局 安徽 
100 大容量棉花综合测试仪 HVI900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安徽省纤维检验局 安徽 
101 电感耦合等离子光谱仪 Optima2100DW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安徽省电子产品监督检验所 安徽 
102 能量色散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EAGLE-Ⅲμ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安徽 
103 DXR 显微拉曼光谱仪 DXR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安徽 
104 扫描电子显微镜 ASM-SX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安徽省机械科学研究所 安徽 
105 汉邦制备色谱系统 np7000serialspump/nuserialuv/vr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 
106 AKTApurifier100（UPC-F920） AKTA purifier100-UPC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 
107 气相色谱仪 7890A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安徽省药物研究所 安徽 
108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SolidSpec-3700（DUV）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安徽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安徽 
10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7890 / 5975C -GC/MSD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 安徽 
110 电子探针 JCXA-733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 安徽 
111 波长色散型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ZSXpimusII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 安徽 
112 3130 遗传分析仪 ABI 313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安徽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 安徽 
113 WAVE 核苷酸分析系统 1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安徽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 安徽 
114 310 遗传分析仪 ABI31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安徽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 安徽 
115 化工及石油设备 Pu 设备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安徽大学 安徽 
116 发酵系统 GMBIO-3000 工艺实验设备/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 
117 波浪生物反应器系统 WAVE20/50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 



安徽省/192 台（套） 

540/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18 液压钻机 全液压顶锤式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 安徽 
119 潜孔钻机 CM351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 安徽 
120 空气压缩机 XRHS836cdh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 安徽 
121 数控车床 DL20MH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 
122 大型操纵模拟器 SMU-VI-CJ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 
123 立式加工中心 VMC1000C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 
124 数控加工中心 850d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 
125 数控铣床 xd40a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 
126 数控铣床 xd40a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 
127 数控铣床 xd40a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 
128 数控加工中心 850d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 
129 数控铣床 xd40a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 
130 脉冲激光溅射沉积系统 PLD-45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安徽大学 安徽 
131 光波导参数测试仪 *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安徽大学 安徽 
132 振动样品磁强计 BHV-55 型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安徽大学 安徽 
133 转矩流变仪 *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安徽大学 安徽 
134 岩石力学试验系统 RMT—150B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安徽理工大学 安徽 
135 数码显微镜 无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皖南医学院 安徽 
136 显微共焦拉曼光谱仪 invia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安庆师范学院 安徽 
137 激光快速成型机 HRPL-II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 
138 台阶仪 XP-1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 
139 快速成型机 HRP-IIIA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 
140 立式加工中心 TB-VM5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 
141 六自由度机械臂 RBT-6S03S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 
142 工业控制网成套设备 S7-400,300,200PLC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 
143 电液伺服压剪试验机 10000K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安徽省（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水利科

 

安徽 
144 摄像机 HDW-790P 其他仪器/其他 安徽大学 安徽 
145 MaGMa 软件 YTAD 其他仪器/其他 安徽大学 安徽 
146 多导微电极记录系统 MEA60-UP-System-standard 其他仪器/其他 皖南医学院 安徽 
147 模拟人 simman3G 其他仪器/其他 皖南医学院 安徽 
148 涡动相关测定系统 无 其他仪器/其他 安徽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安徽 
149 模块化柔性制造/自动化物流实验系

 

BS-FMS-MK001B 其他仪器/其他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 
150 数控加工中心 XH715D（F 其他仪器/其他 阜阳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 
151 小区联合收割机 Classic 其他仪器/其他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安徽 
152 自走式小区点播机 Monoseed TC 其他仪器/其他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安徽 
153 纤维测试仪 HFT9000 计量仪器/其他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安徽 
154 微热量量热仪 CALVET-80 计量仪器/热学计量仪器 安徽理工大学 安徽 
155 离子色谱仪 ICS-3000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 
156 气相色谱 GC-2010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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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2010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 
158 高效液相色谱仪 LC-20A prominence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 
159 热膨胀仪 DIL402C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 
160 激光粒度分析仪 Mastersizer 2000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 
161 元素分析仪 EA3000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 
162 近红外、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UV-3600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 
163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UV-2550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 
164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UV-2550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 
165 热膨胀仪 DIL402C 计量仪器/热学计量仪器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 
166 连续光谱固定光栅近红外分析仪 DA 7200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 
167 差热-热重同时分析仪 DTG-60H 计量仪器/声学计量仪器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 
168 三相标准电能表 K2006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安徽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安徽 
169 临界流喷嘴气体流量标准装置 ZBZL-300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安徽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安徽 
170 全自动叠加式力标准机 DL-6MN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安徽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安徽 
171 500mm 测长机 LABCP 500B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安徽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安徽 
172 水流量标准装置 LSY-300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安徽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安徽 
173 网络分析仪 N5230C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安徽大学 安徽 
174 B-H 交流磁特性分析仪 SY-8258 电子测量仪器/通讯测量仪器 安徽大学 安徽 
175 EMI/EMC 测试系统 3m 电波暗室等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安徽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安徽 
176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EM   XL-20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 
177 全数字化双平板摄片系统 DR7500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安徽中医学院 安徽 
178 64 排 128 层螺旋 CT DEFINITION AS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安徽中医学院 安徽 
179 通用型单板检测器数字减影血管造

 

Allura Xper FD20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安徽中医学院 安徽 
180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ACUSON S2000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安徽中医学院 安徽 
181 数字化脑电监护系统 Bio-logic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安徽省脑立体定向神经外科研究所 安徽 
182 脑功能视听觉刺激系统 SAMRTEC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安徽省脑立体定向神经外科研究所 安徽 
183 脑电参数监护系统 NTS-3000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安徽省脑立体定向神经外科研究所 安徽 
184 手术导航系统 ASA620 医学诊断仪器/其他 安徽省脑立体定向神经外科研究所 安徽 
185 ERP 电位分析系统 64ch BrainAmp DC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安徽省脑立体定向神经外科研究所 安徽 
186 24 小时动态脑电图仪 Oxford RM-95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安徽省脑立体定向神经外科研究所 安徽 
187 24 小时动态脑电图机 TRACKIT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安徽省脑立体定向神经外科研究所 安徽 
188 人工心肺机 20-484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安徽省心血管病研究所 安徽 
189 飞秒激光器 * 激光器/激光器 安徽大学 安徽 
190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激光器/激光器 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 
191 地质雷达仪 SIR-10B 地球探测仪器/地球物理测井仪器 安徽省（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水利科

 

安徽 
192 核磁共振波谱仪 JNM-MY60FT 核仪器/其他 淮北师范大学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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