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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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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浙江省的仪器的数量为 604 台（套），

占总量的 3. 0%。浙江省大型科学仪器中，分析仪器 372台（套），

工艺实验设备 70 台（套），其他仪器 57 台（套），物理性能测试

仪器 33 台（套），计量仪器 29台（套），电子测量仪器 13 台（套），

特种检测仪器 11 台（套），医学诊断仪器 9 台（套），激光器 7

台（套），海洋仪器 2 台（套），地球探测仪器 1 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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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604 台（套） 

519/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超高温热分析仪 DSC404F1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宁波大学 浙江 
2 透射电子显微镜 H-765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宁波大学 浙江 
3 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IRIS Intrepid II XSP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宁波大学 浙江 
4 核磁共振波谱仪 BYwker400NMR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宁波大学 浙江 
5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400N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宁波大学 浙江 
6 超高速液相色谱四极杆飞行时间串

 

Q-TOF Premier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宁波大学 浙江 
7 电子扫描探针显微镜 DI nano-scope III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宁波大学 浙江 
8 气质联用仪 岛津 QP-201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宁波大学 浙江 
9 二维凝胶处理系统 Biomachine 2DID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宁波大学 浙江 
10 全自动核酸提取系统 NucliSENS easyMAG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宁波大学 浙江 
11 液相色谱三重四极杆质谱联用仪 TSQQUANTUMACCES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宁波大学 浙江 
12 X 射线粉末衍射仪 Bruker D8 Focus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宁波大学 浙江 
13 X 射线衍射仪 R-AXIS RAPID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宁波大学 浙江 
14 X 射线衍射仪 Bruker P4 标准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宁波大学 浙江 
15 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Optima2100DV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宁波大学 浙江 
16 气质联用仪 6890N-5973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浙江 
17 模拟移动床色谱系统 csep9116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浙江 
18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8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浙江 
19 近红外光谱仪 Spectrometer MPA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万里学院 浙江 
20 气质联用仪 Trace DSQ Ⅱ MS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浙江万里学院 浙江 
21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1011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万里学院 浙江 
22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万里学院 浙江 
23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万里学院 浙江 
24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a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宁波大学 浙江 
25 表面形貌与成分分析测试系统 US-7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宁波大学 浙江 
26 细胞分析系统 XCELLigecne RTCA S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宁波大学 浙江 
27 超高压液相色谱仪 ACQVITY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28 串联质谱联用仪 G7004A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29 液质联用仪 UPLC-XEVO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30 气质联用仪 7890A-5973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31 超高压液相色谱仪 ACQVITY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32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仪 Quattro Micro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3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N/5973N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34 高效液相色谱仪 269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35 超高压液相色谱仪 ACQVITY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36 凝胶渗透浓缩仪 GPC Ultra 10836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37 原子吸收 ICE35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38 氨基酸分析仪 hitachi L-8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39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M6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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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气相色谱仪 6890N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41 高速冷冻离心机 CP100WX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42 蛋白分离纯化系统 GE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43 离子色谱仪 761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44 纯化系统 AUTO-P-2545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45 便携式光合仪 L1-6400R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46 流式细胞仪 FCA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47 大容量棉花测试仪 MF100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48 原子吸收光谱仪 contrAA7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49 调制荧光成像测定系统 IMAGING-PAM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50 荧光定量 PCR 仪 Roche-48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51 透射电子显微镜 H-765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52 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emt7890A-5975 MSD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53 原子吸收光谱分析仪 Ａ8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54 高光谱成像仪 HyPerspec VNIR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55 荧光差异电泳系统 2D-DIGE 软件+EDI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56 原子荧光形态分析仪 SA-10/AFS-923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57 土壤碳通量测量系统 LI-8150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58 微生物鉴定系统 GenIII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59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日立 L－8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60 毛细管电泳装置 P/ACE MDQ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宁波市医学科学研究所 浙江 
61 等离子仪 PE 2100DV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 浙江 
62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C-2000 Waters 269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 浙江 
63 原子吸收光谱仪

 

SpectrAA-Duo220FS/220Z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 浙江 
64 气相-质谱联用仪 DSQ GC/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 浙江 
65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Aminosys A2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 浙江 
66 冷冻台式离心机 OPTIMA TLX，GS-15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宁波市微循环与莨菪类药研究所 浙江 
67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2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宁波市微循环与莨菪类药研究所 浙江 
68 高效液相色谱仪 USD928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69 有机无机肥料造粒设备 ZQ650-40-17-2  ZQ600-40-2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70 质谱仪 Trace DSQ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71 液质联用仪 UPL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72 薄层扫描色谱仪 SCANNER3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省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浙江 
73 显微共焦激光拉曼光谱仪 LabRAM HR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74 多功能细胞毒性仪（流式细胞仪） BD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75 直接进样质谱仪 ITQ 11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76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ARL ADVANT’X  IntelliPower 420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77 高速动态分析仪 APX-RS 分析仪器/其他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78 组合式 X 射线衍射残余应力分析仪 iXRD Combo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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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核磁共振仪 Varian Mercury pLUS-4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80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Hitachi S-4700(II)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81 智能化液相色谱仪 269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82 四极杆质谱仪 Trace DSQ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83 扫描探针显微镜 SPA4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8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安捷伦 5975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85 在线反应红外光谱仪系统 MATRIX-MF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86 红外光谱仪 EQINOX55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87 X 射线能谱仪 NORAN VANTAGE ESI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88 傅里叶红外光谱仪 NEXUS 67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89 质谱仪 12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90 电感藕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IRIS Intripid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91 X 射线衍射仪 X''''''''''''''''''''''''''''''''''''''''''''''''''''''''''''''''Per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92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8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93 串联四级杆-飞行时间质谱仪 micrOTOF QII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94 液相色谱仪 waters delta6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95 催化氢化智能型原位测试装置 尼高力 57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96 菲尼根质谱仪 LCQ ADVANTAG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97 气相色谱质谱仪 CP3800-Saturn 20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98 X 射线衍射仪 Thermo SCINTAG X” TRA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9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5915-789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100 X 射线粉末衍射仪 PW 3040/6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 
101 单晶 X-射线衍射仪 Smart APex II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 
102 超能检验器 X Celertor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 
103 加压毛细管电色谱系统 TriSep-21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 
104 同步热分析仪 STA449C/3/G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 
105 矢量网络分析仪 67GHz 升级 E8363BU 分析仪器/其他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106 超高速离心机 BTPX205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107 X 射线衍射仪 8ETC808B0618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108 植入式多通道脑电信号采集分析系 无 分析仪器/其他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109 高效液相色谱（HPLC） (免税)11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10 蛋白快速纯化工作站 700E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11 液相质谱串联蛋白组工作站 Qtrap 20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12 二维液相色谱系统 1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13 离心机 (免税)L-80X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14 Bio-Dot 生物芯片点样仪 (免税)AD32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15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AV400MHz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16 激光拉曼光谱仪 Raman96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17 动态热机械分析仪 (免税)DMA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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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X 射线衍射仪 (免税)ARL XTRA 型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19 紫外分光光度计 (免税)Lambda 9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20 遗传分析仪 3100A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21 气质联用仪 CP3800GC&Saturn22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22 原子吸收光谱仪 (免税)Sollar M6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23 场发射扫描式电子显微镜（含三轴马

 

HITACHI S-4800(免税)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24 扫描电镜 (免税)JSM-5610LV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25 全自动液压式植物纤维模塑成型机 AE-2A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26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C1si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27 原子力显微镜 XE-100E(免税)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28 多角度激光光散射仪 18 角光散射仪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29 X 射线衍射仪 D8 discover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30 和频光谱测量系统 Nd:YAG 2.3-10μm(免税)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31 双头毛细管流变仪 （免税）RH7D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32 傅立叶红外光谱仪 (免税)Nicolet 57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33 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离子化 47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34 流式细胞仪 *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35 全数字动态红外分析系统 Research-N1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36 电子自旋共振波谱仪 A300-10/12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37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 UPLC(免税)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38 生物分子相互作用分析系统 *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39 流变仪 MCR301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40 透射电镜特殊成像系统 832 型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41 热防护性能测试仪 CSI-206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42 遗传分析仪 3130X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43 x 射线小角散射系统 xenocs-mp SAXS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44 质谱仪 LCQ-FLEET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45 热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vltra55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46 X 射线能量散射与电子背散射衍射 INCA250+channel5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47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21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48 滤料综合性能测试系统 * 分析仪器/其他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49 三维光栅扫描测量仪 ATOS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50 三级拉曼光谱仪 *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51 超高分辨率质谱仪 *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52 三维视频显微镜（免税） *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153 气质联用色谱 AgilentGC7890A＋MS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 
154 流动注射分析仪 QC85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 
155 原子吸收光谱仪 zeenit 7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 
156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N-59751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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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激光共聚焦 TCSSP2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 
158 超高温杀菌系统 pt-20ts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 
159 超高分辨飞行时间质谱系统 UHR.TOF maXi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60 制备型超速冷冻离心机 Optima TM L-100XP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61 双波长激光显微切割系统 Arctoros  XT 分析仪器/其他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62 透射电子显微镜 日立 H-765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63 药物溶出度仪 Waters 2695＋2489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64 液－质联用仪 Agilent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65 液质联用仪 4000QTRAP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66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AU640+ISE 644-04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67 高效液相色谱仪 U3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68 X 射线衍射仪 XRD-700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69 流式细胞仪 FACS Canto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70 蛋白质组学实验设备 Typhoon 94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71 飞行时间串联质谱仪 MALDI TOF/TOP 48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72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X Series II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73 高效凝胶过滤色谱－气相－质谱联

 

GPC-GCMS-201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74 控制气氛扫描探针显微镜 SPM-96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75 气质联用仪 岛津 GCMS-201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76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7600-020E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77 流式细胞仪 EPICS ALTRA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78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PSU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79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63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80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1290 Infinity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81 多维液相色谱系统 MS4-NC+AS3+MD1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82 活细胞工作站 IX81ZDC 系统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83 全能三维组织培养与测试平台 BD 511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84 高分辨质谱仪 Exactiv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85 高效自动化液相层析系统 UPLC+TUV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86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ACQUITY UPLC+PDA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87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 ACQUITY UPL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88 扫描电镜 日立 S-3000N E-101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89 血液分析仪 XT-2000i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90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Zeiss LSM51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91 超高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T Premier XE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嘉兴学院 浙江 
192 气质联用仪 安捷伦 7890-5975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93 超高效液相质谱联用仪 安捷伦 6520+6460+126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194 三维人体扫描系统 VITUS SMART LC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嘉兴学院 浙江 
19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嘉兴学院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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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紫外可见近红外光谱仪 Cary5000 175～3300nm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嘉兴学院 浙江 
197 核磁共振波谱仪 400-MR  400M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嘉兴学院 浙江 
198 场发射电子显微镜 S-48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嘉兴学院 浙江 
199 气质联用仪 5975c-7890A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科技学院 浙江 
200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710-E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嘉兴学院 浙江 
201 多功能细胞分析系统 Quanta SC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海洋学院 浙江 
20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 
203 气体法甲醛测试箱 FAPE60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 
204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7000DV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 
205 气象色谱质谱 GCMS-QP201PLU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 
206 动态热分析仪 Q80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 
207 等温滴定微量热仪 VP-ITC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浙江外国语学院（原浙江教育学院） 浙江 
208 扫描电子显微镜 Quanta2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警察学院 浙江 
209 三维视频显微镜 HIROX-KH3000VD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警察学院 浙江 
210 电动比对显微镜 莱卡 FSC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警察学院 浙江 
211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U-151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212 氨基酸分析仪-离子色谱仪 ICS3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213 气质联用仪 Agilent 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214 红外显微镜 Thermo IN1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215 流式细胞仪 EPICS X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浙江 
216 飞行时间质谱仪 6224 TOF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省中药研究所有限公司 浙江 
217 原子吸收光谱仪 PE/AA8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省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 
218 离子色谱仪 戴安 ICS-5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省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 
219 便携式成像光谱仪 MSI+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 
220 全自动高效制备液相色谱仪 安捷伦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省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 
221 气质联用仪 789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省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 
22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6890PLUS/MSD5973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丝绸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 
223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8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丝绸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 
224 直读光谱仪 QSG75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省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 
225 氧氮氢分析仪 ONH836 分析仪器/其他 浙江省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 
226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省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 
227 傅立叶红外光谱仪 6700+continuum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省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 
228 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IGMA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省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 
229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浙江省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 
230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P 7000DV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省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 
231 直读光谱仪 SPECTROMAXx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省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 
232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725-E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省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 
233 色质谱联仪 VOGAGER GC/MS/DS FINMGAN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省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 
234 核磁共振波谱仪 VARIAN INOVA 400 兆/三通道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浙江省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 



浙江省/604 台（套） 

525/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235 液质联用仪 LCQ Advantage LC-MSn System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省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 
236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浙江 
237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24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浙江 
238 液相色谱仪 PROSTAR23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浙江 
239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Acquity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浙江 
240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质谱联用仪 Alliance2695-Premier X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浙江 
241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仪 AA-24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浙江 
242 氨基酸自动分析仪 L-8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浙江 
243 正/倒置显微镜及显微操作系统 Nikon Ti&NT-88-V3&Nikon 80i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浙江 
244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浙江 
245 全自动凝胶色谱净化与定量浓缩仪 GPC ULTRA 5ml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浙江 
246 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浙江 
247 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 浙江 
248 锥形量热仪 FTT200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249 气相色谱与质谱连用 Agilent5975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250 多重表达遗传分析系统 GX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251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400N 型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25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SATURN20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浙江 
253 元素分析仪 vario MACRO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 浙江 
254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240FS/GFA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 浙江 
255 流式细胞仪 BD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 浙江 
256 离子阱多极质谱仪 220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 浙江 
25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5790A-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浙江 
258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 Quattro Premier X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省质量检测科学研究院 浙江 
259 质谱仪 Agilemt 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省柑桔研究所 浙江 
260 质谱仪 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设计研究院 浙江 
261 微生物鉴定系统 ELX808 分析仪器/其他 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设计研究院 浙江 
262 自动生化分析仪 liasys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263 气质联用仪 cp3800-4000 Gc/MS/M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264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265 微生物处理系统 DW-4 分析仪器/其他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266 气相色谱仪 6890N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267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7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268 基因表达遗传分析系统 GEXP 分析仪器/其他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269 细菌鉴定仪 v2compact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270 生理遥测系统 EMKApack 分析仪器/其他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271 生化分析仪 7100+ID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272 倒置显微镜 DM6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273 液相色谱/三级四极杆串联质谱联用

 

API3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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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五分类血液分析仪 ADVIA 212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275 全自动细胞分析仪 TOX IVOS 分析仪器/其他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276 精虫动力分析仪 TOX IVOS 分析仪器/其他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277 单级质谱检测器 612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278 蛋白纯化系统 ？KTApurifier 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设计研究院 浙江 
279 流式细胞仪 SDF-123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280 流式细胞仪 S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281 气相色谱仪 6890N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282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M6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283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4c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284 蛋白纯化仪 F1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285 液质联用仪 TSQ Quantum Acces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286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M6 型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浙江 
287 高效液相色谱仪 Aglent 1100 系列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浙江 
288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 API 4000Q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浙江 
289 液相色谱-串联色谱仪 API-30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浙江 
290 超高效液相色谱 AcQuity UPL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浙江 
291 毛细管电泳仪 7100B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浙江 
292 高效液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仪 1290LC-654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浙江 
293 气-质联用仪 Aglent 6890/5973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浙江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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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295 液质联用仪 API40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296 串联质谱仪 1200L GC/MS/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297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ABI75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298 色质联用仪 agilent 5973N/6890N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299 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Vista ICP-AE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300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20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301 液质联用仪 API 4000QTRAP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302 气质联用仪 QUTRRO MICRO G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303 气相/质谱联用仪(技) Agilent5975iGC/MS system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304 高效液相色谱仪 Acquity UPL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305 液相色谱仪 Agilent RRLC 1200SL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306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307 凝胶净化+全自动浓缩 GPC VARIO+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308 凝胶净化+全自动浓缩 GPC VARIO+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309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7500cx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310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SQ-30001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311 稳定同位素比质谱仪 DELTA V Advantag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312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 720-E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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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QP2010Ultra/SE 分析仪器/其他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314 液相色谱-串联四级杆质谱联用仪 Agilent 6490LC/MS/MS SYSTE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315 全自动汞形态分析仪 Merx-M 分析仪器/其他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316 水分/脂肪含量测试系统 SMART Trac II 分析仪器/其他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317 痕量基因读数系统 QX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318 荧光定量 PCR 仪 Viia 7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319 液相色谱-串联四级杆质谱联用仪 Quattro Premier XE Instrument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320 高效液相色谱仪 UPL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321 离子色谱仪 ICS-3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322 液相色谱仪 12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323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SQ-20003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324 等离子质谱仪 ICP-MS82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325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20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326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 720-E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32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328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329 荧光定量 PCR 仪 Viia7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330 全自动病原微生物快速检测系统 Vidas 3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331 全自动生化细菌鉴定系统 VITEK2-compact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332 超高效液相-串联质谱联用仪 UPLC/QUETRO PREMIER X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333 全自动基因分析系统 ABI 35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334 荧光倒置显微镜 IX8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335 核酸全自动纯化仪 MagMAXTM Express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336 光合作用测量系统 LI6400XT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337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 vitek32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338 液相色谱仪 e269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339 液相色谱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X Series 2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340 超高速冷冻离心机 himac CP70ME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341 叶绿素荧光成像仪 LRLB0236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342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240Z&240FS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343 全自动在线浓缩-净化-定量浓缩联用

 

ULTRA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344 流式细胞仪 Quanta SC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 
345 惰性气体系统 MB-200 分析仪器/其他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346 原子力显微镜 NANOSCOPE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347 拉曼光谱仪 SENTERRA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348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系统 Agilent597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349 核磁共振仪 Avance 4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350 基质辅助激光电离飞行时间质谱仪 microflex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351 电喷雾-四级杆-飞行时间质谱仪 microQII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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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荧光显微镜成像系统 Axio Observer A1+ SteREO Lumar V.12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353 制备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 2498&254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354 单晶衍射仪 APEX II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355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日立 H-765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356 火焰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仪 M6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357 液体闪烁/荧光亮度分析仪 MicroBeta2 （PE）LumiJET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358 倒置荧光显微镜 Ti-E（尼康）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359 气相色谱仪+电子捕获检测器 Aglient 789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360 元素分析仪 VARIO EI 222 分析仪器/其他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361 圆二色谱仪 MOS-450/AF-CD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362 离子色谱仪 ICS-21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363 气质联用仪 TRACE DSQ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364 液质联用仪 LCQ ADVANGAG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365 X 射线衍射仪 MAX2550V/PC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366 色谱仪 LC-9101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367 激光聚焦显微镜 LSM71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368 野外便携式光谱仪 FieldSpec 3 Hi-Re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369 扫描电镜 S3000N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370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系统 LSM71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371 导热仪及附件 LFA457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372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35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浙江树人大学 浙江 
373 服装吊挂流水线 日本 Smart MRT 工艺实验设备/纺织工艺实验设备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374 立式加工中心 MCV-1020D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375 在线细胞发酵系统 Bioprofile300 工艺实验设备/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376 电解制氟装置 自制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省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 
377 贴片机 KE2060M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省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 
378 贴片机 KE2070M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省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 
379 卷膜设备 定制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杭州水处理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

 

浙江 
380 ZM 型复合膜机 ZM120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杭州水处理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

 

浙江 
381 催化剂评价装置 无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省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 
382 机电一体化培训系统 BS-FMS-005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 
383 TIPS 法制 PVDF 中空纤维膜成套设备 自制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省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 
384 数控加工中心 MC6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385 数控加工中心 BAZ322/40/K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 
386 加工中心 VCenter-7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 
387 立式加工中心 MXR-560VB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科技学院 浙江 
388 数控精密电成型加工机 阿奇夏米尔    FO 23 UP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浙江科技学院 浙江 
389 数控精密慢速线切割机 阿奇夏米尔 CUT 20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浙江科技学院 浙江 
390 超临界工艺系统 SFE2S1-50-48C/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科技学院 浙江 



浙江省/604 台（套） 

529/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391 超精密车磨加工设备 250 Ultragrind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科技学院 浙江 
392 加工中心 GSVM1270A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嘉兴学院 浙江 
393 快速成型机 FDM360mc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嘉兴学院 浙江 
394 电脑横机 E7.2 工艺实验设备/纺织工艺实验设备 嘉兴学院 浙江 
395 电脑横机 E3.5.2 工艺实验设备/纺织工艺实验设备 嘉兴学院 浙江 
396 焊接机器人工作站 YAⅡ-B4-5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嘉兴学院 浙江 
397 立式加工中心 VCENTER-7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嘉兴学院 浙江 
398 纺织机械试验仪器 HDF-100SM 工艺实验设备/纺织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399 无油润滑拉幅定型机 ASMA503(3)-200 型 工艺实验设备/纺织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400 提花机 (免税)LX 3201 工艺实验设备/纺织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401 多尼尔剑杆织机 PTV4/J-280 工艺实验设备/纺织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402 联结式电子提花机 LX3200X2 工艺实验设备/纺织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403 涂层覆膜试验机 LTE-S 工艺实验设备/纺织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404 立式加工中心 (免税)FV8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405 针刺热轧复合实验线 * 工艺实验设备/纺织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406 精密数控平面磨床 K-P36T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407 光固化快速成型机 HRPL-II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408 多尼尔剑杆织机 (免税)PTV4/S28-150 工艺实验设备/纺织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409 立式加工中心 VB-715A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410 成形内衣针织机 （免税） 工艺实验设备/纺织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411 半连续聚酯合成反应釜 *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412 高精密数控线切割加工机床 FI240SLP(免税)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413 ∮15 熔融纺丝机 (免税)CO-EXTRded 工艺实验设备/纺织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414 高速铣削中心 HS664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415 精密数控电火花加工机床 AM30LX/LC1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416 激光快速成型机 HRPS-ⅡA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417 自动化仪表实验装置与系统 无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418 光刻机 DCCD/M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419 全自动抛光解薄系统 NBAM-2AL:NanoSurface-GH250PC/BD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 
420 机器人系统 IRB 2400-16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421 CNC 卧式车削中心 VTURN-26/110CN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422 500L 发酵罐 500L 工艺实验设备/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423 立式加工中心 DMC-63V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424 轻合金挤铸成形系统 63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425 人工智能可控气氛管式炉 GSL14-1T2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426 激光雕刻机 Trotec Speedy5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中国美术学院 浙江 
427 三维成型机 FDM VANTAGE SE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中国美术学院 浙江 
428 全自动微型制麦机 JOE WHITE MALTINGS 工艺实验设备/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429 火灾试验炉 4*1.5*3.5m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宁波大学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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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立式加工中心 HTM-850G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431 机械加工中心（数控铣床） 立式/DMC63V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432 机械加工中心 CNC-158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433 湿阻热阻测试仪 Model STM511-2 工艺实验设备/纺织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434 自动裁床 2.5CM 工艺实验设备/纺织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435 数码导带喷射印花机 DBP-2200 工艺实验设备/纺织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436 全自动数码提花织机 6144 针 工艺实验设备/纺织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437 测色配色仪 SF600PCUS 工艺实验设备/纺织工艺实验设备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438 立式加工中心 HTM-63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439 立式加工中心 HTM-850G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440 贴片机 JUKI KE-2060M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441 贴片机 JUKI KE-2020M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442 慢走丝线切割机床 三光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443 交流磁性自动测量仪 SY-8218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444 高低温双立柱试验机 instron5966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445 直流磁性测试装置 SK11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446 转矩流变仪 HAAKZ polylab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447 机械结构振动噪声测试分析系统 SC305-UTP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448 高级拓展流变仪 MCR30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449 混凝土温度-应力试验机 HYPY-HYTSTM-I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450 拟静力伺服液压加载系统 竖向 100T、水平 6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451 声学测量分析系统 pulse-xi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452 粒子成像测速仪 17HK USD1293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453 金属材料万能试验机 EHF-ED250KN-40L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454 全自动微孔物理化学吸附仪 Micromeritics ASAP 2020M+C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455 化学物理吸附仪 ASAP2010，Autochem 291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456 综合物性测量系统 PPMS-9T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457 综合流量实验研究装置 无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458 动态力学分析仪 （免税）Q8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459 小动物活体可见光成像分析仪 IVIS KINEXC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460 电动振动试验系统 *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461 大型固体直剪仪 DJLY618-2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462 纺织机械振动噪声测试系统 MI-7016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463 微机控制电液伺服疲劳试验机 PWS-1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嘉兴学院 浙江 
464 机器人装置 robotino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465 流变仪 无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浙江省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 
466 步入式恒温恒湿试验室 EBR-4HA2G2A-38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467 冲放电试验仪 HSTS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468 焓差试验台 N\A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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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 动态性能测试仪 ESC1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470 材料试验机 LS-1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471 高光谱吸收/衰减/散射系数测量仪 HydroScat-6p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472 动态力学分析仪 DMA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473 长柱试验机 WAW-J5000F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树人大学 浙江 
474 水平力加载系统 JAW-1000/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树人大学 浙江 
475 涡电流测功机 2WB15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476 数码互动教室系统 MOTIC 其他仪器/其他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477 水下现场营养盐剖面仪 APNA 其他仪器/其他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478 全自动物理化学吸附分析仪 autosorb-1 其他仪器/其他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479 数字回声探测仪 DX-T 其他仪器/其他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480 电脑横机 日本岛精：SIG-122 型 其他仪器/其他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481 流变仪 AR2000 其他仪器/其他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482 全自动工作站 freedom EVO150 其他仪器/其他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483 液质联用仪 Prominerne+LCMS-2010EV 其他仪器/其他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484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浙江 
485 进口独立通风笼盒 123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486 生活污水处理回用装置 KORBI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设计研究院 浙江 
487 进口独立通风笼盒 123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488 细胞生物反应器 CELLIGEN 310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489 进口独立通风笼盒 123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490 清江科研基地供热系统 QJJD-GR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 浙江 
491 永兴科研基地水处理系统 YXJD-GD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 浙江 
492 清江科研基地水处理系统 QJJD-GS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 浙江 
493 动式吸入染毒系统 HOPE-MIED8050E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494 动物反应监控系统 组配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495 全自动物理化学吸附仪 ASAP2020C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设计研究院 浙江 
496 洞头科研基地供水系统 DTJD-GS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 浙江 
497 永兴科研基地供电系统 YXJD-GD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 浙江 
498 浙海研 1 号工作艇 4.2M 型宽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浙江 
499 大学城云平台 北京禾田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500 足部扫描仪 CANFIT-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501 单张纸彩色数 imagePR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502 综合模拟人 ECS-100 其他仪器/其他 嘉兴学院 浙江 
503 数控铣床加工中心 MAHO-MH600C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科技学院 浙江 
504 模型实验台 MST-600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科技学院 浙江 
505 可控硅调速实验装置 Siemens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科技学院 浙江 
506 数控车床加工中心 MAHO GR350C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科技学院 浙江 
507 大电机机组(1) Siemens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科技学院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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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 卧式加工中心 JIHMC50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科技学院 浙江 
509 极轨卫星接收系统 ENGYUNcast-DVBS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海洋学院 浙江 
510 轮机模拟器 wms2004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海洋学院 浙江 
511 微振样品强磁计 VSM7407 主机（含计算 其他仪器/其他 中国计量学院 浙江 
512 非球面轮廓测量仪 PGI1240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科技学院 浙江 
513 出汗暖体假人 （免税）water sw300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514 高加速应力测试系统 *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515 VICON 运动捕捉系统 MX-F40/400 万像素，8 个摄像头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516 机电一体化基础实验系统 GXY2020 VP4-XLE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517 纳米超微操纵仪 MM3A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518 智能信息采集与处理实验系统 H100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519 粒子图像测速仪 激光器 YAG120-NWL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520 三维成型分析系统 ZTJD6-10810HK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521 电磁兼容测试设备 GTEM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522 PASCO 组合实验仪 Workshop 700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523 PULSE 多分析系统 3560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524 柔性三维激光扫描设备 3000i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525 Fast 织物风格仪 (免税)Fast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526 20kw 微网太阳能系统平台 WWFD2011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527 DOD 测试分析系统 1000,500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528 阿莱数字电影摄影机 Alexa  EV 基本套装 其他仪器/其他 中国美术学院 浙江 
529 建筑仿真实物模型 无 其他仪器/其他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530 等速训练系统 CON-TREX-MJ 其他仪器/其他 宁波大学 浙江 
531 超级计算机系统 曙光 TC4000L 天潮 其他仪器/其他 宁波大学 浙江 
532 BB 肥掺混成套设备--1 套 9LD12  9FK15  9ZG15606  

   

其他仪器/其他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 
533 小型落锤系统 CEAST 9350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宁波大学 浙江 
534 原子力显微镜 安捷伦 5500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宁波大学 浙江 
535 三座标测量仪 ELIPSE50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536 信号源分析仪 R&S—FSUP8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537 E8257D 信号源 E8257D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538 高性能示波器 DSO80404B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539 矢量信号源 E8267D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540 原子力显微镜 5500AFM/SPM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541 人体三维测量仪 2T4S 计量仪器/其他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542 在片负载牵引系统 CCMT-1808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543 矢量网络分析仪 ZVM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544 矢量网络分析仪 E8363B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545 微波探针台 SUMMIT11101B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546 阻抗材料分析仪 4291B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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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 矢量信号分析仪 89650S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548 动态力学分析仪 35670A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549 负载牵引系统 CCMT-708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550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460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551 电压敏感染料膜电位光学标测系统 8ETC80881125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552 矢量网络分析仪 ZVB4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553 流动 3D 光学测量仪 ATOS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554 网络分析仪 8719ES 50M-13.5G 计量仪器/热学计量仪器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555 广角激光散射系统 BI-200SM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556 成像椭圆偏振仪 *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557 静态生物力学测试系统 5569 型（50KN）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558 三坐标测量机 CIOTA131010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559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LSM710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560 电机测试系统 CPB25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561 光生物安全测试系统 UV-VIS-NIR(200-3000nm) 计量仪器/光学计量仪器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562 大扭矩电机测试系统 ACD-50KW 电子测量仪器/其他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 
563 音视频分析仪 VM700T 电子测量仪器/通讯测量仪器 浙江省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 
564 矢量分析仪 HP89441A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浙江省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 
565 流变仪 AR-G2 AR-G2 电子测量仪器/其他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566 负载牵引系统 无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567 动态力学分析仪 Q800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568 组织工程支架低温沉积制造系统 TissueForm-II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569 全功能度抗扰度测试设备 NSG435&3040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570 细胞三维受控组装系统 cell assebly 2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571 75GHz 频谱分析仪升级 E4440AU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572 三维激光扫描系统 station2 电子测量仪器/其他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573 高精度模拟电源 RS90-3Pi-400-LF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574 塞贝克系数和电阻测式 ZEM-2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宁波工程学院 浙江 
575 洁净系统 无 医学诊断仪器/其他 宁波大学 浙江 
576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FPRO 医学诊断仪器/其他 宁波大学 浙江 
577 DNA 片段分析系统 WAV-99-2100B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宁波市医学科学研究所 浙江 
578 脑电测量系统 GSN-200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579 多光谱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FX pro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580 小动物生理信号遥测系统 DEM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581 临床研究数据采集与管理系统 V2.0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582 广角眼底镜 OPTOS 全景 200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温州医科大学 浙江 
583 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 ADVIA2120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584 激光器 波长范围：200nm~800nm、 激光器/激光器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585 准分子激光器 8ETC808B1205 激光器/激光器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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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 飞秒激光器 Mira-900F 激光器/激光器 宁波大学 浙江 
587 laserline 激光器系统 LDF400-2000 激光器/激光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588 激光器及电源 Mantis+legend Elite USP-HE 激光器/激光器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 
589 光纤激光系统 FL0902FL 激光器/激光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590 激光器多功能加工系统 GFT-IVB 激光器/激光器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591 探地透视仪 ProEX 系列 地球探测仪器/其他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592 EMC 电磁干扰扫描测试仪 EMSCM 特种检测仪器/电磁检测仪器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593 建筑结构测试仪器 2*500kN/1*250k 特种检测仪器/其他 宁波大学 浙江 
594 超高温永磁测量仪 NIM-500C 特种检测仪器/电磁检测仪器 宁波大学 浙江 
595 管道爬行检测仪 Rovver400SYS 特种检测仪器/光电检测仪器 杭州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浙江 
596 便携式直读光谱仪 ARC-MET930 特种检测仪器/光电检测仪器 杭州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浙江 
597 工业内窥镜 LSPA210120CPSYS 特种检测仪器/光电检测仪器 杭州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浙江 
598 48 通道 SAMOS 声发射检测仪 48chsSAMOS 特种检测仪器/声发射检测仪器 杭州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浙江 
599 远场涡流检测仪 Ferroscope308 特种检测仪器/电磁检测仪器 杭州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浙江 
600 便携式相控阵超声成像检验系统 Omni-MX 特种检测仪器/超声检测仪器 杭州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浙江 
601 超声导波检测仪 MsSR3030R 特种检测仪器/超声检测仪器 杭州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浙江 
602 76 通道声发射检测仪 AMSY-6 特种检测仪器/声发射检测仪器 杭州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浙江 
603 荧光差异扫描系统 EDISYSTEN 海洋仪器/海洋遥感／遥测仪器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604 雷达操作模拟器 V-DRAGON3000 海洋仪器/其他 浙江海洋学院 浙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