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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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吉林省的仪器的数量为 132 台（套），

占总量的 0. 6%。吉林省大型科学仪器中，分析仪器 61 台（套），

医学诊断仪器 22 台（套），计量仪器 20 台（套），工艺实验设备

17 台（套），其他仪器 5 台（套），物理性能测试仪器 5 台（套），

电子测量仪器 2 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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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132 台（套） 

449/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24OFSAA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吉林人参研究院 吉林 
2 核酸自动化分析系统 LCGX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吉林省养蜂科学研究所 吉林 
3 X 射线双晶衍射仪 D/MAX-240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 
4 小型数字波面干涉仪 GPIHS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 
5 电化学 C-V 仪 PN4300 分析仪器/电化学仪器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 
6 扫描电子显微镜 S-42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 
7 多光子显微镜 TCS-SP2 MP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 
8 光荧光谱仪 PL9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 
9 红外热成像仪 TH9100WV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 
10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101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 
11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2000DX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 
12 能谱电子散射衍射仪 AP0LLO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 
13 同步超高温热分析系统 Setsys Evo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 
14 全自动程序升温化学吸附仪 AUTO CHENⅡ292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 
15 台式光电直读光谱直读仪 PDA-7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 
16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JSM-5500LV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 
17 材料表面微纳米力学测试系统 UNMT-1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 
18 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Ⅲ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 
19 X 射线衍射仪 D/max 2500 vpc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 
20 X 射线衍射仪-7000 D/MAX2200VPC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 
21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光谱仪 *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 
2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N/5973I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 
23 高分辨液质联用仪 Agilent RRLC/652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24 多肽蛋白质多维分析系统 *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25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6300 XCT TRAP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26 超高效液相色谱 waters-acquity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27 二维线形离子阱液质联用系统 LTQ-XL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28 液质连用仪 AgilentLC/MSD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29 轨道阱高分辨质谱联用仪 Q-Exactir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30 液质联用仪 Quattro Premier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31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68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32 气相色谱/质谱连用仪 Agilent6890N/597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33 高分离度液相色谱仪 12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34 离子色谱 万通 881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长春工程学院 吉林 
35 气质联机 安捷伦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吉林建筑大学 吉林 
36 液相色谱仪 Agilent11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长春师范大学 吉林 
37 雅培全自动标记免疫发光分析仪 AXSYMPLUS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吉林体育学院 吉林 
38 便携式肺功能遥测系统 matemax mb 分析仪器/其他 吉林体育学院 吉林 
39 智能化力量诊断与训练系统 ArielACES 分析仪器/其他 吉林体育学院 吉林 



吉林省/132 台（套） 

450/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40 威图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selectra-E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吉林体育学院 吉林 
41 发射光谱仪 PDA-7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42 微生物自动鉴定仪 1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43 高频等离子体质谱仪 75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44 液相色谱仪质谱仪 1100-1964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45 气相色谱质谱仪 6890-5973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46 毛细管电泳仪 MDQ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47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 641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48 离子色谱仪 732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49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6800F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50 辛烷值机 CFR-ZV 分析仪器/其他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51 高效液相色谱-串联四极杆质谱联用仪 G1290-6460A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52 气相色谱仪-串联四极杆质谱联用仪 7890A-7000B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53 凝胶色谱-气相色谱质谱仪 GPC-GC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54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7700X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55 原子荧光形态分析仪 SA-2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56 连续光源火焰吸收光谱仪 CONTRAA7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57 液相色谱-四极杆串联轨道阱高分辨质谱

 

Q Exacuive system 30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58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75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59 凝胶净化系统 Preplinc accuprep MP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60 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61 原子发射光谱仪 2000DV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62 平行封焊机 SM8500HF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 
63 振动台 DC-6000-6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 
64 光学镀膜机 INTEGRIYT-36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 
65 模拟化生产加工模拟系统 MPS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 
66 半导体激光器芯片贴片机 A6V.H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 
67 连续本体聚合挥脱装置 TDY-75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 
68 陶瓷阴极与多弧复合离子镀膜机 FHA-7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 
69 柔性制造系统 EMS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 
70 等离子喷涂成套设备 371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 
71 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仪 SFE-2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 
72 转矩流变仪 AR2000EX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 
73 等离子放电烧结系统 SPS-625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 
74 数控车床 SL-5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吉林 
75 立式加工中心 VNC-1300HD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吉林 
76 机器人创意组合套装 UMT-2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吉林 
77 多功能摩擦磨损试验机 UMT-2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吉林 
78 柔性系统 *DSA1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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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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7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吉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吉林 
80 磁控溅射沉积系统 JGP-560B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长春大学 吉林 
81 原子力显微镜 美国安捷伦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长春大学 吉林 
82 水冷式采暖散热器检定装置 CSCK-Ⅱ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83 太阳能电池光谱响应测试系统 QtestStation1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吉林 
84 小区播种机 无 其他仪器/其他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吉林 
85 配电自动化系统 无 其他仪器/其他 长春工程学院 吉林 
86 集中控制台 WEJK-II 其他仪器/其他 长春工程学院 吉林 
87 综合性闸门实验平台 KD6005/KD5007 其他仪器/其他 长春工程学院 吉林 
88 法国便携式人体扫描仪 korux2.0 其他仪器/其他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吉林 
89 低速风洞 EDE1-5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长春气象仪器研究所 吉林 
90 叠加式力标准机 BDW-10MN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吉林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吉林 
91 振动校准系统 500 、2719、4160、4939、4180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吉林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吉林 
92 音速喷嘴法气体流量标准装置 (50-300)mm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吉林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吉林 
93 三坐标测量机 PMM-C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吉林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吉林 
94 水流量标准装置 (25-400)mm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吉林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吉林 
95 电动振动试验系统 ES-30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吉林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吉林 
96 数字多用表检定装置 5720A 等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吉林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吉林 
97 热能表检定装置 RJZ-Ⅳ 计量仪器/热学计量仪器 吉林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吉林 
98 测长仪 PLM600-2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吉林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吉林 
99 原子力显微镜 SPA400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 
100 霍尔测试仪 HL5500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 
101 三坐标测量系统 WENIELLH108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 
102 磁控溅射镀膜机 DISCOERY-18 计量仪器/声学计量仪器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 
103 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6890N/5973i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吉林师范大学 吉林 
104 X 射线衍射仪 D/MAX-2500/PC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吉林师范大学 吉林 
105 穆斯堡尔谱仪 MA-250/MR-351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吉林师范大学 吉林 
106 电感耦合等离子光谱仪 Optima 2100DV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吉林师范大学 吉林 
107 紫外显微拉曼-荧光光谱仪系统 INVIA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吉林师范大学 吉林 
108 扫描电子显微镜（系统） KYKY-2800B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吉林建筑大学 吉林 
109 非球面铣磨床 ASM100-CNC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 
110 金刚石液压机 6*1400KN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吉林师范大学 吉林 
111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 UF-100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112 准分子激光系统 蔡司 MEL80 医学诊断仪器/其他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113 数字化摄影 AXIOM VX PLUS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114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GEV730、GEVV7、GELOGIC5、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115 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 ECL-2010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116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日立 7600-010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117 数字胃肠机 PS800+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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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核磁共振 MAGNETOM Symphony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119 电子肠镜 olympus-260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120 全数字多普勒超声诊断系统 APOGEE3800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121 体外碎石机 SD9600-FB 医学诊断仪器/其他 吉林医药学院 吉林 
122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装置 OEC-9800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吉林医药学院 吉林 
123 MR MR0.2T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吉林医药学院 吉林 
124 移动 X 光机 MobilettPlus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吉林医药学院 吉林 
125 X 射线数字摄影系统 *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吉林医药学院 吉林 
126 螺旋 CT Emotion6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吉林医药学院 吉林 
127 遥控胃肠 新东方 2008B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吉林医药学院 吉林 
128 人工心肺机 HL-20 型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吉林医药学院 吉林 
129 X 线机 HF50-E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吉林医药学院 吉林 
130 三维彩电超声诊断仪 LIVE800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吉林医药学院 吉林 
131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SelectraXL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吉林医药学院 吉林 
132 人及动物气体代谢分析系统 MOXUS 医学诊断仪器/其他 吉林体育学院 吉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