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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仪器 
 
 
 
 
 
 
 
 
 

    原值 200 万以上的对外提供共享服务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总

量为 3196 台（套），其中其他仪器的数量为 147 台（套），占总量

的 4. 6%。其他仪器中，其他 147 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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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单位名称 产地 所在地 

1 对转涡轮试验台 自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 北京 
2 冲击转子压器机试验台 自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 北京 
3 火化机综合模拟试验台 MBH-4 型 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 中国 北京 
4 移动式火化设备 YD 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 中国 北京 
5 航海搜救模拟器拼接设备 松下 FD570 大连海事大学 中国 辽宁 
6 轮机模拟器 ERS MC90-IV 大连海事大学 挪威 辽宁 
7 育鲲轮 6106GRT 大连海事大学 中国 辽宁 
8 3D 立体影视制作系统 IQSID 北京大学 英国 北京 
9 城轨列车模型系统设计集成与开发 定制 北京交通大学 中国 北京 
10 瞬态加载装置（轻气炮） 155MM 湖南大学 中国 湖南 
11 机械教学演示系统 一套 清华大学 英国 北京 
12 可调式假底船池底 自行设计 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 上海 
13 自动化立体仓库实验系统 无 武汉理工大学 中国 湖北 
14 VTS 模拟器 Navi-Harbour 3.92 武汉理工大学 英国 湖北 
15 轮机综合实习机舱 自制 武汉理工大学 中国 湖北 
16 分子束外外延系统 USM-1400SA 西安交通大学 日本 陕西 
17 极低温试验装置 自制 浙江大学 中国 浙江 
18 光学传递函数分析仪 套 AB 浙江大学 中国 浙江 
19 CAVE 系统 R2-2S 浙江大学 美国 浙江 
20 大型地基与边坡工程实验系统 * 浙江大学 中国 浙江 
21 拟动力结构试验系统 MTS 浙江大学 美国 浙江 
22 人体反射场特性高速获取系统 自制 浙江大学 中国 浙江 
23 红外体缺陷分析仪 SIRM-200 浙江大学 匈牙利 浙江 
24 空间结构大型节点试验全方位加载系统 * 浙江大学 中国 浙江 
25 给水管网模拟系统 2UPC-09080003 浙江大学 中国 浙江 
26 剩余油形成机理装置 自制组装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中国 山东 
27 高纯特种气体供应系统 GT2 中山大学 美国 广东 
28 直流污秽成套装置 ±600KV 重庆大学 中国 重庆 
29 预报会商系统 HCS-4100MC/05 国家海洋局南海预报中心、广东省海洋预报台 中国 广东 
30 空调通风综合实验台 自制 青岛理工大学 中国 山东 
31 冲击试验变压器 ISJ27000-3 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中国 山东 
32 变压器 YLSZ-8000 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中国 山东 
33 静电加速器 4MV 郑州大学 美国 河南 
34 小动物体内成像系统 Caliper 湖北医药学院 美国 湖北 
35 曙光高性能集群 曙光 TC4000 系统 湘潭大学 中国 湖南 
36 大气环境检测车 / 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法国 湖南 
37 超高分辨率小动物超声实时影像系 Vevo 2100 广州医科大学 加拿大 广东 
38 液压伺服多向不规则波造波系统 YA-56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中国 广东 
39 五轴快速加工中心 GS-XK2911 广州生产力促进中心 中国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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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果汁饮料实验生产线 2X2003 广州市果树科学研究所 中国 广东 
41 全基因组扫描系统 iscan 广西医科大学 美国 广西 
42 环道机 单位自研 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 重庆 
43 道路多功能检测系统 Digital Profilograph 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 丹麦 重庆 
44 桥梁检测作业车 徐工牌 XZJ5311JQ18 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 重庆 
45 底盘测功机 4100 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美国 重庆 
46 试验假人 HybridIII 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美国 重庆 
47 排放分析系统 MEXA-7200HLE 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日本 重庆 
48 十米法半电波暗室 SAC-10 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日本 重庆 
49 EMC 底盘测功机及转台系统 —— 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奥地利 重庆 
50 底盘测功机 7351 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美国 重庆 
51 底盘测功机 150kW 4WD 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英国 重庆 
52 底盘测功机 150kW 48" 4WD 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奥地利 重庆 
53 底盘测功机 RPL508/11S3M2APM30 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奥地利 重庆 
54 儿童假人及标定系统 P0,P3/4，P1.5，P3，P6 等 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美国 重庆 
55 底盘测功机 4100 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美国 重庆 
56 底盘测功机 4100 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美国 重庆 
57 行人保护试验系统 612971/12B11 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法国 重庆 
58 四重不可逆镁炉卷轧机 Ф300×800/Ф650×780mm 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 中国 重庆 
59 瓦斯煤尘爆炸试验巷道 S7.2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院 中国 重庆 
60 通风防尘火灾试验巷道 主巷道长 350m，断面 10.1m2,总长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院 中国 重庆 
61 全自动膜片钳仪 8-Nanion 泸州医学院 德国 四川 
62 地理信息系统 GeoMedia 昆明理工大学 美国 云南 
63 驾驶模拟系统 KPTS-01 型 昆明理工大学 中国 云南 
64 四开四色印刷机 MOF-L48*65cm 云南省印刷技术研究所 德国 云南 
65 超高压食品处理机 S-IL-100-350-0.9-W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英国 北京 
66 卧式低周往复试验装置 WDS-11000 北京建筑大学 中国 北京 
67 直燃机 BZ200V1LC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本级 中国 北京 
68 功能测试系统（09-建设北京集成电路测试中心） Pinpoint-II/S500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本级 中国 北京 
69 气氛检测仪（10 追加-高可靠性元器件） IVA-110S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本级 中国 北京 
70 电子加速器（07-辐射消毒） AB-0.5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本级 中国 北京 
71 洗笼机（07-药理实验室） Basil9500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本级 中国 北京 
72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1200/6410 北京市纺织纤维检验所 美国 北京 
73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河北农业大学 日本 河北 
74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1400 河北农业大学 日本 河北 
75 抛光机 Acpsitec E460E 河北工业大学 法国 天津 
76 岩土实验模型槽 自建 石家庄铁道大学 中国 河北 
77 回直流风洞 回/直流 石家庄铁道大学 中国 河北 
78 2400kV/70J 和 680kV/50J 冲击试验平台 HG-SGS 沈阳工业大学 中国 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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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暗室及电磁兼容试验设备 Frankonia/Teseq 沈阳工业大学 德国 辽宁 
80 风力发电测试平台 组装 沈阳工业大学 中国 辽宁 
81 1000kV/1A 和 300kV/0.5A 工频试验平台 HYDL-1000/30 沈阳工业大学 中国 辽宁 
82 1200kV/100mA 和 300kV/50mA 直流试验平台 HNZF 沈阳工业大学 中国 辽宁 
83 六通道土木建筑结构电液伺服实验系统 六通道 沈阳建筑大学 美国 辽宁 
84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00 哈尔滨理工大学 日本 黑龙江 
85 焊接机械手 rti330 黑龙江科技学院 奥地利 黑龙江 
86 飞行时间质谱仪 MS 上海中医药大学 美国 上海 
87 三重四极杆质谱联用仪 ABS 5500 上海中医药大学 新加坡 上海 
88 透射电子显微镜 Tacnal 12 上海中医药大学 荷兰 上海 
89 定距桨船舶轮机模拟器 SMSC-2007 上海海事大学 中国 上海 
90 北斗二代实验系统 定制开发 上海海事大学 中国 上海 
91 VTS 船舶交通服务系统 VTMIS5060 上海海事大学 挪威 上海 
92 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模型 * 上海海事大学 中国 上海 
93 民用基础飞行训练模拟器 无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中国 上海 
94 自动化微型工厂系统 AMS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加拿大 上海 
95 热力模拟试验机 * 上海电机学院 美国 上海 
96 半电波暗室 SAC-10MAC 上海机动车检测中心 德国 上海 
97 摩托车噪声转鼓试验台 1060/DC60 上海机动车检测中心 德国 上海 
98 整车试验环境模拟系统 WK399''''''''''''''''/15-60/Ro 上海机动车检测中心 德国 上海 
99 三座标测量仪 UMSS550S 上海大学 中国 上海 
100 高频高压电子加速器 GJ-2-II 上海大学 中国 上海 
101 环境监测船 沪环保 1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 中国 上海 
102 短路电流能力耐受试验平台 SC-25kA 上海市防雷中心 中国 上海 
103 SSGA-180 冲击电流发生器 SSGA 200-180 上海市防雷中心 瑞士 上海 
104 数控冲孔机 40-6 型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 上海 
105 蛋白质组分析平台 DIGE System 上海市检测中心 瑞典 上海 
106 拟动力土木工程结构实验系统 25T、50T、100T 南京工业大学 美国 江苏 
107 动态空心圆柱扭剪仪 5HZHCA 南京工业大学 英国 江苏 
108 高通量基因测序平台 HiSeq 1000 Illumina 南京体育学院 美国 江苏 
109 结构试验系统 MTS 江苏科技大学 美国 江苏 
110 流体机械多功能试验台 DN25~1000mm 江苏大学 中国 江苏 
111 光学动作捕捉系统 VICON MX20+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英国 江苏 
112 船舶操纵模拟器 Polaris 4000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挪威 江苏 
113 大型船舶操纵模拟器 NTPRD4000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英国 江苏 
114 轮机模拟器 2H-4000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 江苏 
115 电器智能实验教学系统 XK-2001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 江苏 
116 超微茶粉设备 BKL600 无锡市茶叶品种研究所 中国 江苏 
117 数控铣床加工中心 MAHO-MH600C 浙江科技学院 德国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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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FMS 柔性制造系统设备 8819438.14 集美大学 中国 福建 
119 双系统共焦显微镜 LEICA TCS SP5 福州大学 德国 福建 
120 电子自旋共振波谱仪 A300 福州大学 德国 福建 
121 转矩流变仪 HAAKE Polylab 福建师范大学 德国 福建 
122 全自动道路综合检测车 RTM 云南省公路科学技术研究院 中国 云南 
123 桥梁检测车 X2J5250JQJ16 云南省公路科学技术研究院 美国 云南 
124 大型真空镀膜设备 ZDL-2051 兰州交通大学 中国 甘肃 
125 大型真空镀膜设备 ZDJ-V2200 兰州交通大学 中国 甘肃 
126 动三轴压缩试验机 -10HZ/20KN 兰州交通大学 英国 甘肃 
127 无人机低空摄影测量系统 快眼Ⅱ、快眼Ⅲ型 宁夏回族自治区遥感测绘勘查院 中国 宁夏 
128 吸入暴露系统 INHALATION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德国 北京 
129 凝汽式汽轮机 N1.5-2.35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中国 北京 
130 10KV 高压开关柜 KYN28A-12（39 台）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中国 安徽 
131 静止型动态无功补偿装置 0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中国 安徽 
132 信者能电感线圈 七号非标准 600V/3000A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中国 安徽 
133 大电感负载（干式空心平波电抗器） PKDGSKL-1.35-27.5-5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中国 安徽 
134 直流隔离开关 非标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中国 安徽 
135 富勒烯宏量控制系统 研制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中国 北京 
136 CSRe 配套实验装置 非标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中国 甘肃 
137 兰州放射性束流线 非标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中国 甘肃 
138 320kV 高电荷态离子综合研究平台 自行研制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中国 甘肃 
139 CSR 外靶终端 非标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中国 甘肃 
140 空间天气预报模式研发与演示系统 深腾 1800 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 / 国家空间

 

中国 北京 
141 动物行为全自动记录系统 动物行为全自动记录系统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美国 云南 
142 直联式超燃实验装置 研制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中国 北京 
143 空天等离子体实验平台 研制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中国 北京 
144 多参数物性测量系统 PPMS-16T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美国 北京 
145 物理性能测量系统 PPMS-9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美国 北京 
146 光学镀膜机 ML-EB900 曲阜师范大学 韩国 山东 
147 膏体充填设备 SKDGT-1 山东科技大学 中国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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