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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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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国地震局的仪器的数量为 59 台（套），

占总量的 0. 3%。中国地震局大型科学仪器中，地球探测仪器 29

台（套），物理性能测试仪器 11 台（套），分析仪器 10 台（套），

工艺实验设备 2 台（套），大气探测仪器 2 台（套），电子测量仪

器 2 台（套），核仪器 1 台（套），激光器 1台（套），计量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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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磁共振特斯拉计 EMX-6/1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北京 
2 红外光谱仪 VERTEX 70V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北京 
3 释光测量仪 Risoe TL/OSL-DA-2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北京 
4 红外热像仪 ImageIR 880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北京 
5 射线谱仪器 GEM70P4-95 分析仪器/其他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北京 
6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701F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北京 
7 偏光显微镜 Axioplan2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北京 
8 释光测量仪 Risoe TL/OSL-DA-2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北京 
9 电子自旋共振信号测量谱仪 EMX-6\1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北京 
10 质谱仪 GV54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北京 
11 真空镀膜机 258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 湖北 
12 超声加工中心 ULTRSON 2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 湖北 
13 自动材料试验机 MTS 81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14 动三轴测试系统 FRM-1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15 压力试验机 YAW-2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16 振动台 CDZ-5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17 声发射仪 PAC-PCI-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18 振动台 CDS-15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19 汽车（钻机） 钻机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20 数字化环境试验仓 TP58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大地测量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 湖北 
21 精密振动台 GSK-166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 湖北 
22 八通道电液伺服土木工程结构试验系统 8 通道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 黑龙江 
23 大型振动台系统 5 米*5 米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 黑龙江 
24 ZYGO 干涉仪 Verifire XP/D 4″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 湖北 
25 电阻率测量系统 GMS07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26 宽带数据基站 MCWILL400 电子测量仪器/其他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27 激光器 UP213/F 激光器/激光器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北京 
28 可控震源 KZ-20(Nissan) 地球探测仪器/地震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29 遥测地震采集系统 SUMMIT 地球探测仪器/地球物理测井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30 地震仪 Strata Visor(NZ) 地球探测仪器/地震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31 重力仪 PET 地球探测仪器/重力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32 电法仪 RESECS 地球探测仪器/电法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33 气枪 L5000 地球探测仪器/地震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34 电磁观测系统 GMS-06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35 重力仪 PET 地球探测仪器/重力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36 磁化率仪 MFK1-FA 地球探测仪器/岩石矿物测试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37 电磁法仪 ADU-07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38 电磁法仪 ADU-07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39 电法仪 RESECS II 地球探测仪器/电法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中国地震局/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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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测井仪 GEOLOGGER-3 地球探测仪器/地球物理测井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41 可控震源 DZY-1 地球探测仪器/地震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42 磁力仪 Model 2900 AGM 地球探测仪器/磁法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43 地震仪 Summit II 地球探测仪器/地震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44 相对重力仪 GS15 地球探测仪器/重力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 湖北 
45 Burries 重力仪 Burries 地球探测仪器/重力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 湖北 
46 Burries 重力仪 Burries 地球探测仪器/重力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 湖北 
47 Burries 重力仪 Burries 地球探测仪器/重力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 湖北 
48 CG-5 型重力仪 (CG-5 No.204) CG-5 地球探测仪器/重力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 湖北 
49 CG-5 型重力仪 (CG-5 No.232) CG-5 地球探测仪器/重力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 湖北 
50 CG-5 型重力仪 (CG-5 No.221) CG-5 地球探测仪器/重力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 湖北 
51 CG-5 型重力仪 (CG-5 No.216) CG-5 地球探测仪器/重力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 湖北 
52 CG-5 型重力仪 (CG-5 No.217) CG-5 地球探测仪器/重力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 湖北 
53 CG-5 型重力仪 (CG-5 No.231) CG-5 地球探测仪器/重力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 湖北 
54 CG-5 型重力仪 (CG-5 No.230) CG-5 地球探测仪器/重力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 湖北 
55 CG-5 型重力仪 (CG-5 No.207) CG-5 地球探测仪器/重力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 湖北 
56 光释光测量仪 2200 地球探测仪器/地球物理测井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北京 
57 低本底液闪仪 Quantu lus-1220 核仪器/核辐射探测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北京 
58 便携式热红外分光辐射光谱仪 102F 大气探测仪器/被动大气遥感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 北京 
59 单颗粒光释光测量仪 Daybresk2000 大气探测仪器/特殊大气探测仪器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