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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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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卫生部的仪器的数量为 125 台（套），

占总量的 0. 6%。卫生部大型科学仪器中，分析仪器 110台（套），

医学诊断仪器 7 台（套），工艺实验设备 4 台（套），物理性能测

试仪器 2 台（套），核仪器 1台（套），特种检测仪器 1 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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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125 台（套） 

223/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顺磁共振仪 JES-TE2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 北京 
2 数字化染色体自动分析图像系统 AxitoLam2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 北京 
3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 北京 
4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ADVIA 212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 北京 
5 乳腺摄影 X 射线机剂量校准系统 lsovilt3003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 北京 
6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X series 2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北京 
7 电喷雾电离/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傅立叶

 

9.4 T Apex Ultra FTICR 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8 生物传感器 biacore3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9 分选型流式细胞仪 Aria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10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2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11 离子阱质谱仪 DECAX---300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12 超速离心机 XL-9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13 流式细胞仪 EPICS XL 4CL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14 多功能激光扫描成像系统 TYPHOON 941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15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101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16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000F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17 蛋白质 N 末端测序仪 PPSQ-31A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18 激光扫描成像仪 Storm 82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19 激光扫描显微镜 FV1000MPF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20 超薄切片机 EMUC7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21 石英晶体微天平 Q-sense  E4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22 高性能串联飞行时间质谱蛋白质分析系统 ultraflextrem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23 UltraVIEW VOX 活细胞高速激光共聚焦实时

 

UltraVIEW VOX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24 超速离心机 MX15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25 液相色谱仪 2DL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26 实验动物监测系统 CLAMS-8 分析仪器/其他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27 Sequenom MassARRAY 核酸分析仪 Sequenom MassARRAY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28 流式细胞仪 FACSARIAII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29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Lambda95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30 纳升超效液相色谱仪 Acquity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31 二维纳升级 2D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32 飞行时间质谱 56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33 增强型二维线性离子阱质谱仪 LTQ XL Ion Trap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34 傅立叶变换高分辨率质谱仪 Orbitrap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35 凝胶渗透色谱仪 Viscotek 27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36 活细胞工作站 ix91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37 多功能酶标仪 Synergy 4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38 自由流电泳系统 FFE SYSTEM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39 高效液相色谱仪（LTQ 前置) Agilent 12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卫生部/125 台（套） 

224/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40 活细胞工作站 IX81-LCS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41 基因芯片系统 Affymetrix GeneChip System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42 全自动微生物/细胞培养两用罐 ez-control 15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 云南 
43 液质联用仪 AgilentXCT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44 冷喷雾质谱仪 JMS-T100C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45 液相色谱/质谱/质谱联用仪 QSTAR Elit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46 液相色谱/质谱/质谱联用仪 QTRAP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47 串联质谱仪 AutoSpec Ultima-Tof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48 付立叶变换离子回旋共振质谱仪 LTQ FT     7.0T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49 超速冷冻离心机 L-100X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50 快速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7900HT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51 傅里叶交换红外光谱仪(显微红外) 主机 Nicolet 5700 显微镜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52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 QTRAP55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53 高效液相色谱仪-单极杆质谱联用仪 2695/SQD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54 荧光差示双向凝胶电泳系统 Typhoon FLA 95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55 高分辨电喷雾四级杆飞行时间质谱仪 microOTOFTM ＱII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56 串联四级杆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410B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57 液相色谱仪-串联四级杆-线性离子阱质谱仪 QTRAP 55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58 高分辨整体小动物成像系统 VEVO77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59 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III-4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60 大功率高分辨单晶 X 射线衍射仪 SATURN944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61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TBA-40F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62 基质辅助激光解吸附飞行时间质谱仪 4800 plu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63 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VNS-6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6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7890A/5975C GC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65 高效液相色谱仪 1200 RRL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66 流式细胞分析仪 EPICS X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67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2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68 生物分子相互作用分析仪 T2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69 圆二色谱仪 J-815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70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二极管阵列检测器-质谱

 

6130LC-M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71 高速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72 热重分析仪 TGA/DSC1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73 细胞动力学监测系统 ANALYZER 1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74 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III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75 粉末衍射仪 2550PC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76 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III-5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77 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DD2-5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78 高分辨磁质谱 DFS 磁式 MS 型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北京 



卫生部/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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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透射电子显微镜系统 JEM-1400 型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北京 
80 激光共聚焦活细胞成像系统 UIraVIEWVOX/Nikon 型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北京 
81 600 兆核磁共振 AVANCE Ⅲ 600MHz 型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北京 
82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BI3200Q/AGILENT1200 型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北京 
83 落地式超速冷冻离心机 OPTIMAL-80XP 型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北京 
84 热分析仪 DSC Q200；TGA Q5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北京 
85 扫描电镜 JSM-6510LV 型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北京 
86 超高通量基因组测序仪 GS FLX+ 分析仪器/其他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北京 
87 流式细胞仪 FACS Aria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北京 
88 小动物核磁共振成像系统 MRI 7.0T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北京 
89 核酸纯化仪 Roche  LV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北京 
90 超速冷冻离心机 Optima L-80X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北京 
91 实时荧光 PCR 仪 Light Cycle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北京 
92 活体化学发光和荧光成像系统 P8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北京 
93 流式细胞分析仪 FACSCanto TM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北京 
94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7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北京 
95 病理切片显微扫描系统 Scan Scope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北京 
96 冷冻大组织切片机 CM3600XP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北京 
97 超速离心机 L7-80 Ultracentrifuge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北京 
98 小动物分子影像分析仪-PET/CT 系统 Inveon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北京 
99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706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北京 
100 活体动物体内成像 IVIS Imaging System 2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北京 
101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71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北京 
102 离子阱型液质联用仪 LTQ XL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北京 
103 免疫组化图像分析系统 CELL-R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北京 
104 组合式高分辨质谱 LTQ Orbitrap XL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北京 
105 荧光差异蛋白分析 Ettan DIGE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北京 
106 生物分子相互作用仪 T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北京 
107 双光源单晶衍射仪 1 台 Gemini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北京 
108 傅里叶红外光谱仪 spectrum frontier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北京 
109 AKTA 蛋白纯化系统 QuixStand basic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北京 
110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 OMNILOG PLUS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北京 
111 微反应器系统 TBP5010T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112 药物合成与结晶工艺开发仪/实时在线颗粒

 

EasyMax 102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113 模拟移动床色谱 BayCC10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114 重型平推式切片机 SM2500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北京 
115 微量混合流变仪 minilabII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116 多标记微孔板检测仪 EnVision 2104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117 串联质普新生儿筛查系统 QAB 1834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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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小动物 SPECT-CT NS-4004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119 实时遥感传送血流测量仪 PG1B 医学诊断仪器/其他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120 移动式 C 型臂 X 射线机 HHMC-160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北京 
121 高分辨率小动物专用超声影像系统 Vevo770TM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北京 
122 血细胞分离机 COBESpectra 6.1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北京 
123 大组织立体断层扫描分析仪 TCS LSI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北京 
124 液闪发光计数仪 microbeta 特种检测仪器/射线检测仪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125 全身计数器 2275 核仪器/核辐射探测仪器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 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