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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诊断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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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医学诊断仪器的数量为 600 台（套），

占总量的 3. 0%。医学诊断仪器中，影像诊断仪器 256 台（套），

电子诊察仪器 166 台（套），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110 台（套），其

他 68 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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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产地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Ｘ射线实时成像系统 XR200 美国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2 小动物计算机断层扫描系统 Skyscan 1076 型 比利时 上海市肿瘤研究所 上海 
3 小动物辐射造影 SPECT 系统 U-SPECT/II 型 荷兰 上海市肿瘤研究所 上海 
4 小动物高分辨超声系统 VeVo-770D 加拿大 上海市肿瘤研究所 上海 
5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LB 983 NC320 德国 上海市肿瘤研究所 上海 
6 全自动细菌分析仪 Phoenix100 美国 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 上海 
7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 COULTER LH750 美国 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 上海 
8 生理信号遥测系统 SLXC 美国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上海 
9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1 美国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江苏 
10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 * 美国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 
11 小动物活体荧光成像系统 MASTRO 2 美国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 
12 激光多普勒及经皮氧分压监测系统 PeriFlux5001 瑞典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 
13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Lumina II 美国 南通大学 江苏 
14 蛋白组学成像系统 lyclone 美国 扬州大学 江苏 
15 多功能细胞定量分析系统 Cell Lab Quanta SC 美国 常州大学 江苏 
16 膜片钳放大器 HEKA EPC10-2 德国 苏州大学 江苏 
17 硬组织切片机 SM2500 德国 苏州大学 江苏 
18 超速流式细胞分选仪 MoFlo- XDP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19 着装舒适性生理测试仪 AMI-X3P 日本 苏州大学 江苏 
20 研究级倒置荧光显微镜 AXIOLMAGER ML 德国 苏州大学 江苏 
21 小动物活体断层扫描系统 SKYSCAN1176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22 流式细胞仪 FC500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23 256 导事件相关电位系统 ESI-256 美国 江苏师范大学 江苏 
24 X 线立体定向治疗系统 2100 C 中国 徐州医学院 江苏 
25 免疫检测系统 VRCTOI2 芬兰 徐州医学院 江苏 
26 智能化综合模拟人（模型） ECS-100 美国 徐州医学院 江苏 
27 菲利普彩色多普勒诊断仪 sunny380 中国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28 高级综合模拟人 ECS-100 美国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29 CAD/CAM 电脑辅助制作全瓷系统 cercon smart ceramics 德国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30 X 射线计算机断层扫描装置 BriLliance 6 美国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 江苏 
31 单光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扫描装置 SKylight 美国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 江苏 
32 实验动物用正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装置 Inveon Dedicate 美国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 江苏 
33 X 线诊断系统 RS-501 中国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 江苏 
34 超声扫描成像仪 ISONIC 2007 以色列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江苏 
35 脑电测量系统 GSN-200 荷兰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36 临床研究数据采集与管理系统 V2.0 中国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37 多光谱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FX pro 美国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38 小动物生理信号遥测系统 DEM 美国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39 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 ADVIA2120 美国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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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广角眼底镜 OPTOS 全景 200 英国 温州医科大学 浙江 
41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EM   XL-20 荷兰 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 
42 全数字化双平板摄片系统 DR7500 美国 安徽中医学院 安徽 
43 64 排 128 层螺旋 CT DEFINITION AS 德国 安徽中医学院 安徽 
44 通用型单板检测器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系统 Allura Xper FD20 荷兰 安徽中医学院 安徽 
45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ACUSON S2000 德国 安徽中医学院 安徽 
46 数字化脑电监护系统 Bio-logic 美国 安徽省脑立体定向神经外科研究所 安徽 
47 脑功能视听觉刺激系统 SAMRTEC 中国 安徽省脑立体定向神经外科研究所 安徽 
48 脑电参数监护系统 NTS-3000 中国 安徽省脑立体定向神经外科研究所 安徽 
49 手术导航系统 ASA620 中国 安徽省脑立体定向神经外科研究所 安徽 
50 ERP 电位分析系统 64ch BrainAmp DC 德国 安徽省脑立体定向神经外科研究所 安徽 
51 24 小时动态脑电图仪 Oxford RM-95 英国 安徽省脑立体定向神经外科研究所 安徽 
52 24 小时动态脑电图机 TRACKIT 英国 安徽省脑立体定向神经外科研究所 安徽 
53 人工心肺机 20-484 德国 安徽省心血管病研究所 安徽 
54 光子嫩肤仪 Queens 美国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55 运动心肺功能仪 * 德国 福建中医药大学 福建 
56 本体感觉评估和训练及运动控制系统 PK254P 中国 福建中医药大学 福建 
57 骨矿密度仪 QDR-4500W 美国 福建中医药大学 福建 
58 上肢多关节复合运动训练系统 MJS614P 中国 福建中医药大学 福建 
59 全自动流式细胞仪 FC-500 美国 福建省医学科学研究院 福建 
60 3130 全自动遗传分析仪 ABI 3130 美国 福建省医学科学研究院 福建 
61 眼动仪 iviewxhi-speed 德国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62 脑电测量系统 ESI-128 澳大利亚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63 肺功能仪 123 美国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64 遥控胃肠机 1250 型 日本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65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DMZNSION RXL 美国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66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仪 MIC ROSCAN W/A- 美国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67 血球计数器 全自动五分类血球仪 中国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68 全身双向骨密度测定 外星人 LEXXDS 中国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69 螺旋 CT XPRESS/GX 日本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70 腹腔镜 三晶片 美国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71 诊断 X 光机 GE 数字胃肠 X 机 美国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72 X 光机 FLAT-III+活检 美国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73 临床技能训练实验室 整体 美国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74 肺功能自动诊断仪 * 美国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75 超声波断层检查装置 ATL3000 美国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76 CT 机 球管 CXB-400B 美国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77 X 光机 TH500MA 中国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78 高级综合模拟人 ecs-100 美国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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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碎石机 SD9600-D 型 中国 德州学院 山东 
80 DNA 测序仪 310 美国 山东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 山东 
81 彩色实时三维 B 超 爱星 德国 山东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 山东 
82 富士能超声系列 SP702 日本 山东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 山东 
83 X 射线数字放射成像系统 02638001664 中国 潍坊医学院 山东 
84 眼科超声生物显微镜 P4501910008 美国 潍坊医学院 山东 
85 激光眼底造影机 AL010 德国 潍坊医学院 山东 
86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X 线系统 1200 日本 潍坊医学院 山东 
87 蔡司眼科显微镜 OPMI Pico/S100 德国 潍坊医学院 山东 
88 眼科光学相干断层扫描仪(OCT) 3000-7313 美国 潍坊医学院 山东 
89 彩色超声诊断系统 US50631774 美国 潍坊医学院 山东 
90 麻醉工作站 arve-0162 德国 潍坊医学院 山东 
91 彩色多谱勒超声诊断仪 JX069000068 美国 潍坊医学院 山东 
92 核磁共振成像系统 21242 荷兰 潍坊医学院 山东 
93 医学影象存储传输系统 K2031NK 美国 潍坊医学院 山东 
94 64 导螺旋 CT 机 1265 以色列 潍坊医学院 山东 
95 高级综合模拟人 ECS-100 美国 潍坊医学院 山东 
96 Technolas GmbH ophthalmologische System(CK) RCS-300 美国 山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 
97 光学相干断层扫描仪 40819 德国 山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 
98 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 TRC-50IX 日本 山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 
99 彩色超声多普勒 Prosound SSD-α5SX 日本 山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 
100 彩超 srwy180 中国 山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 
101 ERP 系统 ESI-128 导 美国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 
102 Cerebus64 通道神经电生理信号记录仪 Cerebus 美国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103 全数字化高档便携彩色多普勒超声波诊断仪 MYLAB FIVE 荷兰 山东省地方病防治研究所 山东 
104 全新台式数字化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Acuson X300 美国 山东省地方病防治研究所 山东 
105 便携式彩色多普勒超声波诊断仪 GE Healthcare 美国 山东省地方病防治研究所 山东 
106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 Sysmex XT-2000iv 日本 山东省医药工业研究所 山东 
107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HITACHI-7180 日本 山东省医药工业研究所 山东 
108 CT 机 CT-W450 日本 泰山医学院 山东 
109 数字 X 线摄像系统 HOLX0176 美国 泰山医学院 山东 
110 CT 机 西门子 SOMATOM  DR 德国 泰山医学院 山东 
111 核磁共振 LMW-400 型  0.15T 中国 泰山医学院 山东 
112 全功能模拟病人 211-00050 美国 泰山医学院 山东 
113 CT 机 CT/MAXⅡ 美国 泰山医学院 山东 
114 通用诊断 X 光机 PM-155VC-7U41 日本 泰山医学院 山东 
115 超声血管检查仪 EUB-565A 日本 泰山医学院 山东 
116 彩色多普勒超声系统 Mylab40 荷兰 泰山医学院 山东 
117 核磁共振波谱仪 I-OPEN  0.36T 中国 泰山医学院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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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治疗 X 光机 心血管造影介入系统 中国 泰山医学院 山东 
119 CT 机 日立 W-1000 日本 泰山医学院 山东 
120 计算机辅助设备 CENTRICITY  PAC 软件 美国 泰山医学院 山东 
121 CT 机 东芝 CT1-02A（展品） 日本 泰山医学院 山东 
122 眼前节 OCT Visante OCT 美国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山东 
123 眼底荧光造影仪 cf-60ud 德国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山东 
124 激光眼科诊断仪 Spectralis HRA+OCT 美国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山东 
125 玻璃体视网膜系统 400VS 美国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山东 
126 彩色超声多普勒诊断仪 Acuson X300 德国 山东省职业卫生与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山东 
127 职业健康体检车 QXQ5150XYL 中国 山东省职业卫生与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山东 
128 职业健康体检车 东岳牌 ZTQ5120XYLA3 中国 山东省职业卫生与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山东 
129 腹腔镜 lest20242001 26003AA 德国 郑州大学 河南 
130 宫腔镜手术模拟器 HYSTSIM 德国 郑州大学 河南 
131 腹腔镜手术模拟器 LAP Mentor 德国 郑州大学 河南 
132 运动员实时机能状态综合检测分析仪 Version3.0 美国 河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河南 
133 全自动动脉硬化仪 colin bp-203rpe 日本 河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河南 
134 脑电事件相关电位 64chBrainAmpDC 德国 河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河南 
135 彩色 B 超 MEGAS-GPX 美国 河南省医药科学研究院 河南 
136 电子胃镜系统 GIF-H260 日本 河南省医药科学研究院 河南 
137 全血磁珠自动分选系统 美天尼 德国 河南省肿瘤研究所 河南 
138 全自动遗传分析仪 ABI3130 美国 河南省肿瘤研究所 河南 
139 红外线热影像摄影诊断系统 SP9000 中国台湾 河南省正骨研究院 河南 
140 美国 GE SYTEC CT2000I 2000I 美国 三峡大学 湖北 
141 蛋白芯片系统 AD1500+4000B 美国 湖南省中医药大学 湖南 
142 数字脑电系统 EEG-1518K 日本 湖南省中医药大学 湖南 
143 全自动免疫组化染色系统 DAKO-LV-1 丹麦 南华大学 湖南 
144 流式细胞仪 EPICS ALTRA 美国 南华大学 湖南 
145 全自动多元素原子吸收光谱仪 SOLAAR  M6 美国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 湖南 
146 多功能数字化 X 射线摄影系统（DR 机） Statif  Ⅲ 法国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 湖南 
147 奥林巴斯三晶片腹腔镜 OTV-SPIC-A 中国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 湖南 
148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系统 PHILIPES 荷兰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 湖南 
149 电子支气管内窥镜 BF-260 日本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 湖南 
150 肺功能仪 德国耶格 MasterScreen 德国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 湖南 
151 气质联用仪 Trace MSPlus 美国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 湖南 
152 遗传分析仪 A3500 日本 湖南省计划生育研究所 湖南 
153 骨骼密度计 QDR-4500W 美国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154 彩色多普勒诊断仪 CC-13E71-MT2 德国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155 发光仪 VICTOR-V 美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156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IVIS Lumina Ⅱ 美国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医学诊断仪器/600 台（套） 

441/575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产地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57 血液细胞分离系统 Amicus 美国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158 脑电视频 EBPIVS 意大利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159 动物专用全自动血液分析仪 XT-2000iv 日本 广州医药研究总院 广东 
160 膜片钳 EPC-10 德国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161 血红蛋白分析仪 VARIANT-Ⅱ 美国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162 流式细胞分析系统 EPICSXL 美国 广西中医药大学 广西 
163 血球计数仪 CD-3700 美国 广西中医药大学 广西 
164 荧光定量 PCR 仪 Rotor-gene  Q 德国 海南医学院 海南 
165 四维彩超 8000 韩国 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院 重庆 
166 宫腹腔镜 9881 美国 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院 重庆 
167 四维彩超 韩国麦迪逊 SA-6000PW 型 B 超机 韩国 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院 重庆 
168 移动式 C 臂 X 光机 康达 MTH-P 意大利 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院 重庆 
169 全数字化彩色多普勒超声系统 ACUSON 300 德国 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院 重庆 
170 全自动血球计数仪 XT-2000I 日本 重庆市肿瘤研究所 重庆 
171 全自动核酸纯化工作站 epMotion5075 德国 重庆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重庆 
172 激光手术治疗仪 DX-2 中国 成都体育学院 四川 
173 体能测试系统 HeimasIII 型 韩国 成都体育学院 四川 
174 显微互动教室系统 MOTIC 二代 美国 成都体育学院 四川 
175 身体成分分析仪 BODRORESEARCH 美国 成都体育学院 四川 
176 脑电事件相关电位分析系统（ERP） BP128 导 德国 成都医学院 四川 
177 核磁共振成像仪 Signa excite 1.5T 美国 川北医学院 四川 
178 关节镜系统 30 度 德国 川北医学院 四川 
179 单光子发射 ECT APEX-6 以色列 川北医学院 四川 
180 综合模拟人 ECS-100 美国 泸州医学院 四川 
181 十六导生理记录仪 MAP150WSW 美国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四川省中药研究所） 四川 
182 睡眠分析系统 MP150WSW 美国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四川省中药研究所） 四川 
183 流式细胞仪 ELICL-XL4 美国 贵阳中医学院 贵州 
184 导脑电分析仪 128 导脑电分析仪 中国 云南警官学院 云南 
185 全自动 DNA 遗传分析仪 KQZL107-020 美国 云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 云南 
186 五分类血液分析仪 LH780 美国 云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云南 
187 活细胞工作站 Cyntellect Celigo 美国 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 云南 
188 BD FACSCalibur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 云南 
189 表显心功量机（导联脑电系统） GES300 美国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 
190 眼动仪 Model 5000 美国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 
191 活细胞成像系统 IX81 日本 甘肃中医学院 甘肃 
192 动物肺功能检测系统 WBP PLT-UNR-RT-2 美国 甘肃中医学院 甘肃 
193 多模式活体成像系统 FX 美国 甘肃中医学院 甘肃 
194 16 导生理信号采集分析系统 MP150 美国 甘肃中医学院 甘肃 
195 动物用气溶胶、烟雾吸入暴露系统 CSM-SCSM 美国 甘肃中医学院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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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微电脑生理分析仪功能扩展模块 PL3508/P 澳大利亚 甘肃中医学院 甘肃 
197 彩色超声诊断系统 CX50 荷兰 青海大学 青海 
198 多功能图像分析系统 fv1000+ix81 日本 宁夏医科大学 宁夏 
199 小动物活体可见光成像系统 FX PRO(一套） 美国 宁夏医学科学研究所 宁夏 
200 运动心肺功能仪 JAEGER LE 5000 德国 新疆体育科学研究所 新疆 
201 彩色 B 超 LOGT5QPRO 韩国 新疆人口和计划生育科研所 新疆 
202 数字化摄片系统 MODEL190 日本 新疆人口和计划生育科研所 新疆 
203 洁净系统 无 中国 宁波大学 浙江 
204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FPRO 美国 宁波大学 浙江 
205 DNA 片段分析系统 WAV-99-2100B 美国 宁波市医学科学研究所 浙江 
206 结核菌培养仪 BACTEC 美国 青岛市结核肺病防治研究所 山东 
207 电子纤维支气管镜 Olympus 日本 青岛市结核肺病防治研究所 山东 
208 微型 X 光机 MX-20 DC-5 美国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209 3T MAGNETOM Trio 磁共振成像系统 MAGNETOM  TRIO a Tim 德国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210 MRI 核磁共振成像系统 MAGNETOM Trio a Tim 德国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211 超声实时分子影像系统 VEVO2100 加拿大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212 开放式彩色多普勒超声成像研究系统 Ultrasonix RP 美国 深圳大学 广东 
213 开放式彩色多普勒超声成像系统 SONIX RP 加拿大 深圳大学 广东 
214 超声声场分布检测系统 AIMS 美国 深圳大学 广东 
215 逻辑分析仪 16962A 美国 深圳大学 广东 
216 无创活体超声显微成像系统 Vevo2100 德国 深圳大学 广东 
217 医学超声成像实验系统 DP-9900Plus 中国 深圳大学 广东 
218 医学超声成像实验系统 DP-9900Plus 中国 深圳大学 广东 
219 超声波光效应检测分析系统 Optison 美国 深圳大学 广东 
220 全数字化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 AG-1S 日本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 
221 五分类全自动血液分析仪 Cell-DYN-3700 美国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 
222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DXC800 美国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 
223 高千伏摄片 X 光机 玲龙 XR6000 中国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 广东 
224 便携式彩色超声多普勒诊断仪 GE Vivid e 中国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 广东 
225 肌电图/诱发电位仪 SIERRA WAWE 4CH 美国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 广东 
226 螺旋 CT MX8000dulEXP 德国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 广东 
227 数字化 X 光摄影系统（双板 DR） AXIOM Aristos MX 德国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 广东 
228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DXC800 PRO 美国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 广东 
229 全光谱型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系统 LSM 510 META 德国 石河子大学 新疆 
230 WAKESCH 年轮密度仪 DENDRO-2003 瑞士 中国气象局乌鲁木齐沙漠气象研究所 新疆 
231 核磁共振交联密度仪 XLDS-15 德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广东 
232 眼动系统 无 德国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北京 
233 运动生理参数测定装置（运动心肺功能测试系

 

H\p\cosmos+max Ⅱ 德国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北京 
234 肌电诊断仪器（表面肌电系统） Noraxon TeleMyo 2400T 美国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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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脑电系统 无 澳大利亚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北京 
236 乳腺 X 射线机 HAWK-2MS 中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237 高精度 X 光机 MG-324 德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238 分子设计研究系统 SYBYL6.5 美国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239 小动物超声影像系统 VEVO TM 2100 加拿大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240 软 X 射线纳米 CT 低温样品处理系统 CRYO  22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241 软 X 射线纳米 CT 系统 NANOXCT-022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242 喷雾激光成像测量系统 SPRAYMASTER 德国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北京 
243 活体动物体内成像系统 IVIS 200/XGI-8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广东 
244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 CD3700SL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广东 
245 纳米光镊 Nano Tracker 德国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京 
246 辐射量热诊断系统 0 德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247 内窥镜 7544027 日本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248 微型 CT SkyScan 1076 比利时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249 激光显微光刀光镊操作系统 Robot-Micr 德国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北京 
250 显微计算机断层扫描系统 Y.CT Modular-MG452 中国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北京 
251 移动式 X 线诊断系统 ARCADIS VARIC 德国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辽宁 
252 通道神经信号处理器 128 channels CEREBUS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253 便携式眼动仪系统 yandong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254 神经元放电采集系统 Neuralynx16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255 眼动追踪系统 Eyelink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256 神经元放电采集系统 MAP64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257 磁共振成像仪 ？ 德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258 眼动仪 眼动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259 核磁成像控制系统 7T 德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260 高通量快速基因分析系统 GENOME SEQUENCER FLX SYSTEM 瑞士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湖北 
261 核磁成像仪 进口 美国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湖北 
262 核磁兼容脑诱发系统 Pathway 以色列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263 128 通道 ERP Biosemi 美国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264 128 通道神经生理心理信号记录系统 Cerebus 美国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265 96 通道神经生理记录系统 96 channel 美国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266 显微 CT 扫描系统 Skyscan 1172 比利时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267 荧光/化学发光活体影像和分析系统 LB 985 德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268 256 通道脑电分析 GES300MR 德国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北京 
269 影像导航经颅磁刺激仪系统 Rapid2 丹麦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北京 
270 压力测量仪 4960A 美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271 压力测量仪 4960A 美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272 光笔测量系统 SOLO SYSTEM 美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273 加速冲击实验系统 AS-11 美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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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变形测量系统 POTONS3D4M 美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275 压力测试系统 PTC LWITIUM 美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276 压力测量系统 DTCNET 美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277 压力测量系统 MILIM 美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278 x 光机 300KV 瑞典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279 X 光机 450KV 瑞典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280 X 射线系统 YXLON.TU450-D02 德国 西北工业大学 陕西 
281 计算机断层扫描仪 BrightSpeed Excel Select（4 排） 中国 国际竹藤中心 北京 
282 数字化双能 X 线骨密度测量仪 XR-600 美国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江苏 
283 双色激光成像系统 Trio+ 美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 浙江 
284 全自动五分类血液分析仪 ADVIA 120 德国 北京体育大学 北京 
285 击打测评分析系统 BOXING 德国 北京体育大学 北京 
286 肌肉功能分析仪 MES-01S20 中国 北京体育大学 北京 
287 智能化力量诊断与训练系统 ARIEL ACES 美国 北京体育大学 北京 
288 双能量 X 光骨密度仪 XR-46 美国 北京体育大学 北京 
289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LOGIQe 中国 北京体育大学 北京 
290 彩色超声波诊断仪 ACUSON  CYPRESS 德国 北京体育大学 北京 
291 骨密度测定仪 OMNISENSE7000 以色列 北京体育大学 北京 
292 多功能等速力量测试与训练系统 2000，750Nm 德国 北京体育大学 北京 
293 低氧运动系统/低氧环境模拟系统 TZ2006/00 德国 北京体育大学 北京 
294 表面肌电测试仪 ME6000-T16 芬兰 北京体育大学 北京 
295 超声波影像系统 vevo  770TM-230 加拿大 暨南大学 广东 
296 去卷积高分辩成像系统 Delta Vision Core 美国 暨南大学 广东 
297 足部压力分析系统 2m3d60x 比利时 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 北京 
298 人体运动测量系统 OPTOTRAK 加拿大 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 北京 
299 泥浆密度仪 Stema Rheo Tune System 荷兰 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 天津 
300 密度仪 DENSITUNE 荷兰 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 天津 
301 活体影像系统 Lumina Ⅱ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302 影像导航经颅磁刺激仪 Magstim Rapid2 英国 北京大学 北京 
303 钛激光治疗仪 PowerSuite60w 以色列 北京大学 北京 
304 多通道神经信号记录系统 128 Channels Cerebus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305 多通道神经信号记录系统 128 Channels Cerebus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306 高分辨小动物超声实时影像系统 Vevo 2100 加拿大 北京大学 北京 
307 脑机交互实验系统 ESI 128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308 腹腔镜手术模拟器 Lap Mentor Ⅱ 以色列 北京大学 北京 
309 全数字多普勒彩色超声诊断仪 Vivid7 Dimension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310 64 导脑电系统 BrainAmp DC Standard 64-channel 德国 北京大学 北京 
311 动脉血压监测仪 DSI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312 128 导脑电采集分析仪 ESI-128system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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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眼动仪 EMR-7 日本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314 脑电测试分析仪 SCAN-64 澳大利亚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315 高档双能 X 线密度仪 Discovery-W 美国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316 树木年轮密度仪 LignoStation 德国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317 眼动仪 504 501 美国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318 核磁共振成像系统 Magnetom Trio A TiM 德国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319 EEG/ERP 记录系统 01/125540HK 美国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320 脑电采集系统 64 导 澳大利亚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321 便携式脑电采集系统 核磁型 荷兰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322 脑电测量系统 EGI system 200, 128channels 美国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323 超声诊断仪 A7 日本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324 脑机接口高精度直流放大器 BrainAmp 德国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325 脑电测量系统 SYSTEM 200 EEG/ERP 美国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326 C 型臂数字减影机 INNOVA3100 美国 东南大学 江苏 
327 7.0T 动物磁共振成像系 70/16 美国 东南大学 江苏 
328 超声诊断系统 Sequoia512 美国 东南大学 江苏 
329 电子内窥镜 VP-4400/XL-4400 日本 东南大学 江苏 
330 数字平板血管造影系统 Allura Xper FD10 荷兰 东南大学 江苏 
331 重复性经颅磁刺激仪 RAPID2 英国 东南大学 江苏 
332 X 射线断层扫描仪 Y.CT PRECISION S 德国 东南大学 江苏 
333 核磁共振成像系统 Magnetom Verio 3T 德国 东南大学 江苏 
334 病理影像分析系统 KS400 德国 复旦大学 上海 
335 高分辨率小动物超声系统 VisualSonics？ Vevo770？ 加拿大 复旦大学 上海 
336 全自动血球计数仪 CD3700CS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337 钙离子成像系统 BX51WIF 日本 复旦大学 上海 
338 小动物 PET/CT 影像系统 SD_000_N8-875  PET/CT 共用 德国 复旦大学 上海 
339 小动物超声实时影像系统 Vevo 770 加拿大 复旦大学 上海 
340 台式核磁共振活体组分分析仪 MQ-7.5 型 德国 复旦大学 上海 
341 自动上下料视觉检测分拣生产线 KM-AR1（上）、KM-AR2（下） 中国 湖南大学 湖南 
342 压力测试系统 ZOC33 美国 湖南大学 湖南 
343 压力测试系统 DSM3400 美国 湖南大学 湖南 
344 压力测量系统 INTIUM-000000000 美国 湖南大学 湖南 
345 压力测试系统 DMS3400 美国 湖南大学 湖南 
346 32 通道脑电信号采集分析系统 MAP/32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347 32 通道脑电信号采集分析系统 MAP/32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348 16 通道脑电信号采集分析系统 MAP/16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349 眼动仪 TOBII T120 瑞典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350 多通道采集处理器 96-CHANNEL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351 多通道采集处理器 96-CHANNEL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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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多通道采集处理器 96-CHANNEL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353 多通道采集处理器 96-CHANNEL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354 场电位系统 AXOPATCH-2B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355 多层螺旋 CT 128 层 德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56 CT 16 层 德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57 脑室镜 *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58 肺功能仪 MasterScreen Body 德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59 多通道电生理系统 MEA60 EPC-9 德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0 X 射线数字成像系统 MX--20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1 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设备 Discovery LS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2 肺功能仪 MasterScreen Body 德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3 高分辨率小动物超声影像系统 VEVO 2100 加拿大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4 人体模型 无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5 高级急救监护模拟人 ECS-100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6 体外循环机 S3 德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7 神经电生理诊断系统 Nicolet Endeavor CR(16 导) 美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8 核磁共振成像系统 3.0T 德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69 双能量心血管成像系统 DEFINATION 德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70 数字减影血管照影系统 ARTIS DF 德国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371 多功能影像分析仪 5100 美国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372 超声波诊断系统 SSA-340A 日本 吉林大学 吉林 
373 膀胱镜电切镜 0 日本 吉林大学 吉林 
374 多功能激光成像系统 TYPHOON T 美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375 断层扫描机 skyscan1172 比利时 山东大学 山东 
376 脑电事件分析系统 ERP 规格 64 通道 中国 山东大学 山东 
377 128 导事件相关电位系统 128ch 德国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378 三维立体成像显微镜 MicroXCT200 美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379 多普勒超声诊断系统 MYLAB 90 意大利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380 光电磁定位仪 NDI Polaris passive Spectra 加拿大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381 多功能激光成像仪 Laser Image Scanner Typhoon FLA9500 日本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382 眼动仪 smarteye 中国 同济大学 上海 
383 眼动仪 smarteye 中国 同济大学 上海 
384 工业视频内窥镜 IPLEX FX IV8420-2 日本 同济大学 上海 
385 高性能生物信号采集处理系统 G.BCISYS g.MOBlab 中国 同济大学 上海 
386 双能 X 线骨密度仪 Discovery-w 美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87 神经电生理检测系统 * 美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88 生理电位测试系统 Spectrum32 美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89 医用压力测试系统 04yujin-j008 德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90 X 荧光机 HF 意大利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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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 人体三维运动测试系统 optotrak-3020 加拿大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92 TDT 生理诊断仪 tdt1640 美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93 植入式动物生理信号 cerebus 32 美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94 多导数据采集分析系统 MP150 美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95 神经控制测试系统 M9700 美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96 128 通道脑电图检测分析仪 8050 澳大利亚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397 经颅磁刺激器 Stander Rapid 美国 西南大学 重庆 
398 BP 脑电记录分析系统 BraomAmp 德国 西南大学 重庆 
399 脑电分析记录系统 GES300 美国 西南大学 重庆 
400 磁共振成像系统 MAGNET OMTRIO A TIM 德国 西南大学 重庆 
401 生理（脑电）记录仪 BRAINAMP MR64PLUS 德国 西南大学 重庆 
402 多通道神经信号分析系统 64 导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403 神经信号采集系统 32CHANNEL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404 SMI 眼动跟踪系统 SMI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405 脑电分析仪 Nerosoan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406 活体影像系统 Nightowl NC32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407 活体动物影像分析系统 MAESTRO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408 人体运动视觉捕捉系统 motion-system-s250e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409 多光谱影像系统 NUANCE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410 触动觉视觉交互系统 Phanton Premiun3.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411 生物发光与荧光活体影像系统 FXPro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412 永磁开放式磁共振成像系统 OPER 0.35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413 冷光荧光影像分析系统 LB-981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414 核磁共振操作台 Redstone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415 视觉实验系统 Visage 英国 浙江大学 浙江 
416 离子成像/光度比率测量分析装置 EASY RATIO PRO(ERP)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417 PLIF 激光诊断系统 噪音小于等于 60db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418 全自动尿液分析仪 IQ 200 ELITE 美国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419 生物数码显微系统 Zeiss primostar 中国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420 多功能激光成像系统 FLA-5100 日本 中南大学 湖南 
421 双色红外激光成像系统 Odyssey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422 彩色多谱勒超声诊断仪 Antares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423 小动物肺实验系统 MAX1320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424 双色红外激光成像系统 ODYSSEY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425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PHILIPS IU22 美国 中山大学 广东 
426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系统 ALLURA XPER FD20 荷兰 中山大学 广东 
427 磁共振成像系统 MAGNETOM Trio A Tim 德国 中山大学 广东 
428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Technos  MPX DU8 意大利 中山大学 广东 
429 视网膜研究成像系统 RETCAM II 美国 中山大学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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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64 层螺旋 CT AQUILION TSX-101A 日本 中山大学 广东 
431 遥控式 X 光机 OMNI DIAGNOST 荷兰 中山大学 广东 
432 串联质普新生儿筛查系统 QAB 1834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433 小动物 SPECT-CT NS-4004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434 实时遥感传送血流测量仪 PG1B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435 移动式 C 型臂 X 射线机 HHMC-160 中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北京 
436 高分辨率小动物专用超声影像系统 Vevo770TM 加拿大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北京 
437 血细胞分离机 COBESpectra 6.1 瑞士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北京 
438 大组织立体断层扫描分析仪 TCS LSI 德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北京 
439 全功能数字化眼科超声诊断仪 AVISO 法国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440 等速肌力测试系统 PMA+MJ+EMG(接口) 瑞士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441 广角激光眼底镜 Panoramic 200 型 英国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442 数字化彩色超声诊断系统 SONOLINE G60S 德国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443 红外线像眼震电图仪系统 ULMER VNG 法国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444 前庭功能测试仪 SMART EquiTest 美国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445 断层扫描视野检查系统 SL—OCT 德国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446 定量感觉障碍测量仪 TSA-CHEP 以色列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447 离心转椅检查系统 PDS-12 丹麦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448 CT Definition AS 40 德国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 
449 核子水分密度仪标准块 自行研制 中国 水利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学研

 

江苏 
450 泥浆密度仪 RheoTune 荷兰 水利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学研

 

江苏 
451 工业内窥镜 Everest-XLG3 美国 水工金属结构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河南 
452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 2000iv 日本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 北京 
453 高分辨率小动物超声影像系统 VEVO770 加拿大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 北京 
454 骨密度检测仪 osteocore3 法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北京 
455 心肺功能测试系统 Medgraphics VO2000 美国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北京 
456 数字化口腔曲面断层机 000-301 芬兰 西北民族大学 甘肃 
457 彩色超声波及心动图系统 西门子 ACUSON X150 美国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458 欧姆龙动脉硬化检测仪 BP-203RPEIII 日本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459 MRI 核磁共振成像系统 MAGNETOM Trio a Tim Sytem 德国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460 128 导脑电仪 ESI-128 美国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461 双光子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 德国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462 德国蔡司 SteREO doscover V20 荧光体式显微镜 SteREO doscover V20 德国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463 共焦激光扫描仪 HRT-3 德国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464 广角激光眼底扫描镜 Panoramic200 英国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465 法国光太多波长联合矩阵激光 . 法国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466 眼内窥镜系统\980nm 激光 . 德国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467 傅立叶 OCT RTVue RT100 美国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468 SLT 激光治疗仪 Model：Solutis 法国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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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 氪粒子激光治疗仪 001-504981 美国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470 罗兰电生理单多焦一体机 RETI-PORT/SCAN21-64-99-8002 德国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471 眼底数码照相系统 。 德国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472 白内障乳化仪玻璃体视网 INFINITI 美国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473 玻璃体视网膜手术系统 Accurus 400VS 美国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474 眼内前后节联合手术系统 ACCURUS 800CS 美国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475 共焦显微镜 CS-3 德国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476 眼后节光学相干断层扫描仪 ZEISS Cirrus HD OCT 德国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477 视网膜断层扫描仪 HRT/F 德国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478 激光扫描共焦显微镜 Nikon C1Si 日本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479 眼前节光学相干断层扫描仪 ZEISS visante  OCT 德国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480 光学生物测量仪 IOL Master 德国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481 波前像差仪 Ztwave2 Aberrometer 美国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482 准分子激光治疗仪 MEL80 德国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483 多功能微孔板检测仪 . 德国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484 激光眼科诊断仪 Heidelberg Specralis-HRA 德国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485 定位感觉分析系统 Medoc QST 以色列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国中医科

 

北京 
486 X 光机 美国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国中医科

 

北京 
487 多导生理记录仪 MP150-16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国中医科

 

北京 
488 16 排 CT SOMATOM Emotion 16 CT 德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国中医科

 

北京 
489 血管造影 X 射线系统 ALLura XperFD20 荷兰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国中医科

 

北京 
490 新双源 64 排 CT SOMATOM Definition Flash 德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国中医科

 

北京 
491 全数字彩色多普勒超声波 GE LOGIQ E9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国中医科

 

北京 
492 数字脑电分析系统 32 通道 意大利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国中医科

 

北京 
493 飞利浦 CX50 便携式彩色超声诊断仪 CX50 便携式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国中医科

 

北京 
494 DR 成像系统 DR7500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国中医科

 

北京 
495 彩色超声波诊断仪 IE33 IE33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国中医科

 

北京 
496 射频消融系统 RITA1500X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国中医科

 

北京 
497 动态血糖仪 MinMed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国中医科

 

北京 
498 视网膜断层扫描 HRT 德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国中医科

 

北京 
499 超声波诊断仪 5500 日本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国中医科

 

北京 
500 治疗仪 激光多波长眼科 OMNI-2000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国中医科

 

北京 
501 共焦激光眼底造影 HRA 德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国中医科

 

北京 
502 核磁 EXCITE-II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国中医科

 

北京 
503 化学发光 ACS-180SE 化学发光 美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国中医科

 

北京 
504 ECT 机 E\CAM 德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国中医科

 

北京 
505 高频经颅磁刺激器 Rtms 英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国中医科

 

北京 
506 电子影像处理系统 EPK-i 宾得 日本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国中医科

 

北京 
507 电生理 RETI-Port/scan2/ 德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中国中医科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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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 激光捕获显微切割系统 Arcturus 美国 首都儿科研究所 北京 
509 双能 X 线骨密度仪 Explorer 美国 首都儿科研究所 北京 
510 便携彩超系统 M-Turbo 美国 首都儿科研究所 北京 
511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北京市临床医学研究所 北京 
512 小动物超声仪 Vevo 2100 加拿大 北京市心肺血管疾病研究所 北京 
513 电子自旋共振谱仪 A300-6/1* 德国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514 特殊摄影测量系统 DPGRID 中国 北京建筑大学 北京 
515 体能测试系统 helmasⅡ 韩国 首都体育学院 北京 
516 128 导联脑电仪 ESI-128 美国 首都体育学院 北京 
517 双能 X 线骨密度仪 GE LUNAR Prodigy 美国 首都体育学院 北京 
518 等速肌力测式系统 ISOMED2000 德国 首都体育学院 北京 
519 彩超 SSD-3500 日本 首都体育学院 北京 
520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LOGIQ 3 EXPERT TRUSC 美国 北京农学院 北京 
521 冷冻超薄切片机 1020/1034 德国 北京农学院 北京 
522 激光切割显微镜 LMD6000 德国 首都医科大学 北京 
523 低高真空扫描电镜 JSM-6360LV 日本 首都医科大学 北京 
524 彩色 B 超 MYLab30CV 中国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北京 
525 环氧乙烷灭菌器（09-扩展医疗灭菌器） 无 中国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本级 北京 
526 环氧乙烷灭菌器（09-扩展医疗灭菌器） 无 中国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本级 北京 
527 鹰演全身健康扫描系统（09-系统营养实验室建

 

DDFAO 中国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本级 北京 
528 血球分析仪（07-药理实验室） ADVIA2120 中国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本级 北京 
529 生理测量记录仪（06-GLP 专项设备） DO OpenART 3.1 Platinum 中国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本级 北京 
530 血球分析仪（05-CRO 服务平台） ADVIA 2120 中国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本级 北京 
531 模块式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Modular P 日本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532 全自动基因遗传鉴定分析系统 3130XL 美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533 神经信号处理系统 128 channal Cerebus 美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534 自动快速微生物鉴定系统 GEN III MicroStation System 美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535 数字 X 光机（组装） NAX-500RF 中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536 微码数字芯片 Bedxpress 美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537 双能 X 线骨密度仪 GE Prodigy 美国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538 96 通道神经电生理信号记录系统 OMNIPLEX96 美国 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 
539 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彩色) EnVisor 超凡 M2540A 美国 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 
540 彩色多普乐超声仪 VIVID 3 PRO 以色列 天津药物研究院 天津 
541 神经电生理与运动行为分析系统 BIO-Behavior 美国 燕山大学 河北 
542 耶格肺功能仪 MS Diffusion body ios aps 德国 华北煤炭医学院 河北 
543 纤维支气管镜 O224P60 日本 华北煤炭医学院 河北 
544 屏障环境万级净化动物实验室 万级净化 中国 承德医学院 河北 
545 多关节等速肌力测试与康复训练系统 Con-trex 瑞士 河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河北 
546 高频拍片机 orich 美国 河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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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 关节被动运动系统 Kine Tec 法国 河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河北 
548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HP SONOS2000 美国 长治医学院 山西 
549 CT 500M 万 日本 山西省针灸研究所 山西 
550 便携式放疗检测仪 RFA-200 德国 山西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西 
551 128 导事件相关电位分析研究系统 * 美国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 
552 多模式活体成像系统 MS FX PRO mars 美国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553 运动代谢心肺功能仪 QUAVKPFT 意大利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554 MISONO 800mA X 光机 800mA 日本 沈阳工程学院 辽宁 
555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 UF-100 日本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556 准分子激光系统 蔡司 MEL80 德国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557 数字化摄影 AXIOM VX PLUS 德国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558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GEV730、GEVV7、GELOGIC5、

 

美国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559 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 ECL-2010 德国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56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日立 7600-010 日本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561 数字胃肠机 PS800+ 美国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562 核磁共振 MAGNETOM Symphony 德国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563 电子肠镜 olympus-260 日本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564 全数字多普勒超声诊断系统 APOGEE3800 中国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565 体外碎石机 SD9600-FB 中国 吉林医药学院 吉林 
566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装置 OEC-9800 美国 吉林医药学院 吉林 
567 MR MR0.2T 美国 吉林医药学院 吉林 
568 移动 X 光机 MobilettPlus 瑞士 吉林医药学院 吉林 
569 X 射线数字摄影系统 * 加拿大 吉林医药学院 吉林 
570 螺旋 CT Emotion6 德国 吉林医药学院 吉林 
571 遥控胃肠 新东方 2008B 中国 吉林医药学院 吉林 
572 人工心肺机 HL-20 型 德国 吉林医药学院 吉林 
573 X 线机 HF50-E 中国 吉林医药学院 吉林 
574 三维彩电超声诊断仪 LIVE800 中国 吉林医药学院 吉林 
575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SelectraXL 中国 吉林医药学院 吉林 
576 人及动物气体代谢分析系统 MOXUS 美国 吉林体育学院 吉林 
577 CYBEX NORM 等动力量测试系统 CYBEX NORM 美国 黑龙江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黑龙江 
578 血红蛋白仪 Quark PTF Ergo 德国 黑龙江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黑龙江 
579 全自动标记免疫发光分析仪 AXSYM PLUS System Analyzer 美国 黑龙江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黑龙江 
580 X 光机 850-B2 日本 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 黑龙江 
581 肌电诱发电位系统 Keypoint4 丹麦 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 黑龙江 
582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7060 日本 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 黑龙江 
583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7080 日本 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 黑龙江 
584 全自动尿液流式分析仪 UF-100 日本 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 黑龙江 
585 特定蛋白分析仪 BNPROSPEC 美国 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 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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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 电子内窥镜 V70 日本 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 黑龙江 
587 动态心电分析系统(含平板机） MORTARA 12-AD 美国 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 黑龙江 
588 数字化直接 X 线摄像系统 CXD-50G 日本 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 黑龙江 
589 染色体自动识别分析测试系统 Nikon 80i/pixera 600cl 日本 佳木斯大学 黑龙江 
590 激光细胞仪 LMD6000 德国 佳木斯大学 黑龙江 
591 遗传分析仪 3130+7300 美国 佳木斯大学 黑龙江 
592 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日本 佳木斯大学 黑龙江 
593 流式 CELL 分析仪 FACSAria 美国 佳木斯大学 黑龙江 
594 毛细管电泳系统 P/ACE MDQ 美国 佳木斯大学 黑龙江 
595 膜片钳系统 700B 美国 佳木斯大学 黑龙江 
596 三维步态分析系统 VICON MX 英国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 
597 血球分析仪 ADVIV 120 拜尔 德国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 
598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日立  7080 日本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 
599 血液细胞分析仪 XT-2000IV 日本 上海实验动物研究中心 上海 
600 小动物 CT 活体影像系统 545454 美国 上海实验动物研究中心 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