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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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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海南省的仪器的数量为 48 台（套），占

总量的 0. 2%。海南省大型科学仪器中，分析仪器 42 台（套），物

理性能测试仪器 3 台（套），医学诊断仪器 1 台（套），其他仪器

1 台（套），电子测量仪器 1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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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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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7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海南省水产研究所 海南 
2 膜片钳记录分析系统 MultiClamp 700B 分析仪器/其他 海南医学院 海南 
3 共聚焦激光扫描生物显微镜 FV1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海南医学院 海南 
4 体视荧光显微镜 Lumar V12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海南医学院 海南 
5 全自动酶联免疫分析仪 AP-960 分析仪器/其他 海南医学院 海南 
6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仪 API4000+UFL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海南医学院 海南 
7 基因分析仪 3500 分析仪器/其他 海南医学院 海南 
8 铁电分析仪 TF Amalyzer 2000E 分析仪器/其他 海南大学 海南 
9 离子阱-飞行时间质谱液质联用仪 LCMS-IT-TOF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海南大学 海南 
10 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 X serie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海南大学 海南 
11 透射电镜成像系统 832.20B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海南大学 海南 
12 透射电镜样品制备系统 691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海南大学 海南 
13 快速制备色谱 Pre218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海南大学 海南 
14 液-质联用仪 HT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海南大学 海南 
15 电子自旋共振波谱仪 A32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海南大学 海南 
16 核磁共振仪 Advance 4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海南大学 海南 
17 综合热分析仪 *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海南大学 海南 
18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IRIS Intrepid XSP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海南省地质测试研究中心 海南 
19 X-射线荧光光谱仪 S4-Pioneer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海南省地质测试研究中心 海南 
20 等离子质谱仪 X Series II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海南省地质测试研究中心 海南 
21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iCE35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海南省地质测试研究中心 海南 
22 单晶衍射仪 Agilent Gemini 分析仪器/其他 海南师范大学 海南 
23 热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7100F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海南师范大学 海南 
24 氨基酸分析仪 A3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海南 
25 气相色谱仪 6890N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海南 
26 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仪 220Z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海南 
27 气相色谱仪 7890FPD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海南 
28 气质联用仪 Trace DSQ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海南 
29 高效液相色谱仪 ULTIMATE3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海南 
30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35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海南 
31 高效液相色谱仪 1290Serilent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海南 
32 肉类成分快速分析仪 Foodscan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海南 
33 全自动啤酒分析仪 DMA4500M 分析仪器/其他 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海南 
34 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仪 AA240Z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海南 
35 气相色谱仪 789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海南 
36 气相质谱仪 Trace ISQ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海南 
37 蒸发光散射检测器 126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海南 
38 脂肪酸甲脂测定仪 MB30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海南 
39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 7700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海南 



海南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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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分离快速液相色谱/三重串接四

 

1200rrlc/6410b 分析仪器/其他 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海南 
41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 API40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海南 
42 油品成分分析仪 MB36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海南 
43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IVIS Lumina  XR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海南医学院 海南 
44 液相芯片分析系统 Bio-Plex 2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海南医学院 海南 
45 液质连用仪 安捷伦 6130LCMS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海南医学院 海南 
46 无线高级智能综合模拟人 Simman3G 其他仪器/其他 海南医学院 海南 
4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PLUS 电子测量仪器/其他 海南医学院 海南 
48 荧光定量 PCR 仪 Rotor-gene  Q 医学诊断仪器/其他 海南医学院 海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