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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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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湖南省的仪器的数量为 266 台（套），

占总量的 1. 3%。湖南省大型科学仪器中，分析仪器 152台（套），

其他仪器 31 台（套），物理性能测试仪器 25 台（套），医学诊断

仪器 13 台（套），工艺实验设备 13 台（套），电子测量仪器 9 台

（套），核仪器 5 台（套），计量仪器 5 台（套），激光器 4 台（套），

特种检测仪器 4 台（套），海洋仪器 4 台（套），地球探测仪器 1

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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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266 台（套） 

593/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锥形量热仪 FTT0007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 
2 三维视频显微系统 HIROX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 
3 蛋白质多肽序列仪 PPSQ-31A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 
4 多功能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Quanta45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 
5 智能部分流颗粒采集仪 SPC472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 
6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日立 Z-2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 
7 气相色谱与质谱联用 FOCUSDSQII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 
8 高性能计算集群 曙光天阔 A500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 
9 公网移动通信系统实验平台 *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 
10 DNA 合成仪 ABI-34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 
11 基因测序仪 ABI prism3130X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 
12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JSM-6380LV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 
13 多功能离子注入机 LZD-10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 
14 大功率检测柜 FTFI-400-450 分析仪器/电化学仪器 先进储能材料湖南省工程研究中心 湖南 
15 大功率检测柜 Maccor  S4000 分析仪器/电化学仪器 先进储能材料湖南省工程研究中心 湖南 
16 电子扫描显微镜 JSM-6360LV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先进储能材料湖南省工程研究中心 湖南 
17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 Varian 715-E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先进储能材料湖南省工程研究中心 湖南 
18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380LV� 分析仪器/其他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 
19 液相色谱仪 LC-20A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 
2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OP201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 
21 超薄切片系统 EMUC-6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 
22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UHPLC(1290)-Q70F(653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 
23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1230（HC）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 
24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380LV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 
25 元素分析仪 Vario MAX CNS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 
26 6530 四级杆-飞行时间质谱仪 653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省中医药大学 湖南 
27 气相色谱仪-质谱联用仪 QP2010-PLU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省中医药大学 湖南 
28 数码显微互动系统 64 座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湖南省中医药大学 湖南 
2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10 分析仪器/其他 湖南省中医药大学 湖南 
30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JSM-638LV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湖南省中医药大学 湖南 
31 二维电泳系统配套系统 Ettvan Spot PVicker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湖南省中医药大学 湖南 
32 生物分子相互作用系统 BIACORE X System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湖南省中医药大学 湖南 
33 煤燃烧试验台 研制 分析仪器/其他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 
34 高效传热传质实验平台 研制 分析仪器/其他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 
35 激光多普勒振动测试仪 VibroMetTM 500 分析仪器/其他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 
36 扫描电子显微镜 SN30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 
37 元素分析仪 Vario Macro 分析仪器/其他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 
38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S4/60 位进样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南华大学 湖南 
39 飞行时间生物质谱仪 AXOMA_CFR plus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南华大学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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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ICP 光线谱仪 11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华大学 湖南 
41 红外光谱仪 magna-IR55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南华大学 湖南 
42 超速冷冻离心机 CP100MX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南华大学 湖南 
43 多通道振动加噪声测试分析系统 LAN-XI3660 分析仪器/其他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 
44 超高效液相色谱/四极杆质谱仪 UPLC/XEVO Q-TOF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 
45 矿用本安型瞬变电磁仪 YCS4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 
46 波谱仪 INCA 5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湘潭大学 湖南 
47 流变仪 ARES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湘潭大学 湖南 
48 高效液相色谱仪 P68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湘潭大学 湖南 
49 液质联用仪（LC/MS） Agilent 1100L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湘潭大学 湖南 
50 高温量热仪 96Line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湘潭大学 湖南 
51 中温凝胶渗透色谱系统 PL-GPC12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湘潭大学 湖南 
52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4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湘潭大学 湖南 
53 扫描电镜 JSM-6360LV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湘潭大学 湖南 
54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Lambda 95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 
55 原子力显微镜 AFM NS3A-02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 
56 激光颗粒分析仪及自动滴定系统 zetasizer nano zs90 及 MPT-2 分析仪器/其他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 
57 X 射线粉末衍射仪 D8 -ADVANCED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 
58 荧光光谱与寿命分析系统 FL3-21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 
59 ICP 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 Optima 7000DV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湖南省电子产品检测分析所 湖南 
6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Clarus 6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省电子产品检测分析所 湖南 
61 高效液相色谱仪 LC-20A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湖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 湖南 
62 原子吸收光谱仪 TAS-986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湖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 湖南 
63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 XSERIES 2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 湖南 
64 车载 X 光机(500mA)、自动胸片库 新黄浦 HY-45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 湖南 
65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CX5 Delta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 湖南 
66 800mAX 光机 XHD-150B-1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 湖南 
67 气-质联用仪 6890/5973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化工研究院 湖南 
68 核磁共振波谱仪 Unity INOVA3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湖南化工研究院 湖南 
69 气红联用仪 FTIR2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湖南化工研究院 湖南 
70 三重四极杆液质质联用仪 1290/646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化工研究院 湖南 
71 气质联用仪 Agilent  7890-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化工研究院 湖南 
72 制备液相色谱仪 WATER PRPE 2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湖南化工研究院 湖南 
73 液-质联用仪 LC-MSD11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化工研究院 湖南 
74 液质联用仪 1260-612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化工研究院 湖南 
75 多晶粉末 X 射线衍射仪 XRD-610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湖南化工研究院 湖南 
76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 30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湖南省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湖南 
77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 双(ESI)/(PDF-MALDI)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省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湖南 
78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湖南省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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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全自动微生物仪 Gen Ⅲ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湖南省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湖南 
80 ICP-MS 安捷伦 77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省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湖南 
81 高效液相色谱仪 H-CLAS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湖南省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湖南 
8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A-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省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湖南 
83 凝胶净化浓缩系统 Preplinc accuprep MPS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湖南省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湖南 
84 安捷伦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duo 240FS+S 分析仪器/其他 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湖南 
85 液相色谱仪 WATERS2996/269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湖南医药工业研究所 湖南 
86 毛细管型 DNA 测序仪 31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湖南省计划生育研究所 湖南 
87 离子阱液质联用质谱仪 HCT ultra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88 蛋白质相互作用分析仪 半自动 X 型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89 荧光定量 PCR 仪 7900HT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90 凝胶斑点切取工作站 Derkin Elme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91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Rodiance 210 AGR-B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92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93 生物质谱工作站 VOYAGER-DEtmSTR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94 蛋白质气相序列分析仪 491A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95 扫描探针显微镜 DI-Multimode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96 毛细管电泳-质谱联用 PLACE MDQ LCQ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97 综合热分析仪 STA449L141G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98 高性能串联飞行时间质谱蛋白质仪 ULGRAFL-FLEX-TOF/TOF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99 超高压液相色谱 ACQUITY UPLC Core System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100 原子力显微镜 Pico LE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101 质谱仪(电喷雾) Esguire-L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102 质谱仪(飞行时间) ProFIEX TMⅢ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103 傅立叶红外光谱仪 NEXUS67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104 扫描探针显微镜 SPA-400AFM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105 核磁共振仪 AC-8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106 毛细管电泳仪 P/ACE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107 多色荧光成像分析系统 Derkin Elme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108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ZQ2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109 制备色谱仪 PREP PL4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110 透射电镜 H-6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111 电化学表面等离子共振仪 Autolab SPR 分析仪器/电化学仪器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112 付立叶红外光谱分析仪 NEXU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113 紫外激光器 J40-BL8S-355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114 目标蛋白快速多维分离系统 PF-2D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115 液质联用串行质谱仪 Q-TOF Micromas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116 高精度液质串行质谱仪 ESI-TOFQ-II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117 GPC 净化-定量浓缩联用仪 GPC Ultra5245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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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色质联用仪 HP6890G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湖南 
119 火焰/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220/880～Z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湖南 
120 气相色谱仪 GC201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湖南 
121 ICP-发射光谱仪 JY2000-2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湖南 
122 流动注射分析仪 QuikChem？85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湖南 
123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B API32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湖南 
124 等离子体质谱仪 X-SeriesZ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湖南 
125 气相色谱（带顶空） GC689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湖南 
126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MS 202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衡阳师范学院 湖南 
127 单晶衍射仪 SMART APEX II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衡阳师范学院 湖南 
128 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 iCAP-63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吉首大学 湖南 
12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吉首大学 湖南 
130 超速离心机 K0K1CP56G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吉首大学 湖南 
131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400N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吉首大学 湖南 
132 GC-MS 气质联用仪 GCMS-QP2010 S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湖南 
133 自动生化分析仪 LABOSPECT003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湖南省实验动物中心 湖南 
134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仪 Q TARP/LC-20AD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省实验动物中心 湖南 
135 离子色谱仪 ICS-3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 
136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SQ Qnantum Ultra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 
137 液相色谱仪 LC-20A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 
138 气相色谱仪 Agilent 689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 
139 液相色谱仪 LC-20A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 
140 原子吸收光谱仪 ZEEnit7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 
141 气相色谱仪 Agilent 789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 
142 气相色谱仪 Agilent 6890A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 
143 净化凝胶系统 PrepLinc-GPC＆VAP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 
144 ASE300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30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 
145 液相色谱仪 LC-20A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 
146 液相色谱仪 Waters 269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 
147 气相色谱仪 GC-2010plus/HSS 86.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 
148 气相色谱仪 Gc-2010Plus/ HSS86.5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 
149 气相色谱仪 Agilent 789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 
15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7890/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 
151 液相色谱仪 Waters 269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 
152 液相色谱仪 Waters 269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 
153 开路涡动相关系统 CS7500 OPEC SYSYEM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 
154 微生物发酵罐 BIOF-6010B/S 工艺实验设备/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 
155 分子纯化快速工艺开拓系统 AKTAEXPLORER100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南华大学 湖南 
156 8 站模块化生产系统 8MPS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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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搅拌摩擦焊设备 FSW-3LM-01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158 全自动组合化学仪 CHEM SPEED ASW 2000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湖南化工研究院 湖南 
159 1150 多功能中试涂布机 1150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湖南省造纸研究所有限公司 湖南 
160 1300 铸涂试验机 1300 型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湖南省造纸研究所有限公司 湖南 
161 双缸双网 1092 造纸实验机 1092-1800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湖南省造纸研究所有限公司 湖南 
162 五轴联动铣削加工中心 V850-5AX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湖南工程学院 湖南 
163 立式加工中心 KVC650E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湖南理工学院 湖南 
164 催化剂水蒸气老化装置 GAQ-0.5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湖南理工学院 湖南 
165 薄膜机微电池制备设备 DH-DZ900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吉首大学 湖南 
166 低压试验电源柜 电源柜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株洲变流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

 

湖南 
167 流变实验仪 ARES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 
168 DMA 动态力学分析仪 Q8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 
169 计算机断层扫描仪 MG325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 
170 沥青混合料基本性能试验仪 IPC SPT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 
171 大型土工离心试验系统 大型土工离心试验系统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 
172 液压伺服沥青材料试验系统 CRT-HYD-25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 
173 沥青直接拉伸仪 BDT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 
174 直线式加速加载试验系统 LS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 
175 小型加速加载实验机 MMLS3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 
176 爆破容器 TNT2000g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南华大学 湖南 
177 屏显式脉动疲劳试验机 PMS-P5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南华大学 湖南 
178 岩石力学试验系统 RMT-150B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南华大学 湖南 
179 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压剪试验机 YAW-J5000F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南华大学 湖南 
180 2000KN 全数字闭环三轴岩石试验机 XTR-2000 型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南华大学 湖南 
181 原子力显微镜 Dimension Ion PT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 
182 转子动力学与故障诊断综合系统 MGM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 
183 动静组合载荷试验系统 SHPB-5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 
184 结构加载反力架 200T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 
185 三维粒子图像测速系统（PIV）系统 Impro X4M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 
186 材料微纳米综合测试仪 Triobindenter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湘潭大学 湖南 
187 高级毛细管流变仪 RH7D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 
188 高级旋转流变仪 AR2000ex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 
189 温升测试系统 IN-48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湖南电器研究所 湖南 
190 光刻机 无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191 干式变压器 干式变压器 其他仪器/其他 株洲变流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

 

湖南 
192 材料实验系统 MTS810 其他仪器/其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 
193 静力台载荷加力架 一套两台 其他仪器/其他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 
194 电液伺服加载系统 三通道/FCS  500KN，250KN 其他仪器/其他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 
195 四坐标立式加工中心 KVC800/1 其他仪器/其他 南华大学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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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粒子图像速度分析系统 SOLO 120MJ 其他仪器/其他 南华大学 湖南 
197 综合通风仿真实验系统 XKT-II 其他仪器/其他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 
198 实时高速喷雾粒度分析系统 Spraytec 其他仪器/其他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 
199 运动心肺功能仪 Oxycon pro+LE200 其他仪器/其他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 
200 管道系统 非标型号 其他仪器/其他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 
201 并行机 ORIGN-3200 其他仪器/其他 湘潭大学 湖南 
202 立式镗铣床 80T 其他仪器/其他 湘潭大学 湖南 
203 高速网络 MYRINET 其他仪器/其他 湘潭大学 湖南 
204 真空镀膜设备（发光材料制备测试系

 

定制 其他仪器/其他 湘潭大学 湖南 
205 曙光高性能集群 曙光 TC4000 系统 其他仪器/其他 湘潭大学 湖南 
206 探地雷达 RIS K2FW 其他仪器/其他 湖南省交通科学研究院 湖南 
207 彩色电视测试装置 WV26B2 其他仪器/其他 湖南省电子产品检测分析所 湖南 
208 气体检测仪 250B-XL1A4N 其他仪器/其他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 湖南 
209 交换机 S7506R 其他仪器/其他 湖南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湖南 
210 服装柔性加工系统 FMS80 其他仪器/其他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211 三维人体测量系统 D CaMega DCS 其他仪器/其他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212 立体视觉系统 MV-VS220 其他仪器/其他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213 光学动作捕捉系统 VICON MX20+ 其他仪器/其他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214 全电动智能显微镜 DM6000B 其他仪器/其他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215 基因分析系统 CEQ8000 其他仪器/其他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216 力量测试与训练系统 Biodex System 3.0 por.830-2/0 其他仪器/其他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217 活细胞工作站 TI-E 其他仪器/其他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218 荧光差异显示仪 FL-100 其他仪器/其他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219 苏马罐清洗器/苏马罐 3500DS 其他仪器/其他 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湖南 
220 大气环境检测车 / 其他仪器/其他 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湖南 
221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200 其他仪器/其他 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湖南 
222 动态热力学性能频谱仪 EPLEXOR500N/1500N 计量仪器/热学计量仪器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 
223 流式细胞仪 FACSAriaⅡ 计量仪器/其他 湖南省中医药大学 湖南 
224 临界流文丘里喷嘴气体流量标准装置 LBZL-300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湖南省计量检测研究院 湖南 
225 水表综合试验装置自动检定系统 LJS-Ⅱ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湖南省计量检测研究院 湖南 
226 三米法电波暗室 FACT 3/25 STD Plus 计量仪器/其他 湖南省计量检测研究院 湖南 
227 信号分析仪 3560D 电子测量仪器/大规模集成电路测试仪器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 
228 桥梁结构测试系统 BDI-STS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 
229 双频四星 GPS 基准站 GX1230GG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 
230 网络设备测试仪 SMART BITS6000/SMART BITS600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湖南省电子产品检测分析所 湖南 
231 辐射抗干扰测试系统 TS9981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湖南省计量检测研究院 湖南 
232 传导与辐射骚扰测量系统 TS9975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湖南省计量检测研究院 湖南 
233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1230 电子测量仪器/其他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234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JSM-6360LV 电子测量仪器/其他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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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SUF 低空无人飞行器测绘遥感系统 suf30 电子测量仪器/其他 湖南测绘科技研究所 湖南 
236 蛋白芯片系统 AD1500+4000B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湖南省中医药大学 湖南 
237 数字脑电系统 EEG-1518K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湖南省中医药大学 湖南 
238 全自动免疫组化染色系统 DAKO-LV-1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南华大学 湖南 
239 流式细胞仪 EPICS ALTRA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南华大学 湖南 
240 全自动多元素原子吸收光谱仪 SOLAAR  M6 医学诊断仪器/其他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 湖南 
241 多功能数字化 X 射线摄影系统（DR 机） Statif  Ⅲ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 湖南 
242 奥林巴斯三晶片腹腔镜 OTV-SPIC-A 医学诊断仪器/其他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 湖南 
243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系统 PHILIPES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 湖南 
244 电子支气管内窥镜 BF-260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 湖南 
245 肺功能仪 德国耶格 MasterScreen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 湖南 
246 气质联用仪 Trace MSPlus 医学诊断仪器/其他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 湖南 
247 遗传分析仪 A3500 医学诊断仪器/其他 湖南省计划生育研究所 湖南 
248 骨骼密度计 QDR-4500W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249 5KWCO2 激光器 TJ-HL-T5000 激光器/激光器 南华大学 湖南 
250 全站式激光扫描仪 ScanStation2 激光器/激光器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 
251 空区自动激光扫描系统 CMS V400 激光器/激光器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 
252 Lynx 车载激光移动测量系统 LYNX V200 激光器/激光器 湖南省第一测绘院 湖南 
253 探地雷达 Fastwave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南华大学 湖南 
254 路面雷达测试系统 IRISL2 特种检测仪器/光电检测仪器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 
255 红外热像仪 NEC-TH9100MV 特种检测仪器/光电检测仪器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 
256 共振柱仪 WGZ 特种检测仪器/其他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 
257 发光材料器件制备及测试系统 定制 特种检测仪器/光电检测仪器 湘潭大学 湖南 
258 水槽造波机 1.5m 水槽造波机 海洋仪器/其他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 
259 港池造波机 四推板液压造波系统，造波宽度

 

海洋仪器/其他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 
260 港池水池及供水系统 港池长 40m，宽度 20m，深 1.2m 海洋仪器/其他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 
261 水槽及造流设施 60*1.5*18m 海洋仪器/其他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 
262 正电子湮设谱仪 * 核仪器/核效应分析仪器 南华大学 湖南 
263 穆斯堡尔谱仪 MR-2500 型 核仪器/核效应分析仪器 南华大学 湖南 
264 Pu-Be 中子源系统 2OCI 源包壳 X.2007 核仪器/核辐射探测仪器 南华大学 湖南 
265 光致发光个人剂量监测系统 InLight200 型 核仪器/核辐射探测仪器 南华大学 湖南 
266 钴 60 大型辐照装置 钴 60 辐射 核仪器/离子束分析仪器 湖南省核农学与航天育种研究所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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