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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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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湖北省的仪器的数量为 98 台（套），占

总量的 0. 5%。湖北省大型科学仪器中，分析仪器 72 台（套），工

艺实验设备 8 台（套），其他仪器 5 台（套），物理性能测试仪器

4 台（套），电子测量仪器 3台（套），计量仪器 3 台（套），大气

探测仪器 1 台（套），地球探测仪器 1 台（套），医学诊断仪器 1

台（套）。 



 

586/701 



湖北省/98 台（套） 

587/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CLARUS6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湖北 
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7890A/5975C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与核农技术研究

 

湖北 
3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Chemix-8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湖北省预防医学科学院 湖北 
4 气相-质谱联用仪 Agilent 6890N 气相色谱色谱仪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农业科学研究院 湖北 
5 高效液相色谱仪 2695 分离单元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农业科学研究院 湖北 
6 透射电子显微镜 G②20S-TWIN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湖北大学 湖北 
7 激光共聚焦+激光切割仪 TCS SP2+AmLED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湖北大学 湖北 
8 生物大分子相互作用研究系统 BIACORE 3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湖北大学 湖北 
9 凝胶色谱仪 Wyatt,Dawn Eo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湖北大学 湖北 
10 全自动化生物工作站 Biomek-2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湖北大学 湖北 
11 核磁共振波谱仪 INOVA 6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湖北大学 湖北 
12 热线法导热仪 UnithermTM Model3141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武汉科技大学 湖北 
13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PHILIPS XL30 TMP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武汉科技大学 湖北 
14 X 射线衍射仪 Xpertpro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武汉科技大学 湖北 
15 热综合分析仪 STA449/6/G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武汉科技大学 湖北 
16 高效液相色谱仪 安捷伦 11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武汉科技大学 湖北 
17 金属原位分析仪 OPA－1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武汉科技大学 湖北 
18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RIS Advantage ER/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武汉科技大学 湖北 
19 超高温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VL2000DX－SVF17SP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武汉科技大学 湖北 
20 流式细胞仪 FC5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武汉科技大学 湖北 
21 激光导热仪 FLASHLINE-500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武汉科技大学 湖北 
22 热膨胀仪 1161V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武汉科技大学 湖北 
23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Nova400NanoSEM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武汉科技大学 湖北 
24 流式细胞仪 PACS 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 
25 元素分析仪 Vario EL-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 
26 液相色谱-质普联用仪 Thermo LTQ XL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 
27 X 射线衍射仪 D8A 达芬奇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 
28 原子吸收光谱仪 MKⅡM6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 
29 动态热机械分析仪 DMA Q800/RSA3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 
30 凝胶/液相色谱仪 WATERS  269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 
31 智能傅立叶红外光谱仪 NEXU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 
32 扫描探针显微镜 Multimode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 
33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MS-GS/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 
34 X 射线衍射仪 XD-5A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 
35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JSW-5510LV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 
36 傅立叶红外光谱仪 NICOLET 6700 FTIR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 
37 动/静态激光散仪 DAWN HELEO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 
38 激光共焦拉曼光谱仪 DXR RAMAN MICROSCOPE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 
39 荧光分光光度计 Cary Eclipse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武汉轻工大学 湖北 



湖北省/98 台（套） 

588/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40 分析/半制备高效液相 1525 型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武汉轻工大学 湖北 
41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3000N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武汉轻工大学 湖北 
42 高效液相串联离子阱质谱仪 Accela-LTQ XL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武汉轻工大学 湖北 
43 等离子体质谱仪 X-7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武汉轻工大学 湖北 
44 智能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FV10i-(O)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武汉轻工大学 湖北 
45 味觉分析系统（电子舌） TS-5000Z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武汉轻工大学 湖北 
46 透射电子显微镜 H-6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武汉轻工大学 湖北 
47 色谱质谱联用仪 Sarian22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武汉轻工大学 湖北 
48 付立叶红外光谱分析仪 NEXUS670 智能型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武汉轻工大学 湖北 
49 激光扫描共聚焦荧光显微镜 LSM510META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湖北医药学院 湖北 
50 红外-DSC 联用仪 Nicolet 380/SDT-Q60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湖北工程学院 湖北 
51 X 射线粉末衍射仪 Bruker AXS D8-Advanced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湖北师范学院 湖北 
52 傅立叶红外拉曼联用光谱仪 Nicolet 57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湖北师范学院 湖北 
53 毛细管电泳质谱联用仪 P/ACE MDQ 和 LCQ ADVANTAG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北师范学院 湖北 
54 高效液相色谱 Waters2695（Alliance 系统）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湖北师范学院 湖北 
55 圆二色光谱仪 J-81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湖北师范学院 湖北 
56 拉曼光谱仪 FORAM685-2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湖北警官学院 湖北 
57 多光谱图像分析仪 Nuance42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湖北警官学院 湖北 
58 文件检验仪 VSC5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湖北警官学院 湖北 
59 薄层色谱扫描仪 卡玛 TLC SCAMER3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湖北警官学院 湖北 
60 质谱仪 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北民族学院 湖北 
61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8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湖北民族学院 湖北 
62 快速溶剂萃取系统 ASE30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湖北民族学院 湖北 
63 半自动大容量纤维测试仪 HFT9000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湖北 
6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5975N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湖北 
65 加速溶剂提取仪 ASE35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湖北 
66 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 600-996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湖北 
6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N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湖北 
68 液相－质谱联用仪 LCMS-201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湖北 
69 高效液相色谱仪 E269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湖北 
70 氨基酸自动分析仪 L-88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湖北 
71 全谱直读等离子体光谱仪 IRIS Advantage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湖北 
72 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P63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湖北 
73 实验室中试装置 无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湖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湖北 
74 复合离子注入机 LZD－8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武汉科技大学 湖北 
75 小型钢带传输实验台 *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武汉科技大学 湖北 
76 冷等静压机 LDJ-4000-I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武汉科技大学 湖北 
77 辊试验轧机 4/16 辊实验轧机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武汉科技大学 湖北 
78 多联冷热泵机组 *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武汉科技大学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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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立式机械加工中心 XH716A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武汉轻工大学 湖北 
80 饮料生产线设备 fd1650 工艺实验设备/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武汉轻工大学 湖北 
81 电液伺服汽车传动轴磨损试验台 CMS-3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湖北省机电研究设计院 湖北 
82 三座标测量仪 CLY-545III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武汉科技大学 湖北 
83 流变仪 AR5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武汉轻工大学 湖北 
84 纳米粒度分析仪 NANO-ZS-ZEN36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湖北工程学院 湖北 
85 连续混合反应器 KM 150 其他仪器/其他 武汉轻工大学 湖北 
86 小动物体内成像系统 Caliper 其他仪器/其他 湖北医药学院 湖北 
87 超速冷冻离心机 CP100WX 其他仪器/其他 湖北民族学院 湖北 
88 生物分子纯化工作仪 AKTA PURIFIER 100 其他仪器/其他 湖北民族学院 湖北 
89 大容量纤维测试仪 Premier ARTTM 其他仪器/其他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湖北 
90 多导生理信号记录仪 MP150 计量仪器/时间频率计量仪器 湖北中医药大学 湖北 
91 脑/组织切片膜片钳系统 EPC10/2 计量仪器/时间频率计量仪器 湖北中医药大学 湖北 
92 高效液相色谱仪 日立 L-2000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湖北中医药大学 湖北 
93 等离子 CVD 金刚石装置 * 电子测量仪器/其他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 
94 ECR 刻蚀机 ECRRIE-150 电子测量仪器/其他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 
95 便携式光合荧光测量系统 GFS-3000 电子测量仪器/其他 湖北民族学院 湖北 
96 美国 GE SYTEC CT2000I 2000I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三峡大学 湖北 
97 隧道地质超前预报系统 TSP24 地球探测仪器/其他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 
98 流式细胞仪 FACSClibur 大气探测仪器/高层大气/电离层探测器 湖北中医药大学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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