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75/701 

 

 

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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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河南省的仪器的数量为 274 台（套），

占总量的 1. 3%。河南省大型科学仪器中，分析仪器 156台（套），

医学诊断仪器 35 台（套），其他仪器 32 台（套），计量仪器 16

台（套），物理性能测试仪器 12 台（套），工艺实验设备 7 台（套），

电子测量仪器 4 台（套），激光器 4 台（套），核仪器 3 台（套），

特种检测仪器 3 台（套），地球探测仪器 1 台（套），海洋仪器 1

台（套）。 



 

576/701 



河南省/274 台（套） 

577/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手术显微镜（含照相机） oms-6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2 总有机碳分析仪 TOC-VCPH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河南省水产科学研究院 河南 
3 流式细胞成像仪 FlowCAM CX IV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河南省水产科学研究院 河南 
4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ZEEnit 7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河南省水产科学研究院 河南 
5 荧光倒置生物显微镜 DMI6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河南省水产科学研究院 河南 
6 离子色谱仪 ICS-3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南省水产科学研究院 河南 
7 高效液相-质谱联用系统 2695-QUATTROPRINIER X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8 傅立叶变换红外分光光谱仪 TENsor37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 
9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ISQ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 
10 X 射线衍射仪 PW-171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11 煤升温氧化实验系统 CCS-3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 
12 生物芯片荧光分析仪 Gene Pix 4000B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13 实时荧光定量 PCR 系统 Mastercyclerep 4s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14 超导核磁共振谱仪 BRUKER AVANCE DPX-4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15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SP2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16 核磁共振波谱仪 AC-8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17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 VITEK260/BTA3D12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18 X-射线单晶衍射仪 R-AXIS-IV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19 动态热机分析仪系统 DMA242 DSC204 TG209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20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2000-FX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21 流式细胞仪 Partec GmdH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22 高分辨高灵敏度液相色谱/四极杆/

 

Q-TOF Micro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23 4MV 静电加速器 4MV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24 扫描电子显微镜 Quonxe-20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25 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 2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26 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vs 269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27 小质谱仪 GCMS-QP201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28 冷场发射扫描电镜 JSM-6700F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29 综合热分析仪 STA449C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30 低压电泳仪 HPCE 3D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31 原子力显微镜 SPMQ500-J3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32 离子阱质谱联用仪 XCT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33 全自动 DNA 测序仪 ABL 31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34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BRUKER ESQUIRE30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35 透、反射研究级系统显微镜 OLYMPUS BX5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36 X 射线衍射仪 X''''''''''''''''''''''''''''''''''''''''''''''''''''''''''''''''P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37 离子注入机 titan 分析仪器/电化学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38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JEOL5610LV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39 能谱仪和电子背散射仪 OXFORD INCAENERGY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河南省/274 台（套） 

578/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4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41 凝胶渗透色谱仪系统 PL-GPC220.PL-GPC5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42 高温 X 衍射仪 Phlips  X’Pert PRO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43 显微拉曼光谱仪 1209542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44 高速疝灯法导热仪 FlashLine TM300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45 遗传工作站 _TY6943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46 网络分析仪 E5071CENA 分析仪器/其他 郑州大学 河南 
47 超速离心机 L-100K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48 三维流场粒子图像测速仪 YAG120-BSLE/610019-BSL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49 薄膜分析系统 Vnkd-80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50 核磁共振谱仪 Ⅱ300MHZ/54MM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5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DSQⅡ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南农业大学 河南 
52 高分辨飞行时间液质联用仪 MicrOTOF（Ⅱ）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 
53 全自动微孔物理和化学吸附仪 ASAP2020 分析仪器/其他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 
54 生物分子成像仪 FLA9500/GE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 
55 流式细胞仪 BD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56 倒置荧光显微镜 TI-E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57 高效液相色谱仪 LC-10AD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58 高效液相色谱仪 e269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59 气相色谱仪 6890 N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60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LX8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61 流式细胞仪 FACSVantage SE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62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1230(HC)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63 低压层析系统 BioLogicLPsystem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64 蛋白质组研究工作站 ProteanIEFSystem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65 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26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66 生物显微镜系统 BX5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67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au64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68 超薄切片机 EMUC-7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69 微波消解/萃取仪（高压） MARS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70 环保型电脑自动组织脱水机 KD-TS3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71 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1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72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29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73 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26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74 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126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75 近红外谷物成分分析仪 xd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河南科技学院 河南 
76 X-射线荧光能谱仪 ARL QUANT''''''''X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河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河南 
77 离子色谱分析仪 ICS-2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河南 
78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６８９０Ｎ－５９５７ＢＩＮＥＲ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河南 



河南省/274 台（套） 

579/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79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7700X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河南 
80 全自动消解及前处理系统 DEENA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河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河南 
81 扫描电镜能谱 VEGAIISBH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河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河南 
82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Spectrum 400F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 
83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WATERS LC-TQD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 
84 热重分析仪 Q500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河南省交通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 
85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ICPS-75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河南 
86 三重四极杆气质联用色谱仪 7890A-7000B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南省商业科学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 
87 原子吸收光谱仪 iCE 35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河南省商业科学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 
88 总有机碳分析仪 MultiN/C 2100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河南省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有限公司 河南 
89 砷元素形态分析仪 ZZZnit700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河南省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有限公司 河南 
90 有机物全自动分析系统 LCMS-202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南省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有限公司 河南 
91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Zeenit7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河南省化工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 
92 离子阱型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

 

HPLC1200-MS631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南省化工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 
93 元素分析仪 Vario MACRO tube 分析仪器/其他 河南省冶金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 
94 全谱直读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

 

71SICP-OES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河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河南 
95 全谱直读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

 

Pro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河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河南 
96 染色体图像分析系统 Genus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河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河南 
97 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仪 SFE-2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河南省农科院农副产品加工所 河南 
98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南省农科院农副产品加工所 河南 
99 探地雷达 SIR3000 分析仪器/其他 河南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河南 
100 实时荧光定量系统 lightcycler48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河南省医药科学研究院 河南 
101 流式细胞仪 FACSARIA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河南省肿瘤研究所 河南 
102 活细胞工作站（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SP5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河南省肿瘤研究所 河南 
103 流式细胞仪 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河南省肿瘤研究所 河南 
104 薄层色谱扫描仪 TLC scanner 4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河南 
105 原子吸收光谱仪 ContrAA7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河南 
106 高效液相色谱仪 LC-10Avp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河南 
107 高效液相色谱仪 269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河南 
108 超临界萃取仪 Spe-ed SFE-2 型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河南 
109 高效液相色谱仪 Prep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河南 
110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莱卡 SPII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河南省农科院小麦研究中心 河南 
111 全自动核酸分离和纯化工作站 5705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河南省农科院小麦研究中心 河南 
112 全自动核酸分离和纯化工作站 5705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河南省农科院小麦研究中心 河南 
113 多重基因表达遗传分析系统 373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河南省农科院小麦研究中心 河南 
114 单四级杆质谱仪 6120B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南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河南 
115 原子吸收光谱仪 ZEEnit7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河南省农科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环境研究所 河南 
116 多通道连续流动分析仪 Auto Analyzer 3-AA3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河南省农科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环境研究所 河南 
117 液相色谱仪 129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南省农科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环境研究所 河南 



河南省/274 台（套） 

580/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18 全谱直读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Prodigr XP S/N5036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河南省农科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环境研究所 河南 
119 离子色谱仪 881Metrohm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南省农科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环境研究所 河南 
120 全自动元素分析仪 EA3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南省农科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环境研究所 河南 
121 岛津气象色谱仪 GC-17A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南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河南 
122 遗传分析系统 ABI3130 分析仪器/其他 河南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河南 
123 全谱直读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

 

PRODIGY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河南 
124 气相色谱仪 6890N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河南 
125 高压液相色谱仪 uplc  syster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河南 
126 氨基酸分析仪 L-88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河南 
127 GPC-气-质联用仪 GPC-GC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河南 
128 实验制粉机 MLU-202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河南 
129 液相色谱-超高分辨质谱仪 Q Exactive 分析仪器/其他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河南 
130 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河南 
131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X Series 2 ICP-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河南 
132 气相色谱-质谱-质谱联用仪 TSQ QUANTUM G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河南 
133 液相色谱仪 LC-10A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河南 
134 液质色谱-液质联用仪 TSQ  QUANTUM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河南 
135 离子色谱仪 ICS-3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河南 
136 微波消解 12 位转子 分析仪器/其他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河南 
137 液相色谱仪 SPR-10AVP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河南 
138 液相色谱仪 269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河南 
139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68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河南 
140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ZEEnit7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河南 
141 离子色谱仪 LC-20L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河南 
142 液-质-质联用仪 XEVO TQ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河南 
143 液相色谱仪 2695Water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河南 
144 多样品全自动均质定量平行蒸发仪 Polyvap 分析仪器/其他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河南 
145 毛细管电泳仪 P/ACE MDQ 分析仪器/其他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河南 
146 气-质-质联用仪 ITQ11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河南 
147 粉质仪 FARINOGRAPH  860702 E 型 分析仪器/其他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河南 
148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XRF-170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 
149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AP 63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 
150 氧氮分析仪 TC500 分析仪器/其他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 
151 电子显微镜 XL30+DX4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 
152 扫描电镜 EVO18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 
153 实时荧光定量 PCR 系统 IQ5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河南省正骨研究院 河南 
154 流式细胞仪 BD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河南省正骨研究院 河南 
155 高效液相色谱仪 RP-HPL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南省农科院小麦研究中心 河南 
156 X 射线衍射仪 X''''Pert Pro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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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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真空镀膜手套箱系统 ZHDS-500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 
158 热等静压机 RD1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郑州大学 河南 
159 高温微波烧结炉 wu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郑州大学 河南 
160 高功率激光加工系统 HJ－4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郑州大学 河南 
161 激光加工系统 TJ－HL－50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郑州大学 河南 
162 超精密车床 SPHERE36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 
163 高速加工中心 DMU8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 
164 微机控制电液伺服长柱压力试验机 YAW-10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165 电液加载试验系统 JNT420673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166 电液伺服材料试验机 MTS 81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167 多功能磁学测量系统 VersaLab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 
168 扫描探针显微镜 Multimode-8-AFM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 
169 毛细管电泳仪 PIACEMDQ2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170 电液伺服协调加载试验系统 ****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171 γ-计数仪 1470 型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172 高温万能试验机 XC-FR030TH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173 粒子图像测速系统 非标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 
174 激光导热仪 LFA1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 
175 原子吸收光谱仪 NovAA 400P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河南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河南 
176 步入式人工气候箱 S10H 系列 其他仪器/其他 河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河南 
177 单镜头数码航摄仪升级及配套设备 SWDC-4 其他仪器/其他 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河南 
178 三维激光扫描仪 RIEGL VZ-400 其他仪器/其他 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河南 
179 数码航摄仪 JXDC1 其他仪器/其他 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河南 
180 全自动固相萃取系统 GX-274 其他仪器/其他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河南 
181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 GenⅢMicroStation 其他仪器/其他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河南 
182 时间分辨仪 WALLAC AutoDELFIA 其他仪器/其他 郑州大学 河南 
183 500T 镁合金压铸机 E500T 其他仪器/其他 郑州大学 河南 
184 HWD 动态测试系统 Dynatest 8081 HWD 其他仪器/其他 郑州大学 河南 
185 地质探测仪 PE100A 其他仪器/其他 郑州大学 河南 
186 低能离子注入机 2 TNV-RU  UIL0.512 其他仪器/其他 郑州大学 河南 
187 FWD 测试系统 Dynatest 8000 其他仪器/其他 郑州大学 河南 
188 加速器束流传输系统 V2 其他仪器/其他 郑州大学 河南 
189 落地型万能材料试验机 5585 其他仪器/其他 郑州大学 河南 
190 旋转流变仪 * 其他仪器/其他 郑州大学 河南 
191 多功能流变仪系统 RS150 其他仪器/其他 郑州大学 河南 
192 静电加速器 4MV 其他仪器/其他 郑州大学 河南 
193 粒子成像速度场测试仪 3D DC-PIV 其他仪器/其他 郑州大学 河南 
194 全数字化核磁共振谱仪 Avance Ⅱ 400MH 其他仪器/其他 郑州大学 河南 
195 散斑全帧实时扫描成像仪 pericam psi system 其他仪器/其他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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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生物分子相互作用分析仪 biacore X100 其他仪器/其他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197 不锈钢刮膜式分子蒸馏设备 FCA Saukville, WI 其他仪器/其他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 
198 计算机集群 TC4000A 其他仪器/其他 郑州大学 河南 
199 连续流动注射化学自动分析仪 AA3 其他仪器/其他 河南农业大学 河南 
200 理学全自动 X-射线系统 R-AXIS-IV 其他仪器/其他 郑州大学 河南 
201 路面检测设备 不明 其他仪器/其他 郑州大学 河南 
202 多晶硅薄膜制备系统（PECVD） PECVD 其他仪器/其他 郑州大学 河南 
203 镁合金连续熔化浇注炉 HS-350 其他仪器/其他 郑州大学 河南 
204 扭矩流变仪 RC300 其他仪器/其他 郑州大学 河南 
205 二极管泵浦激光系统 220/240 其他仪器/其他 郑州大学 河南 
206 DNA 阅读仪 Gene Pix 400B 其他仪器/其他 郑州大学 河南 
207 高压毛细管流变仪 GRAPH6000 其他仪器/其他 郑州大学 河南 
208 三维激光扫描仪 scanstation2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 
209 便携式野外地物光谱仪 ASD FiledSpec3 Hi-Res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 
210 三丰工具显微镜 MF-A3017B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 
211 数字地震仪 ARAMARIES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 
212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820-MS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 
213 接触与激光双用扫描机 Cyclone II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 
214 质谱检测器 5975C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 
215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3902V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 
216 空腔自动扫描激光系统 C-ALS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 
217 EH-4 连续电导率剖面仪 EH-4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 
218 超前地质构造探测仪 TSP200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 
219 白光干涉表面轮廓仪 Talysurf CCI6000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 
220 离子色谱仪 ICS3000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 
221 遥感图象处理系统 ERDASIMAGINE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 
222 X 射线衍射仪 D8ADVANCE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 
223 音速喷嘴法气体流量标准装置 DN15-DN300m 计量仪器/热学计量仪器 河南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河南 
224 隧道地质超前预报系统 TGP206A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河南省交通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 
225 地质雷达 SIR-3000 便携式地质雷达 电子测量仪器/射频和微波测试仪器 河南省交通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 
226 场发射扫描电镜 SUPRA40 电子测量仪器/其他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 
227 激光多普勒测速仪 I70C-2 电子测量仪器/大规模集成电路测试仪

 

郑州大学 河南 
228 宫腔镜手术模拟器 HYSTSIM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229 腹腔镜手术模拟器 LAP Mentor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230 眼底数码照相系统 。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231 白内障乳化仪玻璃体视网 INFINITI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232 玻璃体视网膜手术系统 Accurus 400VS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233 眼内前后节联合手术系统 ACCURUS 800CS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234 共焦显微镜 CS-3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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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眼后节光学相干断层扫描仪 ZEISS Cirrus HD OCT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236 视网膜断层扫描仪 HRT/F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237 激光扫描共焦显微镜 Nikon C1Si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238 眼前节光学相干断层扫描仪 ZEISS visante  OCT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239 光学生物测量仪 IOL Master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240 波前像差仪 Ztwave2 Aberrometer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241 准分子激光治疗仪 MEL80 医学诊断仪器/其他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242 多功能微孔板检测仪 .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243 激光眼科诊断仪 Heidelberg Specralis-HRA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244 双光子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245 德国蔡司 SteREO doscover V20荧光

 

SteREO doscover V20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246 共焦激光扫描仪 HRT-3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247 广角激光眼底扫描镜 Panoramic200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248 法国光太多波长联合矩阵激光 .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249 眼内窥镜系统\980nm 激光 .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250 傅立叶 OCT RTVue RT100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251 SLT 激光治疗仪 Model：Solutis 医学诊断仪器/其他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252 氪粒子激光治疗仪 001-504981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253 罗兰电生理单多焦一体机 RETI-PORT/SCAN21-64-99-8002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254 腹腔镜 lest20242001 26003AA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郑州大学 河南 
255 红外线热影像摄影诊断系统 SP9000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河南省正骨研究院 河南 
256 电子胃镜系统 GIF-H260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河南省医药科学研究院 河南 
257 全血磁珠自动分选系统 美天尼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河南省肿瘤研究所 河南 
258 全自动遗传分析仪 ABI3130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河南省肿瘤研究所 河南 
259 运动员实时机能状态综合检测分析

 

Version3.0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河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河南 
260 全自动动脉硬化仪 colin bp-203rpe 医学诊断仪器/其他 河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河南 
261 脑电事件相关电位 64chBrainAmpDC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河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河南 
262 彩色 B 超 MEGAS-GPX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河南省医药科学研究院 河南 
263 紫外激光切割机 HYPE-CUT3015 激光器/其他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 
264 氩离子激光器 2080-15s 激光器/激光器 郑州大学 河南 
265 蔡司飞秒屈光手术系统 VisuMax 激光器/激光器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 
266 脉冲激光沉积薄膜系统 NBM-PLD 激光器/激光器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 
267 高精度公路雷达厚度检测车 Pause-V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河南省交通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 
268 SHRP 沥青及沥青混合料测试设备 SHRP 特种检测仪器/其他 河南省交通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 
269 等速测力系统 isomed2000 特种检测仪器/其他 河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河南 
270 肖邦吹泡－稠度分析仪 电子 NG 型 特种检测仪器/其他 河南省农科院小麦研究中心 河南 
271 沉浸式 3D 立体显示系统 PLC－XP5100C 海洋仪器/海洋水文测量仪器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 
272 高频高压电子加速器 DD2 5Mev-40ma 核仪器/其他 河南省科学院同位素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 
273 工业钴源 RSL2089 核仪器/其他 河南省科学院同位素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 



河南省/274 台（套） 

584/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274 工业钴源 RSL2089 核仪器/其他 河南省科学院同位素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