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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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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辽宁省的仪器的数量为 160 台（套），

占总量的 0. 8%。辽宁省大型科学仪器中，分析仪器 97 台（套），

其他仪器 18 台（套），特种检测仪器 9 台（套），计量仪器 8 台（套），

工艺实验设备 7 台（套），电子测量仪器 5 台（套），激光器 4 台

（套），物理性能测试仪器 4台（套），医学诊断仪器 3 台（套），

核仪器 2 台（套），大气探测仪器 1 台（套），地球探测仪器 1 台

（套），天文仪器 1 台（套）。 



 

440/701 



辽宁省/160 台（套） 

441/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指纹自动识别系统 300 万枚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辽宁省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 辽宁 
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DSQ-2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辽宁省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 辽宁 
3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PI-4000Q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辽宁省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 辽宁 
4 扫描电子显微镜 XL3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辽宁省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 辽宁 
5 DNA 提取加样工作站 EVO150-8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辽宁省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 辽宁 
6 DNA 测序仪 3130x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辽宁省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 辽宁 
7 文检仪 VSC-2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辽宁省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 辽宁 
8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Finniga-SSQ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辽宁省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 辽宁 
9 DNA 测序仪 3130x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辽宁省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 辽宁 
10 全自动激光显微捕获系统 veritas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辽宁省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 辽宁 
11 定量 PCR 仪 75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辽宁省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 辽宁 
12 DNA 提取加样工作站 Freedom EVO-8 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辽宁省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 辽宁 
13 DNA 提取加样工作站 Freedom EVO-2 150 Base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辽宁省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 辽宁 
14 安捷伦液质联用仪 LCMS 1260-643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辽宁省药物研究院 辽宁 
15 通量观测系统 EC3000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辽宁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辽宁 
16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24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辽宁省固沙造林研究所 辽宁 
17 原子吸收光谱仪 SOLAAR    MKJI   M6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辽宁省淡水水产科学研究院 辽宁 
18 连续流动分析仪 SAN++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植物营养与环境资源研究所 辽宁 
19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JSM-6460LV 放大倍数：30 万；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大连工业大学 辽宁 
20 能谱及微取向系统 EDAX2040EDS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辽宁科技大学 辽宁 
21 智能重量分析仪 IGA-003 分析仪器/其他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辽宁 
22 组合式多功能水平 X 射线衍射仪 U1tima IV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渤海大学 辽宁 
23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SMART APEX11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渤海大学 辽宁 
24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渤海大学 辽宁 
25 核磁共振波谱仪 400-MR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渤海大学 辽宁 
26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000N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辽宁工业大学 辽宁 
27 气-质联用仪 7890A-5975A 分析仪器/其他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 
28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78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 
29 微生物鉴定系统 GEN Ⅲ 分析仪器/其他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 
30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LSM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 
31 稳定同位素比质谱仪 lsponime 1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 
32 元素分析仪 vario EL Ⅱ/电子天 分析仪器/其他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 
33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VISTA=MPX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 
34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 Agilent75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 
35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8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 
36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N /附微机一套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 
37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1100 /附微机一套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 
38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100CXⅡ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 
39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3400N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沈阳工业大学 辽宁 



辽宁省/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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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JSM-84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沈阳工业大学 辽宁 
41 原子吸收光谱 AASnovAA4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沈阳工业大学 辽宁 
42 核磁共振波谱仪 Mercury-Vx300MHz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辽宁大学 辽宁 
43 基因分析仪 3100 型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辽宁医学院 辽宁 
44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5Ⅱ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辽宁医学院 辽宁 
45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辽宁医学院 辽宁 
46 基因芯片扫描仪 NV-J27MC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辽宁医学院 辽宁 
47 高效液相色谱 Ultimate 3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辽宁中医药大学 辽宁 
48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LEICA TCS SP5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辽宁中医药大学 辽宁 
49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Agilent7500a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辽宁中医药大学 辽宁 
50 分析平台液质联用仪 Agilent G1969A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辽宁中医药大学 辽宁 
51 色谱质谱联用仪 LCQ Deca Plu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沈阳化工大学 辽宁 
52 实时定量 PCR 仪 Lightcycler 480II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53 电子显微镜 ELECTRON H-6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54 高效液相色谱仪 WAVE21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55 数码互动教室 教师显微镜 BA300 学生显微镜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56 冷井捕集-氢化物发生-原子吸收分

 

ASA-2sp/AA-68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57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SP5II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58 定量 PCR 仪 480II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59 细胞遗传工作站 Q550CW/DM RA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60 3130 基因分析仪 313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61 激光捕获显微切割 LM-2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62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G3281A 7700X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63 磁性细胞分选机 MACS PRO Staring kit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64 活细胞离子成像和功能性检测系统 IX71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65 基因芯片点样系统 AD32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66 基因芯片分析系统 GENETACTL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67 基因芯片点样仪 MICROGRID II TAS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68 磁性细胞分选机 MACS PRO Staring kit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69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FX PRO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沈阳药科大学 辽宁 
70 扫描电子显微镜 S-3400N Type II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沈阳药科大学 辽宁 
71 分子模拟软件 Discovery Studio 分析仪器/其他 沈阳药科大学 辽宁 
72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Xevo TQ/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沈阳药科大学 辽宁 
73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Xevo TQ/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沈阳药科大学 辽宁 
74 液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联用仪 Xevo G2 QTof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沈阳药科大学 辽宁 
75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4000 QTRAP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沈阳药科大学 辽宁 
76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C2 Si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沈阳药科大学 辽宁 
77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PI-40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沈阳药科大学 辽宁 
78 圆二色光谱仪 MOS-45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沈阳药科大学 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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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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汞压仪 PM-33-17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沈阳工程学院 辽宁 
80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7500CX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沈阳建筑大学 辽宁 
81 电主轴自动测试系统 DZZP-2 分析仪器/其他 沈阳建筑大学 辽宁 
82 热分析天平 VersaTherm TM 80W50-60Hz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 
83 电化学工作站 AutoLabPGSTA730 100-110V 分析仪器/电化学仪器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 
84 ICP 原子发射仪 DRE 165-800nm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 
85 气-质联用仪 5975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开放实验室 辽宁 
86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 XEVO TQ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开放实验室 辽宁 
87 凝胶净化浓缩仪 Accuprep Mps+ Accuvap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开放实验室 辽宁 
88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22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开放实验室 辽宁 
89 串联四极杆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1200/641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辽宁省分析科学研究院 辽宁 
90 串联四极杆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1200/6410B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辽宁省分析科学研究院 辽宁 
91 原子吸收光分光光度计 AA-8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辽宁省分析科学研究院 辽宁 
92 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SPS8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辽宁省分析科学研究院 辽宁 
93 电子探针 Epm-810Q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辽宁省分析科学研究院 辽宁 
94 傅里叶变换红外图像系统 spothight 4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辽宁省分析科学研究院 辽宁 
9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JMS-D3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辽宁省分析科学研究院 辽宁 
96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N-5975i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辽宁省分析科学研究院 辽宁 
97 气相色谱-串联四级杆质谱联用仪 7890A-7000B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辽宁省分析科学研究院 辽宁 
98 3×24L 超临界流体萃取装置 3×24L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辽宁省干旱地区造林研究所 辽宁 
99 试验小区播种机及配套动力 4R-CTS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 辽宁 
100 立式加工中心 VF3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辽宁工业大学 辽宁 
101 小型精米加工设备 T0-300 工艺实验设备/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 
102 橡胶加工分析仪 RPA8000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沈阳化工大学 辽宁 
103 静态混合二氯化磷连续水解中试装

 

自行组装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沈阳化工大学 辽宁 
104 数控卧式加工中心 KH80G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辽宁 
105 指纹熏显柜 06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辽宁省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 辽宁 
106 高频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PS-751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辽宁工业大学 辽宁 
107 电机测功系统 EMTS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沈阳工业大学 辽宁 
108 组织培养与测试系统 BIODYNAMICTM511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109 快速成型机床 HRPS-ⅡA 其他仪器/其他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辽宁 
110 电机调速系统 1920 其他仪器/其他 辽宁工业大学 辽宁 
111 日光型人工气候室 KLAN-03 其他仪器/其他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 
112 2400kV/70J 和 680kV/50J 冲击试验

 

HG-SGS 其他仪器/其他 沈阳工业大学 辽宁 
113 介质损耗测试仪 2820 其他仪器/其他 沈阳工业大学 辽宁 
114 绝缘电阻测试仪 3690 其他仪器/其他 沈阳工业大学 辽宁 
115 高压示波器 HVP-15HF 其他仪器/其他 沈阳工业大学 辽宁 
116 各种电压等级的静电电压表 PSFRC 其他仪器/其他 沈阳工业大学 辽宁 
117 暗室及电磁兼容试验设备 Frankonia/Teseq 其他仪器/其他 沈阳工业大学 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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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800kV/50mA 直流试验电压发生器

 

800kV/50mA 其他仪器/其他 沈阳工业大学 辽宁 
119 风力发电测试平台 组装 其他仪器/其他 沈阳工业大学 辽宁 
120 合成回路控制测试系统 252kV/63kA 其他仪器/其他 沈阳工业大学 辽宁 
121 工频磁场测试仪 NSG453 其他仪器/其他 沈阳工业大学 辽宁 
122 电力系统综合稳定分析软件 PSASP-PSCAD 其他仪器/其他 沈阳工业大学 辽宁 
123 1000kV/1A 和 300kV/0.5A 工频试验

 

HYDL-1000/30 其他仪器/其他 沈阳工业大学 辽宁 
124 1200kV/100mA和300kV/50mA直流

 

HNZF 其他仪器/其他 沈阳工业大学 辽宁 
125 抗阻力运动肌力检测系统 BIODEX 其他仪器/其他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126 六通道土木建筑结构电液伺服实验

 

六通道 其他仪器/其他 沈阳建筑大学 辽宁 
127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240FS 计量仪器/电磁学计量仪器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 
128 超速离心机 L-110XP 计量仪器/声学计量仪器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 
129 气象色谱-质谱联用仪 ITQ900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 
130 液相质谱联用仪 Finnigan LTQ XL 计量仪器/光学计量仪器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 
131 流式细胞分选仪 FACSCalibar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 
132 光合荧光同步测量系统 GFS-3000 计量仪器/电离辐射计量仪器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 
133 三座标测量机 INFINITE SC2.4M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辽宁 
134 材料力学试验机 SUN1000 1000KN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 
135 图像质量分析仪 PQA600 电子测量仪器/其他 辽宁省广播电影电视科学研究所 辽宁 
136 三坐标仪 法信 N08 电子测量仪器/其他 辽宁工业大学 辽宁 
137 多通道动态测试系统 LMS SCADAS III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辽宁 
138 LMS Test.Lab Rev5A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辽宁 
139 二维粒子成像速度仪 TSI-2D-PIV 电子测量仪器/其他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辽宁 
140 多模式活体成像系统 MS FX PRO mars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141 运动代谢心肺功能仪 QUAVKPFT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142 MISONO 800mA X 光机 800mA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沈阳工程学院 辽宁 
143 激光物证搜索仪 PFS 激光器/激光器 辽宁省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 辽宁 
144 数字式局部放电测试仪 DW2007 激光器/其他 沈阳工业大学 辽宁 
145 双转盘活细胞共聚焦实时成像分析

 

ultra view  vox 激光器/激光器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146 三维打印机 EDEN250 激光器/其他 沈阳建筑大学 辽宁 
147 博泰克 RIS-K2 雷达 RIS K2-Fastware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沈阳建筑大学 辽宁 
148 混凝土雷达 RIS-k2 特种检测仪器/电磁检测仪器 辽宁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辽宁 
149 组件测试仪 XJCM-8A 特种检测仪器/光电检测仪器 辽宁工业大学 辽宁 
150 PCS 系统管理系统 * 特种检测仪器/光电检测仪器 辽宁工业大学 辽宁 
151 调试配置工具 * 特种检测仪器/光电检测仪器 辽宁工业大学 辽宁 
152 电力系统综合检测平台 ZHJCK10 特种检测仪器/其他 沈阳工业大学 辽宁 
153 高压直流发生器 ZDF1-1200/50 特种检测仪器/其他 沈阳工业大学 辽宁 
154 高压试验变压器 YDTCW-1000/1 特种检测仪器/其他 沈阳工业大学 辽宁 
155 冲击电压发生器 CYD-2400/240 特种检测仪器/其他 沈阳工业大学 辽宁 
156 徕卡三维激光扫描仪 ScanStation2HDS4050 特种检测仪器/光电检测仪器 沈阳建筑大学 辽宁 



辽宁省/160 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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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X 射线衍射仪 XRD-7000S 核仪器/核辐射探测仪器 沈阳工业大学 辽宁 
158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6890/5973 GC-MS 核仪器/中子散射及衍射仪器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 
159 自动气象系统 Campebll 大气探测仪器/气象台站观测仪器 辽宁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辽宁 
160 多道生理记录仪 RM-6000 天文仪器/天体测量仪器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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