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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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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山西省的仪器的数量为 74 台（套），占

总量的 0. 4%。山西省大型科学仪器中，分析仪器 48 台（套），计

量仪器 9 台（套），工艺实验设备 4 台（套），地球探测仪器 3 台

（套），其他仪器 3 台（套），医学诊断仪器 3 台（套），特种检测

仪器 2 台（套），电子测量仪器 1 台（套），激光器 1 台（套）。 



山西省/74 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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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超速冷冻离心机 CS150GXⅡ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山西大学 山西 
2 高效液相色谱仪 L2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山西大学 山西 
3 流式细胞仪 FC500MCL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山西农业大学 山西 
4 激光扫描图像获取系统 Pharos FX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山西农业大学 山西 
5 冷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7500F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 
6 测量显微镜 MM-800/LU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 
7 高影像图像分析显微镜 HSP-1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 
8 测量显微镜 mm-800lu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 
9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SMART.APEX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 
10 全数字化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III 600MHz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 
11 氨基酸自动分析仪 Biodhrom3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 
12 衍射荧光光谱仪 FLS92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 
13 血管内超声 S5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长治医学院 山西 
14 全自动生化仪 LX-2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长治医学院 山西 
15 扫描电子显微镜 KYKY-28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山西大同大学 山西 
16 气相色谱仪 Agilent 7890A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山西省生物研究所 山西 
17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8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西省生物研究所 山西 
18 气质联用仪 Agilent 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西省生物研究所 山西 
19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NexION 300X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西省分析科学研究院 山西 
20 高效液相色谱仪 eAlliance 269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山西省分析科学研究院 山西 
21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VERTEX 7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西省分析科学研究院 山西 
22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Lambda 750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西省分析科学研究院 山西 
23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 2100DV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西省分析科学研究院 山西 
24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系统 UPLC/XEVO TQ 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西省分析科学研究院 山西 
25 气相色谱离子阱质谱仪 PolarisQ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西省分析科学研究院 山西 
26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nalyst 8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西省分析科学研究院 山西 
27 核磁共振波谱仪 ANANCE Ⅲ 600MHz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山西省分析科学研究院 山西 
28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68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资源研

 

山西 
29 气相色谱-四极杆质谱联用仪 DSQ/K07300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资源研

 

山西 
30 全自动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35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资源研

 

山西 
31 CNS 元素分析仪 Vario Max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资源研

 

山西 
32 全自动凝胶净化浓缩仪 Mps+AccuVap 分析仪器/其他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资源研

 

山西 
33 扫描电子显微镜 2800B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山西省化工研究所 山西 
34 气质联用仪 GCMS-QP2010Ultra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山西 
35 高效液相色谱仪 LC-20AT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山西 
36 液质联用仪 LTQ-XL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山西 
37 液质联用仪 ACCELA  TSQ QUANTUM ACCESS MAX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山西 
38 气质联用仪 6890N-5975B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山西 
39 凝胶成像系统 FluorChem M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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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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质联用仪 Xevo  TQ-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山西 
41 自动微生物快速检测分析系统 VITEK 2 COMPACT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山西 
42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PE-9000 全谱直读型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山西 
43 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山西 
44 离子色谱仪 DIONEX ICS-21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山西 
45 液质联用仪 LCMS-803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山西 
46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M6-MK2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山西 
47 贝克曼库尔特免疫分析仪 access2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山西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山西 
48 体能测试系统 version 3.0 分析仪器/其他 山西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山西 
49 镁合金挤压机 mxj-8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山西省冶金研究所 山西 
50 浇注机 DESMA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山西省化工研究所 山西 
51 浇注机 EA-210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山西省化工研究所 山西 
52 废水处理成套设备 50 吨/天废水处理成套设备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山西省化工研究所 山西 
53 电机控制的动三轴试验系统 DYNTTS（5HZ,20KN） 其他仪器/其他 山西省交通科学研究院 山西 
54 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压剪试验机 YAW7107 其他仪器/其他 山西省交通科学研究院 山西 
55 多功能高精度贴片机 BS391V1－V 其他仪器/其他 太原市电子研究设计院 山西 
56 热能表检定装置 / 计量仪器/热学计量仪器 山西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西 
57 连体滑台振动台 LDS V830-335 计量仪器/其他 山西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西 
58 步入式实验室 VCZ6008 计量仪器/其他 山西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西 
59 检衡车 FM400  6×4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山西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西 
6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 6460 计量仪器/其他 山西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西 
61 液相色谱/四极杆质谱仪 Agilent 7001A 计量仪器/其他 山西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西 
62 DN80 热量表检定装置(含电脑\打印

 

HHTC-EMD-25-15 计量仪器/热学计量仪器 山西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西 
63 液相色谱仪 Acquity UPLC 计量仪器/其他 山西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西 
64 等速肌力测试仪 NORM-770 计量仪器/其他 山西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山西 
65 矢量网络分析仪 Agilent N5230C PNA-L 电子测量仪器/网络分析仪器 山西大同大学 山西 
66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HP SONOS2000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长治医学院 山西 
67 CT 500M 万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山西省针灸研究所 山西 
68 便携式放疗检测仪 RFA-200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山西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山西 
69 美国天宝三维激光扫描仪 TRIMBLE FX 激光器/激光器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 
70 地质雷达 SIR—20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山西省交通科学研究院 山西 
71 隧道地质超前预报仪 TGP-206 地球探测仪器/地震仪器 山西省交通科学研究院 山西 
72 隧道地质超前预报仪 TSP203 地球探测仪器/地震仪器 山西省交通科学研究院 山西 
73 MOOG 桥梁检测车 莫格桥梁检测车 MBI-200-1.5/S 特种检测仪器/其他 山西省交通科学研究院 山西 
74 桥梁检测车 HPT20/66 特种检测仪器/其他 山西省交通科学研究院 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