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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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河北省的仪器的数量为 241 台（套），

占总量的 1. 2%。河北省大型科学仪器中，分析仪器 150台（套），

工艺实验设备 28 台（套），物理性能测试仪器 16 台（套），其他

仪器 13 台（套），计量仪器 10台（套），医学诊断仪器 7 台（套），

激光器 7 台（套），地球探测仪器 4 台（套），电子测量仪器 3 台

（套），特种检测仪器 3 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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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241 台（套） 

423/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高性能集群系统 HDJR-32＋512M*16 2.4G*32/80G*16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北大学 河北 
2 液质联用仪 LC/MSD-XCT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北大学 河北 
3 细胞组织处理化验仪器 未知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北大学 河北 
4 直接数字化拍片系统 未知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北大学 河北 
5 准分子激光器 2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北大学 河北 
6 蛋白纯化系统 AKTA explorer-1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北大学 河北 
7 生物芯片点样仪 OmmGrid7M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北大学 河北 
8 光学多通道光谱分析仪 SP2300    200nm-1700nm；1024*256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河北大学 河北 
9 激光溅射-2 PLD-01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北大学 河北 
1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A-5975C 1.5-1050amu，EI 源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北大学 河北 
11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1200-6300Iontrap 离子阱，ms(n),n=11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北大学 河北 
12 单分子荧光成像系统 FV-1000S 5 波段激光器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河北大学 河北 
13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 未知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北大学 河北 
14 目标蛋白快速分离系统 未知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北大学 河北 
15 KrF 准分子激光器 201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北大学 河北 
16 稳态/瞬态/显微荧光光谱仪 FLS920      190-870nm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河北大学 河北 
17 等离子体增强 CVD 系统 PECVD-Ⅱ   500℃±1℃/≤8*10(-6Pa)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河北大学 河北 
18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未知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北大学 河北 
19 600MHz 核磁共振波谱仪 未知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北大学 河北 
20 高分辨傅立叶变换质谱 未知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北大学 河北 
21 流式细胞仪 未知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北大学 河北 
22 遗传分析仪 未知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北大学 河北 
23 星形结构/溅射薄膜沉积系统 多腔，PECVD、热丝、磁控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北大学 河北 
24 太阳能电池光谱响应测试装置 300-1800nm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北大学 河北 
25 重复频率 YAG 激光器 YG901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北大学 河北 
26 气质联用仪 7890a-5975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北农业大学 河北 
27 X-衍射荧光光谱仪 AXIOS PW440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河北科技大学 河北 
28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II 500MHz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河北科技大学 河北 
29 X-射线衍射仪 D/MAX 2500PC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河北科技大学 河北 
30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Ⅰ型)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河北科技大学 河北 
31 红外拉曼光谱仪 Niclet 67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河北科技大学 河北 
32 同步热分析-红外光谱联用仪 STA 449F3 / TENSOR 27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 
33 电感偶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X Series 2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 
34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race DSQⅡ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 
35 单晶衍射仪 Smart APEX II*CCD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 
36 透射电子显微镜 H-765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 
37 傅里叶变换红外-拉曼-显微联用光谱仪 VERTEX 7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 
38 多通道电化学阻抗测试系统 VMP3 分析仪器/电化学仪器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 
39 冷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48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 



河北省/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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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240E+F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 
41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 
42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Ⅲ 500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 
43 EBSD 能谱仪 pegasus apex2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河北理工大学 河北 
44 液质联用仪 1200-631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北农业大学 河北 
45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Qmanta 650EEG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河北理工大学 河北 
46 色谱质谱联用仪 ITQ  9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河北理工大学 河北 
47 氧氮氢分析仪 TCH600C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河北理工大学 河北 
48 热-质联用系统 STA449F3-QMS403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北理工大学 河北 
49 荧光定量 PCR 仪 79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河北理工大学 河北 
50 透射电镜成像系统 QUEMESA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河北理工大学 河北 
51 X 射线能谱仪 VANTAG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河北理工大学 河北 
52 全谱直读光谱仪 Uitima-2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河北理工大学 河北 
53 激光显微拉曼光谱仪 DXR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河北理工大学 河北 
54 相变仪 L78RTA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河北理工大学 河北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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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理工大学 河北 
56 辉光放电光谱仪 GDA75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河北理工大学 河北 
57 压力真空电阻炉 zu60206 分析仪器/其他 河北理工大学 河北 
58 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TQD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河北 
59 气质联用仪 Agilent 5975C 分析仪器/其他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河北 
60 近红外分析仪 DA-72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遗传生理研究所 河北 
61 高速离心机 CR22GⅢ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遗传生理研究所 河北 
6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DSQ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遗传生理研究所 河北 
63 直读光谱仪 SPECTROMAXx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河北 
64 X 射线衍射仪 xper  pro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河北 
65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3400NII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河北 
66 128 导脑电分析仪 ESI-128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河北工业大学 天津 
6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DSQ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北工业大学 天津 
68 物理吸附微孔和化学吸 ASAP2020M+C 分析仪器/其他 河北工业大学 天津 
69 超净实验室 * 分析仪器/其他 河北工业大学 天津 
70 傅立叶红外光谱仪 V8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河北工业大学 天津 
71 X 射线衍射仪 smart Lab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河北工业大学 天津 
72 稳态瞬态荧光光谱仪 FL3-22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河北工业大学 天津 
73 X 射线衍射仪 D8 ADVANC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石家庄铁道大学 河北 
74 超速冷冻离心机 LXP-IM-6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河北 
75 全谱直读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optima 2100dv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河北 
76 稳态、瞬态荧光光谱仪 fls92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河北 
77 MOTIC 数码显微互动教室 motic BA2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河北 
78 便携式光合－荧光作用测定系统 JFS-300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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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透射电子显微镜 h-765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河北 
80 双向电泳系统 141940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河北 
81 紫外可见近红外光谱仪 u41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河北 
82 差热热重同步分析系统 sta409pc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河北 
83 高效液相色谱仪 12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河北 
84 全自动分支杆菌检测系统 bactecmgit 96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北煤炭医学院 河北 
85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 1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华北煤炭医学院 河北 
86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华北煤炭医学院 河北 
87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H-765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华北煤炭医学院 河北 
88 X 射线能谱仪 VGR-3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石家庄铁道大学 河北 
89 扫描电子显微镜 KYKY 28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石家庄铁道大学 河北 
90 连续流动分析仪 BRAN+LUEBBE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华北煤炭医学院 河北 
91 气相色谱－质谱仪 6890N/5973N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北煤炭医学院 河北 
92 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质谱仪 7500A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华北煤炭医学院 河北 
93 激光共聚焦显微系统 Clsi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承德医学院 河北 
94 瑞士 Buchi 中压制备液相色谱仪 waters acquity upl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承德医学院 河北 
95 安捷伦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2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承德医学院 河北 
96 高压液相色谱-四元低压梯度泵系统 Agilent12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承德医学院 河北 
97 流式细胞仪 DB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承德医学院 河北 
98 快速蛋白液相层析系统 BiologicDuofLow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承德医学院 河北 
99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 7000DV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农业资源环境研究

 

河北 
100 X 射线衍射仪 Ultima IV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河北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 河北 
101 元素分析仪 vario MICRO cube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河北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 河北 
102 液相色谱仪 E2695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北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 河北 
103 扫描电子显微镜 INSPECTS5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河北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 河北 
104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VEGA 3 SBH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 
105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58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石家庄果树研究所 河北 
106 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石家庄果树研究所 河北 
107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 ACCESS2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河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河北 
108 全自动细菌鉴定 vitek-2 compact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华北煤炭医学院 河北 
109 液相色谱质谱仪 1260-612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华北煤炭医学院 河北 
110 气质联用仪 6890/5973N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河北 
111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器 AGILENT643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河北 
112 DNA 遗传分析系统（基因分析仪） 313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谷子研究所 河北 
11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1 型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所 河北 
114 氨基酸分析仪 Biochrom 31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 河北 
115 DNA 遗传分析系统 LICOR 4300 分析仪器/其他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 河北 
116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 SP5 II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 河北 
117 溶剂快速萃取仪 ASE30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河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河北 



河北省/241 台（套） 

426/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18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nalyst100/6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河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河北 
119 连续化学分析仪 BRAN+LUEBBE 分析仪器/其他 河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河北 
12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HP5973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河北 
121 离子色谱仪 DX-6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河北 
122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7500a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河北 
12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SAVANT AA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河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河北 
124 全自动生化分析系统 TBA-40FR   ACCUTE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河北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院 河北 
125 微生物快速分析仪 Bactra 43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 
126 高效液相色谱 Agilent12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 
127 超高效液相色谱 UPLC H clas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 
128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 VITEK 2 Compact 3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 
129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 8000DV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 
130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ELAN DRC-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 
131 超高效液相色谱 UPLC H clas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 
132 气质联用仪 GCMS-QP2010ULtra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 
133 顶空-气相色谱仪（吹扫捕集） Clarus6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 
134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Q TRAP 55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 
135 离子色谱仪(电导\安培) ICS-30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 
136 气相色谱仪（十通阀） GC-2014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 
137 原子吸收光谱 Zeenit 7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 
138 同位素质谱仪 Thermo DELTA VAdvantag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 
139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1200-641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 
140 气质联用仪 7000A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 
141 气相色谱质谱仪 GCMS-QP201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 
142 气质联用仪 5973i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 
143 IT-TOF 飞行质谱仪 无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 
144 示差扫描量热仪 DSC404F3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河北省沙河玻璃技术研究院 河北 
145 电子探针 JXA-823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河北省沙河玻璃技术研究院 河北 
146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AXIOSMAX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河北省沙河玻璃技术研究院 河北 
147 高温旋转粘度计 RSV-16RT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河北省沙河玻璃技术研究院 河北 
148 玻璃气泡质谱分析仪 GIA522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河北省沙河玻璃技术研究院 河北 
149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Lambda95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河北省沙河玻璃技术研究院 河北 
150 X 射线衍射仪 UitimaⅣ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河北省沙河玻璃技术研究院 河北 
151 小区联合收割机 TC2700-PSP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 河北 
152 小区精密播种机 CLASSIC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 河北 
153 热等静压机 D750*12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154 热等静压机 φ1250×2200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155 热等静压机 φ850×25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156 热等静压机 φ400×9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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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泡沫酸脱绒机 金狮 2T/H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邯郸市农业科学院 河北 
158 废水处理工艺实验平台 PT-1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河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河北 
159 汽车侧倾与防护装置检测系统 QCCQF1203 工艺实验设备/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河北省机械科学研究设计院 河北 
160 300 四辊可逆试验轧机 3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 
161 苯精制中试装置 中控 SUPCON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 
162 数控加工中心 小巨人 VTC-200BN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石家庄铁道大学 河北 
163 数控加工中心 SV-48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石家庄铁道大学 河北 
164 差热分析仪 TA2000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

 

河北工业大学 天津 
165 激光快速成型机 AFS-1/320YS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河北 
166 精密数控车削中心 哈挺 EU51M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河北 
167 贴片机 JUKIKE2020M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河北 
168 机械加工中心 VMC1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河北 
169 慢走丝切割机 a-OIA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河北 
170 贴片机 JUKIKE2010M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河北 
171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KYKY-2800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河北理工大学 河北 
172 三坐标测量机 071007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河北 
173 发酵罐 Bioflo 5000 工艺实验设备/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河北 
174 双通道土木实验系统 244.41S FT60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河北理工大学 河北 
175 机电一体化实训系统 LZTY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 
176 相似材料二维加载模拟实验系统 YJ203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河北理工大学 河北 
177 微机控制岩石剪切蠕变试验系统 RLW-3000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河北理工大学 河北 
178 微机控制岩石三轴试验系统 TAW-3000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河北理工大学 河北 
179 伪动力系统 MTS 拟动力系统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

 

河北理工大学 河北 
180 物理化学吸附分析仪 autosorb iQ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河北工业大学 天津 
181 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 Instron3365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

 

河北工业大学 天津 
182 非接触全场应变测量仪 VIC-3D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

 

河北工业大学 天津 
183 光纤测试分析系统 AQ6317C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石家庄铁道大学 河北 
184 振动台 *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

 

石家庄铁道大学 河北 
185 电液伺服压剪试验系统 YAT-10000K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

 

石家庄铁道大学 河北 
186 液压实验台 DENISO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

 

石家庄铁道大学 河北 
187 电动振动实验台 ES-6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

 

石家庄铁道大学 河北 
188 声震测试分析系统 MKⅡ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石家庄铁道大学 河北 
189 电液伺服加载试验系统 2000KN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

 

石家庄铁道大学 河北 
190 激光扫描测振仪 PSV-4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声学振动仪器 石家庄铁道大学 河北 
191 液压伺服材料实验机(MTS) 318.25L/F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

 

石家庄铁道大学 河北 
192 全自动比表面积与孔隙度分析仪 ASAP2420-4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河北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 河北 
193 超高温接触角测量仪 DSAHT-17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

 

河北省沙河玻璃技术研究院 河北 
194 透气量测定仪 BT-3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

 

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 
195 机引播种机 TC2700 其他仪器/其他 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 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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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核心力量测试康复训练系统 Ergofit 其他仪器/其他 河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河北 
197 红外三维运动分析系统 T20-8 其他仪器/其他 河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河北 
198 低氧训练系统 Cnro 其他仪器/其他 河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河北 
199 功能训练三角训练机 KeiserINFINITYSERIES 3030PP 其他仪器/其他 河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河北 
200 岩土实验模型槽 自建 其他仪器/其他 石家庄铁道大学 河北 
201 回直流风洞 回/直流 其他仪器/其他 石家庄铁道大学 河北 
202 工业控制软件 c08 其他仪器/其他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河北 
203 抛光机 Acpsitec E460E 其他仪器/其他 河北工业大学 天津 
204 小区联合收割机 wintersteiger classic 其他仪器/其他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遗传生理研究所 河北 
205 物流试验设备 400*300 其他仪器/其他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河北 
206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1400 其他仪器/其他 河北农业大学 河北 
207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其他仪器/其他 河北农业大学 河北 
208 精密万能测长仪 PLM600-2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河北省计量科学研究所 河北 
209 激光干涉仪 ML10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河北省计量科学研究所 河北 
210 音速喷嘴法气体流量标准装置 GLV-40.25%（k=2） 计量仪器/其他 河北省计量科学研究所 河北 
211 静态容积法水流量标准装置 LJS-15-300 计量仪器/其他 河北省计量科学研究所 河北 
212 测量接收机 ESU26 计量仪器/其他 河北省计量科学研究所 河北 
213 电磁兼容屏蔽暗室 3 米法 计量仪器/其他 河北省计量科学研究所 河北 
214 水表综合试验装置 LJR 15-50（扩 80） 计量仪器/其他 河北省计量科学研究所 河北 
215 检衡专用车 XZJ5312JSQ 计量仪器/其他 河北省计量科学研究所 河北 
216 电声标准装置 3560C 计量仪器/其他 河北省计量科学研究所 河北 
217 辐射野二维剂量扫描分析系统 2D-Servo 计量仪器/其他 河北省计量科学研究所 河北 
218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JEM-2010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河北理工大学 河北 
219 NGN 软交换实验平台 SOFTX3000 电子测量仪器/通讯测量仪器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河北 
220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TCS-SP8 电子测量仪器/其他 河北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 河北 
221 屏障环境万级净化动物实验室 万级净化 医学诊断仪器/其他 承德医学院 河北 
222 纤维支气管镜 O224P60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华北煤炭医学院 河北 
223 耶格肺功能仪 MS Diffusion body ios aps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华北煤炭医学院 河北 
224 神经电生理与运动行为分析系统 BIO-Behavior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燕山大学 河北 
225 关节被动运动系统 Kine Tec 医学诊断仪器/其他 河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河北 
226 多关节等速肌力测试与康复训练系统 Con-trex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河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河北 
227 高频拍片机 orich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河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河北 
228 准分子激光器 COMPex Pro 50 激光器/激光器 燕山大学 河北 
229 飞秒激光器 Mira 900-s 激光器/激光器 燕山大学 河北 
230 激光分子束外延设备 WK-LMBE     2.6*10（-8）Pa 激光器/激光器 河北大学 河北 
231 纳秒 YAG 激光器泵浦燃料激光器 Narrow Scan G-R  333-1040nm 激光器/激光器 河北大学 河北 
232 准分子 XeCl 激光器 COMPexPro205 308nm，500mJ，50Hz 激光器/激光器 河北大学 河北 
233 飞秒钛宝石激光器及转换光谱系统 50-850nm/35fs/分辨率 150fs 激光器/激光器 河北大学 河北 
234 激光干涉仪 Laser  XL-80 激光器/激光器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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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地质雷达 SIR-20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石家庄铁道大学 河北 
236 TSP 地质超前预报系统 TSP203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石家庄铁道大学 河北 
237 瞬变电磁仪 ID-X/TEM47 地球探测仪器/电磁法仪器 河北煤炭科学研究院 河北 
238 槽波地震仪 Summit   Ⅱ  EX 地球探测仪器/地震仪器 河北煤炭科学研究院 河北 
239 ICAP 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ICAP-6300 特种检测仪器/射线检测仪器 石家庄经济学院 河北 
240 全身 X 射线计算机扫描系统 LIGHTSPEED-VCT 特种检测仪器/其他 河北工程大学 河北 
241 运动心电测试仪及运动平板 at-104pc 特种检测仪器/光电检测仪器 华北煤炭医学院 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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