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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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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天津市的仪器的数量为 274 台（套），

占总量的 1. 3%。天津市大型科学仪器中，分析仪器 169台（套），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 32 台（套），其他仪器 24 台（套），工艺实验

设备 17 台（套），医学诊断仪器 10 台（套），电子测量仪器 9 台

（套），计量仪器 5 台（套），激光器 2 台（套），海洋仪器 2 台（套），

特种检测仪器 2 台（套），核仪器 1 台（套），大气探测仪器 1 台

（套）。 



 

412/701 



天津市/274 台（套） 

413/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液质联用仪 三重串联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天津农学院 天津 
2 超速离心机 *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天津农学院 天津 
3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及药敏分析仪 VTK2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天津农学院 天津 
4 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天津农学院 天津 
5 梯度多功能激光扫描成像系统 TyphoonTrio+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天津农学院 天津 
6 气质联用仪 7890A 分析仪器/其他 天津农学院 天津 
7 等速肌肉功能评定系统 NORM 分析仪器/其他 天津体育学院 天津 
8 双能 x 线全身骨骼密度仪 PRODIGY 分析仪器/其他 天津体育学院 天津 
9 毛细管电泳仪系统 P/ACE MDQ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天津体育学院 天津 
10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A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天津体育学院 天津 
11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nalyst8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天津城建大学 天津 
12 气相色谱仪 Claucs5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天津城建大学 天津 
13 X 射线衍射仪 UctimaIV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天津城建大学 天津 
14 X 射线荧光谱仪 PrmnsII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天津城建大学 天津 
15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6410B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天津城建大学 天津 
16 气相色谱仪-质谱联用仪 4000GC/MS/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天津城建大学 天津 
17 纳米粒径（ZETA）电位分析仪 ZEN3600 分析仪器/电化学仪器 天津城建大学 天津 
18 高端流式细胞分选仪 FACS Aria Ⅱ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19 扫描离子电导显微镜 IC nanoS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20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IVIS SPECTRUM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21 基因芯片分析系统 G2505CA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22 流式细胞仪 FACS verse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23 荧光定量 PCR 仪 7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24 Alliance 高效液相色谱系统 e2695-2489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25 蛋白纯化仪 AKTA explorer10s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26 数字切片工作站 奥林巴斯 VS12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27 电喷雾四级杆飞行时间质谱仪 microTOF-Q II 型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28 活细胞工作站 IX81-ZDC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29 超速离心机 Optima L-100X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30 自动蛋白酶解系统 GE Ettan Digeste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3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安捷伦 7890A/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32 智能生物图像导航仪 FSX1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33 真空冷冻干燥机 Sublimator2*3*3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34 高通量实时荧光定量基因扩增仪 ABI 7900HT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35 活细胞工作站系统 Andor/Ludl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36 脑片膜片钳系统 MuitiClamp700B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37 多功能图像分析仪 DM6000B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38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FV1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39 纳升液相色谱 戴安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天津市/274 台（套） 

414/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40 激光显微捕获系统 MMI Cellcut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41 二维电泳系统 PROTEAN IEF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42 比较基因组工作站 AI cytovision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43 细胞遗传工作站 7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44 遗传分析仪 3130 分析仪器/其他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45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TQ Orbitrap Disocovery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46 透射电子显微镜 HT77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47 电泳遗传鉴定分析系统 35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48 蛋白纯化系统 UPC 1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49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Multimodal Pro Light Source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50 流式细胞仪 BD FACSAria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51 血细胞分离仪 Spectra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52 超速冷冻离心机 Optimal-100X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53 流式细胞仪 FACS Aria Ⅱ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54 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 IVIS  Spectrum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55 流式细胞仪 FACSCanto II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56 测序仪 Genome Analyzer IIx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57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ACQUITY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58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z-50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59 液相色谱仪 600e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60 显微成像流式分析系统 AMNIS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61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Ⅲ/400M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62 小动物活体影像分析仪 LB983 NC1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63 制备型超速离心机 Optima L-100X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64 研究级倒置荧光显微镜（图像导航仪） IX5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65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安捷伦 1200/布鲁克 632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66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FV10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67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 Hclas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68 定量 PCR 仪 ABI75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69 红外热像仪 PM39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天津商业大学 天津 
70 热常数分析仪 2500S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天津商业大学 天津 
71 焓差实验台 非标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天津商业大学 天津 
72 差示扫描量热仪 DSCQ100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天津商业大学 天津 
73 高效液相色谱仪 ProStar21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74 线性离子阱质谱 LS/MS 641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75 立体三维成像装置 NIBON C1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76 显微激光拉曼光谱仪 HR-8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77 发酵产物筛选工作站 Zephy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78 好氧发酵系统 GUJT-10-30-200×2C 型 分析仪器/其他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天津市/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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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纤维测试分析仪 Fiber Fester912 分析仪器/其他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80 液相单四极质谱仪 6120BA-LC/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81 超速冷冻离心机 Optima L-100xp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82 圆二色光谱仪 MOS-450/AF-CD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83 高效液相色谱 12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84 LCQ 液质联用仪 LAM10188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85 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 Microstation ML3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86 气质联用仪 GCMS-4000 离子阱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87 扫描探针显微镜 JSPM-52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88 ICP 质谱仪 7500CX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89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380LV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90 毛细管电泳仪 LIF LASER(488nm)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91 高效液相色谱 LC-10TVP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92 气相色谱质谱仪 GCMS-QP201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93 单四极质谱仪 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94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U-151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95 双向电泳系统 PROTEAN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96 流式细胞计 BDFACSCALIBUR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97 ASE 快速溶剂萃取仪 ASE300 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98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ACQUITYUPLC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 
99 多功能微孔板分析仪 Flexstation 3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 
100 超高效液相色谱系统 H-Class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 
101 液质联用仪 API32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 
102 双向电泳系统 IEF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 
103 染色体遗传工作站 8oi-Fl-DIC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104 原子力显微镜 5500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105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 Elan9000  超痕量级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106 毛细管电泳系统 P/ACE MDQ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107 高效液相色谱 HP12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108 色谱-质谱联用仪 Focus DSQII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109 高压气体吸附分析仪 PCT E&E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110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APEX II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111 磁性测量系统（超导量子干涉仪磁强计） MPMS-XL-7 分析仪器/其他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112 高分辨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Nova Nano SEM 23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113 圆二色光谱仪 J-815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114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ECLIPSE-Ti C1-plus 分析仪器/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115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Profile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116 铁电分析仪 TF 2000 分析仪器/其他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117 等温滴定微量热仪 VP-ITC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天津市/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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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遗传分析仪 4300S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119 液相色谱四极杆飞行时间液相色谱质谱

 

Q-TOF 652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120 差示扫描微量热仪 VD-DSC Q200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121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F2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122 全谱直读 ICP 发射光谱仪 P rodigy  全谱直读 73 种元素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123 核磁共振磁场测量仪 AVANCE III 400MHz 分析仪器/波谱仪器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124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APEX11Quazar CCD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125 X 射线粉末衍射仪 D8ADVANC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126 元素分析仪 VARIO EI cube 分析仪器/其他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127 低温稳态与瞬态荧光光谱仪 FL-3(1039 1016 1065)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128 流式液相芯片分析仪 FACSArray 分析仪器/其他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129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nalyst 100 分析仪器/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天津市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

 

天津 
130 液相色谱仪 Waters  600E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天津市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

 

天津 
131 HPLC-电感偶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Agilent 7500a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天津市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

 

天津 
132 焦磷酸测序仪 PSQQ 96MA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天津市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

 

天津 
133 气质联用仪 7890A/5975C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天津市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

 

天津 
134 氨基酸分析仪 L89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天津市畜牧兽医研究所 天津 
135 原子吸收光谱仪 AAnalyst8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天津市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原

 

天津 
136 气质联用仪 TRACED8Q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国家农产品保鲜工程技术研究中

 

天津 
137 一体机(全自动细管精液冷冻仪） DIGITCOOL53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天津市奶牛发展中心 天津 
138 乳成份分析仪 milkscan50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天津市奶牛发展中心 天津 
139 乳成份分析仪 CombifossFT+20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天津市奶牛发展中心 天津 
140 流式细胞仪 Altra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 
141 质谱检测器 离子阱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 
142 四级杆-飞行时间串联质谱仪 6520 Q-TOF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 
143 三重串联四级杆液质联用系统 6430 QQQ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 
144 基因测序仪 3130 分析仪器/其他 天津市水产研究所 天津 
145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AP630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天津市检测技术研究所 天津 
146 直读真空光谱仪 QSN750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天津市检测技术研究所 天津 
147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EDX－720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天津市电子仪表实验所 天津 
148 红外碳硫测定仪 CS-444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天津市理化分析中心 天津 
149 气液相-质谱联用仪 Automass multi GC20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天津市理化分析中心 天津 
150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PE5100ZL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天津市理化分析中心 天津 
151 液相色谱仪 P4000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天津市理化分析中心 天津 
152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RIS-advantage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天津市理化分析中心 天津 
153 二次离子质谱仪 IMS 4f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六

 

天津 
154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725-ES 分析仪器/光谱仪器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六

 

天津 
155 二次离子质谱仪 IMS 4f-E7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六

 

天津 
156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Clarus 600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六

 

天津 



天津市/274 台（套） 

417/701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类型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57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PHI5000 VersaProbe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六

 

天津 
158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Varian 820-MS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六

 

天津 
159 俄歇电子能谱仪 PHI670xi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六

 

天津 
160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UPRA55VP 分析仪器/电子光学仪器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六

 

天津 
161 综合热分析仪 STA 449 F3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六

 

天津 
162 导热分析仪 LFA447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六

 

天津 
163 热膨胀系数测试仪 DIL402C 分析仪器/热分析仪器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六

 

天津 
164 X 射线衍射仪 DMAX/RC 分析仪器/X 射线仪器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六

 

天津 
165 液质联用仪 FINNIGAN TSQ QUANTM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天津药物研究院 天津 
166 全自动生化仪 日立 7080 分析仪器/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天津药物研究院 天津 
167 离子阱质谱仪 FINNIGAN LCQ AD MAX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天津药物研究院 天津 
168 液质联用仪 QBA395 分析仪器/质谱仪器 天津药物研究院 天津 
169 高压液相色谱仪 WATERS 600 分析仪器/色谱仪器 天津药物研究院 天津 
170 快速温度变化试验箱 TT710-15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天津市电子仪表实验所 天津 
171 磁控与离子束辅助沉积 FJL560C12，1.MEVVA ⅡA-H 强流金属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172 母粒设备 *222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天津工业大学 天津 
173 纯水设备(示范) * 工艺实验设备/化工、制药工艺实验设备 天津工业大学 天津 
174 小型梳理机 SDL Y015A 工艺实验设备/纺织工艺实验设备 天津工业大学 天津 
175 小型并条机 SDP Y015B 工艺实验设备/纺织工艺实验设备 天津工业大学 天津 
176 单层固定自动裁剪系统 PRDSPIN CNT 工艺实验设备/纺织工艺实验设备 天津工业大学 天津 
177 水针刺机 × 工艺实验设备/纺织工艺实验设备 天津工业大学 天津 
178 拉幅 WL-GD-C 工艺实验设备/纺织工艺实验设备 天津工业大学 天津 
179 数控机床 810-D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天津工业大学 天津 
180 激光器 OC2-5KW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天津工业大学 天津 
181 MPS 教学实验装置 FESTO 9 站 MPS 工艺实验设备/电子工艺实验设备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182 加工中心 S56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天津商业大学 天津 
183 全自动发酵罐 DL-30 工艺实验设备/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184 快速成型机 AFS-320MZ 工艺实验设备/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天津商业大学 天津 
185 热网性能参数综合性能实验系统 *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天津城建大学 天津 
186 净化空调综合性能实验系统 * 工艺实验设备/其他 天津城建大学 天津 
187 应力路径三轴实验仪 Autotriax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天津城建大学 天津 
188 岩石试验机 RMT-150C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天津城建大学 天津 
189 土体三轴流变试验机 TSS1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天津城建大学 天津 
190 六通道液压伺服系统 FTS-4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天津城建大学 天津 
191 旁压仪 SPB-MPX TYPE VIII D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天津城建大学 天津 
192 空心圆柱静动力扭剪仪 HCA-1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大地测量仪器 天津城建大学 天津 
193 动态粘弹热分析仪 DMA298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194 哈克流变仪 TYP557-931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195 压缩机性能检测系统 无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天津商业大学 天津 



天津市/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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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超高剪切粘度计 90278091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197 发动机台架试验系统 QC2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198 在线粒度分析仪 6027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颗粒度测量仪器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199 超导核磁共振谱仪 VAVANCEIII500 兆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 
200 纳米压痕仪 位移分辨率：0.01nm 压头总位移范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201 电机综合试验系统 DJK2-3-75kW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天津市电工技术科学研究院 天津 
202 步入式高低温试验室 GDWS-6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天津市电工技术科学研究院 天津 
203 绝缘电阻测试系统 AMI-050-U-5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六

 

天津 
204 反射器性能测定装置 HTS-16DF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天津市自行车研究院 天津 
205 金属材料疲劳试验机 CD03DM-JS1013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天津市自行车研究院 天津 
206 自动激光平整度检测车 ICC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其他 天津市市政工程研究院 天津 
207 直接拉伸仪 不详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天津市市政工程研究院 天津 
208 激光路面断面测试仪 —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光电测量仪器 天津市市政工程研究院 天津 
209 GTM 旋转试验机 8A/6B/4C/I3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天津市市政工程研究院 天津 
210 多功能路况检测车 不详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天津市市政工程研究院 天津 
211 地质探测雷达 SIR-2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天津市市政工程研究院 天津 
212 路面横向力系数测定仪 SFC-2004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天津市市政工程研究院 天津 
213 全功能超生检测系统 不详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探伤仪器 天津市市政工程研究院 天津 
214 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压剪试验机 YJW-500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天津市市政工程研究院 天津 
215 自动弯沉仪 JG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天津市市政工程研究院 天津 
216 重锤式弯沉测试系统 Dynatest808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天津市市政工程研究院 天津 
217 GTM 旋转试验机 4C-I3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天津市市政工程研究院 天津 
218 MTS810 系统 MTS810 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天津市市政工程研究院 天津 
219 电线电缆测试系统 SYY-Ⅲ 其他仪器/其他 天津市电工技术科学研究院 天津 
220 960kVA 多磁路综合试验系统 YB-960 其他仪器/其他 天津市电工技术科学研究院 天津 
221 变频电源 GC4300  300KVA 其他仪器/其他 天津市电工技术科学研究院 天津 
222 型式试验控制系统 无型号 其他仪器/其他 天津市电工技术科学研究院 天津 
223 电磁兼容综合测试设备 IXAXOS5/DIP116 其他仪器/其他 天津市电工技术科学研究院 天津 
224 PFI 磨 P40110 E000 其他仪器/其他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225 低压电器实验数据采集处理系统 CY2004 其他仪器/其他 天津市电工技术科学研究院 天津 
226 液质联用仪 日立 M-8000 其他仪器/其他 天津药物研究院 天津 
227 压片机 EA08 其他仪器/其他 天津药物研究院 天津 
228 毛细管电泳仪 P/ACEMDQ 其他仪器/其他 天津药物研究院 天津 
229 多导生理记录仪 RM-6300 其他仪器/其他 天津药物研究院 天津 
230 外科腹腔镜手术训练系统 simbionix LAP mentor 其他仪器/其他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231 对开双色胶印机 J2205 其他仪器/其他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232 膜片钳 200B 其他仪器/其他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233 水迷宫动物行为活动分析系统 EthoVisionCdor-prosy 其他仪器/其他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234 综合模拟婴儿 245-05050 其他仪器/其他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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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综合模拟婴儿 245-05050 其他仪器/其他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236 综合模拟病人 211-00050 其他仪器/其他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237 综合模拟人 211-00050 其他仪器/其他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238 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系统 UA.L.6-X 其他仪器/其他 天津体育学院 天津 
239 生物能量测试仪 XF24-2 其他仪器/其他 天津体育学院 天津 
240 综合模拟病人 211-00050 其他仪器/其他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241 无线智能模拟人 212-00050 其他仪器/其他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242 泌尿内镜手术培训系统 URO mentor 其他仪器/其他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243 检衡车 北方奔驰 ND1260SAJ 计量仪器/力学计量仪器 天津市计量监督检测科学研究院 天津 
244 频谱分析仪 E4445A 计量仪器/电子学计量仪器 天津市电子仪表实验所 天津 
245 测长机 ULM520S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天津市电子仪表实验所 天津 
246 激光干涉仪 ML10GOLD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天津市电子仪表实验所 天津 
247 三坐标测量机 LH108 计量仪器/长度计量仪器 天津市检测技术研究所 天津 
248 数字电视测量系统 AT－5S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天津市电子仪表实验所 天津 
249 烟密度测量装置系统 DPS-III 电子测量仪器/其他 天津市电工技术科学研究院 天津 
250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 Quam ta200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天津工业大学 天津 
251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K-Aepna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天津工业大学 天津 
252 X 射线衍射仪 D8-D1SOVER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天津工业大学 天津 
253 非接触三维人体扫描仪 VITUSSMART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天津工业大学 天津 
254 转矩流变仪 PLASTOGRAPH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天津工业大学 天津 
255 三座标测量机 LH65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天津工业大学 天津 
256 足底压力分布测量系统 PEDAR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天津体育学院 天津 
257 模块式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Modular P 医学诊断仪器/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258 全自动基因遗传鉴定分析系统 3130XL 医学诊断仪器/其他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259 微码数字芯片 Bedxpress 医学诊断仪器/其他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260 神经信号处理系统 128 channal Cerebus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261 自动快速微生物鉴定系统 GEN III MicroStation System 医学诊断仪器/其他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262 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彩色) EnVisor 超凡 M2540A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 
263 96 通道神经电生理信号记录系统 OMNIPLEX96 医学诊断仪器/电子诊察仪器 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 
264 双能 X 线骨密度仪 GE Prodigy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265 数字 X 光机（组装） NAX-500RF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266 彩色多普乐超声仪 VIVID 3 PRO 医学诊断仪器/影像诊断仪器 天津药物研究院 天津 
267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LSM710 激光器/激光器 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 
268 激光显微切割仪 LMD6500 激光器/激光器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269 多功能微孔板检测仪 Syrergy4 特种检测仪器/光电检测仪器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270 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特种检测仪器/其他 天津市水产研究所 天津 
271 叶绿素调制荧光成像系统 IMAG-CM 海洋仪器/海洋生物调查仪器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272 流水养殖系统 * 海洋仪器/其他 天津农学院 天津 
273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400 核仪器/核效应分析仪器 天津药物研究院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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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DVBS 遥感卫星数据接收处理系统 服务器 X3500M3-7380IIC 云桌面系

 

大气探测仪器/被动大气遥感仪器 天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天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