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福建省省属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科研仪器设备清单（第一期）

A0210 仪器仪表 说明

A021001 自动化仪表

A02100101 温度仪表
包括双金属温度计、压力式温度计、热电偶温度计、热敏电阻温度测量仪器
、非接触式温度计、温度控制(调节)器、温度变送器、温度仪表校验装置、
温度仪表附属装置等。

A02100102 压力仪表

包括弹簧管压力仪表、波纹管压力仪表、膜片压力仪表、膜盒压力仪表、数
字压力表、电接点压力表、真空表、氧压力表、氯压力表、氨压力表、氢压
力表、乙炔压力表、耐腐蚀压力表、耐振压力表、高温压力表、专用压力表
、减压器、压力变送器、压力控制(调节)仪表、压力表校验仪表、压力仪表
辅助装置等。

A02100103 流量仪表

包括差压仪表、涡轮流量仪表包、浮(转)子流量仪表、电磁流量仪表、椭圆
齿轮流量仪表、腰轮流量仪表、活塞式流量仪表、圆盘流量仪表、刮板流量
仪表、涡街流量仪表、超声流量仪表、蒸气流量仪表、质量流量仪表、节流
装置、流量控制(调节)仪表、流量仪表检定装置等。

A02100104 物位及机械量仪表 包括物位仪表、机械量仪表等。

A02100105 显示及调节仪表 包括显示仪表系统、控制(调节)仪表系统等。

A02100106
气动、电动单元组
合仪表

包括气动单元组合仪表、电动单元组合仪表等。

A02100107 基地式仪表
包括 B 系列气动基地式仪表、KF 系列气动基地式仪表
等。

A02100108 绘图仪 包括绘图机，绘图台，其他绘图、划线或数学计。

A02100109 集中控制装置
包括巡回检测装置、组装式电子综合控制装置、CAMAC系统专用设备及部件
、远动装置、锅炉控制设备等。

A02100110 执行器 包括气动执行机构、电动执行机构、电液执行机构、执行器辅助装置等。

A02100111 自动成套控制系统
包括轮胎硫化自控装置、塑料注射机控制装置、计算机控制与管理系统、工
业自动测试系统等。

A02100112
工业控制用计算机
系统

包括集中型工业控制计算机系统、智能自动化系统、分散型控制系统、现场
总线控制系统等。

A02100199 其他自动化仪表

A021002 电工仪器仪表

A02100201 电度表 包括机电式电能表、电子式电能表、电能表用附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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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100202
实验室电工仪器及
指针式
电表

包括教学演示用实验室及携式电表等。

A02100203 数字电网监测表
包括电流测量仪表、电压测量仪表、功率测量仪表、频率测量仪表、电阻测
量仪表、相位、功率因数测量仪表、多功能测量仪表、模拟静电场测试仪、
霍尔元件测磁场装置等。

A02100204 电阻测量仪器

A02100205
记录电表、电磁示
波器

包括记录电表、电磁示波器等。

A02100206 测磁仪器

A02100207 扩大量程装置 包括分流器、仪用互感器、附加电阻器等。

A02100299 其他电工仪器仪表

A021003 光学仪器

A02100301 显微镜 包括电子显微镜等。

A02100302 光学计量仪器
包括长度计量仪器、角度测量仪器、工具显微镜、三坐标测量机、平直度测
量仪器、测量用投影仪、机床附属光学装置等。

A02100303 物理光学仪器 包括看谱镜、谱线测量仪、光电直读光谱仪等。

A02100304 光学测试仪器
包括光学材料测试仪器、光学零部件测试仪器、通用光学测试仪器、光学系
统特性参数测试仪、膜层测定仪、光学系统像质测试仪器、光学系统光度特
性测试仪器等。

A02100305
电子光学及离子光
学仪器

包括电子光学及离子光学计量仪器、电子光学及离子光学测试仪器等。

A02100306 航测仪器
包括密度分割伪彩色分析仪、转绘仪、判读仪、立体测图仪、像点转刺测仪
、像点坐标量测仪、纠正仪、展点仪等。

A02100307 光谱遥感仪器
包括光谱辐射计、彩色影像扫描记录装置、多光谱彩色合成仪、遥感影像处
理系统、野外遥感仪器等。

A02100308 红外仪器 包括红外辐射源、红外辐射计、红外测试仪器等。

A02100309 激光仪器

A02100310 望远镜 包括双筒望远镜、单筒望远镜等。

A02100311 眼镜 包括树脂镜片和玻璃镜片，以及由这两类眼镜片制作的具有该功能的成镜。

A02100312 光导纤维和纤维束

A02100313
透镜、棱镜、反射
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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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100399 其他光学仪器

A021004 分析仪器

A02100401 电化学分析仪器
包括电位式分析仪器、电解式分析仪器、电导式分析仪器、电量式分析仪器
、滴定仪、极谱仪、电泳仪等。

A02100402
物理特性分析仪器
及校准仪器

包括水分计、粘度计、密度计、浊度计、烟度计、颗粒分析仪、尘量分析仪
、固体成分含量仪、采样器、表面张力仪等。

A02100403 热学式分析仪器
包括热量计、量热仪、热物快速测定仪、平板导热仪、差热仪、差热天平、
热膨胀仪、热机械分析仪、热水热量仪等。

A02100404 光学式分析仪器
包括光电比色分析仪器、光度式分析仪器、红外线分析仪器、紫外线分析仪
器、曝光表、光电比色分析仪器、光度式分析仪器等。

A02100405 射线式分析仪器
包括核能谱仪、电子能谱仪、离子散射谱仪、二次离子谱仪、X射线衍射仪
、发射式X射线谱仪、吸收式X射线谱仪等。

A02100406 波谱仪
包括核磁共振波谱仪、顺磁共振波谱仪、核电四极矩共振波谱仪、光磁共振
波谱仪等。

A02100407 质谱仪
包括有机质谱仪、同位素质谱仪、无机质谱仪、气体分析质谱仪、表面分析
质谱仪、质谱联用仪等。

A02100408 色谱仪 包括气相色谱仪、液相色谱仪、色谱联用仪、检测器等。

A02100409 磁式分析仪

A02100410 晶体振荡式分析仪

A02100411
蒸馏及分离式分析
仪

A02100412 气敏式分析仪

A02100413 化学变色式分析仪

A02100414 多种原理分析仪

A02100415
环境监测仪器及综
合分析装置

包括大气监测系统成套设备、水质监测系统成套设备、噪声监测系统成套设
备等。

A02100416 分析仪器辅助装置 包括分析仪器数据处理装置、辅助装置等。

A02100499 其他分析仪器

A021005 试验机

A02100501 金属材料试验机
包括拉力试验机、压力试验机、万能试验机、弯曲试验机、扭转试验机、复
合应力试验机、冲击试验机、松弛试验机、硬度计、蠕变试验机、持久强度
试验机、疲劳试验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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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100502 非金属材料试验机

包括橡胶塑料材料试验机、木材试验机、皮革试验机、油脂润滑剂试验机、
油漆、涂料、油墨试验机、纸张、纸板与纸浆试验机、电缆线试验机、漆包
线试验机、建筑材料试验机、粘合剂试验机、纤维、织物试验机、生物材料
试验机、复合材料试验机、果品试验机、烟草试验设备等。

A02100503 工艺试验机
包括杯突试验机，线材扭转试验机，弯折试验机，弹簧试验机，挠度试验
机，板材深冲性能试验机，摩擦磨损、润滑试验机等机。

A02100504 测力仪器 包括引伸计、引伸计标定器等。

A02100505 动平衡机
包括软支承平衡机、硬支承平衡机、立式平衡机、重力式平衡机、现场平衡
仪、专用平衡仪、质量定心机、自动平衡装置、平衡自动线等。

A02100506 振动台与冲击台

A02100507 碰撞台 包括跌落碰撞台、气动碰撞台、电动碰撞台、液压碰撞台等。

A02100508 无损探伤机
包括电磁(涡流)检测仪器、磁粉探伤仪器、渗透探伤仪器、X 射线检测仪器
、γ射线探伤机、中子探伤仪、同位素检测仪器、超声检测仪器、声学检测
仪等。

A02100509 包装件试验机
包括包装件压力试验机、包装件跌落试验机、包装件冲击试验机、包装件六
角滚筒试验机等。

A02100510 结构试验机 包括结构万能试验机、结构疲劳试验机、结构模拟试验台等。

A02100511 橡胶制品检测机械
包括轮胎检测机械、力车胎检验机械、胶管检验机械、胶带试验机械、海绵
试验机械、橡胶制品试验机械等。

A02100599 其他试验机

A021006 试验仪器及装置

A02100601
分析天平及专用天
平

包括杠杆式等臂天平、杠杆式不等臂天平、电子天平、扭力天平、上皿天平
、药物架盘天平、真空天平、携带式天平、公斤天平、天平附件及辅助装置
等。

A02100602 动力测试仪器
包括电信号传递器、测功仪、测功器、压力测量仪器、油耗测量仪器、燃烧
分析仪器、漏气量测量仪器、多参数测试装置、控制仪、动力测试专用校准
仪器等。

A02100603
试验箱及气候环境
试验设
备

包括试验用干燥箱、温度试验设备、恒温箱(槽)、生物培养设备、湿热试验
设备、温度湿度试验设备、腐蚀试验设备、低气压试验设备、高气压试验设
备、真空试验设备、爆炸性大气试验箱、日光辐射试验箱、老化或综合气候
因素试验设备、振动冲击与气候环境综合试验设备、防护试验设备等。

A02100604
生物、医学样品制
备设备

包括试验用离心机等。

A02100605
应变及振动测试仪
器

A02100606
型砂铸造试验仪器
及装置

包括型(芯)砂试验仪器、特种铸造测试仪器、合金铸造性能测试仪器、铸造
质量检测仪器、冲天炉熔化过程测试仪器等。

A02100607 真空检测仪器 包括真空检漏仪器、真空测量仪器、真空监控仪器等。

- 4 -



A02100608 土工测试仪器 包括土壤测试仪器、土壤测试辅助设备等。

A02100609 实验室高压釜 包括电磁往复、永磁旋转、机械搅拌高压釜等。

A02100610
电子可靠性试验设
备

不包括气候环境试验设备、电真空器件试验设备。

A02100699
其他试验仪器及装
置

A021007 计算仪器

A02100701 液体比重计 包括液体密度计等。

A02100702 玻璃温度计 包括工业玻璃温度计、实验室玻璃温度计、电接点玻璃温度计等。

A02100703 气压计

A02100704 湿度计

A02100705 液体压力计

A02100706
气体与液体计量仪
表

包括水表（IC 卡水表等）、油表、煤气表等。

A02100707 速度测量仪表

A02100708 产量计数器 包括机械计数器、电磁计数器等。

A02100709 计费与里程表 包括出租车计费表、里程表等。

A02100710 计步器、频闪仪 包括计步器、频闪仪等。

A021008 量仪

A02100801 齿轮量仪

A02100802 螺纹量仪

A02100803 形位误差检查仪

A02100804 角度量仪

A02100899 其他量仪

A021009 钟表及定时仪器

A02100901 钟
包括机械钟、石英钟、电钟、电控钟及除石英钟外的电子钟、特殊用途钟等
。

A02100902 表 包括机械表、石英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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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100903 定时器 包括机械式定时器、电动式定时器、电子式定时器等。

A02100904 时间记录装置 包括时间记录器，时间累加器，测量、记录或指示时间间隔的装置等。

A02100905 钟表机心 包括机械手表机心、石英手表机心、钟机心等。

A02100999
其他钟表及定时仪
器

A021010 仪器仪表零部件

A021099 其他仪器仪表

A0334 专用仪器仪表 说  明

A033401 农林牧渔专用仪器

包括数粒仪、控温仪、叶绿素测定仪、活体叶绿素仪、光电叶面积仪、植物
生长仪、牧草生长仪、双套气流式喷卵仪、乳脂测定仪、测膘仪、牛胃金属
异物探测仪、粮油检样器、验粉筛、比重清油分测定仪、渔业测向仪、探渔
仪、罗兰 A 定位仪、其他农林牧渔专用仪器。

A033402
地质勘探、钻采及
人工地震仪
器

包括重力仪器，磁法仪器，人工地震仪器，电法仪器，水文地质仪器，井中
物探仪器，核物探仪器，化探仪器，钻探测井仪器，钻探参数仪器仪表，泥
浆分析仪表，采油修井仪器仪表，岩石矿物理性质测试仪器，地形变化观测
仪，煤尘、矿尘、粉尘测定仪，矿井风速仪，推断、解释和数据处理仪器，
野外数据采集仪器，矿物实验测试仪器，其他地质勘探、钻采及人工地震仪
器。

A033403 地震专用仪器
包括测震观测系统设备、强震动观测系统设备、重力观测系统设备、地形变
观测系统设备、地磁场观测系统设备、地电场观测系统、地下水观测系统设
备、活断层探测设备、活断层鉴定设备、其他地震仪器。

A033404 安全用仪器

包括矿井环境气体检测仪器，瓦斯警报、断电遥测系统，通风检测仪器，矿
压检测及监测仪器，瓦斯检定器校正仪，自救仪器，氧气呼吸器，万能检验
仪，氧气呼吸器核验仪，氧气输送器，氧气检定器，多种气体测定器，光学
瓦斯检定器，安全集中检测装置，其他安全仪器。

A033405 大坝观测仪器
包括应变计、钢筋计、测缝计、渗压计、水工比例电桥、应力计、校正仪、
其他大坝观测仪器。

A033406 电站热工仪表
包括单向测振仪、双向测振仪、火光检示装置、电接点水位计、数字式温度
巡测报警仪、其他电站热工仪表。

A033407 电力数字仪表
包括数字式毫秒计、数字式工频相位计、数字运算式工频计、工频振荡器、
其他电力数字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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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3408 气象仪器

包括地面气象探测仪器设备（含自动气象站、辐射测量仪器、固态降水观测
设备、云自动观测仪器、能见度仪、天气现象自动观测设备、梯度观测系统
、GPS|MET水汽站、雨滴谱仪、露点仪）、雷电探测及防护设备（含闪电定
位系统、地面电场仪）、海洋观测设备（含浮标站、无人船气象探测系统）
、高空气象探测仪器设备（含电子探空仪、气象气球、L 波段二次测风雷达
、L 波段数据接收机、GPS 探空气象探测设备、光学测风经纬仪、气象水电
解制氢设备、系留气球低空探测系统、臭氧探空系统、无人驾驶飞机观测系
统、GPS|MET 气象观测设备）、气象仪器计量检定设备（含温湿度检定箱、
气压检定箱、自动气象站现场校准设施、探空仪检定箱、温度/湿度/气压/
降水/云能天检定校准设备、大气成分/酸雨等检定校准设备、风洞）、生态
农业气象仪器设备（含土壤监测、称重式蒸渗仪、农业生态观测设备）、大
气成分观测分析设备（含大气化学实验室分析仪器、痕量气体在线观测设备
、气溶胶在线观测设备、酸雨观测站、微脉冲偏振气溶胶激光雷达、沙尘气
溶胶粒子探测）、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作业设备（含人工增雨防雹炮弹、火箭
弹、火箭发射架、机载焰条播撒系统、地面焰条播撒系统、人影作业飞机、
机载探测设备）、移动应急系统、空间天气观测设备（含电离层垂直探测仪
、太阳光球色球望远镜、太阳射电望远镜、FPI 成像仪、电离层 D 区吸收
监测仪、移动电离层应急系统）、其他气象仪器。海洋水文气象仪器设备除
外。

A033409 水文仪器设备
包括自动记录水位仪、流速仪、测沙仪、三用电导仪、水动态测量仪、其他
水文仪器。

A033410 测绘专用仪器

包括经纬仪、水准仪、平板仪、测距仪、全站型速测仪、GPS 测量仪、重力
测量仪、地下管道探测仪、三维激光测量仪、测深仪、航空摄影设备、航空
激光雷达设备、航空影像扫描设备、数据采集设备、全数字摄影测量系统设
备、精密立体测量仪、解析测图仪、正射投影仪、数控绘图桌设备、其他测
绘专用仪器。

A033411 天文仪器 包括天体测量仪、天体物理仪器、其他天体仪器。

A033412 教学专用仪器

包括教学数学专用仪器，演示计量仪器，教学用力学仪器，教学用光学仪
器，教学用原子物理及核物理仪器，教学用电磁学实验仪器，教学用电子学
实验仪器，教学用空气动力学实验仪器，教学用天文气象实验仪器，教学用
航空、航天、航海实验仪器，教学用机电实验仪器，教学用声学仪器，教学
用热学仪器，教学用心理学仪器，数学用化学分析及化工仪器，教学用生理
仪器，教学用地理仪器，电教仪器，教学用技术基础课仪器，数学用计算机
示教仪器，其他教学专用仪器。

A033413
核子及核辐射测量
仪器

包括辐射仪器、射线谱仪器、放射性污染探测仪器、剂量仪器、定标器、计
数装置、信号处理及分析仪器、探头、组合仪器及插件、防护装置、其他核
子及核辐射测量仪器。

A033414 航空仪器
包括陀螺仪、大气参数中心仪、飞行参数记录仪、平视仪、地平仪、罗盘、
综合航向指示器、自动驾驶仪、航行仪、检测仪、修正器、识别器、显示器
、稳定器、其他航空仪器。

A033415 航天仪器

包括光电探测器，航天六分仪，星图仪，六象仪，水母仪，回陆着陆系统，
安全救生系统，姿态指示器，姿态陀螺仪，宇宙空气净化调节设备，宇宙压
力调节设备，宇宙供水、供食设备，宇宙废物排除装置，稳定设备，其他航
天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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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3416 船舶专用仪器
包括陀螺罗经、罗经自动舵组合式仪表、陀螺方位仪、计程仪、操舵仪、航
海六分仪、船用舵角指示器、横倾仪、纵倾仪、水声测深仪、其他船舶专用
仪器仪表。

A033417 纺织专用仪器
包括纤维原料试验仪器、纤维试验仪器、纱线试验仪器、织物试验仪器、其
他纺织专用仪器。

A033418 建筑工程仪器
包括数字超声波检测仪，弹性系数，正弦综合检测仪，收缩膨胀仪，稠度
仪，坍落度仪，含水率测定仪，蠕变仪，沥青延伸、闪点、软化检测仪，吨
米指示断电器，超声波测厚仪，电梯激光导轨仪，其他建筑工程仪器。

A033419 汽车拖拉机仪表 包括转向测试仪、多功能汽车检测仪、发动机综合分析仪入此。

A033420 动力测量仪器
包括涡流测功机、直流测功机、冷磨实验台、水箱实验台、燃油泵实验台、
水压实验台、水利测功机、其他动力测量仪器。

A033421 心理仪器

A033422 生理仪器

A033423
专用仪器仪表零部
件

A033499 其他专用仪器仪表

A0320 医疗设备 说明

A032001 手术器械

包括基础外科手术器械、显微外科手术器械、神经外科手术器械、眼科手术
器械、耳鼻喉科手术器械、口腔科手术器械、胸腔心血管外科手术器械、腹
部外科手术器械、泌尿肛肠外科手术器械、矫形外科（骨科）手术器械、儿
科手术器械、妇产科手术器械、计划生育科手术器械、注射穿刺器械、烧伤
（整形）科手术器械、其他手术器械。

A032002 普通诊察器械 包括体温表、血压计、听诊器等。

A032003
医用电子生理参数
检测仪器设
备

包括心电诊断仪器，脑电诊断仪器，肌电诊断仪器，眼电诊断仪器，监护仪
器，生理参数遥测仪器，生理记录仪器，生理研究实验仪器，气体分析测定
装置，血流量、容量测定装置，电子体温测定装置，电子血压测定装置，运
动生理参数测定装置，心音诊断仪器，心磁图仪器，心输出量测定仪器，其
他医用电子仪器。

A032004 医用光学仪器 包括眼科光学仪器、手术显微镜及放大镜、其他医用光学仪器。

A032005
医用超声波仪器及
设备

包括超声诊断仪器、超声治疗设备、其他医用超声仪器及设备。

A032006
医用激光仪器及设
备

包括激光仪器、激光检测仪器、其他医用激光仪器及设备。

A032007 医用内窥镜 包括硬式内窥镜、纤维内窥镜、医用内窥镜附属设备、其他医用内窥镜。

A032008
物理治疗、康复及
体育治疗仪器设备

包括电疗仪器，微波及射频治疗设备，光疗仪器，水疗设备，体疗仪器，高
、低压氧仓，蜡疗设备，热疗设备，磁疗设备，其他物理治疗，康复及体育
治疗仪器设备。

- 8 -



A032009 中医器械设备
包括中医诊断设备、中医治疗设备、中医预防、康复设备、其他中医器械设
备。

A032010 医用磁共振设备 包括磁共振成像装置、其他医用磁共振设备。

A032011 医用 X 线设备
包括通用X线诊断设备、专用X线诊断设备、数字化X线诊断设备、X线断层诊
断设备X线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装置、其他医用X线设备。

A032012
医用 X 线附属设
备及部件

包括医用X线附属设备、医用影像显示器、其他医用X线附属设备及部件。

A032013 医用高能射线设备 包括医用高能射线治疗设备、X 线治疗设备、其他医用高能射线设备。

A032014 核医学设备
包括核医学诊断设备、核医学治疗设备、医用核素检测设备、其他核医学设
备。

A032015
医用射线防护材料
和设备

包括医用射线防护用具及装置、其他医用射线防护材料和设备。

A032016
医用射线监检测设
备及用具

包括医用射线专用检测仪器、其他医用射线监检测设备及用具。

A032017 临床检验设备
包括免疫学设备，生化分析设备，微生物学设备，细胞核组织培养设备，血
液学设备，输血设备，尿液化验设备，病理学器具、设备，实验室辅助器具
、设施及设备，特殊实验设备，其他临床检验设备。

A032018 药房设备及器具
包括药品贮藏设备、药房设备、中药制备设备及器具、其他药房设备及器具
。

A032019 体外循环设备
包括人工心肺机、人工心肺设备、血液透析装置、血液净化设备辅助装置、
腹膜透析装置、人工肝支持系统、其他体外循环设备。

A032020
人工脏器及功能辅
助装置

包括人工心脏瓣膜、人造管腔、人工器官、器官缺损修补材料、其他人工脏
器及功能辅助装置。

A032021 假肢装置及材料 包括假肢、其他假肢装置及材料。

A032022
手术急救设备及器
具

包括心脏急救治疗装置、通用手术台床、专科诊疗台床、手术电刀设备、麻
醉设备、呼吸设备、手术照明设备、吸引设备、冲洗减压器具、手术及急救
器具、其他手术急救设备及器具。

A032023
口腔科设备及技工
室器具

包括口腔综合治疗设备、牙科椅、技工室器具、技工室设备及配件、口腔功
能检测设备及器具、牙种植设备及配件、其他口腔科设备及技工室器具。

A032024
病房护理及医院通
用设备

包括护理用设备及器具，输液设备及器具，医用供气、输气装置，病房附加
设备及器具，器械台、柜等器具，医用推车及器具，病人生活用车、担架及
器具，婴儿保育设备，医院通讯设备，医用制气、供气、吸气装置，其他病
房护理及医院通用设备。

A032025
消毒灭菌设备及器
具

包括压力蒸汽灭菌设备，医用超声波净化设备，煮沸消毒设备，气体灭菌设
备及器具，光线、射线灭菌设备，医院环保设施，供应室设备，其他消毒灭
菌设备及器具。

A032026
医用低温、冷疗设
备

包括医用低温设备、医用冷疗设备、其他医用低温、冷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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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2027
防疫、防护卫生装
备及器具

包括医疗箱类，急救盒类，急救包类，防毒设备及器具，其他防疫、防护卫
生装备及器具。

A032028 助残器具 包括电子助视器、助听器、轮椅、其他助残器具。

A032029 骨科材料
包括脊柱植入材料、人工关节材料、创伤植入材料、辅助材料、其他骨科材
料。

A032030
介入诊断和治疗用
材料

包括血管介入、植入材料、心脏除颤、起搏器、其他介入诊断和治疗用材料
。

A032031 兽医设备
包括兽医用电子诊断设备、疫苗组织捣碎机、疫苗冷冻干燥机、动物疫病防
治设备、其他兽医设备。

A032032 医疗设备零部件

A032099 其他医疗设备
包括医用辐射剂量学设备、医用紫外线、红外线诊断和治疗设备、血液净化
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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