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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平台 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分类与代码

1 范固

本标准规定了科技平台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的分类原则、代码结构与代码茬.

本标准适用于科技平台大型科学仪器设岳的调查统计、数据分析、科学规划、规班管理.资源整合、

优化配置、共享服务与商效利用等.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且适用于本文件.

2.1 

科技平台 gene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等手段，有效整告科技贤源'为科挂创新和经济社舍监展提供共草服#的网绵

化

2.2 

2.3 

[GB/T 3且10盯75-2臼014 ，定且 2. 1.1 J

仪器世备原值 。riginal price of inslrumenl and equipment 

仪器设备的购置单价或研制成本.

注:迸口仪器设备很据建舷时的E率折合成人民币计算 .

大型科学位器设备 m哉jor sCÎentific Înstrumenl and 呵uipment

原值在规定限额以上，直接用于研究、观测、试验、检验、检测、计量等各类科技活动和教学活动的、

重要的仪器和设岳(吉配套附件及软件) ，不包括与基建配套的各种动力设备.机械设备、辅助设备，也不

包括专用于生产的仪器设备、办公设备以且一般运输工具(科学考察用交通运输工具除外) • 

注=大型科学仪稽设备原值限额由相关部门具体规定.

2.4 
通用大型科学仪器设备 general major scientif皿 instrumenl and 呵uipmcnt

广泛用于事个领域，具有基础性、共用性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

2.5 

专用大型科学仪器设备 special m良jor scientific ÎnSlrumenl and 呵ulpm阻t

用于个别专业领域，具有专业性和特辑性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

3 卦提原则与蝠码方击

3.1 科技平台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的分类与编码按照实用性、科学性、军统性和开放性原则进行.

3.2 科技平白大型科学仪器设备按大的应用领域划卦门类，门类代码用 l 位大写拉丁字母表示

A 通用大型科学仪器设备;

一-B 专用大型科学仪据设岳.

3.3 每个门类下划分大类和中英 z 层，每层代码均用 z 位数字表示 5平世小类，可适当增补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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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通用大型科学仪器设鲁门类按仪器设备的功能和工作原理进行分类，专用大型科学仪器设备门类

按仪器世备的应用领域和功能进行分类.

3.5 各应用领域的通用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均列入通用大型科学仪器桂告门类，具有多种以上功能的通

用大型科学仪器设岳，按其主要功能归类;应用于个别领域的专用大型科学仪器设备，按其主要应用领

域归类.

示例 1

"专用大型科学仪器设备"门樊下，各领模通用的力学、光学等物理性能回试仪稽全部列入"通用大型科学仪器设备"

门类下的"物理性能测试仪器"大类.

示例 2.

以质谱功能为主的色谣质谱联用仪器，锻其主要功能归类在"质谱仪棒"大类.

示倒 3

在其他专用领缘也有少liI应用的环'Æ监测仪器设备，黯其主要应用领域归类在"环统科学仪器设备"大类 .

3.6 不同门类的大提代码采用分段表示 01......29 为通用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的大类代码 ;31-99 为专用

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的大类代码. 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的分类代码结构如医I 1 所示.

示例:

I 中类代码(2 位数字〉

大类代码。位戴字〉

门类代码(J位拉丁字偌〉

困 1 大型科学位器设备的分类代码结构

83803 表示"专照大型科学仪辑设备"门笑交通运输科学仪器设备"大奖下的"水路运输科学仪锯设备"中类的

代码.

3.7 大型科学仪器由备的分类代码可直接使用 4 位数字的大类和中类代码表示，不与门类代码联用.

示倒"通用大型科学仪器设备'门笑计量仪器与基标准'大笑下的"力学计量仪器与基标准'中类的代码可用

Al303 表示，也可只用 1303 表示 .

4 大型科学仪器谊备基本卦盎

科技平台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的基本分类〈门类、大类〉见量1.

表 1 科在平台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基本分类表〈门提‘大量〕

代码 名 称 说 明

A 通用大型科学仪器设备

01 质谱仪器

02 色谱仪器

03 光谱仪铸

04 放谱仪器

05 能谱仪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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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1 (续〉

代码 名 称 说 明

06 电化学仪樨

07 衍射仪锦

0' 显微镜

09 热分析仪据

10 生化分析仪糖

11 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12 物理性盹测试仪摞

13 计量仪德与基标准

14 电子、电气与通信科学仪器设备

15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设备

16 激光辘

17 人工实'金环搅设备

29 其他通用大型科学仪摆设备

B 专用大型科学仪器设备

31 空间与天文科学仪键设备

3z 大气§探测科学仪器被备

33 地球科学仪器设备

34 海洋与陆地水资源科学仪器设备

35 生命科学与医学医药科学仪嚣设备

36 环搜科学仪据设备

37 农林牧渔业科学仪黯设备

38 交通运输科学仪稽设备

39 能源与核科学仪稽设备

40 机械装备科学仪，意设备

41 工艺实验设备

4z 特种检测仪锯设备

9附 其他专用大型科学仪穆设备

5 大型科学仪器世量分童与代西章

科挂平白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分类与代码见量 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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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2 科技平台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分提与代码章

代码 名 称 说 明

A 通用大型科学仪器谊备

。 100 原窗仪器

。101 有机质谱仪器

0102 无机质谱仪器

。103 同位蒙质谱仪苦苦

01 04 离子镰针

0199 其他质谱仪器

0200 色谱仪器

0201 气栩色谱仪嚣

0202 液相色谱仪器

0203 离子色谱仪锯

0204 薄层扫描色谱仪椿

OZ05 凝眩色谱仪铸

0206 越临界色谱仪器

0207 电泳仪锯

0299 其他色谱仪器

0300 先鹉仪器

0301 紫外可见分光先谱仪器

0302 荧光分光光谱仪锦

0303 原子吸收分光光谱仪嚣

0304 原子荧光先iIl仪器

0305 2位射光谱仪器

0306 激光先请仪器

0307 光满成像仪锯

0308 光声光谱仪器

0309 红外光话仪蟹

0310 拉曼先谱仪缉

0311 圈一色光话仪樨

0312 X 射线光谱仪，苦

0399 其他光带仪缉

0400 2在制'仪器

0401 在要磁共振放谱仪稽

0402 也子白族共摄波谱仪器 又称"顺磁共振放谱仪器n

0499 其他波洛仪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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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续〉

代码 名 称 说 明

0500 能诺仪器

0501 X 射线tlIl谱仪密

0502 电子能谱仪器 包括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器，紫外光电子能谱仪器等

0503 电子能量损失谱仪

0 599 其他能谱仪器

060日 回国化学仪器

0601 也化学传感器

0602 库仓分析仪锯

。603 饭谱仪器

0604 '也位漓定仪器

0605 咆化学系统

0606 但电位仪器

0699 其他也化学仪器

0700 衍射仪器

0701 X 射线衍射仪器

0702 咆子衍射仪器

0703 巾子衍射仪器

0799 其他衍射仪器

0800 显微徽

0801 光学显微镜

0802 荧光显微镜 包括普通荧光显微镜、放光英聚焦显微镜等

包括扫描电子显微镜、透射电子显微镜光电子显微镜、

0803 电子显微镜 低能电子显微镜以及以此为基础扩展功能形成的各类

电子显微镜

0804 离子显微镜 包括骤然离子束.扫铺氮离子显徽钱等

0805 X 射线显微镜

0806 扫描探针显微镜 包括原子力显微镜、妇细胞遭显微镜等

0807 显微镜图像分析仪器

0899 其他显微镜

0900 热分街仪梯

0901 主德分析仪器 又称"示差扫描量然计"

0902 量然分析仪辘 又称"热始分街仪器"

。903 热军分析仪器 又称"热天平"

0904 导热系戴测定仪器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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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续)

代码 4民 称 说 ~I 

0905 然膨胀系舷测足仪器

0906 然IN.像仪辈辈

0907 然裂解联用仪嚣

0999 其他然分析仪锯

1000 生化分街仪锢

1001 氨摹醺，lt l彭JIt分析仪器

1002 ill!I!妇捕仪稽

1003 生物化学发觉隘'回仪蟹

1004 酶标仪稽

1005 核lIi合成仪器 又你~DNA 合成仪器"

1006 核磁测赠仪锯 又陈"DNA测序仪器"

1007 核醺样本制备仪樨 又称"DNA样本 ~I备仪辘"

1008 基因导人仪穗

1009 多肤合成仪"

又称.PCR 仪器"，包括各种基于钱酿(DNA)豪合.锺式

1010 基因扩III仪密 反应的基因扩糟仪器<PCR 仪 11>.如普通陀R 仪晶皮

陀R 仪、陈位 PCR仪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等

1011 噩白纯化仪稽

1012 蛋白测Il'仪僻

1013 蛋白画蓝眼系就

1014 蛋白质晶体生候条件筛选仪器

1015 生曹大分子相互作用分街仅程

1016 多多戴兔庭分析仪稽

1017 生"芯片系统

1018 高通量药锦筛选仪稽

1019 SNP 遗传'"态性分析仪器

1099 其他生化分离分析仪'警

1100 样品前处理应制备仪蟹

样品前处理设备
包括得品被阵、匀浆调解簸置 B趣，町、拍打式匀质怨 s吹

1101 
妇捕'爬装置等 ，以及伤出机、清洗饥.去跤机等

2事取提置
包括加蕴榕剂集民1II取嚣'指/1i抽锺仪等萃取装置、徽

1102 
放2在取装置等

11 03 离心机

Il04 浓编设备 包括氮吹仪 箴转费在发仪等

1105 脱水设备 包销脱水机.玲冻子'融机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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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续)

代码 名 称 说 明

11 06 切片饥

11 07 械部仪嚣 包括离子来减丧事仪器

ll 08 熟解析与热裂解装置

11 09 采样援I!:

11 99 其他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辑

1200 物理性能测试仪摇

包括强度和塑性测试仪器〈材料武验饥)硬度测试仪

1201 力学性能测试仪锯 器、冲击测试仪器彼劳强度测试仪锤、工艺性能测试仪

椅也黯皮测试仪器、特种环境试验仪器等

包括光放大棒、光滋长计、光功率计、光时核反射仪、光

1202 光学性能测试仪密 频域测量仪光偏振态分析仪、光纤多多数测量仪、旋光

分析仪器等

1203 也学性能测试仪偌

1204 声学性能测试仪器
包括声纳仪、声学振动仪、声级计、声速/庐衰减测量仪

声频综合测量仪等

1205 磁学佳能圃试仪器

J299 其他物理性能测试仪器

1300 计量仪稽与基标准

1301 长度计量仪辑与基标准 又称"几何量计量仪器与基标准'

1302 然学计量仪得与基标准 又称"温度计量仪锋与基标准"

1303 力学计堡仪器与基标准

1304. 电磁学计量仪器与I!i标准

1305 时间频率计量仪器与基标准

1306 声学计量仪器与基标准

1307 光学计量仪锯与基标准

1308 电子学计量仪器与基标准 又称"无线电〈电子〉计量仪据与基标准"

1309 也离辐射计量仪据与签标准

131日 化学计量仪辑与基标准

1399 其他计量仪穗与萎标准

1400 穗子、咆气与通僧科学仪幡设备

1401 电子咆磁测量仪稽

1402 射颜和徽放测试仪苦苦

14.03 电气科学仪锥设备

1404 通偏科学仪橙设备 包括通信测量与分析仪器设备

1405 通信网络设备 包括通信网络测试与分析仪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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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续)

代码 名 称 说 明

1406 大规模集成电路测试仪器

1499 其他也子、电气与通f~科学仪器设备

1500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设备

15口 l 计算机系统
包报计算机主机、服务稽等多处裹着警系统、集Z乎等多计

算机系统和软件

包括局域网 (LAN) ，城域网 (MAN) ，广域网 (WAN)等

1502 计算机网络设备 联网设备和安全设备，不包括"通俏网络设备"，该类已

列入 13"电子与通信科学仪德世备"中

1503 计算饥存储设备

1504 计算机输入输出设备 包括计算机数据采集、扫描、显示、打印绘图等设备

]505 信怠技术应用集成系统 包括各类自动化装置和综合应用系统

] 506 多嫁体设备

1599 其他计算机与信息技术设备

1600 邀先指

1601 团体激光器 包括光纤激光器

1602 气体激光器

1603 液体激光器 包括黛料数光器

1604 自由电子激光嚣

1699 其他激光器

包括组净间、民洞、孚套箱、低温设备、梅郭制冷机、光学

1700 人工实验环境设备 平台、腐蚀环境等位制温度、气主葱、气流等参败的入工模

拟特种试验环绕设备

29口。 其他通用大型科挚仪器设备

B 专用大型科学仪部设备

3100 空 I司与天文科学仪组设备

3101 空间飞行器

3102 空间飞行器地丽试验设备
包括飞行锯空间环糖、为学环境和可霖位实验设备以及

各种专用测试设备等

3103 卫星与地面运营服务仪器设备

天体测量仪器
包括多警勒测距仪、等高仪、天体照相仪赤道仪、大型

3104 
经纬仪等

天文望远镜
包括光学望远镜、毫米放盟远镜、射 I也m远镜等各种天

3105 
文望远镜

3199 其他空间与天文科学仪器设备

3200 大气探测科学仪器设备 包括气象观测仪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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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钱)

代码 名 称 说 明

3201 气象台躺x1!测仪器
包括地面气象观测仪糖、自动气象站、大气辐射通量

仪等

包指无线电气象探空仪/地面在要收设备 .臭氧擦空仪/符

3202 高空气象揣测仪器 a索要意保测器、气象火箭与销量在传感器平流层科学气

球平台/部测糖、系臼气艇平台1I裂祖曾指等

包街大气咆杨仪雷电定位仪、霄t也辐射仪全天空云成

3203 符殊大气在报测仪稽 像仪、能见度仪组声温度风速脉动仪、气辩胶位词'仪、

云/冰品也渴仪.降水也带仪等

3204 主动大气温If;仪器
包指徽被气象霄达、毫米雄测云$雷达晴空探测霄达.凤

J!l1l仪激先霄达‘无线电声!II测系统、严霄达等

包括太阳/大气先ilI箱刽仪/先度计、紫外大气先诺辐射 l

3205 被动大气遥感仪器
仪.红外辐射计、微波/毫米放箱'才计/放谱仪、全天空成

像先ilI辐射仪/先度计、徽压计、 GPS 水汽遁感仅梅县

大气部测仪、临边大气鲸测仪、偏很成像辐射仪等

3206 高层大气1 <11离且保测仪铸
匈括 'n离层探测仪、中颜相干徽射霄达、流星霄达非相

斗徽射霄达.气炼成像光度计 .1民党成像先度计等仪器

3207 对她现，因仪锯
包级成像光稽仪、合焦孔径霄达、干涉合成孔径霄达、慑 |

披散射计、辙放高度计等

3299 其他大气探测科学仪器世备

330日 地球科学位"

3301 航测与大地测量仪器

3302 电法仪锯 包销直梳咆法、交梳咆法、激忍之饭化'志等也法仪器

3303 咆懂法仪糖
包括大地电磁法·阳也酣·频率制酣刷刷 |

副院法、破罐共报挽木、地政霄达够仪器

3304 ‘蓝法仪器
包括111通门磁力、厨子能造碰力、先褒副监力、超导磁力

霍尔效应111力、黯阻级应磁力等仪器

3305 直为仪器
包括石英蝉'座军力.金属弹'睡. .11 、越导.为.激先:1<

;}1 ，.力梯度等仪器

3306 地震仪器
包括溅层她震仪帮、部层地震仪锦天然地震仪器、强震

仪铅.位被器、地震震源剑探等仪曹营

3301 地温观测仪器设备

3308 地壳形变观测仪蟹设备

3309 地先应为 II测仪稽昌隆备

地球物理测并仪'居
包括电法.磁法、电磁法 .，.放、放射性、重力、地震、核磁

3310 
兴'隆等仪稽

J3 11 岩石矿物测试仪都
包锯告石矿物磁化率‘警度岩石硬皮.原油水分岩石

电..敏等测试仪器

3399 其他地球科学仪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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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2 (续〉

代码 名 称 说 明

340日 海洋与陆地水资源科掌仪器设备

3401 海洋水文仪器设备
包括"'温、盐皮、电导里在深度海流波浪、湖沙、溜冰等

测量仪器

3402 海洋物理仪稽设备 包括光学、声学等测量仪器

3403 海洋化学仪器设备 包括酷爱碱‘黯解筑、营养盐等测量仪器

海洋地质地球物理仪锯汲备
包括海底地形地貌海洋底质、海洋地层、海底热流、海

3404 
洋重力海洋地磁、海洋地震、等测量仪器设备

3405 海洋生物仪器设备
包括叶绿2艇、海洋初级生产力、徽生物、 1字游生物、底帽

生钧、游泳动物等测量仪器设备

包括海面风、汤面气E、海面气温、梅雨相对温度、降水

3406 海撑气象仪器设备 量、能见度 、 日照〈辐射》、商空气压气温温度、高空风等

测量设备

海洋综合观测系统
包括浮标、自动海洋馆、潜标、剖面测量系统、潜器坐底

3407 
测量系统、拖拽体等测量设备

3408 海洋观测通用设备
包括采样设备水下通信设备、水下定位设备、水下网相

银像设备等

海水利用设备
包括海水《营成水〉族化设备、海水直德利用设备、海水

3409 
化学资源提取设备等

34 10 陆地水资源科学仪器设备

3499 其他海撑与陆地水资源科学仪器设备

350日 生命科学与医学医药科学仪器俊备

包括细跑蜡养、细胞编养实时观察、细胞计数、细胞原位

细胞生物学仪椅设备
分选分析细胞转袋分析、细胞流式分析/分造、显徽泣

3501 
射、细胞形态学分衍〈病理分析上免疫组织化学分析等

仪器，以及商内涵分析系统.活细胞工作站等

微生物检测仪得设备
包括细菌病毒‘真菌藻类等微生铺路养、分街和检测

3502 
的仪辑等， ~I微生物定量检测仪器

包括用于踉踪观测活体动物的体内级分变化‘生理状

3503 动物实验仪摆设备 态、行为及饲养的仪馆设备如各种活体动物成像仪 .动

物饲养设备等

包括兔疫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与心理学.生物物理与

3504 基础医学实验设备
生物力学、组织工程学、生理学、整舍生物学遗传学发

育生物学与生殖生锦‘生物信息学等基础医学实验设

备 . 如生理记录分析仪器、腹片钳.脑片记素仪器等

3505 医学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包括血痕分析仪怨、细菌分析仪器、尿液分析仪器、血气

分析仪器等

包括 X 射线断层扫辉主参盛开仪器.核磁共振晰层诊断仪

3506 医学影像诊断仪椿设备 稳、单光子断层成像仪器、E电子扫描成像仪器、选槐激

先舷字成像系统 X 射线诊断机.越严波也会断机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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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续〉

代码 名 称 说 明

包括也、电图饥、脑也图仪器、肌电图仪锥.眼震电图仪

3507 医学电子诊断仪器设备 椿.电声诊断仪器、功能检测仪辑、血流图仪器、电子E

力测定装置、神经功能测定仪器内应镇、监护系统等

医学治疗与手术仪器设备
包括 X 统治疗机、医用加速器、γ 射线治疗机、徽放治疗

3508 
机、模拟定位机也介入手术设备等

3509 医药科学仪器设备 包街南通缉药物筛选仪磊、药品储存发放设备等

351。 中医与中药科学仪铸设备

3599 其他生命秘学与医学医药科学仪稽设备

360口 环撞科学仪器设备

3601 水质监测与污提防治仪稽设备

3602 气体监测与污集防治仪器设备

3603 噪，.与振动监测与防治仪器设备

3604 土嚷舷测与宵，但防治仪器设备

3605 固体废物化学晶监测与活lI>防治仪器设备

3606 咆黯辐射与核辐射监测与防治仪器设备

3607 生态环搅科学仪器设备

3699 其他环场科学仪器设备

3700 农林攸渔业科学仪器设备

农林牧渔产品质量安全分析仪嚣
包抓农林牧渔产品品质分析仪器农林牧渔产品安金分

3701 
析仪'曾

3102 植物生理生态测试仪樨

3103 农业机被化科学仪婚或备

包括测树仪器设备、燃烧试验仪器设备、木材材位检测

林业科学仪器设备
试验仪器设备.入造饭检测试验仪器设备林产化工工

3704 
艺试验与检测仪器设备‘林业机棋试瞌仪器、本工机械

试验仪器等

3105 窗牧.兽医科学仪器设备

3706 渔业科学仪器设备

3799 其他农林牧渔业科学仪棒设备

包括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工程〈轨道.道路、侨梁隧道、岖

3800 交通运输科学仪器也备
组杨主省、港口、航道、机场〉建设与养护质量.安全等试验

检测仪稽设备，以且交通戴运工具、交通安全〈交通仿真

模拟〉、交通环保等试验检测仪得设备

包德公路施工养护、运营等阶段对基础设施〈含道路、

3801 公路运输抖学仪器设备
矫梁、隧道和交通工程设施〉质量、安全的检测试验科学

仪器设备和对汽车等道路运输工具的试验检测科学仪

J..!雪设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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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2 (续〉

代码 名 称 说 明

铁路运输科学仪器设备
包括铁路运输工具〈机车车辆〉和运输工程〈线路工覆‘

3802 
电气化工程等〉科学仪器设备

3803 水路运输科学仪键设备
包错船倒等水路运输工具和港口工程、航涩工程等运输

工程科学仪器设备

3804 民用航空运输科学仪器设备 包括民m航空运输工具和机场工程等科学仪器设备

3805 城市交通运输科学仪器设备

3806 交通运输用霄达、元线电与卫星导航设备

3807 运输物流科学仪器设备

3808 邮政科学仪器设备

3899 其他交通运输科学仪器设备

3900 能源与核科学仪器设备

3901 煤炭科学仪键设备

3902 石泊科学仪器设备

3903 天然气科学仪器设备

3904 也能科学仪器设备

3905 热能科学仪锯设备 包括太阳能、地热等科学仪器设备

包括核辐射部测仪器常化分析仪器、离子束分析仪器、

3906 核羊导学仪器设备 核效应分析仪费、中子散射及衍射仪铅放射源、液体同

烁器、加速器等

3999 其他能源与核科学仪器设备

.00日 机掘装备科学仪摆设备

包括窗轮轴承被压件.密封件等机械基础件零部件的

4001 机镜基础件也零部件测试仪锯设备
测试仪曙设备. 如万施工具显微镜，多坐标测量机，轮

廓仪，回度仪，几何精度测量仪，模拟试验和失放分析系

统等

包括通风机、舷凤矶、压缩机、冷冻设备‘工业泵阀门等

4002 通用饥械测试仪器设备 测试仪锯设备. 如凤宴试验台，风机佳能参曼史测量仪，

水环真空泵试验台，汹介质试验台。事

包括馆掘机.工程起直机'在凤动工具 凿岩机械等测试

4003 工程饥被专用测试设备
仪铸设备 . 如液压元件综合试验台，整革试验系统(iJl

路筷拟机，转鼓试验台，动态模拟试验系统等) ，撞击测

试系统，倾翻试验台 ，质量质心试验台等

包括锅炉、内燃机、汽轮机 电机输配电设备、电线电盟

4004 也工咆器专用测试配备 等测试仪稽设备. 如，随功嚣，燃油啧射系统试验台 ，转

短/转速测量仪糖，多参敏综合测试系统等

包括饥床、锻压设备、错造机徽、切削工具等测试仪器设

4005 机床工具专用测试设备 备. 如机床整机测试设备，敏控系统测试设备，功能部

件测试设备，电控系统测拭设备，液压系统测试设备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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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名 称 说 明

包指各类仪器仪表的校验标定装置，光学系统特性参敛

4006 仪器仪表专用测试设备 测试仪，传感与工业控制网络 致性和互操作性测试等

专用设备

4099 其他饥械装备科学仪德设备

4100 工艺实验设备

包括红外线汽车排气分析仪锯、模拟汽革运输摄动台

汽车操纵稳定性测试仪器、汽车簸篇试验台、汽车也往

4101 汽车工艺实验设备 系统检测仪嚣.汽车发动机吊丢在架.汽车减速度仪、汽车

气压制动实验台汽车拖拉机综合测试仪辑、汽车负荷

测动毅等

4l0Z 化工 制药工艺实撞设备
包括藕馆.高压浸取.热交换、化学反应、纯化等化工与

制药〈不包括医药〉工艺实验设备

徽咆子工艺实验设备
包括电路饭制造、半导体集成咆赂、也真空器件等电子

4103 
产品工艺实验设备

4104 加工工艺实验设备
包指数控机床、机械加工 、 l也加工，越严加工、热处理加

工工艺实验设备 .30打印机等

4105 纺织工艺实验设备
包括纺织称量仪糖、纺织附属设备、纺织机核试验仪锋也

纺织品巢'整等工艺实验设备

4106 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包括2住院、乳制品粮油制品等食品工艺实验设备

材料制备实验设备
包括材料生长、镀脏、刻蚀设备、键和设备、纳米压印设

4107 
备等

4108 ，隆机可靠性工艺实验设备 包括延缓老化、整机振动、高低温潮湿等工艺实验设备

4199 其他工艺实验设备

4200 特种检测仪器设备 与符征设备质量、安全有关的检测仪嚣

包括商性能射线 DR/ICT 在统检测装置、便槐式商性能

4201 射线俭测仪锯 射线 DR 俭阁楼置.便魏式商性能射线 DR/CBS 俭测辈革

直‘工业 X 先机、1I辑/商廉探测计等射线撞圃仪器

包括组阿波测厚仪糖、厚钢领趣声扫描成像撞测仪器、

4202 翅芮俭测仪器 低级趣，.导被管道减费'远程撞测系统‘超声放魏缝缺陷

高度足量检测仪器、非金属超声波检测仪器等

包括钢质管边高速描画磁探伤装置、带保温层承压设备脉

神涡说测厚仪.多通道磁记忆俭测仪、管线位置摞测仪、

4203 电磁检测仪糯 管道本体腐蚀内检测仪管道腐蚀防护状态撞测仪、汹

镶底版后市蚀状况漏幢幢测仪、爱面裂纹漏磁撞测仪、智

能低频咆磁检测扫描仪.杂徽电流快速检测仪等

包括多通道声发射仪、全数字化，.发射仪压力管道泄

丽声u射检测仪器芦发射俭测仪管道泄漏栓测仪、

4204 声发RI俭测仪器 SCOUT结构在缉监测仪、SWEAS数字式全监形声发射

俭测系统、赞能声芷射f系列化检测仪器、金数字会被形

声发射仪毅等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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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4自 称 说 用j

4205 先咆检测仪器
包括锅饭襄面缺陷在线检测、直合式气体位测.激光测

E 红外测温、加速度测试、管道袋。@键，画等仪嚣

4299 其他特种设备俭，曾仪器

9900 其他专用大型科掌仪画设备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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