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公共技术服务中心大型仪器设备收费标准  

  公共技术服务中心大型仪器设备收费标准分为两种：所内分析测

试和所外分析测试。 

一、所内测试收费 

为了更好地服务科研工作，对所内课题组实行材料成本核算原

则，公共技术服务中心通过核算每台仪器运行成本，经与所领导研究

决定，对所内分析测试分为两种收费方式。 

1、完全由中心完成样品处理和仪器检测，提供分析数据，测试费用

按照对外测试费用收到。 

2、课题组人员自己处理样品、自己上机测试，中心仪器管理员免费

对测试人员进行上机培训，按仪器的开机费和使用机时费之和计

算。每台大型仪器具体收费情况详见附表。 

二、所外测试收费 

对外分析测试按照检测样品及项目进行收费，详见附表。 

 

 

 

 

 

 

 

 



附表  所内外使用仪器收费标准  

序

号 
仪器名称 

收费标准 

备注 
所内成本测试 所外有偿服务 

1 
液相色谱-串级

质谱联用仪 

仪器测试准备费：100 元/次；

测试费：200 元/小时 

1000 元/样 1-20个样/小时 

2 
全自动氨基酸

分析仪 

150 元/小时 400 元/样 1个样/小时 

3 

离子色谱仪 仪器测试准备费 100 元/次；

测试费：95 元/小时。 

常见无机阴阳离子

及有机酸碱：200 

元/项；不常见项目

及糖类：300 元/

项 

2-6 个样/小时 

4 
液相质谱联用

仪 

仪器测试准备费 70 元/次；测

试费 140 元/小时。 

800 元/样 1-10 个样/小时 

5 
液相色谱仪 仪器测试准备费 50 元/次；测

试费 80 元/小时。 

300 元/样 2-10 个样/小时 

6 

超高效液相 

色谱仪 

准备费：50元/次；测试费： 

① 作为高效液相，单用紫外

或荧光，80元/小时，同时

使用 100元/小时； 

② 作为超高效液相：单用紫

外或荧光，110 元/小时，

同时使用 130元/小时。 

500元/样 2-10样/小时 

7 

气相色谱-串级

质谱联用仪 

仪器测试准备费 100 元/次；

测试费：180 元/小时；直接进

样（只针对纯物质）：300 元/

样品 

700 元/样品（10 

个组分内，每增 

加组分 60 元）；直

接进样 700 元/样

品 

1-5 个样/小时 

8 

气相质谱联用

仪 

仪器测试准备费 100 元/次；

测试费 100 元/小时 

500 元/样品（10 

个组分内，每增加

组分 50 元） 

1-6 个样/小时 

9 

热裂解离子肼

气质联用仪 

准备费：150元/次； 

测试费： 

① 作为离子肼气质使用，100

元/小时； 

② 作为热裂解气质联用，在

气质使用时间的基础上，

每样次增加 150元。 

600元/样 1-6 样/小时 

10 
气相色谱仪 仪器测试准备费 60 元/次；测

试费：60 元/小时 

200 元/样 1-5 个样/小时 

11 环境扫描电镜 仪器测试准备费 50 元/次；测 500 元/样 5-10个样/小时 



试费 125 元/小时；环扫（冷

台）加收 20 元/小时；高真空

喷金加收 30 元/次；能谱仪加

收 50 元/小时。 

12 

傅立叶红外光

谱仪 

仪器测试准备费 50 元/次；测

试费 80 元/小时；气相红外联

用 100 元/小时。 

100 元/图；气相红

外联用 200 元/样

（5 个峰），增加 1 

个峰，每个峰 30 

元 

5-20个样/小时 

13 

等离子体发射

光谱质谱联用

仪 

仪器测试准备费 100 元/次；

元素 400 元/小时；联用分析

480 元/小时。 

元素：400 元/元

素；联用分析：500 

元/元素 

20-30 个样品 /

小时 

14 

原子吸收光谱 仪器测试准备费 20 元；火焰

测试费 100 元/小时；石墨炉

测试费 200 元/小时。 

150 元/元素 20 个样/小时 

15 

稳定同位素比

例质谱仪 

仪器测试准备费 200 元；Flash 

EA 230元/小时；GCC 和 TC EA 

180 元/小时；GB250元/小时 

500 元/样 2-5 个样/小时 

16 

碳同位素分析

仪 

准备费：200元/次； 

测试费：80元/样。 

200元/样 仪器稳定达到测

试条件大约需要

6小时 

17 
元素分析仪 仪器测试准备费 50 元/次；测

试费：360 元/小时。 

200 元/样 6 个样/小时 

18 
植物、土壤水分

真空抽提系统 
15元/样 30元/样 — 

19 
连续流动分析

仪 

全氮、全磷 30元/样；铵态氮、

硝态氮 50元/样 
— — 

20 
二氧化碳同位

素分析仪 
95元/样品，50元/标样 

120元/样品，50

元/标样 
— 

21 
微生物鉴定系

统 

样品提取 120元/样品，测试

50元/样品、200元/标样 

样品提取 180元/

样品，测试 100元/

样品、300元/标样 

— 

22 凝胶成像系统 准备费 20元/次，5元/样品 
准备费 30元/次，

10元/样品 
— 

23 TOC分析仪 30-50元/样品 — — 

24 
总有机碳分析

仪 
40元/样品 — — 

25 liqui TOC 60元/样品 80元/样品 — 

26 
流动注射分析

仪 
40元/样品 50元/样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