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部分单位高端冷冻电镜测试服务收费标准调研 

 

2021 年 1 月 21 号 

 

单位名称 测试收费标准 备注 

南方科技大学冷冻电镜

中心 

校外￥10000 元/天，校

外合作为￥6000 元/天 

详细标准见附件 

清华大学冷冻电镜中心 校外￥14400 元/天 详细标准见附件 

浙江大学冷冻电镜中心 校外￥15000 元/天 详细标准见附件 

上海科技大学冷冻电镜

中心 

校外￥12000 元/天 详细标准见附件 

生物物理所冷冻电平台 校外￥10000 元/天 详细标准见附件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冷冻电镜中心 

校外￥10000 元/天 直接向负责人询价所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冷冻

电镜中心 

校外￥10000 元/天 直接向负责人询价所得 

注：测试收费标准为高端冷冻电镜，型号为 Thermo Fisher 300KV Titan Krios 冷

冻透射电镜，针对外单位学术用户的测试收费费用。该收费标准均不包含相应

耗材（如样品卡环）、样品制备等费用。 

本调研由脑信息中心张小康、陶长路共同完成。 

 



一、图书资料逾期、损坏费用

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元） 收费依据 备注

逾期费
外借图书逾期归
还

元/册/天 0.2 《南方科技大学图书馆借阅规则》

逾期费
随书光盘/视听
资料借阅逾期归

元/件/天 10 《南方科技大学图书馆借阅规则》

逾期费
工具书、期刊临
时借阅资料超时
归还

元/册/天 10 《南方科技大学图书馆借阅规则》

逾期费
教学参考书借阅
超期归还

元/册/小时 0.2 《南方科技大学图书馆借阅规则》

损坏费
丢失、损坏图书
馆各类文献

元 按文献原价3倍赔偿 《南方科技大学图书馆借阅规则》

二、水、电、燃气费

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元） 收费依据 备注

水费 自来水 元/立方米 4.21
水、电及燃气费的收费标准将根据深圳
水务集团、深圳供电局和深圳燃气集团
的收费标准进行调整

含污水处理费和
垃圾处理费

燃气费
燃气费（非居民
用户）

元/立方米 3.7
水、电及燃气费的收费标准将根据深圳
水务集团、深圳供电局和深圳燃气集团
的收费标准进行调整

燃气费
燃气费（居民用
气费阶梯价0-30
立方米）

元/立方米 3.5
水、电及燃气费的收费标准将根据深圳
水务集团、深圳供电局和深圳燃气集团
的收费标准进行调整

电费 电费 元/度 0.6998
水、电及燃气费的收费标准将根据深圳
水务集团、深圳供电局和深圳燃气集团
的收费标准进行调整

学生免费用电额
度：每人每月10
度，超额使用部
分按标准收费

三、场地对外租借项目标准
项目类别 收费项目 收费时段 计算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备注

09:00-12:00 1500
14:00-21:30 1500
09:00-12:00 600
14:00-21:30 1000
09:00-12:00 1000
14:00-21:30 1000
09:00-12:00 300
14:00-21:30 300
09:00-12:00 300
14:00-21:30 300
09:00-12:00 60
14:00-21:30 80
09:00-12:00 60
14:00-21:30 80
09:00-12:00 1500
14:00-21:30 1500
09:00-12:00 2500
14:00-21:30 3000
09:00-12:00 1500
14:00-21:30 2000
09:00-12:00 1000
14:00-21:30 1500

四、机动车停车收费项目标准
项目类别 收费项目 收费时段 计算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备注

小车 元／半小时 第一小时5元，第一小时后1元/半小时
大车 元／半小时 第一小时10元，第一小时后2元/半小时

超大型车 元／半小时 第一小时15元，第一小时后3元/半小时                                                    
小车 元／小时 0.5元/小时
大车 元／小时 1元/小时

超大型车 元／小时 2元/小时
小车 元／小时 第一小时4元，第二小时后0.5元/小时
大车 元／小时 第一小时8元，第二小时后1元/小时

超大型车 元／小时 第一小时12元，第二小时后1.5元/小时

五、检测中心收费项目标准
项目类别 收费项目 费用类别 计算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备注

校内（元/小时） 500

校外非盈利（元/小时） 900

校外盈利（元/小时） 1400

培训费校内客户（元/
人）

1500

培训费校外非盈利客户
（元/人）

1500

培训费校外盈利客户
（元/人）

2700

协助费 工程师协助（元/小时） 500

校内（元/小时） 300

校外非盈利（元/小时） 500

校外盈利（元/小时） 800

培训费校内客户（元/
人）

900

培训费校外非盈利客户
（元/人）

900

培训费校外盈利客户
（元/人）

1500

协助费 工程师协助（元/小时） 500

校内（元/小时） 220

校外非盈利（元/小时） 370

校外盈利（元/小时） 580

培训费校内客户（元/
人）

660

培训费校外非盈利客户
（元/人）

660

培训费校外盈利客户
（元/人）

1110

协助费 工程师协助（元/小时） 500

校内（元/小时） 220

校外非盈利（元/小时） 370

校外盈利（元/小时） 580

培训费校内客户（元/
人）

660

培训费校外非盈利客户
（元/人）

660

培训费校外盈利客户
（元/人）

1110

协助费 工程师协助（元/小时） 500

校内（元/小时） 120

校外非盈利（元/小时） 170

校外盈利（元/小时） 230

培训费校内客户（元/
人）

360

培训费校外非盈利客户
（元/人）

360

培训费校外盈利客户
（元/人）

510

协助费 工程师协助（元/小时） 500

校内（元/小时） 120

校外非盈利（元/小时） 170

校外盈利（元/小时） 240

培训费校内客户（元/
人）

360

培训费校外非盈利客户
（元/人）

360

培训费校外盈利客户
（元/人）

510

协助费 工程师协助（元/小时） 500

校内（元/小时） 120

校外非盈利（元/小时） 170

校外盈利（元/小时） 240

培训费校内客户（元/
人）

360

燃气费由燃气公
司直接收取

临时车辆30分钟内免收停车
费；收费月卡车辆按¥250/月收
取停车服务费。

润扬体育馆 元/小时/片 室内木地板

教工体育场 元/小时/片 室外地胶

南方科技大学其他收费公示栏

足球项目
松禾体育场 元/小时/片

《南方科技大学
校内场地对外租
借审批管理办法
》的通知-南科大
[2019]23号

人工草坪11人制

欣园体育场 元/小时/片 人工草坪7人制或5人制

篮球项目

欣园体育场 元/小时/片 室外地胶

网球项目
欣园体育场 元/小时/片 室外地胶

教工体育场 元/小时/片 室外地胶

棒球项目 棒球场 元/小时/片 天然草坪

报告厅项
目

第一科研楼102 元/小时 可容纳399人

琳恩图书馆111 元/小时 可容纳179人

琳恩图书馆110 元/小时 可容纳99人

工作日收
费

高峰时段
（8:00-
20:00）

深发改
[2017]1518号

非高峰时段
（20:00-
08:00）

非工作日
收费

微

纳

平

台

电子束曝光机

使用费

设备品牌：英国 Nanobeam
设备型号：nB5

培训费

光罩曝光机

使用费

设备品牌：德国 SUSS
MicroTec
设备型号：MA6/BA6培训费

烘胶台

使用费

设备品牌：北京创世威纳
设备型号：BP-2B

培训费

化学蚀刻清洗台

使用费

设备品牌：华林嘉业
设备型号：CGB-B20130513-A

培训费

旋转涂胶机

使用费

设备品牌：德国 SUSS
MicroTec
设备型号：RCD8培训费

国产匀胶机

使用费

设备品牌：上海凯美特
设备型号：Spinmaster-100

培训费

小型超声波清洗
机

使用费

设备品牌：深圳洁盟
设备型号：JP-040S

培训费



培训费 培训费（元/小时）
协助费 工程师协助（元/小时） —

校内（元/小时） 15

校外非盈利（元/小时） 30

校外盈利（元/小时）
培训费 培训费（元/小时）
协助费 工程师协助（元/小时） —

校内（元/小时） 50

校外非盈利（元/小时） 100

校外盈利（元/小时）
培训费 培训费（元/小时）
协助费 工程师协助（元/小时） —

校内（元/小时） 50

校外非盈利（元/小时） 100

校外盈利（元/小时）
培训费 培训费（元/小时）
协助费 工程师协助（元/小时） —

校内（元/小时） 10

校外非盈利（元/小时） 20

校外盈利（元/小时）
培训费 培训费（元/小时）
协助费 工程师协助（元/小时） —

校内（元/小时） 100

校外非盈利（元/小时） 300

校外盈利（元/小时） 500
培训费 培训费（元/小时）
协助费 工程师协助（元/小时） —

六、冷冻电镜中心收费项目标准

项目类别 收费项目 费用类别 计算单位
收费标准
（元）

备注

校内（元/24小时） 4000
校外合作（元/24小时） 6000
校外非盈利（元/24小时） 10000
校外盈利（元/24小时） 30000
校内客户（元/人/8小时） 5000
校外非盈利客户（元/人/8小时） 10000
校外盈利客户 （元/人/8小时） 15000
校内用户工程师协助（元/小时） 1500
校外用户工程师协助（元/小时） 2000
校内（元/4小时） 3000
校外合作（元/4小时） 4500
校外非盈利（元/4小时） 6000
校外盈利（元/4小时） 20000
校内客户（元/人/8小时） 8000
校外非盈利客户（元/人/8小时） 16000
校外盈利客户 （元/人/8小时） 24000
校内用户工程师协助（元/小时） 1500
校外用户工程师协助（元/小时） 2000
校内（元/24小时） 4000
校外合作（元/24小时） 6000
校外非盈利（元/24小时） 10000
校外盈利（元/24小时） 30000
校内客户（元/人/8小时） 5000
校外非盈利客户（元/人/8小时） 10000
校外盈利客户 （元/人/8小时） 15000
校内用户工程师协助（元/小时） 1500
校外用户工程师协助（元/小时） 2000
校内（元/4小时） 3000
校外合作（元/4小时） 4500
校外非盈利（元/4小时） 6000
校外盈利（元/4小时） 20000
校内客户（元/人/8小时） 8000
校外非盈利客户（元/人/8小时） 16000
校外盈利客户 （元/人/8小时） 24000
校内用户工程师协助（元/小时） 1500
校外用户工程师协助（元/小时） 2000
校内（元/24小时） 4000
校外合作（元/24小时） 6000
校外非盈利（元/24小时） 10000
校外盈利（元/24小时） 30000
校内客户（元/人/8小时） 5000
校外非盈利客户（元/人/8小时） 10000
校外盈利客户 （元/人/8小时） 15000
校内用户工程师协助（元/小时） 1500
校外用户工程师协助（元/小时） 2000
校内（元/4小时） 3000
校外合作（元/4小时） 4500
校外非盈利（元/4小时） 6000
校外盈利（元/4小时） 20000
校内客户（元/人/8小时） 8000
校外非盈利客户（元/人/8小时） 16000
校外盈利客户 （元/人/8小时） 24000
校内用户工程师协助（元/小时） 1500
校外用户工程师协助（元/小时） 2000
校内（元/24小时） 4000
校外合作（元/24小时） 6000
校外非盈利（元/24小时） 10000
校外盈利（元/24小时） 30000
校内客户（元/人/8小时） 5000
校外非盈利客户（元/人/8小时） 10000
校外盈利客户 （元/人/8小时） 15000
校内用户工程师协助（元/小时） 1500
校外用户工程师协助（元/小时） 2000
校内（元/4小时） 3000
校外合作（元/4小时） 4500
校外非盈利（元/4小时） 6000
校外盈利（元/4小时） 20000
校内客户（元/人/8小时） 8000
校外非盈利客户（元/人/8小时） 16000
校外盈利客户 （元/人/8小时） 24000
校内用户工程师协助（元/小时） 1500
校外用户工程师协助（元/小时） 2000
校内（元/24小时） 4000
校外合作（元/24小时） 6000
校外非盈利（元/24小时） 10000
校外盈利（元/24小时） 30000
校内客户（元/人/8小时） 5000
校外非盈利客户（元/人/8小时） 10000
校外盈利客户 （元/人/8小时） 15000
校内用户工程师协助（元/小时） 1500
校外用户工程师协助（元/小时） 2000
校内（元/4小时） 3000
校外合作（元/4小时） 4500
校外非盈利（元/4小时） 6000
校外盈利（元/4小时） 20000
校内客户（元/人/8小时） 8000
校外非盈利客户（元/人/8小时） 16000
校外盈利客户 （元/人/8小时） 24000
校内用户工程师协助（元/小时） 1500
校外用户工程师协助（元/小时） 2000
校内（元/24小时） 10000
校外合作（元/24小时） 15000
校外非盈利（元/24小时） 25000
校外盈利（元/24小时） 75000
校内客户（元/人/8小时） 12500
校外非盈利客户（元/人/8小时） 25000
校外盈利客户 （元/人/8小时） 37500
校内用户工程师协助（元/小时） 2500
校外用户工程师协助（元/小时） 3000
校内（元/4小时） 7500
校外合作（元/4小时） 12000
校外非盈利（元/4小时） 18000
校外盈利（元/4小时） 50000

Krios 300kV
冷冻电镜

大数据收集

使用费

（暂未到货,12月到货 ）
耗材自理
设备负责人：/
设备品牌：ThermoFisher
Scientific
设备型号：Krios G4

培训费

协助费

图像分析及
其他用户

使用费

Krios 300kV
冷冻电镜

大数据收集

使用费

耗材自理
设备负责人：吴静
设备品牌：ThermoFisher
Scientific
设备型号：Krios G3i D3845

培训费

协助费

图像分析及
其他用户

使用费

培训费

协助费

Krios 300kV
冷冻电镜

大数据收集

使用费

耗材自理
设备负责人：高远瞩
设备品牌：ThermoFisher
Scientific
设备型号：Krios G3 D3706

培训费

协助费

图像分析及
其他用户

使用费

培训费

协助费

大数据收集

使用费

耗材自理
设备负责人：许淑嫚
设备品牌：ThermoFisher
Scientific
设备型号：Krios G3i D3794

培训费

协助费

图像分析及
其他用户

使用费

培训费

协助费

平台大型
仪器-冷
冻电镜

Krios 300kV
冷冻电镜

大数据收集

使用费

耗材自理
设备负责人：马晓旻
设备品牌：ThermoFisher
Scientific
设备型号：Krios G3 D3500

培训费

协助费

图像分析及
其他用户

使用费

培训费

协助费

Krios 300kV
冷冻电镜

大数据收集

使用费

耗材自理
设备负责人：付鲁堂
设备品牌：ThermoFisher
Scientific
设备型号：Krios G3i D3796

培训费

协助费

图像分析及
其他用户

使用费

培训费

协助费

Krios 300kV
冷冻电镜

生

命

平

台

摊片机
设备品牌：Leica
设备型号：HI1210

烘片机

使用费
设备品牌：Leica
设备型号：HI1220

全封闭式脱水机

使用费
设备品牌：Leica
设备型号：ASP300S

高分辨微型CT系
统

使用费
设备品牌：Bucker
设备型号：Skyscan 1172

自动包埋机

使用费
设备品牌：Leica
设备型号：EG1150

包埋机热台

使用费 设备品牌：Leica
设备型号：HistoCore
Arcadi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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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

蛋白质研究技术中心-冷冻电镜平台 仪器名/测试项目      找仪器      找文档

实验室介绍 实验室动态 服务指南 资料下载 开放仪器 收费标准 联系方式

收费标准

仪器编号、仪器名称  检索 

仪器名称: FEI Tecnai F20 TEM D545(编号：14030166)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价格 收费类型 备注

蛋白质研究技术中心冷冻电镜平台 元/小时 360.0 自助上机机时费

蛋白质研究技术中心冷冻电镜平台 元/小时 360.0 自助上机机时费

蛋白质研究技术中心冷冻电镜平台 元/小时 0.0 自助上机机时费

仪器名称: FEI Titan Krios TEM D3418(编号：16026916)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价格 收费类型 备注

300KV电镜使用机时费用 元/小时 600.0 自助上机机时费 按天收费，每天收费时长为24小时

仪器名称: FEI Titan Krios TEM D3424(编号：17012950)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价格 收费类型 备注

使用机时 元/小时 600.0 自助上机机时费

仪器名称: FEI Helios NanoLab G3 UC 9922567(编号：17012948)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价格 收费类型 备注

冷冻SEM使用机时费用 元/小时 600.0 自助上机机时费 其他耗材费、服务费（样品制备、镀膜等）、数据处理等费用如有另算。

冷冻SEM FIB使用机时费用 元/小时 800.0 自助上机机时费 其他耗材费、服务费（样品制备、镀膜等）、数据处理等费用如有另算。

冷冻切片制备 元/小时 500.0 自助上机机时费 其他耗材费、服务费（样品制备、镀膜等）、数据处理等费用如有另算。

常温SEM使用机时费用 元/小时 300.0 自助上机机时费 其他耗材费、服务费（样品制备、镀膜等）、数据处理等费用如有另算。

常温SEM FIB使用机时费用 元/小时 600.0 自助上机机时费 其他耗材费、服务费（样品制备、镀膜等）、数据处理等费用如有另算。

常温自动化切片成像 元/小时 416.7 自助上机机时费 其他耗材费、服务费（样品制备、镀膜等）、数据处理等费用如有另算。

仪器名称: FEI Tecnai Spirit TEM D1297(编号：15005395)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价格 收费类型 备注

蛋白质研究技术中心冷冻电镜平台 元/小时 240.0 自助上机机时费

仪器名称: FEI Titan Krios TEM D3172(编号：12029318)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价格 收费类型 备注

冷冻电镜平台300KV电镜收费标准 元/小时 600.0 自助上机机时费 按天收费，每天计费时长为24小时。

仪器名称: FEI Tecnai Spirit TEM D1266(编号：13031379)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价格 收费类型 备注

样品检测（蛋白质研究技术中心冷冻
电镜平台）

元/小时 240.0 自助上机机时费 耗材费、服务费（样品制备、镀膜等）、数据处理等费用如有另算。

仪器名称: FEI Tecnai Arctica TEM D683(编号：17018754)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价格 收费类型 备注

使用电镜机时费 元/小时 480.0 自助上机机时费

仪器名称: FEI Tecnai Spirit with iCorr D1319(编号：16026915)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价格 收费类型 备注

电镜机时费 元/小时 240.0 自助上机机时费

仪器名称: Aquilos 9952021(编号：A20000046)

返回校级首页 请登录 校外用户注册 如何才能网上预约 手机端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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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价格 收费类型 备注

常温SEM使用机时费 元/小时 300.0 自助上机机时费 其他耗材费、服务费（样品制备、镀膜等）、数据处理等费用如有另算。

常温SEM FIB使用机时费 元/小时 600.0 自助上机机时费 其他耗材费、服务费（样品制备、镀膜等）、数据处理等费用如有另算。

冷冻切片制备 元/小时 500.0 自助上机机时费 其他耗材费、服务费（样品制备、镀膜等）、数据处理等费用如有另算。

冷冻SEM使用机时费 元/小时 600.0 自助上机机时费 其他耗材费、服务费（样品制备、镀膜等）、数据处理等费用如有另算。

冷冻SEM FIB使用机时费 元/小时 800.0 自助上机机时费 其他耗材费、服务费（样品制备、镀膜等）、数据处理等费用如有另算。

常温自动化切片成像 元/小时 416.7 自助上机机时费 其他耗材费、服务费（样品制备、镀膜等）、数据处理等费用如有另算。

仪器名称: FEI Talos Arctica TEM 9950610(编号：A20000044)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价格 收费类型 备注

使用机时费 元/小时 480.0 自助上机机时费

仪器名称: Krios G3i TEM D3786(编号：A20000045)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价格 收费类型 备注

使用机时费 元/小时 600.0 自助上机机时费
按天收费，每天计费时长为24小时；其他耗材费、服务费（样品制备、镀膜等）、数据处理
等费用如有另算。

清华大学©  版权所有    主管部门：清华大学实验室处   技术支持：清华大学信息化技术中心    首页访问次数: 3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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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如需开发票，需额外支付税点。

    2. 转账信息：校内用户使用内部转账，帐号：519000-659206；校外用户使用银行转账：户名-浙江大学，开户行（紫金港校区）-农行杭州市

港分理处；银行帐号：19042201040000014。咨询电话：0571-88981930

 

友情链接

浙江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浙江大学大型仪器共享管理平台

浙江大学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医学院公共技术平台

农生环测试中心

浙江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

浙江省大型科学仪器协作共用平台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71-88981930

电子邮箱：ccem zju.edu.cn

机构名称：浙江大学冷冻电镜中心

联系地址：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医学院科研楼A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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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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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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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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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标准

透射电镜收费标准：
设备名称 收费标准

300KV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Titan#2）

Bioquantum-K2:7000元/24小时（校内），10000元/24小时（校外），卡环180元/套（随赛默飞报价浮

动）；升级为Bioquantum-K3以后（预计2021年1月份后开始执行）：8000元/24小时（校内），

12000元/24小时（校外），卡环180元/套（随赛默飞报价浮动）

300KV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Titan#1） K3：校内：7000元/24小时，校外：10000元/24小时，卡环180元/套（随赛默飞报价浮动）

200kV透射电子显微镜 校内：5000元/24小时，校外：8000元/24小时，卡环180元/套（随赛默飞报价浮动）

120kV透射电子显微镜

校内：200元/小时（机时费），协助费：40元/样（常温）,80元/样（冷冻）；校外：500元/小时（机时

费），协助费：100元/样（常温）,200元/样（冷冻）。自助操作此设备只收取机时费，协助操作则收取

机时费+相应的协助费*。

双束扫描电镜收费标准（待平台通知设备正式开放后执行）：
设备名称 收费标准

冷冻聚焦离子束电镜Aquilos

校内：400元/小时，3000元/24小时；校外：600元/小时,4500元/24小时；耗材费另计（随赛默飞报价浮

动）

存储及计算资源收费标准（从2021年1月1日开始执行）：

大容量存储(以课题组为单位统计)

50TB以内，0元 

50TB-100TB，100元/月/TB 

100TB-150TB，200元/月/TB 

150TB-200TB，400元/月/TB 

>200TB，800元/月/TB

CPU计算节点 0.04元/核时

GPU_A计算节点(4*P100) 7.5元/节点时

GPU_B计算节点(4*P40) 5元/节点时

大内存计算节点 2.5元/节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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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Gets Easier.

0.4.4  LabScout LIMS-CF - 运维支持 - 管理后台 (http://eshare.shanghaitech.edu.cn/ihuman/swdj/admin)

 联系我们 ()   电话：021-20684412 ()   邮箱：Bio-EM@shanghaitech.edu.cn ()

http://eshare.shanghaitech.edu.cn/ihuman/swdj/admin
https://eshare.shanghaitech.edu.cn/ihuman/swdj/
https://eshare.shanghaitech.edu.cn/ihuman/swdj/
https://eshare.shanghaitech.edu.cn/ihuman/swdj/


注：

序号
专业技术
实验室

仪器名称（服务项目） 仪器型号 预约方式 区域中心内部收费标准
院内收费标准（区域中

心外）
院外收费标准

1
500M核磁共振波谱仪（瓦
里安）

Agilent 500DD2 system 网上预约

一维实验：氢谱80元/
样；碳谱100元/样；氟
谱、磷谱、氮谱200元/
样；二维实验：1H-1H
COSY 250元/样；1H-1H
TCOSY 250元/样；1H-1H
NOESY 250元/样；1H-
13C HSQC 250元/样；
1H-13C HMBC 250元/
样；碳谱及二维谱超过
一小时开始加收机时费
60元/时。样品数量多占
用机时长，价格可根据
样品情况及图谱质量具
体商量。

一维实验：氢谱100元/
样；碳谱150元/样；氟
谱、磷谱、氮谱250元/
样；二维实验：1H-1H
COSY 300元/样；1H-1H
TCOSY 300元/样；1H-1H
NOESY 300元/样；1H-
13C HSQC 300元/样；
1H-13C HMBC 300元/
样；碳谱及二维谱超过
一小时开始加收机时费
60元/时。样品数量多占
用机时长，价格可根据
样品情况及图谱质量具
体商量。

一维实验：氢谱240元/
样；碳谱300元/样；氟
谱、磷谱、氮谱600元/
样；二维实验：1H-1H
COSY 750元/样；1H-1H
TCOSY 750元/样；1H-
1H NOESY 750元/样；
1H-13C HSQC 750元/
样；1H-13C HMBC 750
元/样；碳谱及二维谱
超过一小时开始加收机
时费120元/时。样品数
量多占用机时长，价格
可根据样品情况及图谱
质量具体商量。

2
600M核磁共振波谱仪（安
捷伦，含低温探头）

Agilent 600DD2 system 网上预约

一维氢谱100元/样；一
维碳谱150元/样；二维
谱300元/样；三维谱500
元/样；碳谱及二维、三
维谱超过一小时加收机
时费80元/时。样品数量
多占用机时长，价格可
根据样品情况及图谱质
量具体商量。

一维氢谱100元/样；一
维碳谱200元/样；二维
谱400元/样；三维谱700
元/样；碳谱及二维、三
维谱超过一小时加收机
时费80元/时。样品数量
多占用机时长，价格可
根据样品情况及图谱质
量具体商量。

一维氢谱300元/样；一
维碳谱450元/样；二维
谱900元/样；三维谱
1500元/样；碳谱及二
维、三维谱超过一小时
加收机时费160元/时。
样品数量多占用机时
长，价格可根据样品情
况及图谱质量具体商量
。

3 细胞破碎仪（两台） JN-3000 刷卡使用 0．40元/ml 0．80元/ml 0．80元/ml
4 超声波破碎仪（三台） 直接联系 0.2元/分钟 0.4元/分钟 0.4元/分钟
5 荧光扫描仪 网上预约 25 元/小时 50 元/小时 50 元/小时
6 荧光分光光度计 F-4500 网上预约 50 元/小时 100 元/小时 100 元/小时
7 紫外分光光度计（两台） U-2010 网上预约 50 元/小时 100 元/小时 100 元/小时
8 超低温冰箱（三台） 直接联系 免费 免费 免费

2018年度科学研究平台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一览表

结构与功
能分析技
术实验室

浅绿色背景色所示项目为新增服务项目，收费标准为暂定价格
浅红色背景色所示项目为价格上调项目

浅蓝色背景色所示项目为价格下调项目
黄色背景所示项目为调整项目



荧光图像处理与数据分析
服务

Dell Precision T7920-2 网上预约 150元/小时 250元/小时 250元/小时

89
荧光图像处理与数据分析
项目

Dell Precision T7920-1/2 网上预约

项目服务费：用户提出
需求，管理员处理数据
。根据个性化处理流程
复杂程度、图像数目和
图像质量而定。

项目服务费：用户提出
需求，管理员处理数据
。根据个性化处理流程
复杂程度、图像数目和
图像质量而定。

项目服务费：用户提出
需求，管理员处理数据
。根据个性化处理流程
复杂程度、图像数目和
图像质量而定。

110 透射电子显微镜 P2-Titan Krios 网上预约
7000元/天，C-ring&C-
clip 180元/套；P2模式
9000元/天

10000元/天，C-ring&C-
clip 180元/套；P2模式
12000元/天

10000元/天，C-
ring&C-clip 180元/
套；P2模式12000元/天

透射电子显微镜
Tomography-Titan
Krios G3i

网上预约
7000元/天，C-ring&C-
clip 180元/套；

10000元/天，C-ring&C-
clip 180元/套；

10000元/天，C-
ring&C-clip 180元/
套；

111 透射电子显微镜 Titan Krios 网上预约
7000元/天，C-ring&C-
clip 180元/套

10000元/天，C-ring&C-
clip 180元/套

10000元/天，C-
ring&C-clip 180元/套

透射电子显微镜 Talos Arctica 网上预约
6000元/天，C-ring&C-
clip 180元/套

9000元/天，C-ring&C-
clip 180元/套

9000元/天，C-ring&C-
clip 180元/套

生物成像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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