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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国家财政部官网发布《关于继续执行研发机

构采购设备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商务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年第91号)，“继续对内资研发机构和外资研发中心采购国

产设备全额退还增值税”。 

此前，分析仪器分会一直倡议废除国产科学仪器在税收上

的不公平待遇或给予更多优惠政策，通过我会专家两会提案、组

织相关研讨沙龙等方式向国家提供建议。此政策的实施扭转了国

产科学仪器在科教市场在税收上的不公平待遇。 

我国从1978年以来，一直有给予进口仪器关税优惠的政

策，先后出台过几版政策，最新一版为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

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十三五”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

收政策的通知》。根据通知规定，对于国内不能生产或者性能不

能满足需要的以及直接用于科研和教学(中试和生产设备除外)的

仪器，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这项政策较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国科研经费不足的问题，但

同时造成了一个局面：有些国产仪器经过多年研发，性能满足需

求且不输于国外同等同类仪器，但在科教市场反而没有价格优

势。因为国产仪器卖向科教领域，需要征收增值税及与增值税相

关的税费，而进口仪器如卖向科教领域，反而不征这些税费。 

打个比方，如果一家外企在海外和中国生产同一款仪器，

在卖向中国的科教领域时，在中国生产的这款仪器反而要多交增

值税及与增值税相关的税费，价格上只有劣势没有优势。 

因此，行业内一直呼吁对于卖向科教领域的国产仪器，给

予增值税征收优惠，消除上述不平等现象，为国产仪器打开科教

市场提供极大支持，也一定程度弥补了“国内不能生产或者性能

不能满足需要”的标准在执行过程中存在难以界定的弊端。该税

收优惠可以补贴或者返还方式返给国内企业。 

《关于继续执行研发机构采购设备增值税政策的公告》政

策的公布“想行业之所想，急行业质所急”助力国产科学仪器产

业的发展。

2019年11月 9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河南省人民政府共同指导，中国仪器仪表学

会、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南省科学技术厅、河南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中共河南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河南省科学

技术协会、郑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仪器仪表学会、郑州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承办，京都自动化联盟、

OPC（中国）基金会、英国皇家特许计量及控制学会、意大利

仪器制造商协会、马来西亚机器人行业协会联合协办的“2019

世界传感器大会暨展览会”正式开幕。 

此次大会持续到11月11日，大会邀请了世界知名传感器专

家、学者、企业家参加，有众多院士和省部级领导出席，并有多

家世界500强企业加盟出展，国内、国际近百家媒体报道，堪称

全球传感器技术的顶级盛会。

中国科协技术协会副主席李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

副会长薛一平、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朱森第、陆军研究院

曹国侯将军、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院长方向及河南省发改委、省

工信厅、省科技厅、省外办、省科协及郑州市政府、郑州高新区

相关领导出席了此次开幕式。 

中国工程院院士金国藩、尤政、蒋庄德、周立伟、谭久

彬、倪光南、赵连城、褚君浩、钟 山、姜会林，中国科学院院

士姚建铨、吴宏鑫，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院士李长明，美国国

家工程院院士陈向力，加拿大国家工程院院士杨军、意大利米兰

理工大学机械和热测量学教授阿尔夫莱德•吉阿科莫•西噶达，松

下全球传感器首席技术官今井寿教，德国西克传感器公司首席科

学家夏恩•麦克纳玛拉，IEEE传感器委员会理事、光学传感器研

究中心主任艾尔费德•刘易斯等也出席了此次大会。 

近年来郑州市产业的发展，筹建了河南省智能传感器制造

业创新中心，编制了中国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的规划，形成了涵

盖多能力的产业链，在智能传感器研发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领

先优势。他提到，郑州非常欢

迎，也真诚的期盼与会的专家

以及传感器行业里面的优秀企

业家与我们共商共建共享为推

动传感器产业在郑州得到高质

量发展。 

随着持续不断的引进，以

及互联网市场快速的增长，以及智能终端和消费电子的普及，均

成为带动智能传感器未来需求增长的主要动能，也为智能传感器

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视野。传感技术属于竞争型、业务型的技

术，也属于应用型技术，成熟的方案和先进的技术,中国将秉承

着开放、平等、包容的形态，与国际各级组织开展专业交流机

制。 

传感器技术对转型升级、发展战略产业发展重要作用，李

华指出，希望利用2019世界

传感器大会这个平台，以促成

人类感知方法和能力的不断提

升。中国科协将一如既往对传

感器大会以及传感器技术领域

的进一步更高更快的发展提供

应有的服务和努力。 

工业和信息化部作为行

业主管部门，一直以来坚决贯

彻落实国家相关部署，推动传

感器产业发展，2017年郑州

市发布了传感器产业三年行动

计划，指导传感器产业健康发

展。2019世界传感器大会不

仅有丰富的展览，还有很多的

专题论坛，是业界交流的重要渠道和平台，希望大家共同探讨，

深化合作，务求实效。 

河南省正在系统谋划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制造业强

省的举措，他讲到，河南省将

依托现有基础，持续发力，努

力把传感器产业培育成支撑高

质量发展的标志性产业，随

着2019世界传感器大会的召

开，必将推动传感器促进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 

世界传感器大会项目签约仪式

此次大会组织100家具有影响力的国内专业媒体、20家国

际媒体对大会做会前、会中、会后的综合报道，并组织其中20

家国内专业媒体做现场报道、视频直播、嘉宾专访等宣传。

11月22日，日置HIOKI公司在深圳举行了一场行业方案发

布会，会议主题是——新能源与汽车行业的技术交流与产品应用

（汽车电子、逆变器、电机、电池等），重点介绍了日置的新能

源汽车电机电控测试技术应用、电池行业检测方案，以及电气现

场维护方案。而10月份，日置在上海举行了中国首场行业方案

发布会，主要议题也是三电系统测试解决方案。日置今年在中国

举行了两场发布会，都是针对新能源与汽车领域的三电系统测

试。尽管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增速放缓，不过，日置依然长期看

好这一市场，并积极布局新能源与汽车领域的三电系统测试。

（日置行业方案发布会——深圳站）

长期看好新能源汽车市场
今年7月以来，受补贴退坡等因素影响，国内新能源汽车市

场似乎进入了一个“阵痛期”。从数据上看，新能源汽车销量已

连续4个月下滑，且降幅并未

有明显收窄的迹象。有分析

指出，按照目前的走势，今

年很可能出现近十年以来首

次全年销量负增长。

面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市

场发生的变化，日置HIOKI

市场部经理朱亮在采访中表

示，尽管新能源汽车行业成

长不像前两年那样井喷式的

增长，但是日置依然长期看

好这个市场。虽然大环境并不是那么好，但是日置在新能源和汽

车行业的投入依然很大。朱亮认为，新能源汽车的测试需求比传

统燃料汽车的测试需求多，从整体来说，新能源汽车的测试需求

还在增加。此外，清洁能源和绿色出行依然是中国关注的重点，

也是全球关注的重点，使用清洁能源，进行节能减排，促进环境

保护是大势所趋。

据介绍，日置在新能源和汽车领域投入非常大，今年参加

了很多新能源和汽车的行业论坛，深入了解这个行业的发展方

向，并根据客户需求，积极调整研发方向。

做测试整合方案提供商
与其他品牌产品发布会不一样，日置今年以行业解决方案

的方式来发布。对此，朱亮表示，“单款的仪器并不能解决工程

师遇到某一些问题，现在工程师遇到的可能是一系列的问题，甚

至是整个行业里遇到的问题。”因此，日置提出，不只是做仪器

的售卖商，而是致力成为测试整合方案的提供商，根据客户的实

际需求，为客户定制服务，“帮助客户打通电气测试的最后一公

里。”

据了解，日置今年发布了5、6款新产品，是集中在电驱、

电池、现场维护类的产品，日置希望通过解决方案的形式让客户

了解日置的产品，通过打包整合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测试现场

的问题。这次行业方案发布会就是针对新能源和汽车涉及到的三

电系统测试方案，包括电机、电驱、电池等测试。朱亮介绍说，

日置会根据客户的需求调整设备的参数，快速响应客户的需求。

谈到日置的优势，朱亮表示，日置在追求测试精度的同时，

还十分关注客户的安全体验。他认为，测试项目都是类似的，但

日置的仪器仪表的安全等级比竞争对手要高。例如在进行非拆线

的测试方面，日置进行了很多投入，目的就是为了让测试更安

全。此外，在如何应用智能移动端来控制设备方面，日置也进行

了很多尝试，希望未来日置产品成为测试现场的传感器，工程师

通过手机、PC端，就能够快速了解现场情况，快速解决问题。

关于日置
日置（HIOKI）是一个日本的仪器仪表测试测量品牌，成立

于1935年，在中国致力于对一线工程师在电气电工等测试测量

方面提供维护与支持。

日前，中国仪器仪表学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SCIS）郭晓

维秘书长主持召开通用质量特性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与首次会

议，介绍了SCIS工作情况、团体标准的发展趋势和本技术委员

会的工作定位。  

通用质量特性技术委员会归属中国仪器仪表学会标准化工

作委员会（SCIS）领导，是为了更好地落实国家标准化改革政

策，发展团体标准制定和学会标准化工作，定位为科学仪器行业

制定通用质量特性技术标准，促进国产科学仪器行业质量技术进

步，提升国产科学仪器装备通用质量水平。 

第一届CSIC通用质量特性技术委员会，中国仪器仪表学

会仪学秘字〖2019〗086号文件确认的许建华主任委员（中

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一研究所第41研究所副所长、研究

员）、高军秘书长（广东科鉴检测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高

工）和有关高校、研究院所、国内外仪器企业、国有和民营检测

机构的17名成员参加了会议，并且在主任委员主持下，对广东

科鉴检测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牵头工作组的两个学会标准项目《T/

CIS 03001.1- xxxx 科学仪器设备可靠性测试第1部分：整机可

靠性指标（MTBF）验证方法》 、《T/CIS 03002.1- xxxx科

学仪器设备电控系统可靠性测试第1部分-电控系统可靠性强化

试验方法》的送审稿进行了审查。  

通过对标准送审稿逐个条款的讨论和评审，与会的专家委

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建议。最后大会通过决议，两个标准的

主要试验、验证情况合理、有效。确定的各项试验方法、参数和

技术指标论据正确、可行。会议同意通过审查，尽快修改后形成

报批稿。本次审查的两个标准，是科学仪器行业的重要标准，对

科学仪器试验条件的规范化、故障判定方式、可靠性强化试验方

法等都做了规范化的要求，实施后对提升科学仪器可靠性质量有

明显的推动作用。

近日，云塔科技正式推出了其自主研发的5G NR n77频

带（3.3~4.2GHz）、n78频带（3.3~3.8GHz）、n79频带

（4.4~5.0GHz）三款滤波器芯片，并将于11月21日在北京举

行的“2019世界5G大会”上正式发布。这是国内厂商首颗正式

发布的进入5G具有代表性的Sub-6GHz频段的滤波器芯片。

以滤波器为代表的射频前端芯片是中国的一项典型的“卡

脖子”技术，市场供给基本依赖于美国和日本的数家巨头公司。

据Yole预测，到2023年，全球射频前端芯片需求量将达到每年

350亿美元，其中滤波器占到65%的比例，超过每年220亿美

元。

据了解，基于声表面波（SAW）和声体波（FBAR/

BAW）技术的滤波器带宽一般在200MHz以内。为备战5G产业

爆发，云塔科技此次推出的n77滤波器工作在3.3~4.2GHz，其

带宽高达900MHz，远远超出了传统声波滤波器技术的适用范

围。

云塔科技的5G NR Sub-6GHz滤波器产品使用的是其独特

的超高性能集成无源器件（SPD）技术，相比于LTCC有着更

加精密的工艺控制和一致性、更高的电容密度和更小更薄的尺

寸。

凭借自主知识产权和技术团队不断创新突破，云塔科技该

系列滤波器（n77, n78, n79）都在1.6mm x 0.8mm的小尺

寸上得以实现。另外，对于该系列紧缺产品，公司不仅准备了

LGA封装的版本供智能终端厂商使用，而且还会提供WLP版本

为客户做更高集成度的射频前端模组产品开放可能。

测量仪器在亚马逊上有着巨大的市场空间，具备非常突出

的成长性，不断丰富的选品带动了更多买家在亚马逊上完成线上

采购。一直以来欧美品牌在测量仪器品类都占据主导地位，一方

面是欧美品牌掌握了技术优势，另一方面是主要发达国家测量仪

器此类器械采取严格的产品认证制度，面对相对较高的技术、时

间、成本门槛，让国内大多的测量企业很难跟国外本土品牌同台

较量。国内很多一线测量仪器都是以为欧美品牌做代工作为产品

出口的途径。近几年来，随着亚马逊等跨境平台的兴起，国内很

多测量品类品牌也在迅速崛起，在电商渠道跟欧美巨头相互较

量，国内品牌通过电商更贴近消费者，能更迅速获取产品反馈，

不断优化产品，也逐渐获得海外卖家的认可。所以测量仪器这个

品类非常值得引起中国卖家关注。

测量仪器的产品包括有网络测试仪器、工业测试仪器、 医

疗测试仪器、精密测试仪器、以及温度测试仪器等，目前在亚

马逊上在售的比较畅销的品牌有Fluke、Flir、Klein Tools、

Innova、Ridge、Extech、Testo、Rohde & Schwarz等等。

这些畅销品牌都有着品牌实力强、产品定价高、页面高端专业、

同时在线上线下都具有高知名度等相同特点。

虽然目前大部分采购商还是会首选美国当地经销商，但是

中国品牌也有着崛起的优势储备。首先，通过几十年的制造业经

验积累，中国仪器制造已经形成了优质的产业基础，具有扎实的

产品研发能力。其次，通过多年来为欧美等发达国家做代工，国

内仪器企业已经了解掌握海外消费者对产品需求的方向，产自国

内的仪器产品已经获得了国外买家的肯定。近年来亚马逊已经见

证了许多优质的中国企业在跨境工业品领域脱颖而出，交易额破

千万美金，且多年保持高速增长及高利润。

优利德成立于1988年，是中国仪器仪表行业中规模较大的

公司之一，仪器仪表研发实力在国内外处于领先地位，公司在东

莞、成都及深圳三地分别设立研发机构，拥有专利200多项，其

中发明专利40多项。优利德产品包括电子电工测试仪表、温度

及环境测试仪表、测绘测量仪表、电力及高压测试仪表以及测试

仪器等，优利德的Uni-T品牌有多款产品在亚马逊上销售，这款

Uni-T的电流测试仪，在美国亚马逊电流测试仪同类产品中的销

量稳定保持前十名。

北京普源精电（RIGOL）成立于1998年，是中国电子仪器

行业协会、中国仪器仪表协会会员。产品包括数字示波器、函数

/任意波形发生器、数字万用表、数据采集/开关系统、可编程线

性直流电源、频谱分析仪、可编程直流电子负载、可编程直流电

源、射频信号源等。目前，公司在知识产权方面有诸多收获，拥

有数量众多的和计算机操作系统软件著作权。RIGOL也有多款

产品在美国亚马逊上销售，销量都还不错，RIGOL的任意波形

发生器在同类中销量排名第三。

深圳鼎阳科技（SIGLENT）成立于2002年，是国内知

名测试测量仪器生产厂家。2017年，推出了国内带宽最高的

500MHz任意波形发生器—SDG6000X系列，打破海外垄断。

2018年，推出集频谱分析仪和矢量网络分析仪于一体的产品

SVA1000X系列，再次打破海外垄断。鼎阳科技产品包括数

字示波器、手持示波表、函数/任意波形发生器、台式万用表、

可编程直流电源、矢量网络分析仪、频谱分析仪、射频信号

源、电子负载等通用测试测量仪器产品。鼎阳科技以Siglent 

Technologies的品牌在美国亚马逊出售多款产品，其中，这款

任意波形发生器在美亚平台同类产品中销量排名第一。

华仪仪表是中国电子测量工具的主要制造商之一，产品包

括电力电工测试、数字多用表、数字钳形表、红外测温、环境测

试、电阻测试等。华仪仪表旗下的Mastech品牌很早就有在亚

马逊上销售，比方说这款万用表，2006年就已经登陆亚马逊。

深圳华盛昌多年来一直为Flir、Ridge等美国大牌代工，目

前也在亚马逊上开设了店铺。华盛昌是一家准上市公司，它的

CEM品牌风速测试仪和专业数字万用表，还曾经上过央视《大

国重器》的节目。

测量仪器行业目前在全球范围市场仍非常巨大。根据

Markets and Markets的预测，2017-2023年，全球测量测试

仪器仪表的市场规模将保持3.55%的复合增长率，到2023年将

达到 289.8亿美元。从市场区域分布来看，北美地区是测量测

试仪器仪表的最主要市场，2016年占据全球47%的市场份额；

欧洲地区是测量测试仪器仪表的第二大市场，2016年占据全球 

28%的市场份额；亚太地区人口众多、 制造业发展迅速、基础

设施建设需求旺盛，2016年占据全球19%的市场份额。

在产品和技术端，国内制造商正在逐步追赶代表全球最高

水平的美国和德国一线大牌的水平。全球无数的测量仪器买家都

选择亚马逊作为重要采购站点，企业线上采购已是大势所趋，并

且增长势头越来越明显。

研发机构采购国产仪器退增值税政策继续施行

2019 世界传感器大会在郑州隆重举行

无惧新能源汽车增速放缓 日置积极布局三电测试

制定科学仪器通用标准
 SCIS 通用质量特性技术委员会成立

国内厂商推出首颗 5G NR Sub-6GHz 滤波器芯片

线上采购是大势所趋 测试测量仪器电商市场巨大

（日置HIOKI市场部经理朱亮）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李华致辞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

副司长任爱光致辞

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刘伟讲话

郑州市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新伟开

幕式主持

中国工程院院士尤政致辞

河南省省委常委、郑州市市委

书记徐立毅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