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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17

日，中国仪器仪

表学会组织会员

单位前往日本开

展工业考察交流

活动。该学会常

务副理事长吴幼

华带队，监事长

李明远、副秘书长沙旋，及广东省仪器仪表学会常务副秘书长、

《仪器仪表商情》总编邵时等10人随行。

5天行程安排满满，期间参观松下、京都自动化行业联盟、

京都大学、三菱、丰田等单位，开展生产车间参观、技术交流、

洽谈合作等事宜，学习良多，收获颇丰。

吴幼华常务副理事长表示，随着全球化竞争形势的日趋严

峻，我国制造业规模虽大但不强。新一代智能制造技术与国际最

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中小企业急需转型升级，需不断总结交

流、通过创新驱动以实现发展，开展高水平、国际化、针对性和

实用性强的智能与制造科技产业的交流活动非常必要。

5月10日-12日，第六届“鼎阳杯”全

国电工电子基础课程实验教学案例设计竞赛

（后简称“鼎阳杯”）在位于广州市的华南

理工大学举办。

大赛评选出34项一等奖，57项二等奖，

119项三等奖。在一等奖中选出了1项鼎阳

杯奖、2项最佳工程奖、1项最佳创意奖。最

高奖项“鼎阳杯”的桂冠由武汉大学的杨静

老师摘得，她的作品是“数字系统的时间同

步”；“最佳创意奖”的获奖者是来自重庆

大学的王唯老师，他的作品是“人体颈部弯曲状态实时监测系统

的设计”；“最佳工程奖”则由杭州电子科

技大学马学条老师和苏州大学刘学观老师获

得，他们的作品分别是“车载手势识别系统

形态学处理设计及FPGA实现”和“基于无

线传输的环境信息监测系统的设计”。

鼎阳杯由教育部电工电子基础课程教学

指导委员会与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

会主办，迄今为止，已连续举办了六届。作

为这项竞赛连续六年的协办方，鼎阳科技历

经十七年沉淀，如今已成为全球通用测试测

量仪器行业的一流品牌。

上海巨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C1 Pro及

C1 Pro Lite两款专业版手机热像仪，赋予

手机热像仪更强大的功能，可使用专业级

的Mx和ThermoScope软件，无论是便捷

地观测温度，还是专业的温度分析，或者

规范的巡检都有优异的表现。

两款产品都采用自主研发的160*120

红外热成像芯片、高分辨锗镜头和15Hz

高图像帧频，外观与C1保持一致。C1 Pro和C1 Pro Lite

较C1在测温和分析功能上全面升级，专业版Mx软件功能更

加丰富强大，适合专业的行业应用，并支持二次开发。两款

热 像 仪 还 可 使 用 巨 哥 电 子 的 后 处 理 软

件ThermoScope，为数据分析和处

理提供强大的工具。C1 Pro的测温精

度 更 是 提 高 到 ± 3 ℃ 或 3 % ， 量 程 拓 宽

至-20℃～200℃。专业版Mx软件提供

丰富的温度分析功能，可使用离线软件

ThermoScope对拍摄物体进行全面数据

分析和处理。

作为红外热成像技术的领军企业，上海巨哥推出消费级手

机热成像相机C1，其清晰流畅的红外图像、小巧精致的设计以

及超长工作时间受到用户好评。

5月10日,普源精电（RIGOL）

在苏州总部隆重举行“精益•蝶变•共

赢”发展论坛暨供应商大会。来自

全国各地的八十家供应商150人来宾

齐聚一堂。

2019年是RIGOL发展的第21个年头，供应链将借助

RIGOL SRM系统进行资源整合，在自主研发示波器芯片组的

基础上，发布了多款新机型。会议在RIGOL供应链总经理朱锋

先生的主持下拉开了序幕。RIGOL创始人兼董事长王悦先生

就此次普源精电（RIGOL）发展论坛暨供应商大会作了题为

《RIGOL 蝶变之旅》专题演讲。

RIGOL CTO严波先生分享了他对

电子测量行业发展方向与技术趋势

的看法。供应链总经理朱锋先生及

采购总监刘涛先生也就《RIGOL精

益供应链》作了主题报告演讲及分享。

此次供应商大会以论坛形式邀请了四位行业资深专家分享

与RIGOL的合作之旅，他们就数字化建设、持续创新、组织与

人才、精益管理等方面展开了一场思维碰撞。大会还表彰了一

批与RIGOL始终保持紧密合作的供应商。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组团到日本工业考察交流

第六届“鼎阳杯”设计竞赛结果揭晓

巨哥专业版手机热像仪 提供专业温度观测与分析

普源精电召开 2019 发展论坛暨供应商大会

2019优利德全国巡回研讨交流会在浙江省湖州市完美落

幕！优利德团队此次全国高等院校巡回研讨会南京、上海站走

进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理工大学、江苏大学等17所高校的数模

电、电子测量、创新开放及物理等众多涵盖测试测量领域的实

验室，同各高校院长、主任、专业老师就当前实验室系统解决

方案进行了详细地分析交流。

优利德（UNI-T）发布的NeptuneLab系统，旨在解决

实验室管理、教师教学、学生在线学习三个方面的难题，满足

基础实验室、创新开放实验室和复合型实验室等实验室发展需

求。针对不同的实验室，优利德提供不同的系统解决方案，涵

盖了电子电工、数模电、物理、通信等众多专业。

此行，在南京理工大学优利德团队就联合共建实验室方案展

开了深入的交流，优利德推出的实验室系统综合测试平台与南京

理工大学的实验室理念相契合，并且在实验系统解决方案上双方

达成一致。此外，团队同多个高校老师深入探讨实验综合测试平

台系统及解决方案，听取了上海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江苏

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东华大学及南京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等众多

院校相关专业老师对实验平台系统的可行性意见。

实验室系统综合测试平台主要特点如下：

● 云服务        ● 远程教学      ● 在线实验     ● 在线考核    

● 教程资源    ● 报告管理      ● 资产管理

左图：优利德团队与上海交通大学殳主任合影留念

右图：上海海事大学各位老师现场观看交流实验平台系统

左图：南京理工大学领导和老师们与优利德团队就目前实验系统综合测

           试平台及合作共建实验室细节展开交流。

右图：江苏大学师生详细听取优利德NeptuneLab系统介绍。

为了更好地满足中山及周边地区LED智能照明、家用电

器、信息电子等各类型生产企业对检测仪器的更高需求，由广

东省仪器仪表行业协会与中山市中翔仪器有限公司联合举办以

“乐分享-越繁荣”为主题的中山首届仪器仪表展销会5月25日

在中山市中翔仪器有限公司内隆重召开。

本次展销会共吸引了30余家行业知名的仪器生产企业及代

理商参展。主办方还邀请40多家仪器经销商前来洽谈采购合作

业务，其中贝奇仪器、蓝光仪器、万博仪器、普美仪器、欣阳

仪器、同门仪器、沃森

电源等开展优惠促销(促

销时间自5月26日~5月

29日截止)。据不完全统

计，本次活动共成交380

多台(套)仪器设备，极大

地方便了供需双方进一步

合作。

当天上午10：30分钟，由广东省仪器仪表行业协会秘书

长林学军主持宣布正式开始，首先由该协会会长张茂琼发言，

他对此次展销会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本次活动与以往走访

活动有很大的区别，也与以往的品牌仪器宣传活动不同，虽然

本次活动没有抽奖环节，也没有小礼品，但有实实在在的特价

促销，还有更多新仪器新设备的专业介绍，方便经销商们了解

新仪器设备的应用领域及

销售方式，提供了资源整

合；希望广大仪器仪表生

产企业与众多中小经销商

更加紧密深入合作，为大

湾区制造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

该协会副会长孙文明也分享了在广东、上海、西安及重庆

各地参展的丰富经验，谈到现在全国各地电子展，越来越多，

而 效 果 越 来 越 不 理 想 ，

像这次只为仪器仪表同行

提供专业的展销会，不但

专业性强，而且参观的观

众也都是仪器仪表经销商

新老朋友，让供需双方精

准的对接，搭建了双赢桥

梁，大大节省沟通成本，参展商在这种零成本的展销会中，收

获满满。

同时，该协会副会长詹泽波及副秘书赵学强、冯小青皆前

来参加此次会议。

作为此次展销会的主办方、副秘书长单位的中翔仪器总经

理邓昌桂，解答了许多同行们的一个共同疑惑，就是将供应商

及经销商集中在一起，让大家零距离接触，方便了供需双方直

接联系，对于中翔公司的意义又在哪里？

邓昌桂表示，当今社

会是一种高度开放而包容

的社会，如同改革开放的

前沿深圳，如果没有开放

的精神及包容心态，就不

会成为今天的高科技国际

大都市。而作为深耕中山

地区的中翔深知，中山及

周边是中国最集中的家用电器、LED照明、信息电子、日用化

工生产基地，仪器需求旺盛，比如通用仪器电参数仪保守估计

年需求10000+台，安规测量仪数千台，其他特种检测仪器设备

也不计其数。

然而，中山仪器经销商规模都比较小，仪器种类匮乏，

档次低，已经不能满足本土企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也许之前中

小经销商之间还在为同一位客户，甚至同一台仪器争得不可开

交，微薄的利润根本无法保证今后的售后服务，所以代理仪器

的档次越来越低，越来越便宜，造成当地客户一个错觉，购买

高端仪器必须到深圳、东莞去。恶性竞争，没有赢家，作为中

山本地的经销商该如何破局呢？只有大家团结起来，各自代理

性能更好的仪器，提高服务意识，经销商之间保持良好的互

信，多沟通，多互动，互通有无，取长补短，这样就能手握好

品牌，互相协调，共同促进增长，才能留住本土客户，增加销

售额，创造更高的利润，所以这就是中翔仪器举办此次展销会

的愿望及目标。

5月28日15时，

广 州 市 暨 南 大 学 蒙

民丹大楼516号会议

室，广东省仪器仪表

学会组织专家、学者

召开了由广州致远电

子 有 限 公 司 研 发 的

“高存储深度、高捕获率数字示波器”科技成果鉴定会。

会议组成了鉴定委员会，推送学会副理事长、华南师范

大学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教授、博导梁瑞生担任鉴定委员会主

任，袁鸿、吴黎明、贺前华、李学军、薛江红和李茂东等省内

行业界资深专家、学者担任委员。

会议一开始，由广州致远电子有限公司研发代表介绍该项

目成果，并进行了产品演示。接着，鉴定委员们审阅了致远电

子提供的相关材料，之后进行了质询环节，由专家逐一提出问

题，致远电子团队进行回答。

最后，鉴定委员会进入讨论环节，经过一个多小时热烈的

讨论、论证，鉴定委员会形成了如下的意见：

一、提供的资料规范，符合科技成果鉴定要求。

二、成果研发了一款500MHZ带宽的波形刷新率1Mwfms/

s，可实现51项测试项目，24种参数同时显示，可以自动对

I2C、I2S、SPI、MIPI-RFFE协议的时序进行测量，上述指标

通过了中国赛宝实验室检测。成果获发明专利2件、实用新型3

件、外观专利2件、软件著作权2项、申请PCT2件。

三、该成果已经量产销售，用户反映良好，取得良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电力电子、无线通

讯、医疗电子等行业，市场前景好。

由上，鉴定委员会认为，该成果在同类示波器达到国内领

先水平，在存储深度、波形刷新率等技术指标上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会后，广东省仪器仪表学会理事长、暨南大学力学与建筑工

程学院常务副院长袁鸿表示，这是学会第一次组织专家学者为企

业会员做成果、项目鉴定，在当前国家和省积极鼓励企业创新研

发的背景下，学会也将积极服务于企业会员，希望他们的创新成

果及时转化量产，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WLAN既提供了传统有线局域网功

能，同时使用户真正实现随时、随地、

随意地访问宽带网络，具备极大的应用前

景。中电仪器推出的 Ceyear 5264B作为

WLAN信号分析仪，支持IEEE 802.11 a/

b/g/n/ac的20MHz带宽测试，支持多种调

制方式，包括BPSK，QPSK，16QAM，64QAM等，可以提

供WLAN信号的基本测试功能。

IEEE 802.11系列标准为WLAN的发

展提供巨大的支持。OFDM(正交频分复用)

作为WLAN主要的多载波调制方案, 近年来

倍受关注。由于OFDM 能有效抑制多径时

延, 且频谱利用率较高, 被广泛认为是在无线

时变信道中实现高速数据传输的重要手段。

WLAN信号分析模块主要完成载波同步、定时同步、去除CP、

FFT解调、信道估计、反映射等。

在菲力尔近期的最受欢迎产品投票中，

FLIR Exx系列脱颖而出，荣获“最受欢迎”宝

座，FLIR Exx系列到底是怎样的神器呢？该品

牌做出详细介绍。

FLIR推出Exx系列，是针对电气、机械和

建筑应用领域的高级红外热像仪，旨在提供具

备最出色性能、分辨率和灵敏度的手枪式握把

手持热像仪。FLIR Exx系列包含FLIR E53、

E75、E85、E95，它们具有众多特性，能够帮助您发现热点、

检测建筑缺陷的早期征兆、排查电气系统和机械系统故障以及在

造成严重损坏前预防问题。

在电气机械应用方面：一、改善工厂可靠性，FLIR Exx系

列的E75、E85、E95红外热像仪能提供最高可

至464 x 348（161472像素）的优异分辨率、

精确的激光能够辅助自动调焦，用户可瞄准任

何部件，由上而下进行检测，避免损失于高昂

的停机事故；二、改善工厂安全性，FLIR Exx

系列的E75、E85、E95红外热像仪采用超级放

大（UltraMax®）技术，能够及早识别故障部

件，避免其引起火灾或爆炸。

在建筑应用方面：一，发现隐藏缺陷，FLIR Exx系列红外

热像仪提供优异的灵敏度和性能，用户可快速地定位并解决问

题；二、快速记录问题，FLIR Exx系列红外热像仪通过其内置

Wi-Fi功能，及时上传图像和数据，立即报告关键问题。

优利德：举办 2019 年全国高等院校巡回研讨会
首站江浙结束

首届中山仪器仪表展销会，引领本地行业创新合作！

广东省仪器仪表学会组织专家学者为企业鉴定科研成果

中电仪器：推出 WLAN 信号分析仪 Ceyear 5264B

菲力尔：评出“最受欢迎”宝座——FLIR Exx 系列

▲广东省仪器仪表行业协会秘书长

林学军主持会议

▲广东省仪器仪表行业协会副秘书、

中山市中翔仪器总经理邓昌桂

▲广东省仪器仪表行业协会会长张茂琼

▲广东省仪器仪表行业协会副会长孙文明

听取企业代表介绍项目成果 质询与讨论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