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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九成科学仪器依赖进口近九成科学仪器依赖进口，“，“国货国货””如何突围如何突围

以数量计算，我国核磁波谱仪、液质联用仪、X

射线衍射仪国内供货量占比分别为：0.99%、1.19%、

1.32%……

6 月下旬，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举行的中国科学

仪器自主创新应用示范基地成立仪式上，中国科学

院电工研究所副所长韩立用一张图表展示了我国高

端科学仪器现状——多种科学仪器基本被国外厂商

垄断，某些类型的仪器国内厂商市场占有率甚至趋

近于零。

前不久，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

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

长远需求出发，在石油天然气、基础原材料、高端芯

片、工业软件、农作物种子、科学试验用仪器设备、化

学制剂等方面关键核心技术上全力攻坚，加快突破

一批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设备、疫苗等领域关键核

心技术。

科学仪器的研发是一场马拉松。那些历史悠久

的国际公司，都是专业选手，而且已经上路。有人形

容，国产仪器公司，还正在活动筋骨，想要在短期内

实现追赶，挑战巨大。

但情况正在改变。

“国产仪器的发展迎来了新春天和大风口。”中国

仪器仪表学会分析仪器分会秘书长吴爱华判断，“再给

国产仪器多点陪伴和时间，问题会一点点解决的。”

一点点打破市场垄断

当国内产品做起来，国外仪
器的傲气也会被打下来

科学仪器，被称作科学家的“眼睛”，被比作高端

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

吴爱华介绍，2018 年的国家科技基础条件资源

调查工作显示，在原值超过 50万元以上的大型仪器

中，国产品占有率为 13.4%左右。

仪器行业，体量不大，却有着“四两拨千斤”的

作用。以分析仪器为例，2019 年，我国分析仪器行

业规模为 350 亿元。上世纪 90 年代初，美国商业部

国家标准局出过一份报告：仪器仪表工业总产值

只占工业总产值的 4%，但它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达

到 66%。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蛋白质科学研究平

台主任韩玉刚强调，科学仪器，是科学研究的基础条

件，也是科技创新成果的重要形式，还是国民经济发

展的重要支撑。

若对进口仪器依赖过强，一是有风险，科研工作

会受制于人；二是仪器用户要花大量资金，购买高价

产品。

“几乎 99%的科学仪器类电子显微镜市场份额

被全球五家公司瓜分。”聚束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总

经理何伟介绍起他熟悉的电子显微镜领域。他告诉

科技日报记者，2020 年，这类产品的全球市场销售

额在 35亿美金左右，在国内销售额约为 60亿元人民

币。但即使是最头部的国内公司，也只能从这块蛋

糕中分到 1%到 2%。

聚束科技成立于 2015年，是世界上少数几家能

够独立设计和生产高端场发射电子显微镜整套系统

的高科技公司之一。“这种收入不能支撑高端仪器公

司的发展，我们每年在研发上的投入就高达三四千

万元。”何伟坦言。

吴爱华介绍，2018 年，我国光学仪器、电子测量

仪器、试验机和实验分析仪器进口额为217.3亿美元，

约合 1396亿元人民币。以高效液相色谱仪为例，调

查显示，国内有厂家几十家，北美6家，欧洲3家，日本

3家。但国产品占有率仅为20%，80%依赖进口。

“总体来看，国内仪器企业数量多、规模小、基础

薄，缺少明星企业，近80%为小微企业。而从收入规模

来看，我们没有排名全球前列的仪器企业。”吴爱华说。

并非没有好消息。

海能未来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刘文玉是仪器

行业的“老兵”，在这个行当工作了 36 年，且曾在国

际仪器公司日本岛津干了 17年。他能感到，近十年

来，国产仪器行业在变化：民营企业多了，海归高端

人才创业多了，资本运作也变多了。

一批优质企业已经脱颖而出，跟第二、三名甩开

了差距，且能与国外企业一战。

刘文玉向科技日报记者讲起了北京的普析通

用。这家企业成立于 1991年，一直在做紫外分光光

度计和原子吸收光谱分析仪。

1997 年，刘文玉的老东家岛津在苏州建了工

厂。他记得，自从有了普析通用的仪器，“岛津的价

格就降下来了，三到四成的下降。而且，岛津苏州工

厂光谱仪器的销量一直上不去”。

当国产品真的优秀时，国外仪器的傲气，也会被

打下来。

有些企业，则找到了还没人踏足的空白市场，用

“人无我有”来切入“蓝海”。

总部位于合肥的国仪量子，做的是量子精密测

量仪器。公司营销中心副总经理付永强告诉科技日

报记者，他们的量子钻石单自旋谱仪、量子钻石原子

力显微镜、金刚石量子计算教学机等仪器，是全球首

创的独家产品，面临的竞争较小。而像电子顺磁共

振波谱仪、扫描电子显微镜等产品，主要目标则是实

现国产替代。“我们已经从‘不能望国外企业项背’，

到了跟跑、并跑甚至部分领跑的阶段。”付永强说。

用户不信任致使推广难

国产仪器企业，要靠品质和
服务补齐短板

其实，回顾国产仪器的发展历史，起步并不比国

外晚太多。但受种种因素影响，上世纪 80 年代到

2000 年初，仪器行业陷入低谷，发展出现断代。要

追赶，拦在国产企业面前的，是时间鸿沟。

吴爱华说，他们在调研中发现，用户的不信任，

是国产仪器难以得到广泛应用的一道槛。

信任，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多家国产仪

器企业负责人都提到，他们的竞争法宝是“用户至

上”，为国内用户提供比国际大牌更诚挚的服务。

付永强讲了个小故事。

2019年 11月，清华大学分析中心磁共振实验室

使用的某国外品牌电子顺磁共振波谱仪出现故障，

测不到信号。若返回原厂维修，耗时长，花费大，于

是实验室尝试联系了国仪量子，问他们能不能修。

2018年，国仪量子发布了中国首台商用脉冲式电

子顺磁共振（EPR）波谱仪，具有EPR产品自主研发实

力和专业的服务支持体系。公司得知清华大学的情况

后，马上安排了EPR工程师前往现场。“这类问题，正

常情况下返厂维修至少需要1个多月，国仪量子EPR

工程师从现场检查到恢复测试，用时仅4个工作日。”

后来，清华这一实验室给企业送来了锦旗。锦

旗上写道：“维修专业及时可靠，解决了卡脖子问题，

为我国仪器之表率。”

刘文玉说，国产仪器公司要承认差距，但也要找

到自己的优势。“搞清楚市场要什么，也要搞清楚自

己能做什么。”

海能仪器做了一款皮实耐用、能跟国际公司中

端产品竞争的高效液相色谱仪。为了提高质量，他

们用国际化通用件做仪器的核心标准件，和国际公

司对标。

“我们不做最高精尖的，但也绝不能陷入低端产

品恶性竞争的漩涡中去。”刘文玉跟记者算账：国际

公司在国内销售的高效液相色谱仪器能达到 1.6 万

余台套，销售额 40亿元；而几十家国内企业，则在争

夺剩下的 3亿元左右的市场。“为什么不去跟国际企

业争一争？”

之前不争，是因为一些国内公司，用便宜的零部

件，造低端的产品，用户买得少，体验差；体验差，就买

得更少。于是市场进一步缩减，仪器的成本必须进一

步压低……“这不就成了恶性死循环了吗？”刘文玉强

调，国产仪器也要用好东西，给用户建立信心。

他们砸钱，做可靠性验证，做精益生产和供应

链管理。团队还将 50 台样机拉到用户的使用现

场——不用给钱，你们就试试；不要了，我再拉回

来。刘文玉知道，用户的试用，能为产品质量的改善

提供一手信息。

毕竟，如果仪器得不到使用，连被“骂”的机会都

没有，就更会被进口产品甩在后头。

越是起风时越要保持冷静

市场需求是把双刃剑，只有
自己翅膀硬了才能飞得更稳健

“用户是包容的，他们愿意给国产仪器机会。”让

刘文玉感动的是，某市的药监部门，主动将样品一分

为二，在海能的仪器和“国际大厂”的仪器上同时做

分析，帮他们做结果比较。

2020年左右，何伟也明显感到用户对国产仪器的

态度发生了转变——“从满腹怀疑到主动愿意尝试”。

也是在 202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

开会议，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

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不能总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升自己的

科技水平。从国家领导人到国家部委再到地方政

府，都将科学仪器放在了重要位置。

从 2011年起，中央财政拨款成立国家重大科研

仪器设备研制专项。科技部和财政部启动了国家重

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该专项强调面向市场、

面向应用、面向产业化。各地也在国家的统一协调

和支持下聚焦高端科学仪器产业的发展，建设科学

仪器产业园。

建立国产仪器应用中心，建立仪器测评中心，举

办高端用户与国产企业供需对接会……“这些举措，

就是为了促进国产仪器创新和发展，形成进口可替

代名单。”吴爱华说。

“中国开始成为世界的前沿科学中心和高品质

生产制造中心，这是我们的产业升级机遇。”付永强

看到，国内的仪器需求也越发旺盛。国仪量子去年

开始就在与一家知名家电企业合作。此前，这家企

业只在中央研究院配置了电子显微镜，现在，他们工

厂生产线上也逐步开始配备电镜。“全球 60%以上的

电子加工产业都在中国，如果给每条产线都配置一

台电镜，这个量就非常大了。”

当然，越是在起风时，就越要清醒和冷静。

“市场需求是一把双刃剑。你一定要把自己的

翅膀锻炼得更强壮，才能飞得更稳健。否则，要是辜

负了用户，信任就很难重建了。”何伟说，国产仪器必

须踏踏实实，把市场抢回来，把技术做起来。

刘文玉知道，国际公司会调整他们的策略。越来

越多的国际公司选择在国内建厂，以规避某些限制性

要求。未来，他们或许也会降价。就算整机不挣钱，靠

着如此高的市场占有率，国际公司仍然能靠服务挣钱。

这一切让刘文玉有一种紧迫感：“在五至八年内，

如果国产仪器不能在性能参数、稳定性和服务上获得

很大的提升，很可能将来依然被国外公司垄断。”

寻求“推一把”的动力

不能光靠企业单打独斗，需
要国家继续扶持

但也不能理想主义地认为，靠着企业自己单打

独斗就能出头。

借鉴国际巨头的成长经历，仪器企业的发展，要

借助各方的力量：要有政府支持，要有资本注入，要

有产学研的紧密合作，要有产业格局的升级调整。

高精尖的科学仪器，有科研项目的支持。但大

量国产仪器企业聚焦的产品，其实处在中端。

这些企业其实面向最为广大的国产仪器用户。

“我们可以一手抓‘高精尖’，一手抓量大面广的通用

型仪器。”刘文玉说，如果基础做不好，国内企业被国

际企业打趴下，一段时间后，广大用户仍必须出高价

买通用仪器。“希望国家可以给仪器企业税收减免或

者财政补贴，让他们能更从容地把资金投入企业的

可持续发展中。”刘文玉坦言。

何伟则建议，可以效仿起步时的新能源汽车行

业，直接对国产仪器消费者和生产者进行补贴。补

贴，可以减轻仪器企业的资金压力，并成为助推用户

购买国产仪器的动力。“有了一个小动力，很多事情

可能可以发生很大的转变。”

他把这种支持方式比喻为拐棍。“帮我们快速站

起来，往前冲；以后慢慢地，我们靠着自己努力就能

脱拐。”

采访中，多家国产仪器企业负责人共同提到了

一个现实问题——同一舞台，不同负重。

根据相关政策，研发机构采购进口科研仪器可

以免税。虽然我国也出台了《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

备退税管理办法》，但据相关人士透露，这需要研发

机构购买仪器后再申请退税，执行起来程序较为烦

琐，且对国产仪器企业来说，负担并没有减轻。

“进口仪器的免税，实际上打击了国产仪器，也

削弱了国产仪器的性价比优势。国产仪器能否跟进

口仪器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国产仪器企业负责人

在接受采访时，提出了几乎一致的诉求。

至于用户对国产仪器的信任，则必须通过实践

去逐步建立。

6 月下旬成立的中国科学仪器自主创新应用示

范基地，就是要把国产仪器用起来，为仪器设备提供

验证和评价，为仪器生产厂商提供应用示范场所，反

馈使用信息，提升仪器性能指标。

“请您多用、狠用，不嫌弃地用我们的国产仪器，

多给我们使用反馈，帮我们逐步提升与国际品牌的

竞争力。”在成立仪式上，面对台下来自各个领域的

专家与潜在用户，刘文玉恳切地呼吁。

在 6月下旬中国农业科学院举行的国产仪器发展交流

研讨会上，有专家提到令人忧虑的一段对话。

专家问国内做质谱仪器的厂家，下一代质谱仪器要往

哪里发展。对方答不上来。专家问道：“那要怎么办？等国

外厂家升级了，你再抄吗？这样没办法可持续发展。”

一些国产仪器企业试图以“低价”作为制胜法宝，但在

科学仪器行业，这一策略难以为继。国际知名公司成功的

秘诀之一，就是将超额利润投入研发，支撑仪器关键核心设

备的升级换代。

曾在日本岛津工作多年的海能未来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刘文玉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国际仪器公司有专门的战

略发展部门，对前沿科技、市场需求乃至其他公司的发展策

略都有研究。他们跟行业学会、科研院所联系密切，因此，

总可以敏锐地窥见未来的趋势，对自家产品进行更新。

“我们的企业，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生存下来，很难有

余力去琢磨未来。”刘文玉感慨。

而且，由于体制机制问题，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的合

作链条依然没有打通。“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各干各的。高

校、科研院所突破了技术，就用在自己的实验室，企业也不

知道。企业想解决的问题，研究机构也不知道。”一家国产

仪器企业负责人表示。

缺资金，缺合作，国内企业常常摸不到最前沿的技术。

更麻烦的是，仪器行业还缺人。

聚束科技做的是电子显微镜。该公司总经理何伟向科

技日报记者表示，我国电子光学学科已经逐渐萎缩，这方面

的基础研究人才非常匮乏。

“我们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高校的育人职责。我

们自己做人才筛选和培养，通过一个个项目让他们练手。”

何伟说，但这终究只能解决短期问题。人才梯队的建设，高

端人才的储备，这是凭企业一己之力根本无法完成的艰巨

任务。

其实，电子光学学科可以应用到半导体芯片加工的几

乎所有工艺环节，它也曾一度辉煌，但后来逐渐没落。“这个

领域的专家在国内已经寥寥无几。能教学的，一只手都能

数出来。他们教出来的学生，两只手也能数出来。”何伟说，

企业非常愿意和高校合作，开展联合育人。他希望，这个学

科能被重新重视起来，为嗷嗷待哺的国产光学仪器行业，供

应人才。

在人才上，还有一个短板——软件人才。

此前科技日报记者前去广州调研时，也听到过仪器企

业的“苦水”。他们开不出互联网大厂那样高的工资，软件

算法人才常常流失。

“科学仪器的软件，是我们软肋中的软肋。”刘文玉坦

言，小的国产仪器公司，养不活那么多软件开发人员。目前

市面上，又没有专业给科学仪器做软件开发的公司。“国家

可以出台一些鼓励性政策，让专业的科学仪器软件开发团

队愿意进入这个国之重器的领域。”刘文玉说。

资金、合作、人才

三大难题阻碍国产仪器创新

科学仪器的研发是一场马拉松。那些历史

悠久的国际公司，都是专业选手，而且已经上

路。有人形容，国产仪器公司，还正在活动筋骨，

想要在短期内实现追赶，挑战巨大。

相关链接

◎本报记者 张盖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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