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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 NMT 联盟 

设备拥有单位会员权益（2020 版） 

 

一、普通会员单位 

1. 会员费 

5000 元/年 

2. 普通会员单位权益 

1) 获得中关村旭月非损伤微测技术产业联盟（以下简称“中关村 NMT 联盟”）颁发的会员单位证书及

铭牌。 

2) 可聘请会员单位中一人担任中关村 NMT 联盟专业委员会评审。 

3) 可给予会员单位采购 NMT 耗材金额的 10%作为补贴，补贴直接支付给耗材提供单位（此单位必须

是中关村 NMT 联盟会员单位），补贴金额不设上限。 

4) 免费指派会员单位中具备 NMT 培训认证资格的人员到会员单位现场给予一次（2 人 2 个工作日）

NMT 设备基础操作培训和指导。 

5）会员单位人员具备申请NMT 基金申请资格： 

 创新实验基金：NMT 测试总费用 5%~20%的资助； 

 实验方案优化基金：NMT 测试总费用 50%的资助； 

 设备购置基金：NMT 设备购置补贴人民币 50,000~500,000 元； 

 资质认证培训基金：初级 NMT 设备操作认证培训费用 100%的资助。 

 等等 

6) 免费提供 NMT 方法学参考资料。 

7) 免费使用 NMT 文献库。 

8) 免费提供NMT 文章方法学修改及审核。 

9) 中关村 NMT 联盟专家协助会员单位科研人员回复审稿人意见。 

10) 使用 NMT 发表在 SCI 期刊文章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NMT 方法学部分符合产业中关村 NMT 联

盟 NISC 标准的，给予专项奖励津贴，500 元/篇/人。 

http://nmtia.org.c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01&Itemid=336#tab-5
http://nmtia.org.c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45&Itemid=336
http://nmtia.org.c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43&Itemid=336
http://nmtia.org.c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50&Itemid=336#nmt
http://nmtia.org.c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51&Itemid=336#nmt
http://nmtia.org.c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88&Itemid=336#n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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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使用 NMT 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文章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NMT 方法学部分符合中关村 NMT 联

盟 NISC 标准的，给予专项奖励津贴，300 元/篇/人。 

 

 

  

二、理事单位 

1. 会员费 

30000 元/年 

2. 理事单位权益 

1) 获得中关村旭月非损伤微测技术产业联盟（以下简称“中关村 NMT 联盟”）颁发的理事单位证书及

铭牌。 

2) 可聘请会员单位中两人担任中关村 NMT 联盟专业委员会评审、可提供赴美到会员单位参加培训及学

习交流的机会。 

3) 可优先申请参与中关村 NMT 联盟所申报的科研项目及各类基金。 

4) 经考核通过的会员单位，中关村 NMT 联盟颁发 NMT 测试分中心资质证书，并公布在联盟官方网站

上，具备此资质的单位可以承接中关村 NMT 联盟内所有和 NMT 相关的测试服务项目。 

5）会员单位人员具备申请NMT 基金申请资格： 

 创新实验基金：NMT 测试总费用 5%~20%的资助； 

 实验方案优化基金：NMT 测试总费用 50%的资助； 

 设备购置基金：NMT 设备购置补贴人民币 50,000~500,000 元； 

 资质认证培训基金：初级 NMT 设备操作认证培训费用 100%的资助。 

 等等 

6) 可给予会员单位采购 NMT 耗材金额的 30%作为补贴，补贴直接支付给耗材提供单位（此单位必须

是中关村 NMT 联盟会员单位），补贴金额不设上限。 

7) 免费指派会员单位中具备 NMT 培训认证资格的人员到会员单位现场给予一次（2 人 2 个工作日）

NMT 设备基础操作培训和指导。 

8) 可提供 NMT 设备维修维护费用专项补贴，用于 NMT 设备的维修及养护，补贴金额为会员单位实际

支付相关费用的 10%，补贴直接支付给具备中关村 NMT 联盟认证资格的设备维修维护单位（此单位必

须是中关村 NMT 联盟会员单位）。 

http://nmtia.org.c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01&Itemid=336#tab-5
http://nmtia.org.c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45&Itemid=336
http://nmtia.org.c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43&Itemid=336
http://nmtia.org.c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50&Itemid=336#nmt
http://nmtia.org.c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51&Itemid=336#n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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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免费指派具备 NMT 设备检修维护资质的会员单位人员上门进行一次 NMT 设备的全面检修维护服

务。 

10) 免费使用 NMT 文献库。 

11) 中关村 NMT 联盟专家协助会员单位科研人员回复审稿人意见。 

12) 免费提供 NMT 方法学参考资料、免费提供 10 篇 NMT 文章方法学修改及审核。 

13) 免费提供 NMT 综合性讲座 1 次（面向全校及外界多领域，培训+问答不小于 2 小时） 

14) 使用 NMT 发表在 SCI 期刊文章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NMT 方法学部分符合中关村 NMT 联盟

NISC 标准的，给予专项奖励津贴，500 元/篇/人。 

15) 使用 NMT 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文章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NMT 方法学部分符合中关村 NMT 联

盟 NISC 标准的，给予专项奖励津贴，300 元/篇/人。 

16)  可推荐 1-3 名学生参与中关村 NMT 联盟举办的助学金活动，对于符合要求的人员给予 1000 元/

年/人的助学基金补贴。 

17) 凡具备 NMT 相关知识能力，达到一定水平，符合要求的人员可以优先应聘中关村 NMT 联盟相关

职位。 

         如您有相关问题可以直接咨询中关村 NMT 联盟秘书处，负责人程老师，电话 010-82624800 

  

中关村旭月非损伤微测技术产业联盟秘书处 

2020 年 12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