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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项目简介
激光诱导击穿光谱（LIBS）技术是一种能够快速、在

线分析物料元素成分的分析技术。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在

多项国家项目支持下，开发了一套基于LIBS技术的智能分

拣成套系统。系统包括：上料系统、传送带系统、图像与

LIBS检测系统、分拣系统、电控系统等组成。技术指标：

能够实现物料的多分类处理，例如可实现金属的种类和牌

号自动分拣；分拣效率可达20件/s；分选准确率达95%。

该项产品为国内首套，完全绿色无污染，具有独立自主知

识产权，应用前景十分广阔。可应用领域：绿色制造（如

金属、塑料的回收）、智能选矿等领域。

联 系 人：孙兰香 电话：18604024536

电子邮件：sunlanxiang@sia.cn

基于LIBS技术的智能分拣成套装备
Intelligent Sorting Equipment Based on Libs Technology

项目简介
双臂机器人仿生智慧作业岛是一种新型拟人化仿生

机器人作业单元，包括一台或多台智能双臂机器人（机器

人本体、控制器、手眼系统等）、多种作业工具及快换装

置、多种技能作业软件、多种工艺作业设备（检测设备、

上料设备等）、模块化作业岛结构（主体、工作台、货

架、传输线等）、作业单元控制器、管控调度系统、云信

息系统等。只需更换软件和作业工具，就能适应加工、装

配、测控、服务等多类型复杂作业, 可广泛应用于工业和服

务业中各种作业场景。由单个岛或多个岛的串联、并联或

混联方式，便于融合各种先进技术要素和理念，也能以人

机融合的方式，构成先进的生产制造系统，实现非标设备

标准化、模块化，为定制化柔性制造提供核心装备和技术

支撑。

联 系 人：刘　影 电话：18072342268

电子邮件：yliu@ks.sia.cn

双臂机器人仿生智慧作业岛
Dual-Arm Robot Bionic Wisdom Home Island

001

参展2018第20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项目简介
对标GE Predix等国际领先互联网平台，形成自主、

安全可控的大型工业云平台软件产品；构建支持众研、众

创、共享的工业APP研发生态，持续扩展面向行业的模型

知识库，丰富工业APP市场；基于互联网的“制造即服

务”生产组织模式打通企业内部、企业间以及产学研创新

主体间的信息壁垒，实现企业内、外资源的整合、优化及

高效协同，为传统制造企业向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注入新

动能。

联 系 人：张宜驰 电话：15940385256

电子邮件：zhangyichi@sia.cn

中科云翼互联智造服务云平台
CAS-Cloudwing Interconnecto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Cloud Platform

项目简介
本项目利用模块化的海洋观测技术和自主观测方法，

打造了半潜式观测机器人平台，重点突破了机器人平台的

优化设计、平台与作业任务分布式控制、海洋特征在线估

计等关键技术，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低成本的半潜

式海洋观测机器人产品，并且已完成了湖/海上的试验与

示范性应用。该系统针对海洋观测作业任务要求，分别研

发了载体结构及辅助分系统、控制系统、导航系统、通信

系统、动力推进系统、能源管理系统、故障诊断与安全系

统。其中，重点开展了载体底层控制与观测数据在线处理

系统分布式控制研究，使得该观测平台具有使用简单、维

护方便、作业效率高、安全可靠等特点。

联 系 人：张　毅 电话：15397503518

电子邮件：ywzkhd@163.com

半潜式海洋观测智能机器人系统
Semi-submersible Ocean Observation Intelligent R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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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项目简介
曲率传感器是一种可以共形于物体表面直接测出其曲

率的传感器，具有结构简单，经济实用等诸多优点，可以

广泛地应用到物体形貌测量、机器人技术、医疗健康监测

等各个方面。

基于曲率传感器的手势识别手套是由曲率传感器、蛇

形弯曲连接结构和数据处理模块集成到手套上构成的监测

装置。该装置可以很灵敏地识别手指各个关节处的活动，

并通过蓝牙设备直接把曲率实时传输到手机和电脑，还可

以设置弯曲阈值，当弯曲程度大于该值时，蜂鸣器将会报

警。该手势识别装置可以用于植物人实时监测，记录病人

的反应情况，以便于及时实施促醒等治疗措施。

联 系 人：刘　浩 电话：17801002149

电子邮件：liuhao110512@126.com

柔性曲率传感装置
Flexible Curvature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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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项目简介
壳聚糖、多肽类天然抗菌材料具有高度安全的性能特

点，是当前研究热点之一，然而存在抗菌机制不明确，而

且成本高、应用少。本项目主要展开对壳聚糖、溶菌酶/溶

葡萄糖球菌酶等抗菌材料和的抗菌机理及其产品研发,针对

环境和菌群特征，探索“材料-细菌-环境”之间的作用机

制，研制出抗菌活性相匹配的抗菌材料和产品，在满足与

环境和微生物适配性和兼容性的前提下，发挥杀灭或抑制

细菌、真菌作用，恢复组织菌群平衡。

项目简介
抗菌材料检测中心于2003年9月作为第三方检测实验

室，通过了中国实验室国家认可委员会CNAL（现为中国

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和国家计量认证CMA

的二合一评定，成为我国首家具有双认证资格的专业从事

抗菌材料检测的第三方实验室。目前，中心依附于中国科

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雄厚的科研实力，专业的微生物/动物

实验分析队伍，集抗菌抗感染材料研究、材料微生物性能

和生物安全性评价第三方检测、人才培养、技术支持于一

体，发展成为国内唯一的一家致力于抗菌抗感染材料研究

和检测具有我国特色的材料微生物测试分析平台。

联 系 人：李雅楠 电话：031-62883207

电子邮件：793894533@qq.com 传真：031-62883207

氨基酸抗菌纱线、和之肤阴道消毒凝胶
Amino Acid Antibacterial Yarn, Vaginal Sterilizing Gel

联 系 人：李雅楠 电话：031-62883207

电子邮件：793894533@qq.com 传真：031-62883207

抗菌材料检测中心
The Center of Antibacterial Material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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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生物降解性能是降解材料解决白色污染的关键指标，

也是研究和应用推广的关键控制参数。目前评价方法主要

由一系列不同的测试过程的设备来实现，涉及环节较多，

需按要求建立专门的实验室，而且测试周期高达6个月，可

控降解检测装置的缺乏严重制约了科研院所和企业对降解

材料的研究和产品应用，也不能满足国家推行限塑这一重

大环保战略需求，以及工商质检等单位对上市产品的抽检

和监管等需要。本项目针对这一需求现状，开发可控生物

材料降解装置，解决现有评价手段繁琐、设备和控制环节

较多，测试周期长等缺点，实现快速、可控评价降解材料

的生物降解性能等关键指标目的。

联 系 人：李雅楠 电话：031-62883207

电子邮件：793894533@qq.com 传真：031-62883207

可生物降解材料全自动可控降解性能测试装置
Automatic and Controllable Degradation Performance Testing Device for Biodegradable Materials

项目简介
液态金属项目是 2014 年“科技入滇”签约重点项

目，由云南中宣液态金属科技有限公司采用中科院理化所

刘静团队先进的液态金属技术，联合省内外企业在云南打

造中国液态金属谷产业集群。目前，在云南宣威已建成年

产200吨液态金属产品生产线、液态金属科技馆以及为液

态金属产业发展服务的“省级五中心一委员会”，相关技

术和产品在世界上已呈现显著的领先地位。

公司现已建成世界首套液态金属电子手写笔、液态金

属3D笔、电子油墨生产线，以及国内首创液态金属导热

片、导热膏生产线，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工业电子、军工国

防等领域。公司先后被认定为“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致力于打造国内液态金属产业的

领军品牌。

联 系 人：张弟 电话：15924731999

电子邮件：363679884@qq.com

液态金属热界面材料
Liquid Metal Thermal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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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绿色酶法明胶生产技术是以绿色酶解过程为核心，

将动物的骨和皮中的胶原进行可控降解，通过一系列的工

业过程制取明胶产品的生产技术。该技术彻底改变了沿用

近200年的碱法骨胶工艺，将明胶生产周期从60天缩短

至3天，每吨明胶节水200吨以上（约50%），大大减少

了污水的排放，彻底消除了固废排放，降低了生产成本约

10%，并提高了产品的优质率。产品达到国家药典胶囊用

明胶标准，已推广到硬胶囊、软胶囊、糖果等行业。

2014年该技术通过宁夏省科技厅技术鉴定，2016年建

成了世界首条年产3000吨级酶法骨明胶工业化生产线，被

评为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亮点工作，同年获得中国产学研

创新成果优秀奖和宁夏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项目简介
液态金属电子增材制造技术是由梦之墨团队于国内外

首创的变革性电子制造技术，通过液态金属电子墨水直接

快速制造出柔性可拉伸电子电路及终端功能器件，完全革

新了传统电子工程学与3D打印的制造理念，其所见即所

得的电子打印模式为发展普惠型电子制造技术、重塑传统

电子及集成电路制造规则提供了变革性途径，且快速、绿

色、节省、低成本，团队已申请100余项底层核心技术发明

专利，具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

梦之墨液态金属电子电路打印机在技术理念上完全改

变了传统模式，避免了传统电路制作依靠激光雕刻/化学腐

蚀的工艺复杂和制作周期长等问题，打破了个人电子制造

的技术瓶颈和壁垒，实现在极低成本下快速、随意地制作

电子电路。

联 系 人：李雅楠 电话：031-62883207

电子邮件：793894533@qq.com 传真：031-62883207

联 系 人：李雅楠 电话：031-62883207

电子邮件：793894533@qq.com 传真：031-62883207

绿色酶法明胶生产技术
Green Enzymatic Bone Gelatin Manufacture Project

液态金属电子电路打印机系列
Liquid Metal Electronics & Cricuit Pr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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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空心玻璃微球是一种球型粉体材料，是航空航天、深

海探测、石油钻井、核聚变、隔热保温和复合材料等众多

应用领域中的关键材料之一。中科院理化所经过10多年艰

苦研发软化学法制备空心玻璃微球的生产技术，已经开发

出多个型号的高性能空心玻璃微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同时，理化所利用自行研制高性能空心玻璃微球，与轻质

高强聚合物体系复合制备高性能固体浮力材料，达到世界

先进水平。固体浮力材料是深潜器六大关键技术之一，主

要是为深海装置提供净浮力，以实现深海装置的悬浮定

位，无动力上浮下潜，增大有效载荷。材料已在4500米载

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和“万泉”万米深渊着陆器实现应

用。

联 系 人：严开祺 电话：010-82543690

电子邮件：yankaiqi@mail.ipc.ac.cn 传真：010-82543690

空心玻璃微球及固体浮力材料
Hollow Glass Microspheres and Solid Buoyancy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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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本系列产品由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自主开发。

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器（2kW~6kW）为光纤输出，用于

激光钎焊，激光熔覆再制造，激光淬火强化等工业制造领

域，激光器稳定可靠，已批量市场销售并赢得客户认可。

激光清洗设备(200W~600W)是新一代表面清理的高科

技产品。易安装、操控和自动化，操作简单。可进行无化

学试剂、无介质、无尘、无水的清洗；自动对焦，贴合曲

面清洗，能够清除物件表面树脂、油污、污渍、污垢、绣

浊、涂层、镀层、油漆。皮秒激光器，波长1064nm，脉

冲宽度~20ps，重复频率100kHz~1MHz，最高输出功率

50W。光束质量M2<1.2。可用于打孔、划线、切割等各种

精密微细加工。

联 系 人：李　达 电话：13141306025

电子邮件：dli08@semi.ac.cn

材料加工用高性能激光器
High Performance Lasers for Materials Processing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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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重金属污染废水处理系统（MPWTS）

该系统是利用一体化技术，能够一步将废水中的游离

态、络合态重金属离子降到《GB21900-2008》的标准，

并在去除金属离子的同时去除COD、氨氮、总氮、总磷

等，很好地适用于电镀、化学镍等既有废水处理设施的升

级改造、新建电镀废水处理园区废水处理。 

有机废水深度处理系统 

该系统采用Fenton-like、MF-Fenton等高级氧化工

艺，能够高效低成本地去除废水的各类有机污染物，污泥

产量少，具有优异的脱色效果，单位处理成本为传统工艺

的30%-50%，污泥减量50%-70%。适用于印染废水、

制药废水、油田废水、焦化废水等。

联 系 人：徐长有 电话：13810934375

电子邮件：cyxu@mail.ie.ac.n

高效低成本水处理项目
High Efficiency and Low Cost Water Treatment Technology

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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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国家激光器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于2015年4月27

日获国家认监委批复依托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建设。

2017年2月13日，国家激光器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获得

CMA、CAL资质，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检验中心获得

CNAS,CMA资质，证明中心在激光领域检测能力获得

国家认可，具有出具权威性国际互认CNAS、中国计量

CMA、质量授权监督CAL的第三方检测报告的能力。中

心现有32人，并拥有良好的检测设施、环境和能力，具有

一支高水平的专业检测队伍，获得国家认证认可的检测项

包括激光电源、激光产品、激光器件、光度色度、激光测

量、激光产品安全等6类产品100余项，覆盖大部分激光器

件、产品及装备。

联 系 人：姜　南 电话：13512965220

电子邮件：76852082@qq.com

国家激光器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China National Laser Products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Center

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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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中科院煤化所早在2007年就已启动石墨烯应用技术研

发，并于2013年建成吨级石墨烯中试示范线，具备稳定供

货能力，已推广应用于300余家单位, 依靠过硬的品质和稳

定的质量获得用户一致认可。开发了10吨级石墨烯生产工

艺软件包，为石墨烯产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2016年通过

山西省科技厅组织的成果鉴定，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016年开展电容炭工程化攻关，2017年底建成吨级中试

线，有望实现超级电容活性炭的国产替代。煤化所还积极

布局储能和功能材料等下游应用研发。2014年建成储能器

件组装示范平台，形成器件和应用示范。同时还攻克了石

墨烯多相纳米分散和复合成型技术，形成了石墨烯导电油

墨、导热涂料、改性塑料等下游产品。

联 系 人：刘晓君 电话：18835170493

电子邮件：18835170493@163.com

石墨烯及多孔炭批量化制备与应用
Scale Prepa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Graphene and Porous Carbon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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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OCI-1500产品是一款超高精度的光纤链路断点检

测、光器件损耗测量、分布式温度应变传感设备。其原理

基于光频域反射技术与光外差检测技术相结合，实现50m

测量范围内的空间分辨率可达10μm。 因高精度高分辨率

的优势，尤其适用于光纤光栅微结构、光子集成芯片、硅

光芯片的测量；在分布式温度应变传感中，空间分辨率可

达5mm，传感精度最高可达±0.1℃/±1.0με，可应用于

飞行器复合材料应变测量、电力系统变压器温度监测和土

木建筑结构健康监测。

项目简介
OCI-1500产品是一款超高精度的光纤断点检测、损

耗测量、分布式温度应变传感设备。

其原理基于光频域反射技术与光外差检测技术相结

合，实现50米测量范围内的空间分辨率可达10um。

本产品可在待测光纤链路中轻松查找判别宏弯、接

头、连接点和断点。在分布式温度应变测量中，空间分辨

率可达5mm，传感精度最高可达±0.1℃\±1.0με。

联 系 人：李　艳 电话：13243823639

电子邮件：yan9550@126.com

OCI1500分布式光纤传感仪
Distributed Optical Fiber Sensing Instrument

联 系 人：李　艳 电话：13243823639

电子邮件：yan9550@126.com

OFDR分布式光纤传感仪
OFDR Distributed Optical Fiber Sensing Instrument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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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智能中控主机（智能语音网关）以及其他智能周边配

件的联合使用构成了Ohh智能家居控制系统，让用户可以

体验到和家电之间“能感知”“能思考”“能联动”“能

交流”“易安装”“自修复”的微妙联系。并且用户控制

端多元化，可以APP控制、微信语音控制、自然语言对话

控制以及手动控制等。

联 系 人：阴　丹 电话：13772098542

电子邮件：yindan@51ohh.com

Ohh智能家居
Ohh

项目简介
无线压力、液位传感器利用高精度传感器技术、互联

网通信技术和数据库技术实时采集建筑物内、外消防系统

管网最不利点水压、水位等信息，通过无线通信方式传送

到消防物联网监控中心，中心对所监测水系统的各个部位

的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及时发现系统发生故障原因，提出

系统维护的建设性方案。

无线压力传感器用于获取消防泵/喷淋泵、城市管网的

实时压力，以及末端的实时压力。无线液位传感器用于获

取水箱液位的实时数值，一旦数值过高或过低都会触发相

应的异常自动告警。

联 系 人：吴心玫 电话：15309291369

电子邮件：wuxinmei@topsail-tech.com

智慧供水
Smart Water U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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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国内首款面向军民两用的多光谱融合热像仪，采用红

外、微光双光融合技术，结合了红外、微光各自的优势，

成像分辨率更好，单体更容易被识别，采用自主创新的场

景非均匀校正算法和局部图像增强算法，有效的减少了图

像剩余非均匀性，极大改善了成像质量，连续成像不间

断，克服了海天、空天效应在各种环境条件下能对小目标

进行有效识别。提供红外成像、微光成像、红外微光融合

成像、融合伪彩、融合聚焦（画中画）五种成像模式。提

供热点追踪、电子罗盘和全方位姿态随动、测距等功能。

可定制WIFI手机屏显示，小巧灵活、方便携带。

广泛应用于武警公安、缉毒、稽查、侦查、取证、搜

救等领域。

联 系 人：唐　杰 电话：13564049381

电子邮件：jie_tang@lexvu.com

双光融合热像仪 IRF-17
IR Fusion Monocular IRF-17

项目简介
1、汽车发动机零件激光淬火：汽车发动机零件局部

区域需要强化硬度，激光束发散角很小，具有很好的指向

性，加热轨迹容易控制，易于实现自动化，且淬火后不需

要回火，更适合汽车零部件局部区域的小面积淬火。

2、激光表面熔覆：在工件表面加入熔覆材料（送粉或

送丝或预涂、喷等），通过高能密度激光束加热，使熔覆

材料和基体表面薄层金属迅速熔化，快速凝固为熔覆层，

使工件获得优异的耐磨性、耐腐蚀性、抗高温性寄其他特

性的涂层。

3、激光表面热处理：采用大功率密度的激光束、以

非接触的方式加热材料表面，借助于材料表面本身传导冷

却，来实现其表面改性的工艺方法。

联 系 人：刘　美 电话：18161864001

电子邮件：3110515783@qq.com

激光表面处理技术（激光表面热处理和激光熔覆技术）
Laser Surface Treatment Technology(Laser Surface Heat Treatment And Laser Cladd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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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三栖机器人是一种能在陆地行走，水中航行和空中

飞行的新概念特种机器人，适合军事侦查或者民用监测，

具有很广的应用价值和前景。该三栖机器人具有共轴八旋

翼机构、柔性球柱形机构，以及水下防水密封机构。八个

防水电机驱动八个旋翼，作为机器人的动力来源。与四旋

翼相比，相同体积下，共轴八旋翼比四旋翼增加了四个旋

翼和电机的重量，但产生的升力是四旋翼升力近两倍。因

此该机器人带载能力增强，且具有更大的驱动力。在陆地

上滚动时，球柱形机构既作为保护机构又作为滚动机构；

在水下运动时，密封机构为飞控模块以及电源提供防水保

护。该三栖机器人在水陆空三种环境中都可以有效运动，

显著提高了机器人对复杂环境的适应能力，且结构简单，

成本低廉。 

联 系 人：张雅堃 电话：13584328139

电子邮件：ykzhang@iamt.ac.cn

三栖机器人
Triphibious Robot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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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是基于中科院武汉物理与数学

研究所牵头承担的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500 

MHz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的工程化开发”成果由武汉中科

牛津设计生产，该项目于2013年投入生产，依托于中国科

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强大的学科背景、科研能力，

以及牛津仪器世界领先的技术力量，生产出我国完整的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磁共振波谱仪，并于2016年正式对外

公开销售，目前用户遍布全国各地。

联 系 人：陈　瑶 电话：13584328139

电子邮件：ykzhang@iamt.ac.cn

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Superconducting NMR Spectrometer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016



项目简介
Trident 960是HealForce推出的新一代PCR仪，此

款PCR仪装配的三个模块可独立执行对应的变温程序，

使原本需在三台仪器上完成的实验在同一台仪器上即可完

成，从而节约实验成本和时间。

Trident 960在继承力康品牌PCR仪优良性能的基础

上，采用安卓系统，在控温程序的设置、文件的管理、图

形化界面等方面做了大幅度的优化，带给用户更为舒适的

操作体验。

联 系 人：郭正军 电话：18221478789

电子邮件：guozhengjun@healforce.com

Trident 960基因扩增仪
Trident 960 Thermal Cycler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项目简介
平板探测器是医用X射线诊断和工业无损检测的关键

部件，且动态大尺寸探测器被国外少数公司垄断。煜影光

电公司聚集行业一流人才，致力于平板探测器国产化，为

医用、工业及其它领域提供多种类型的探测器产品，推动

国家精准医疗和智能制造发展。

联 系 人：张　振 电话：13764211569

电子邮件：ethan_zhang@yu-imaging.com

平板探测器
Flat Panel Det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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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水族箱内氮素消解与利用是水族人士最关注的问题，

传统水族箱存在易变浑变质，需要经常更换滤材和水等，

耗时耗力耗能。鱼、无脊椎动物等会排出氮废物氨，植物

残体在分解过程中也会释放氨，当这些氮废物积累到高浓

度水平时就会使生物中毒，故需通过氮循环将这些物质控

制在一个低浓度范围。本项目团队经过多年研究，开发了

一种水质净化微生物生态系统。该系统采用多孔土质滤

材，并植入多种硝化菌群，形成一个微生物、景观水草和

鱼的氨氮平衡生态系统。此外，针对藻类容易附着内壁等

问题，在水族箱内壁覆涂具自主知识产权的环保纳米防污

材料，致力于打造一个一年以上免换水，水质清澈的“水

立方”系统。本项目技术也可在其他需要水质净化的行业

应用。

联 系 人：梁　岩 电话：13802244029

电子邮件：1125120531@qq.com

水质净化微生物生态系统
Microbial Ecosystem of Water Purification

项目简介
大蒜营养价值高，具有抗菌、抗癌、抗衰老等功效，

但因其味道辛辣，食后口余蒜臭味，因此，很多人都避而

远之。黑蒜，是由新鲜大蒜经高温高湿厌氧发酵工艺而

成，口感酸甜可口，食后无蒜味。本产品黑蒜酵素，将黑

蒜与苹果、胡萝卜、柠檬等果蔬糖渍浸液复配，经多次深

层发酵制作而成，富含有机酸、黄酮、维生素等多种活性

物质，对人体健康起到促进作用。产品完全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与同类产品竞争优势：（1）与传统自然发酵相比发

酵过程易于调控，产品质量稳定；（2）黑蒜酵素不仅具备

传统酵素自身的营养元素，更具备黑蒜特有活性成分，营

养价值高；（3）大蒜经二次发酵，营养成分被分解生成利

于人体吸收的小分子物质，营养利用率大大提高。

联 系 人：梁　岩 电话：13802244029

电子邮件：1125120531@qq.com

黑蒜酵素
Black Garlic Fermentation Bever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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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益生菌现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其作用

机理也引起了科研人员极大的关注。无论是对于实际生

产应用，还是科学研究，一个科学的益生菌资源库都是

至关重要的。根据我国相关规定，目前有近30个种或亚

种的微生物可以作为食品或食品添加剂。目前本项目主

要致力于对益生菌资源进行有效的收集和科学的整理，

并基于基因组信息对所收集到的菌株进行有效的分类；

同时，也会对菌株进行一系列的功能评价，以使益生菌

更好的为人类服务。

项目简介
本项目植物酵素是一种高价值营养健康食品，遵循

古典医药本草配方，采用新鲜蔬菜、水果、菌菇类、药

食同源中药材等植物原料经多种益生菌多次深层发酵得

到的天然发酵产物。本项目产品除了含有人体所需糖、

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更包含多糖、寡糖、多

酚、黄酮、有机酸、生物碱、花青素等各类生物活性物

质，产品市场开发空间巨大。本项目团队进一步开展了

产品功效及机理研究，探索了酵素对肥胖受试者减肥作

用研究；同时开展了酵素在小鼠体内抗氧化、抗癌及调

节免疫力作用研究；并对酵素抑制病原菌和人体肠道菌

群调整作用及相关机理进行了探讨，这些工作都为未来

改善酵素生产的工艺、定向获得有关生物活性物质等研

发工作奠定良好的科学理论基础。

联 系 人：梁　岩 电话：13802244029

电子邮件：1125120531@qq.com

益生菌资源库
Probiotics Resource Library

联 系 人：梁　岩 电话：13802244029

电子邮件：1125120531@qq.com

植物酵素
Plant fermentation beverages (Jiao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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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传统太阳灶利用凹面镜会聚光性质制作。本项目采

用平板上不同斜率的旋转锯齿平面进行透射反射方式保证

聚焦，基于平面折叠和伸缩方式以小体积和轻重量实现大

面积聚光，便于携带和使用。适用于自驾游；家庭烧烤蒸

煮；边疆巡逻饮食加热；行军过程加热需求；偏远地区流

动岗哨、流动医院等用热需求；援外人员食品、饮水、药

品等中高温加热需求。

技术性能及指标：

反射板展开尺寸：0.9m×0.9m×0.003m；

反射板折叠尺寸：0.45m×0.3m×0.035m；

反射板和支架质量：4kg；

理论光热效率：60%；

实测光热效率：54.2

联 系 人：汪丛伟 电话：020-87057632

电子邮件：wangcw@ms.giec.ac.cn 传真：020-87057632

便携平板太阳灶
Portable Plate Solar Heater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项目简介
我国夏热冬暖地区夏季时间长、气温高、湿度大，其

建筑能耗组成比例中，空调能耗达到了建筑能耗的50%以

上，开展建筑节能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

必然要求。本项目主要研发一套集成太阳能光电/光热一体

化、吸附式制冷、转轮除湿、以及压缩式空调的新型近零

能耗建筑系统，以太阳能可再生能源为基础，通过太阳能

光电提供压缩式空调电力，光热提供吸附式制冷机热源，

白天蓄热夜间放热制冷，利用吸附式制冷机冷凝热与吸附

热提供转轮除湿热源，实现制冷与除湿调节建筑内空气。

本技术能显著降低建筑空调系统的化石燃料能耗，具有重

要的节能意义，同时也大幅度提高太阳能的利用率；另

外，本项目的实施也为建筑节能提供了新途径。

联 系 人：汪丛伟 电话：020-87057632

电子邮件：wangcw@ms.giec.ac.cn 传真：020-87057632

基于太阳能的近零能耗建筑系统关键技术研发
Key Technologies of Near Zero Energy Consumption Building System With Solar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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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对减少化石能源消耗，保证能

源供给具有重要的意义，可再生能源系统中如太阳能、工

业余热废热等由于来源丰富、清洁高效受到了广泛关注。

化学蓄热技术作为一种解决能量利用率及供求匹配问题的

有效手段，已成为目前热能利用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本

项目研发的低温化学蓄热装置利用水热法及高能球磨法氯

化钙作为核心蓄热材料，可高效储存90℃以上低温工业余

热及太阳能热能。利用化学储热技术可将初始储存的热能

以更高温度输出，有效提高热能品位。同时将储能与热能

高效利用相耦合，为低温热能的利用提供新的应用策略。

联 系 人：汪丛伟 电话：020-87057632

电子邮件：wangcw@ms.giec.ac.cn 传真：020-87057632

低温化学储能器及储能材料研究
Research of Low Temperature Chemical Heat Storage System and Energy Storage Materials

项目简介
该技术将生物质原料中纤维素、半纤维素通过汽提-水

解技术直接定向转化为乙酰丙酸、糠醛等平台化合物。乙

酰丙酸与糠醛经羟醛缩合，得到骨架碳原子数在C9-C17

之间的固态中间体，再经加氢脱氧工艺处理即得到以支链

烷烃、环烷烃及少量直连烷烃为主要成分生物航油产品。 

技术指标：10 吨秸秆或6.4吨木薯生产1吨航油产品；

加氢脱氧催化剂预期使用寿命达到7200 h；整体能效

36.8%；每吨生物航油生命周期内减排2.5-2.9tCO2；符

合ASTM-D-7566标准。

应用前景：我国每年生物质资源量达2-4亿吨标煤；

2015年我国石油消费量5.43亿吨，航空燃料消费量2800

万吨；保障航空燃油重要战略物资供应。

联 系 人：汪丛伟 电话：020-87057632

电子邮件：wangcw@ms.giec.ac.cn 传真：020-87057632

木质纤维素生物航油技术
The Technology for Production of Jet Fuel From Lignocellulosic Bio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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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目前，我国工业能源消费占总消费量70%以上，能源

利用率仅为30%左右，大约有三分之二余热资源未被利

用。这些未被利用的余热大部分低于200℃，尤其是100℃

以下余热，因能源密度小、回收利用困难而未被利用。

本项目设计构建了太阳能-工业余热的冷热电三联供系

统：(1)太阳能光伏发电为供电系统；（2）供热系统为太阳

能光热系统和工业余热回收；（3）制冷系统采用吸附式制

冷技术。从能源利用格局看，中低温余热将作为产能和用

能的关键环节，中低温余热回收利用对节能减排起到重要

作用。本项目立足于制药行业、铝加工业、食品加工行业

等高能耗企业，这些企业中低温余热资源丰富，同时有制

冷需求，具有很强普遍性，其社会、经济益显著。

联 系 人：汪丛伟 电话：020-87057632

电子邮件：wangcw@ms.giec.ac.cn 传真：020-87057632

低碳节能建筑及园区关键技术研究与工程示范
Low Carbon Energy-Saving Building and Key Technologies Research and Engineering Demonstration

项目简介
成功开发出适用于污水处理的CFBBR技术，该技术通

过强化多相循环流化床中固-液-气界面传质，实现高效、

紧凑、快速的污水处理功能，不仅在传统污水处理过程的

十分之一时间内达到更高的排放标准，可同时去除碳、

氮、磷，且污泥产量是传统技术的三分之一。 

到目前为止，已建成吨级多相循环流化床生物反应器

污水处理中试示范系统，适合楼宇生活污水处理，整体技

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主要指标如下：

占地面积<20m2，处理化粪池污水最大处理量为1m3/

d；

最大负荷达标稳定运行超过60天，氨氮去除率达到

99%以上；

污泥产率小于0.11 gVSS/gCOD，属于污泥产量低较

低的工艺。

联 系 人：汪丛伟 电话：020-87057632

电子邮件：wangcw@ms.giec.ac.cn 传真：020-87057632

多相循环流化床污水高效处理关键技术
Key Technologies for Efficient Wastewater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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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中科院广州能源所紧跟国家政策导向及发展趋势，结

合“十三五”相关海洋经济规划，积极推广先进新能源技

术成果产业化应用及发展。以最近获得多国专利的鹰式波

浪能技术与海洋牧场概念进行有机结合，研制以海洋波浪

能做动力，整合远海养殖及生活、旅游等主题多功能产业

平台。

已实现200千瓦装机，利用海洋波浪能等新能源互补

供电，解决远海养殖能源问题；实现20000立方米养殖水

体，结构更安全、作业设备齐全、生产效率高，利于鱼类

增养殖功能；实现2000平方米可利用平台面积，配备海水

淡化，顶部空间种植绿色蔬菜；可休闲垂钓、旅游观光，

发展海洋旅游经济。对我国海洋牧场建设促进远海岛礁的

渔业生产等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简介
以100kW鹰式波浪能装置工程技术为基础的兆瓦级多

能互补平台已开始设计。该平台针对波浪能装备进行模块

化扩展，即增加了迎波宽度提高能力俘获，又扩展了顶部

平台增加设备空间，充足的供电量及使用空间，可以实现

远海科考、探测、通讯、生活、供给等。

已实现平台整体波浪能装机功率达1.5MW，并搭载

科考监测仪器，实现远洋科考作业，平台电力除可供给船

只、水下设备，还可输电上岸供给岛屿。

平台能兼顾居住空间搭建，配备海水淡化设施，可供

长期居住。

有望应用于海上可移动应急电源、海上大型多功能平

台、海上移动基站及海上生产基地等。

联 系 人：汪丛伟 电话：020-87057632

电子邮件：wangcw@ms.giec.ac.cn 传真：020-87057632

鹰式波浪能远海养殖及旅游生活平台
Sharp Eagle Wave Energy Conversion Platform for Deep Sea Aquaculture and Marine Tourism

联 系 人：汪丛伟 电话：020-87057632

电子邮件：wangcw@ms.giec.ac.cn 传真：020-87057632

鹰式波浪能兆瓦级发电平台
Sharp Eagle of Megawatt-Scale Wave Energy Conversion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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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本技术利用易腐有机废弃物制备生物燃气，生物燃气

经净化提纯后形成高品质的能源产品，本项目开发的成套

生物燃气制备工艺能够有效提高产品价值，获2015年广东

省科技进一等奖。

其中，大型沼气工程以热电联产、提纯制备天然气和

制备车用压缩天然气形式运营，发酵容积10000立方米的

热电联产工程总投资约2000-2500万元；中小型沼气工

程以发电自用或集中供气形式运营，解决业主废弃物排放

问题同时节省电费；集中供气型主要在小范围村落或集镇

提供燃气，发酵容积2000立方米沼气工程，总投资约为

800-1000万元。

该技术已在国内20个省区的近200个工程中推广应

用，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项目简介
二氧化钒调光玻璃是一种能随环境温度变化自动改变

遮阳系数的高效节能镀膜玻璃，经过光学优化设计，表现

出优良的光学性能和节能效果。冬天，全波段的太阳辐射

（包括可见和红外）能够进入室内营造温暖的室内环境；

夏天，具有热效应的红外辐射波段被反射，从而遮挡太阳

热辐射营造凉爽的室内环境。该镀膜玻璃可兼具多种功

能，包含绝对的紫外阻隔、高的隔热保温特性、防静电和

光触媒等等。

可应用于建筑节能门窗、汽车节能窗、高速列车门

窗等，尤其适用于高性能的节能玻璃幕墙、低能耗或零能

耗的绿色建筑物。该项目在四川中科百博成功实现技术转

化，产能达500万㎡。

联 系 人：汪丛伟 电话：020-87057632

电子邮件：wangcw@ms.giec.ac.cn 传真：020-87057632

有机废弃物厌氧发酵制备生物燃气
Organic Waste Aanaerobic Fermentation Producing Biogas

联 系 人：汪丛伟 电话：020-87057632

电子邮件：wangcw@ms.giec.ac.cn 传真：020-87057632

自动调光高效节能镀膜玻璃
The Thermochromic Intelligent Glass With Excellent Enery-Saving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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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中科院广州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十几年

来致力于成为国内最领先的3D打印机及设计验证件集成服

务商，为客户提供从设计到验证全流程的综合解决方案。

作为Stratasys 3D打印机的一级分销商，Creaform三

维扫描仪的战略级代理商，我们不仅拥有最先进、高端的

设备，还以国有科研机构强大的专业技术为依托，从前期

咨询到最终交付，带给用户专业快捷的服务体验。我司生

产、销售的高端工业级3D打印机、三维扫描仪等相关软硬

件设备，就为客户提供优质的3D打印与三维扫描、逆向、

检测等服务。

联 系 人：马英龙 电话：15620607782

电子邮件：myl@giet.ac.cn

3D打印与三维扫描项目
3D Printing and 3D Scanning Project

中国科学院广州电子技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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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基于可见光通信的实时视频传输系统由三个部分组

成：数据发射端（包含摄像头），数据接收端和电脑终

端。该系统的工作原理是：通过摄像头采集视频，然后

加载到数据发射端的编码装置上，再通过可见光传到数据

接收端的光电探测器上；数据接收端在接收到信号后先对

接收到的信号进行解码，然后通过视频采集卡连接到电脑

上，最后通过打开视频采集卡的软件显示出视频。

联 系 人：石小莉 电话：0591-63173205

电子邮件：sxl_sharly@fjirsm.ac.cn 传真：0591-63173205

基于可见光通信的实时视频传输系统
Real-time Video Transmission System Based on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项目简介
项目采用单片式大尺寸透明荧光陶瓷作为发光材料封

装300-600W大功率光源或光源模组，变革性地替代传统

的“YAG荧光粉+胶”的LED光源封装模式，进行光源模

组与散热管理的反向匹配，解决了光源高温稳定性、高温

光衰等技术难题。

联 系 人：张杰钦 电话：15606901824

电子邮件：zhangjieqin@zkxyled.com

透明荧光陶瓷封装高功率LED光源模组产业化技术开发与应用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Led Laser Ceramic Package and High Power Led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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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连续面成型快速光固化3D打印机通过引入一种新型特

殊的透明透气元件，利用自由基光敏树脂的氧阻聚效应，

克服了传统3D打印机逐层打印效率较低的问题，实现了连

续的光固化快速成型，最大纵向打印速度达到800mm/h，

比传统立体光固化成型设备（SLA）提高了50倍以上。

项目简介
铅酸电池占有电池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国内每年

约有几千亿元市场。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海

西研究院）张易宁团队与泉州市凯鹰电源电器有限公司合

作，创新性地利用了功能化石墨烯的优良特性改造传统铅

酸电池，将铅酸电池和超级电容性能合二为一，自主研发

了石墨烯铅碳超级电池。

具有长循环寿命、高倍率放电、快速充电能力、高充

电接受能力等优良性能，不仅巩固了铅酸电池在低速电动

车、工业备用电源、工业电子、军工、风光能绿色照明及

电器用等领域的传统市场，而且进一步拓宽在高端电池市

场的应用。

联 系 人：黄见洪 电话：15860838918

电子邮件：hjh@fjirsm.ac.cn

连续面成型快速光固化3D打印机
Enhanced Continuous Liquid Interface Production 3D Printer

联 系 人：张易宁 电话：13799982780

电子邮件：ynzhang@fjirsm.ac.cn

石墨烯铅碳超级电池
Graphene-based Lead-Carbon Ultrabatt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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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该项目创新性成果：

1）高性能萃取剂成本为国外同类产品的1/10-1/20。

2)萃取-沉淀法浸出液富集物增大10-100倍，易于分

离；5分钟即可达平衡；富集倍数达到450倍。

3) 钇分离流程可克服传统工艺酯化严重的问题。

4)重稀土分离新流程可降低酸碱消耗30%。

5)放射性废渣处理流程稀土回收率大于92%，钍的回

收率大于90%，减小废渣体积50-60%。

6）离子液皂化技术，直排废水中氨氮总量2.3-

2 .4ppm，显著低于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T 

26451-2011）小于15ppm的要求。

7 ) 低 成 本 高 纯 氧 化 钕 工 业 制 备 ， 产 品 纯 度

≥99.995%，杂质合量≤0.001%，产品收率≥99%。

联 系 人：孙晓琦 电话：18559037589

电子邮件：xqsun@fjirsm.ac.cn

离子型稀土矿清洁生产与高质利用技术的研发及产业化
Research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Clean Production and High Quality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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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电力方舟——超级储备电系统，目前广泛应用于各种

需要电力储能的场合，如医院，工厂等。系统在满足客户

备电的需求前提下，提供削峰填谷的盈利空间，减少客户

在电力扩容方面的投入，为新能源发电的就地消纳，提高

自用率，减少非稳态发电及用电对电网带来的冲击，提高

电网的安全性等方面具有很好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本系统在具有电价差的地区，可取代现有的储能系

统，如EPS、UPS等，与风力、光伏发电相结合，为新能

源平价上网提供了重要的助力。在目前光伏上网国家补贴

取消的趋势下，光伏与储能相结合的光储系统，将是未来

光伏发电的主流模式。

项目简介
目前，市场上MRI造影剂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含铁纳

米粒子的MRI T2造影剂（暗信号），一类是含钆类的MRI 

T1造影剂（亮信号）。由于亮信号成像利于临床诊断，钆

基造影剂在疾病的MRI诊断中被广泛使用，但由其引起的

肾源性系统纤维化、体内脑部沉积等问题日益突出，已被

包括FDA、EMA、CFDA等多次警告。因此，研发安全、

高效的新型造影剂是必然趋势。本项目采用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核心技术，研发了一种超精细铁氧体MRI T1造影

剂。该造影剂结合了铁元素的安全性及钆元素的高效性，

并克服了含钆造影剂体内循环时间短的问题，是一种安

全、高效、长循环的血池造影剂，可用于心脑血管疾病、

恶性肿瘤等重大疾病的早期诊断。

联 系 人：莫盼盼 电话：13819806867

电子邮件：mopanpan@nimte.ac.cn

电力方舟——超级储备电系统
The Commercial Application of Distributed Energy Storage & Micro-Grid Technology

联 系 人：莫盼盼 电话：13819806867

电子邮件：mopanpan@nimte.ac.cn

基于超精细铁氧体MRI造影剂新药研发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New MRI Contrast Agent Based on Ferric Oxide of Ultra Small Nanoparticle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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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柔性可穿戴运动捕捉系统所在的智能体育产业具有广

阔的市场前景：预计到2025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将达

到5万亿，其中有超过70%的市场份额是体育用品，智能

体育产业将是一个巨大的蓝海市场。本项目针对可穿戴设

备、体育运动、游戏互动、医疗健康、机器人等领域对柔

性传感的需求，以国际领先/并行的传感技术，发展了高电

导率的弹性导体、拉伸/触摸敏感的弹性应变传感器等器

件，开发了柔性可穿戴智能护膝、柔性可穿戴智能护肘和

柔性可穿戴智能手套等系列产品，具有柔软便携、穿戴舒

适、与人体运动高度兼容的特点，同时可实现人体多运动

参数的实时精确获取，从而还原人体运动状态，提供运动

分析及建议，防止运动损伤发生。

项目简介
生物基高分子材料来源广泛，来自植物的光合作

用，具有可持续性，同时具有生物可降解性。因此，引

起了学术界和工业界的极大兴趣，例如目前已经工业化

的聚乳酸、聚丁二酸丁二醇酯和聚羟基脂肪酸等。但上

述生物基高分子材料的性能目前无法与石油基高分子材

料相媲美，主要原因是缺乏与石油基苯环相媲的刚性芳

环结构单体。2,5-呋喃二甲酸是目前唯一可与苯环相媲

美纯生物基来源的刚性芳环单体，也是美国能源部筛选

的十二种最具商业化潜力的十二种生物基单体之一。其

合成的高分子材料在阻隔性、热学性能和力学性能方面

远高于目前的石油基高分子材料。该单体是目前国际化

工巨头重点布局的生物基高分子单体之一，未来商业价

值和环保价值潜力巨大。

联 系 人：莫盼盼 电话：13819806867

电子邮件：mopanpan@nimte.ac.cn

柔性可穿戴运动捕捉系统
Eflextech

联 系 人：莫盼盼 电话：13819806867

电子邮件：mopanpan@nimte.ac.cn

先进生物基高分子单体新材料
Advanced Bio-based New Monomer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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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中科同德PM2.5防护口罩应用了中科院最新成果，即

高压静电纺丝纳米纤维技术，能够高效过滤空气中PM2.5

及细菌、病毒、花粉等颗粒污染物，低空气阻力。

项目简介
中科同德空气净化器应用了三项中科院最新成果，分

别是甲醛室温催化分解、臭氧室温催化分解、高压静电纺丝

纳米纤维技术，能够持久分解室内空气中的甲醛及臭氧，对

PM2.5及细菌、病毒、花粉等颗粒污染物进行高效拦截。

产品采用铂金催化剂室温分解技术，将甲醛彻底催

化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不产生二次污染；核心滤材采用

高压静电纺丝纳米纤维技术，可有效过滤非油性颗粒及油

烟、二手烟等油性颗粒物。经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检测，可

高效过滤PM0.02级颗粒物及细菌、病毒等。

产品技术成果来自贺泓院士团队，获得国家技术发明

二等奖，成功应用于2008年奥运会指挥中心、2017年金

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等场所。

联 系 人：景亚梦 电话：13488710935

电子邮件：jingym@gacs.citic

PM2.5防护口罩
Personal Protective Mask

联 系 人：景亚梦 电话：13488710935

电子邮件：jingym@gacs.citic

空气净化器
Air Purifiers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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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OXIAMEM 解决了传统膜生物反应器长期应用过程

中两大难题：膜污染和运行维护成本偏高,在耐污染和减

少化学清洗等方面具有核心竞争优势。主要特点：1. 技术

领先性：通过绿色安全的生物法合成具有极小粒径、高浓

度和高度分散性的生物纳米颗粒，将其引入纳米复合膜制

备，膜表面亲水性、耐污染和过滤性能得到革命性提升，

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长久耐污染。 2. 产品稳定性：依

托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英国牛津大学和澳大利

亚莫纳士大学的膜材料与技术国际联合团队共同研发，

OXIAMEM已建成年产50万平方米的现代平板膜组件生产

线，OXIAMEM平板膜组件已成功应用于北京、上海、贵

州、广东、湖南和福建等地。

联 系 人：余　海 电话：18850312976

电子邮件：yhai@iue.ac.cn

OXIAMEM耐污染平板膜组件
OXIAMEM Antifouling Flat Sheet Membrane Biore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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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本项目针对人工智能系统对人体是否存在、存在位

置、运动轨迹等信息采集收入需求，采用塞贝克效应实现

人体红外辐射特征的绝对量检测，通过智能红外人机交互

传感器使得智能设备可获得人“直接”的输入交互，无需

人做任何输入和交互动作，并且可适用于各种场景。

项目简介
创立了八面体原子基元与面心立方亚稳态理论，研发出世

界上速度最快的Sc-Sb-Te相变材料，写速度达到了700ps，

研究成果发表在SCIENCE。SCIENCE评论文章认为相变

存储技术的新发现预示着下一代存储器的到来。美国《今日

物理》邀请IBM首席科学家评述，如果在神经网络计算中使用

这种存储器，功耗会大大降低，速度会提升几个数量级。打通

1024道相变存储器高密度集成工艺，攻克了对功耗、速度起

决定作用的3纳米加热电极制备技术，实现了软质疏松相变材

料纳米存储结构，解决了制备与操作过程中相变材料的热稳定

性问题。研制出可满足市场容量需求的128M嵌入式相变存储

芯片，实现全球首款嵌入式相变存储芯片的量产。

联 系 人：徐德辉 电话：021-64263818

电子邮件：xdh@yysensor.com 传真：021-64263818

红外人机交互、超短焦距激光投影
Infrared Human-Computer Intercation

联 系 人：宋三年 电话：13818144065

电子邮件：songsannian@mail.sim.ac.cn

世界最快相变存储材料与嵌入式相变存储器
The Fastest Phase Change Material and Embeded Phase Change Memory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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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产品组成与性能特点：采用高品质疏水型二氧化硅气

凝胶粉体、无机粘结剂、无机纤维等为原料，经独特纳微

合成技术制备而成的水性厚浆涂料。具有导热系数低、隔

热性能好、耐高温、防水、防火等特性，采用涂覆、喷涂

等方式施工，适合平面及各种异型表面。

技术参数：密度：0.7 g/cm3；pH值：10；干后室温

导热系数：0.023 W/m.K；使用温度：室温 ~ 1000℃；

安全性：主要成份为二氧化硅，显弱碱性，对敏感性皮肤

略有刺激，建议戴手套操作；无挥发性有机物。高温使用

时在300-400℃释放少量气体，为所含少量有机物分解产

物，不影响使用。

联 系 人：张媛媛 电话：17717963063

电子邮件：zhangyuanyuan@mail.sic.ac.cn

二氧化硅气凝胶厚浆涂料
Silicon Dioxide Aerogel Thick Coatings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项目简介
产品组成与性能特点：采用独特溶胶-凝胶、常压干

燥工艺制备而成，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颗粒表面经甲基

改性。具有密度低、导热系数低、疏水性好、耐高温、防

水、防火等特点，可作为隔热填料及高效能涂料添加剂。

技术参数：振实密度：0.03 ~ 0.10 g/cm3；粒度：

< 1 mm；接触角：> 150°；室温导热系数：0.019 W/

m.K；最高使用温度：650℃；安全性：主要成份为无定形

二氧化硅，对人体健康无危害；由于质轻，易扬尘，操作

时建议佩戴口罩；皮肤接触有涩感，建议佩戴手套。

联 系 人：张媛媛 电话：17717963063

电子邮件：zhangyuanyuan@mail.sic.ac.cn

疏水二氧化硅气凝胶粉体
Hydrophobic Silicon Dioxide Aerogel Pow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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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成功开发了高安全、

绿色环保、全过程循环回收的新型盐水储能电池技术。

电池单体具备长循环寿命(>10000次）、高能量效率

（>88%）、全过程循环回收的特征；电池模块具有积木

化结构、无电池管理、高堆积密度的系统集成特点。高安

全型绿色盐水储能电池已通过UL、EC等标准化测试，安

全性、电气性能等已达到出口海外标准；电池原材料、零

部件等，经国际IEC标准测试环境友好、无毒无污染。截止

目前，已有累计超过100kWh的电池系统在包括上海电力

公司等项目中稳定运行两年以上，查新表明为我国首次实

现该类型的电池应用示范。目前我国尚无类似的产品技术

量产和系统应用报道，该技术具有国际领先水平。

项目简介
应用领域：运载火箭；飞机、舰船发动机振动检测；

核电站反应堆、蒸汽发生器管道及壳体；石油化工等领域

燃气轮机振动监测；深部油气勘探；激光陀螺；航空航天

结构部件精密驱动等。

工作原理：利用压电陶瓷的力电耦合效应，实现对航

空发动机、航天遥测系统等关键设备的实时监测和油气资

源的勘探等。

材料体系：铋层状结构：钛酸锶铋（SrBi4Ti4O15）；

钛酸铋钙（CaBi4Ti4O15）；锆钛酸铅（Pb(Zr,Ti)O3）。

性能特点:居里温度高；温度稳定性好；系列化产品的

稳定工作温度从-60℃至500℃。

重要进展：用于系列运载火箭、航空发动机、声波测

井用高温传感器和驱动器，已提供多种规格压电陶瓷元件5

万余件。

联 系 人：张媛媛 电话：17717963063

电子邮件：zhangyuanyuan@mail.sic.ac.cn

高安全型绿色盐水储能电池
High Safety Green Salt Water Energy Storage Battery 

联 系 人：张媛媛 电话：17717963063

电子邮件：zhangyuanyuan@mail.sic.ac.cn

高端装备用高温高稳定压电陶瓷材料
Highly Stable Piezoelectric Ceramic for High End Equipment Application at High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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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陶瓷光固化成型技术是一种新型的快速制造方法，其

原理是采用一种在紫外光/蓝光照射下能够快速引发光聚合

反应的光敏树脂作为基体，亚微米级或微米级陶瓷粉体作

为填充物，通过光源有选择性地辐照某一区域，从而实现

对陶瓷粉体-光敏树脂混合物的逐层固化，得到具有一定形

状的陶瓷生坯。再经过脱脂与烧结，从而制造出所需陶瓷

零部件。在众多陶瓷3D打印技术中，光固化成型技术可以

实现复杂形状的陶瓷部件的快速制造，精度高，是当前研

究热点。

项目简介
新型耐火纸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朱英杰研

究员团队的原创性发明，使“纸能包住火”成为现实，在

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在国内外没有同类产品。新型耐火

纸是由羟基磷灰石超长纳米线作为原料制成的，其外观上

和普通纸相似，呈现优质的白色，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可

以任意卷曲，环境友好，不需要漂白；最神奇的是，它还

具有传统纸不具备的耐高温和耐火性能，可以耐受1000℃

以上的高温；可以书写以及采用打印机彩色打印。新型耐

火纸的原料羟基磷灰石超长纳米线可采用普通的化工原料

人工合成，不需要消耗树木等宝贵的自然资源，整个制造

过程环境友好。其应用可扩展到传统纸无法应用的领域。

联 系 人：张媛媛 电话：17717963063

电子邮件：zhangyuanyuan@mail.sic.ac.cn

利用3D打印技术制备复杂形状精密陶瓷零件
Fabrication of Complex-Shaped Ceramic Parts Via 3D Printing Technology

联 系 人：张媛媛 电话：17717963063

电子邮件：zhangyuanyuan@mail.sic.ac.cn

生物相容性多用途耐火纸
Biocompatible Multifunctional Fire-Resistant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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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应用领域】鱼雷、声呐系统。

【工作原理】利用压电效应，进行电能-声能相互转

换，从而发射和接收声波，实现水下探测、定位和通讯。

【材料体系】钙钛矿结构：锆钛酸铅（Pb(Zr1-xTix)

O3，PZT），钛酸钡（BaTiO3）。

【性能特点】 PZT压电陶瓷：兼具接收/发射特性，

强场介电损耗低，发射功率大，接收灵敏度高，功率耐受

性和温度稳定性好。BaTiO3压电陶瓷：机械品质因数高，

密度低，具有良好的声阻抗匹配特性。

联 系 人：张媛媛 电话：17717963063

电子邮件：zhangyuanyuan@mail.sic.ac.cn

水声换能器用压电陶瓷
Piezoelectric Ceramics for Underwater Acoustic Transducers

项目简介
【应用领域】夜视仪、瞄准器、红外制导、激光功率

测量、工业和城市安防等

【工作原理】利用热释电效应，实现温度变化和电信

号之间相互转换，用于红外辐射探测及红外成像

【材料体系】本征型：锆钛酸铅(PZT)，钛酸铅

(PT)；介电增强型：钛酸锶钡(BST)，钽钪酸铅(PScT)

【性能特点】PZT体系：探测率优值高，电阻率可调

控，温度稳定性好

BST体系：热释电系数大，介电常数大，晶粒细小，

致密度高

联 系 人：张媛媛 电话：17717963063

电子邮件：zhangyuanyuan@mail.sic.ac.cn

非制冷红外探测器用热释电陶瓷
Pyroelectric Ceramics for Uncooled Infrared Det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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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一）医用超声诊断设备用压电材料：【应用领域】B

超、胎心监护仪。【工作原理】利用压电效应，进行电-声

能量相互转换，从而发射和接收超声波，实现对人体组织

的检测。【性能特点】PZT体系：兼具接收/发射特点，频

率温度特性，频率时间特性稳定； PMNZT体系：致密度

高；高介电常数；压电常数高；介电常数系列化。

(二)低频窄脉冲超声换能器：【应用领域】定量超声

骨密度仪、工业无损检测。【换能器特点】指标参数范围

窄，脉冲波形重复性好；纵向分辨率高，脉冲波形仅有2.5

周；温度稳定性好。

项目简介
【应用领域】油气、天然气、矿产等资源勘探。

【工作原理】利用压电效应，进行电能-声能相互转

换，从而发射和接收声波，实现油气等资源勘探。

【材料体系】锆钛酸铅（Pb(Zr1-xTix)O3），偏铌酸

铅（PbNb2O6）。

【性能特点】PZT压电陶瓷：高温压电性能优异

（kt@200℃：0.57），温度稳定性好（△C%（20℃-

200℃）：45%）；PbNb2O6压电陶瓷：居里温度高

（Tc:489℃）；机械品质因数低（Q＜15）；各向异性显

著。

联 系 人：张媛媛 电话：17717963063

电子邮件：zhangyuanyuan@mail.sic.ac.cn

医用压电陶瓷材料与超声换能器
Piezoelectric Ceramics and Ultrasonic Transducers for Medical Application

联 系 人：张媛媛 电话：17717963063

电子邮件：zhangyuanyuan@mail.sic.ac.cn

油气勘探用压电陶瓷和换能器
Piezoelectric Ceramics and Transducer for Deep Petroleum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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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吴文兵 电话：021－69918221

电子邮件：wwb_awen@siom.ac.cn 传真：021－69918221

90nm光刻机照明系统
90nm Lithography Illumination System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项目简介
2017年4月，上海光机所自主技术研发的国内首套面

向90nm节点光刻机的NA0.75 ArF照明系统顺利通过了

整机单位的验收测试并实现交付，实现了极限分辨率优于

85nm的优异结果。

光刻照明系统是以非成像光学为主的复杂光学系统，

其中包含深紫外激光光束变换、整形与控制技术，用以解

决深紫外激光的调控难题；照明光场均匀化与校正技术，

采用微透镜阵列、均匀性校正板，解决高均匀性光场匀化

难题；深紫外激光脉冲能量探测技术，解决单脉冲高精度

能量探测难题。这些技术将成为未来深紫外光学系统和仪

器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技术。90nm光刻照明系统的研制成

功，标志着上海光机所在超精密复杂非成像光学技术领域

已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联 系 人：王静宇 电话：025－68035062

电子邮件：wangjingyu@siom.ac.cn 传真：025－68035062

高重频亚纳秒激光器
High Rep Rate Sub-ns Laser

项目简介
激光器主要参数：

波长：1064，532nm，355nm

重频：～10kHz

脉宽：≤1ns

脉冲能量：≥5mJ

高峰功：≥2MW

应用领域涵盖机载海洋探测，水下激光成像，激光损伤

测试等方面

039

参展2018第20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联 系 人：陶　红 电话：15996382680

电子邮件：taohong@raycham.com

LDM4030送粉式金属3D打印机
LDM4030 Powder Feeding Metal 3D Printer

联 系 人：吴文兵 电话：021－69918221

电子邮件：wwb_awen@siom.ac.cn 传真：021－69918221

SWL激光浮游菌粒子计数器
SWL Airborne Microbe in Laser Particle Counter

项目简介
经济型金属3D打印机，主要针对大中院校和科研单位，

用于开展金属3D打印操作、编程、新材料开发等课程教学，

普及金属3D打印知识。  

该设备可进行激光熔覆和激光打印等多种加工工艺，实

现一机多用；

激光器及加工头可选配，满足个性化需求 。

主机带有托盘及滚轮，可在实验室、教学楼使用，节约场

地空间。

项目简介
SWL激光浮游菌粒子计数器是一款超高灵敏实时浮游

微生物浓度监测仪，采用高效率的采样光路设计，达到1个微

生物粒子的检测精度。

SWL采用流式气路设计，监测过程无需任何耗材，完美

实现无人监守的高灵敏空气浮游菌监测。SWL激光浮游菌

粒子计数器与传统培养法相比，无需等待2~14天的培养时

间，确保监测结果的时效性，可以避免等待时间带来的未知

损失。SWL可以实现数据的自动采集、上传、网络化，有利

于使用者进行自动化和集中化的监管。

SWL-2是SWL-1的升级版本，在保证产品灵敏度和

可靠性的基础上，大幅减小了仪器的体积和重量，方便使

用者进行巡视和定点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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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程　伟 电话：025－68035051

电子邮件：wcheng@dn-laser.com 传真：025－68035051

半导体晶圆激光雕刻机
Semiconductor Wafer Laser Engraving Machine

项目简介
半导体晶圆激光雕刻机主要用来标记各种形式的晶圆，

通常标记的范围从2英寸到12英寸，设备通常采用大理石作

为平台，主要是为了纺织地基的震动和热胀冷缩，设备可以配

备不同的激光光源用来在相应的材料上标记。设备通常标的

字体为点阵字体，也可以是线字体、二维码、一维码等格式。

联 系 人：王静宇 电话：025－68035062

电子邮件：wangjingyu@siom.ac.cn 传真：025－68035062

全固态10W工业紫外激光器
All Solid State 10W Industrial UV Laser

项目简介
紫外激光器主要应用于：先进研究、开发和工业制造装

备。该系列激光器包括一个激光头及激光控制器，能够满足

严苛条件下的工业加工需求，且能够满足7×24小时满负荷

生产要求。

激光器特点:

1)超净实验室封装

2)TEM00基模输出((M²<1.2)

3)激光器在高功率运转下能够获得优秀的光束质量

4)和较窄的激光脉冲宽度

5)功率稳定性高

6)分离可调式结构设计及水冷结构设计

7)体积小，结构紧凑

应用范围涵盖太阳能硅片刻槽切割，薄膜蚀刻，切割、划

线、打标，玻璃、晶圆切割，材料精密加工及柔性电路板加工

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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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吴文兵 电话：021－69918221

电子邮件：wwb_awen@siom.ac.cn 传真：021－69918221

机载双频激光雷达
Airborne Dual-Frequency Lidar

联 系 人：陶　红 电话：15996382680

电子邮件：taohong@raycham.com

激光3D打印样件
Laser 3D Print Sample

项目简介
传统的海底地形探测是采用船载声呐技术来实现，而在

海水极浅的潮间带和岛礁区域，受船测平台的通行和速度限

制，测绘效率极低。海水在蓝绿光波段存在一个透过窗口，在

该窗口内的可见光具有一定的海水穿透能力。

机载双频激光雷达探测技术正是利用这个透过窗口，由

空中平台向海水发射蓝绿波段激光，根据激光在海表和海底

反射的时间差来测量海水的深度。激光发射配合扫描和飞行

平台的运动，可获得飞行路径上的三维海底地形图，为海底

三维地形测绘提供了更加高效的技术手段。

机载双频激光雷达Mapper5000系统不仅能够实现最

大50m的水深探测，同时还集成了陆地探测激光模块，能够

实现海陆一体化三维地形测绘。

项目简介
中科煜宸自主研发的大型送粉式金属3D打印机实现了

五轴联动的打印技术，用以制造比常规3D打印强度更强的

特殊零部件，实现部件打印的同时，加大了部件强度，可用于

高性能合金材料研发及大型结构件直接成型，使部件具有成

型速度快，精度高，尺寸大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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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王静宇 电话：025－68035062

电子邮件：wangjingyu@siom.ac.cn 传真：025－68035062

全固态5W工业 紫外激光器
All Solid State 5W Industrial UV Laser

联 系 人：程　伟 电话：025－68035051

电子邮件：wcheng@dn-laser.com 传真：025－68035051

激光塑料焊接机
Laser Plastic Welding Machine

项目简介
紫外激光器主要应用于先进研究、开发和工业制造装

备。该系列激光器包括一个激光头及激光控制器，能够满足

严苛条件下的工业加工需求，且能够满足7×24小时满负荷

生产要求。

激光器特点:

1)超净实验室封装

2)TEM00基模输出(M²<1.2)

3)激光器在高功率运转下能够获得优秀的光束质量

4)和较窄的激光脉冲宽度

5)功率稳定性高

6)分离可调式结构设计及水冷结构设计

7)体积小，结构紧凑

应用范围涵盖太阳能硅片刻槽切割，薄膜蚀刻，切割、划

线、打标，玻璃、晶圆切割，材料精密加工及柔性电路板加工

等方面

项目简介
激光塑料焊接机的原理是将两个待焊接塑料零部件加

压力夹在一起，将一束短波红外区的激光定向到待粘结的部

位。激光束通过上层透光材料，被下层材料吸收，激光能量被

吸收后转换成热能。由于两层材料被压在一起，热能从吸收

层传导到透光层上，使得两层材料熔化并结合；同时由于材

料本身的热膨胀扩张产生内部压力，内部压力与外部压力共

同作用确保了两部分的坚固焊接。对于产品本身是不吸光的

下层材料，需要添加吸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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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吴文兵 电话：021－69918221

电子邮件：wwb_awen@siom.ac.cn 传真：021－69918221

稀土有源双包层光纤
Rare Earth Doped Active Double Cladding Fiber

项目简介
十二五”以来，在中国科学院、工信部、上海市经信委等

大力支持下，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和上海

大恒光学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合作研发的稀土（Yb）掺杂石英

双包层光纤，通过自主创新，研发了：

1）基于磷铝硅玻璃体系的高稀土浓度掺杂抗光暗化

技术；

2）磷铝比例控制与高氟掺杂的纤芯数值孔径调控

技术；

3）通过溶胶-凝胶法制备高稀土浓度均匀分散的纳米

颗粒与烧结相结合的大模场光纤工艺技术。研发的激光光纤

具备优异的抗暗化性能和替代国外同类型光纤产品的批量

生产能力。

另外，也突破了国际上近年推出的面向高功率窄线宽光

纤激光需要的极低NA（≤0.045）大模场光纤的制备技术，

并可根据用户进行特殊订制服务。

联 系 人：程　伟 电话：025－68035051

电子邮件：wcheng@dn-laser.com 传真：025－68035051

激光清洗机
Laser Cleaner

项目简介
传统清洗工业设备有各种各样的清洗方式，多是利用化

学药剂和机械方法进行清洗。在我国环境保护法规要求越来

越严格、人们环保和安全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工业生产清

洗中可以使用的化学药品种类将变得越来越少。而激光清洗

具有无研磨、非接触、低热效应和适用于各种材质的物体等

清洗特点，被认为是最可靠、最有效的解决办法。由于激光

对工件是无接触清洗，对精密工件或其精细部位清洗十分安

全，且清洗精度高被广泛接受。为克服现有目前工业上清洗

技术的不足，本项目提出一种环保清洁、高精度、低热效应且

不具损伤性的清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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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干涉式大气垂直探测仪是我国新一代气象卫星风云四

号（FY-4）的核心有效载荷之一，是国际上首台工作于

36000公里高度轨道的干涉式垂直探测仪器，在世界上率

先实现了高时间频次的大气三维精细探测，极大地领先于

国际现有水平。

仪器通过系统解决空间红外傅里叶变换干涉仪技术，

成功实现了成像原理与傅里叶光谱原理相结合的技术突

破，为获取大范围、快速、连续和长期的气象测量资料提

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类似超级“CT”一样，同一时间段

内对大气进行1500个以上细分光谱的探测，光谱分辨率达

0.625波数，通过对地观测，提供大气温度、湿度、大气气

体成分等的三维分布信息，结合时间维共四维的变化立体

模型，形成新的信息获取能力，可以及时准确地发现大气

中影响天气变化的信息，支持进行预报预警，开展数值天

气预报、空气中质量监测、气候变化等研究。

联 系 人：徐 珏 电话：021-25051010

电子邮件：xujue@mail.sitp.ac.cn 传真：021-65449350

风云四号干涉式大气垂直探测仪
FY4 Geostationary Interferometric Infrared Sounder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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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舒玲玲 电话：15800984846

电子邮件：shull@helanturbines.com

ZK系列小型燃气轮机-研发、制造与产业化
ZK Series Small Gas Turbines-Research,Manufacture and Production

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项目简介
微小型燃气轮机是分布式供能、移动电源等应用领

域的核心装备。为解决我国在这些应用领域长期受制于人

的局面，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与上海和兰透平动力

技术有限公司联合研制ZK系列小型燃气轮机，该产品拥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整机性能和排放指标均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ZK1200燃气轮机污染物排放低于25ppmV。

目前已在苏州金鸡湖现场完成累计折合近4000小时的运

行。通过了南京电力设备质量性能检测中心96小时连续

运行考核及性能试验报告。ZK2000燃气轮机设计效率

达26%，为目前4MW以下的世界最高水平。常压测试

的污染物排放其NOx在50%-100%负荷范围内，低于

3ppmV@15%O2。

联 系 人：肖　文 电话：20325137

电子邮件：xiaow@sari.ac.cn

下一代广播电视无线网广播传输系统
Wireless Transmission System for Next Generation Broadcasting

项目简介
为满足4K/8K和VR/AR等高质量多媒体应用的发展

需求，广播电视无线网的频谱效率、传输速率和QoS亟待

提高。下一代广播电视无线网广播传输系统由上海高研院依

托科技部863项目，中科院先导专项和重点部署项目，以及

上海市科委重大项目等课题支持研发。该系统参照广电标准

草案，采用多码长LDPC编码、1024-QAM非均匀调制、多

天线和管道化等新型技术，双天线配置下最大频谱效率可达

15bps/Hz、峰值速率超过120Mbps@8MHz，支持动态多

QoS管道化传输，适应固定和移动传输环境，整体技术达到

国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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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低粘度PAO主要用于生产顶级发动机润滑油，有助于

提高车辆的燃油经济性。目前低粘度PAO及其原料1-癸烯

的工业化生产主要由国外公司掌握，高度依赖进口。中科

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与山西潞安集团自2013年起开始合作，

以潞安集团的煤制α-烯烃为原料，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先进润滑材料实验室自主研发的茂金属催化体系为核心技

术，完成了低粘度PAO的生产技术研发和小试生产，所产

出的PAO和市售PAO的技术参数不相上下。该技术为国

内首创，目前已申请了多项发明专利，形成了自主知识产

权。2017年底，国内首条低粘度mPAO中试线已在潞安集

团开工建设，目标产品为低粘度mPAO 4、6、8、10。

项目简介
本项目基于国家新兴战略性产业—物联网建设对频射

频识别芯片技术及系统的需求，立足于自主创新与信息安

全，自主研制符合国家标准的具有低功耗、低成本、高性能、

高可靠性的超高频射频识别芯片技术及读写器系统。其以自

主知识产权的芯片为核心，提供电子标签、读写器参考设计

和行业解决方案，核心技术产品“RFID电子标签芯片和读写

模块”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项目相

关产品已广泛应用于物流仓储、资产管理、人员识别、电子票

据、政府监管、食品仿伪及溯源、包裹跟踪、产品质检、药品

管理等多种无线射频识别系统。

联 系 人：李丹丹 电话：021-20325160

电子邮件：lidandan@sari.ac.cn

低粘度茂金属聚α-烯烃（mPAO）润滑油基础油关键制备技术
Key Preparation Technology of Low Viscosity Metallocene Polyalphaolefin (mPAO) Lubricating Base Oil

联 系 人：姚盼盼 电话：021-20325157

电子邮件：yaopp@sari.ac.cn

符合国家标准的自主UHF RFID标签芯片及读写器模块
UHF RFID Tag Chip and Reader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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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通过“海云协同的社会化服务平台”关键技术的研发和

模式创新，解决“海-网-云”环境中日益复杂的海云协同智

能软件快速创新和大量成果碎片化问题。

联 系 人：谭小军 电话：13501647568

电子邮件：tanxj@sari.ac.cn

海云协同社会化平台
Synergetic Socialization Platform of Sea Cloud

项目简介
以氦气为工质的闭式布雷顿循环热功转换系统具有设备

紧凑，功率密度大、效率高，布置灵活等优点。可广泛应用于

四代核电、太阳能光热发电、蓄热储能发电、高温余热发电等

多个领域，是理想的中高温热源的高效利用系统。

联 系 人：谭小军 电话：13501647568

电子邮件：tanxj@sari.ac.cn

氦气闭式布雷顿循环热功转换系统
The Closed Brayton Cycle With Helium as Working Fl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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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本项目针对我国目前在环境保护和二氧化碳减排方面

面临的严峻压力，聚焦燃煤电厂烟道气综合治理和氮硫碳资

源化利用的全链条协同解决方案，在实现烟气达标排放的同

时，通过低温氧化、微藻吸收、光电转化等途径将烟气中的

NOx、SOx、CO2转化为硝酸盐、固体微藻、甲醇、乙醇、甲

酸等高附加值产品，并将上述过程与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

利用技术的衔接，形成新的负碳化技术方案。

联 系 人：谭小军 电话：13501647568

电子邮件：tanxj@sari.ac.cn

燃煤烟气中多污染物联合脱除及氮硫碳资源化利用全流程一体化
Integrated Removal of Pollutants From Flue Gas and Utilization of SOx, NOx, and CO2

项目简介
“碳排放大数据系统”利用大数据的理念与手段，以碳

卫星、地面监测、排放清单等数据为基础，构建全球天地一体

化的碳排放数据分析系统，服务气候变化谈判，为国家和上

海市生态文明建设、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和低碳产业发展

提供支撑。设置中国全国及各省的年碳排放量与强度、低碳

发展现状指数评估、全球主要国家的碳排放核算结果以及国

际贸易间的碳足迹往来等情景，由上海碳数据与碳评估研究

中心独立开发，该中心由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与中科

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上海科技大学三家机构共建，致力

于应对气候变化与温室气体减排，开展基础性、战略性、前瞻

性的数据研究与开发工作。

联 系 人：汪鸣泉 电话：021-20325141

电子邮件：wangmq@sari.ac.cn

碳排放大数据系统2018
Carbon Emission Big Data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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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智慧园区平台通过面向管理者、运营者的智慧型园区管

理应用和园区运营应用（系统、平台）、面向公众的服务和面

向入驻企业（商户）的服务，在园区共性服务云平台实现各智

慧应用的数据融合和业务协同联动，从而实现了园区管理的

智慧型决策方式，打造了健康的园区运营生态。智能芯云平

台帮助企业快速实现“智能设备+数据上传+工业云+大数据

服务”的工业互联网服务体系和工业大数据价值创造体系。

项目简介
整合我院在产能、用能、热电综合利用及信息技术集

成优势，研究开发应用于能源互联网系统的燃机、低温余

热发电设备等核心装备，构建了能源系统的基础理论、网

络架构、关键软硬件实现技术等。在此基础上，建成基于

低碳建筑、绿色社区的智慧能源系统示范工程，构建面向

未来城市的绿色低碳建筑及绿色社区智慧能源生态系统，

为各单元技术、及其优化集成提供了应用和展示示范的平

台，实现整体集成创新并形成具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

权的智能城网技术体系。

联 系 人：谭小军 电话：13501647568

电子邮件：tanxj@sari.ac.cn

智慧园区&工业互联网平台
Intelligent Park & Industry Internet Platform

联 系 人：叶　爽 电话：021-20350864

电子邮件：yes@sari.ac.cn

智慧能源网示范工程
Smart Energy Network Demonstra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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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超声波阻垢除垢系统是采用纯物理技术方式的高效、

节能环保以及安全的防除垢技术，主要由超声波发生器以

及磁致伸缩材料超声换能器构成。

主要特点：在线安装、运行及维护，无需停机，不

改变原有管道线路，不影响正常生产；不腐蚀设备，无环

境污染，无水资源浪费；除垢范围不受限制，可以处理边

角、弯曲以及较细的结垢面；换能器高温度环境耐受性

强、电声转化效率高；系统运行功耗低、可自适应负载动

态变化防爆结构设计，满足1区危险环境使用要求；

适用范围：广泛用于石油、化工、冶金、钢铁、制

糖、制药、电力、供水供暖等系统的各种结垢管道、锅

炉、热交换器、水冷设备等的防除垢处理。

联 系 人：邝　琼 电话：15800353596

电子邮件：kq_salas@126.com

超声波除垢阻垢系统
Ultrasonic Scale Inhibition System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东海研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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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全自动碳纤维喷丝板品质检测仪是采用机器视觉技术

和先进图像识别算法，实现碳纤维原丝喷丝板微孔参数和

洁净度检测的自动化仪器，它能对喷丝板关键参数进行精

确的量化和评价并可对其进行全寿命的跟踪，从而实现碳

纤维原丝生产品质的精细化管理。1.本系统可对新进的喷丝

板进货检验，降低采购风险，并可以根据正负公差进行筛

分，提高产品的优等品率。2.本系统对清洗完毕的喷丝孔进

行精确检测和分析判断，确保每个喷丝孔上机前的洁净，

降低飘丝和断丝的可能。3.本系统可以对长期使用的喷丝板

光洁度和喷丝孔磨耗进行测量、跟踪和管理，为修板和报

废提供数据依据。

项目简介
SPD40N-1型局部放电变送器是用于在线定性探测电

力设备局部放电状态与变化趋势的监测装置。产品采用非

接触式超声传感器，在线检测高压局部放电产生的超声脉

冲，并将检测到的结果实时传输至后台服务器，后台服务

器对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进而诊断出电

网的高压局部放电情况。

产品技术优势：1、体积小、重量轻、易安装。2、低

压供电型号实现不停电安装。3、多种组网方式可选、实时

在线监测。4、云图数据分析，检测结果清晰可靠。

联 系 人：邝　琼 电话：15800353596

电子邮件：kq_salas@126.com

碳纤维喷丝板全自动检测系统
Automatic Spinneret Inspection System

联 系 人：邝　琼 电话：15800353596

电子邮件：kq_salas@126.com

新型高压局部放电监测传感器
High-voltage PD Monitoring Sen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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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SIRI摆扫型无人机热红外太阳能面板检测系统可高效

地完成光伏发电厂的太阳能面板热斑检测，1天内可完成

20MW太阳能发电厂的面板热斑巡检工作，形成单张完

整厂区的红外拼接图，并给出热斑面板位置、热斑红外图

像、高清可见光图像的检测报告。SIRI摆扫型无人机热红

外太阳能面板检测系统具有以下特点：1、航空军用技术转

化，专业大面阵的红外相机，成像效果好；2、摆扫型，大

幅提高飞行检测效率（效率优于普通相机5倍）；3、像移

补偿及复合姿态稳定技术保证获取红外图像清晰，可拼接

为完整的厂区红外成像检测图并精确定位热斑异常点；4、

专业性优，可靠性高，安全性好，抗风能力强，适应现场

常年风速较高的工况要求。

联 系 人：张宁豪 电话：18217172515

电子邮件：vr3d@joec.ac.cn

SIRI摆扫型无人机热红外太阳能面板检测系统
SIRI UAV Infrared Solar Panel Detection System

浙江中科院应用技术研究院

项目简介
接触式光刻机的创新点：

1、适应2-4英寸多种基底的曝光；

2、采用ULED灯珠，使用寿命长；

3、高性能物镜确保微米分辨率和高曝光均匀性；

4、进口精密运动台系统实现精确对准；

5、高清全彩摄像机和高清显示屏，具备完美深焦及分

辨率的无限矫正透镜；

6、先进的自动定位系统，使系统易于操作和使用；

7、滚珠型导轨，保证设备具有低摩擦、高精度的特

点。

联 系 人：赵丽丽 电话：15314929610

电子邮件：zhaolili@kemicro.com

国内高端半导体设备
High-end Semiconductor Equipment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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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VR3D 三维建模系统，采用数码相机阵列在瞬间捕捉

拍摄对象全方位的信息，通过软件全自动进行处理，几分

钟即可得到三维模型。

系统已成功应用于：

1、高校、高职院校的实训室建设；

2、影视、游戏动画公司的数字演员、数字角色建模；

3、3D照相馆；

4、3D人体数据库的采集、研究；

5、3D整形美容；

6、文物、物品、家具的3D建模。 

系统拍摄的人像具有体验出色、表情自然、模型精

确、色彩逼真等优势。系统提供us级的相机同步、实现模

块化设计并具有很好的可扩展性。模型数据后期处理流程

完备，支持3D电子模型的浏览、网页展示、3D彩色/单色

打印，支持人体模型的骨骼化绑定和标准动作库的应用。

项目简介
VR3D影视特写级超高精度人脸模型生成系统由嘉兴

超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专为影视、CG行业应用开发，可

以高效地采集、处理、生成毛孔级的人脸3D模型、材质和

贴图。

该技术被广泛地用于好莱坞各大影片制作中的高精度

3D数字演员建模。通过物理光照模型，定量化地反演真实

人物的脸部细节和皮肤光照特征信息，数字演员与真实演

员在影视画面中的呈现可以达到肉眼无差异的效果。 

中国科学院嘉兴光电工程中心的嘉兴超维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拥有全系统硬件、软件的专利、知识产权，可以提

供VR3D影视特写级超高精度人脸模型生成系统设备的销

售及人脸模型的拍摄服务。

联 系 人：张宁豪 电话：18217172515

电子邮件：vr3d@joec.ac.cn

VR3D 照片三维建模系统
VR3D Photograph Based 3D-Modeling System

联 系 人：张宁豪 电话：18217172515

电子邮件：vr3d@joec.ac.cn

VR3D SuperFaceCapture影视级数字演员人脸模型和贴图获取系统
VR3D SuperFaceCapture Ultra-high Precision Face 3D-Modeling And Texture-Mapp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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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VR3D“子弹时间”特效摄影系统，是中科院嘉兴

光电工程中心基于多年的相机阵列技术积累，为影视、广

告、游戏、创意商业活动等行业实现特效拍摄专门开发。 

VR3D“子弹时间”特效摄影系统的特点和优势： 

1、控制板线触发实现微秒级的时间控制精度；

2、模块化的电控和结构设计可高效的现场组装、调

试、扩展系统； 

3、软件和后期算法处理实现无画面卡顿、闪烁、抖动

的更佳视觉特效；

4、特效视频可上传云端实现二维码扫描下载与分享。 

系统可实现拍摄后即时获取“子弹时间”特效视频，

扫描二维码分享至朋友圈、微博、QQ空间等主流社交媒

体。既提升现场观众参与度和活动气氛，又可以更好地宣

传客户活动与品牌。

项目简介
空 气 净 化 帽 是 一 款 高 技 术 专 利 产 品 （ 专 利 号 : 

ZL201420552037.0），由中科院专家和留美学者联合研

发，嘉兴科民电子设备技术有限公司负责设计生产的一款

配备高效空气过滤系统的帽子。

特点：过滤模块时尚设计，高效过滤、帽子和过滤模

块完美结合，时尚、健康、舒适。

科民，让生活变的更美好！

联 系 人：张宁豪 电话：18217172515

电子邮件：vr3d@joec.ac.cn

VR3D“子弹时间”特效摄影系统
VR3D Bullet-Time System

联 系 人：赵丽丽 电话：15314929610

电子邮件：zhaolili@kemicro.com

科民空气净化帽
KM Hazepro of 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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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LRS-100是一种小型化激光雷达传感器，应用成熟

的激光飞行时间原理，通过测量目标往返光程来确定目标

的距离，结合高重频的激光和大角度的旋转光机扫描可以

生成目标二维轮廓。加入了多次回波检测技术，即使在恶

劣环境下也能完成目标测量。LRS-100激光雷达具有较强

的环境适应力，可以在低温、高温、强光下使用，具有防

尘防水能力，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下长时间正常工作。

基于测量的二维轮廓，LRS-100激光雷达可应用于

铁路的高危及敏感区域，检测落石、落物、泥石流等异

物；可用于交通运输行业，例如测量车体轮廓，判别车

型，计算车流量等；可以用于港口进行轮廓和位置的定

位，运动中的安全壁障；也可以用于矿区计算物体体积。

联 系 人：谢斌斌 电话：15825735218

电子邮件：xiebinbin@joec.ac.cn

激光雷达传感器
LIDAR Sensor

项目简介
无人机料堆测量系统依据摄影测量原理，通过获取一

定重叠率的航拍照片，生成高精度三维模型用于料堆数据

测量。相较于激光传感器系统，该系统不受粉尘等环境因

素影响，测量数据准确，灵活度高，盘料速度快。该系统

具有以下特点：1、数据准确：可完全拍摄出料场环境，无

盲区盘点；2、自动化：无人机自主导航飞行，盘点过程无

需人为干预；3、安全稳定：选用无人机具有环境感知与操

控功能，保障飞行安全。4、高效的航拍效率和足够的影像

重叠，可用于任何形状的煤堆、土方、砂石方、矿石堆、

填方等尤其是超大型料堆、地形复杂料堆及分布分散料堆

的精准盘点，被测对象无需整形。

联 系 人：张宁豪 电话：18217172515

电子邮件：vr3d@joec.ac.cn

无人机料堆测量系统
UAV Pile Measur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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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镁合金型材制品，其抗拉强度200~230MPa，屈服

强度105~150 MPa，导热率120以上，延伸率垂直方向

3~4%，平行方向15~17%。针对手机外壳机箱外壳的应用

市场，满足市场上对材料的强度和导热率的要求，实现产

品轻质化，拓展镁合金的市场版图。 

镁水电池是一种高环保、高储存期、高便携性以及高

性能的新型电池。中科亚美在合金领域累计数十年的研究

经验，经过多年定向开发，攻克镁水电池多项关键技术，

开发出镁水电池产品。镁水电池的规格常用的为R6（5号

电池）和R20（1号电池），也可以根据需要制备不同体型

规格。现阶段主要产品有5号电池、1号电池，便携LED彩

灯，叠片电池等。

联 系 人：吴梅花 电话：15295012155

电子邮件：1033243137@qq.com

镁合金挤压型材与镁水电池
Magnesium Alloy Profile Products And Magnesium Alloy Bat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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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电驱动桥采用平台化设计理念，减少设计成本，增强

系统可靠性。电驱动桥高速化方案也在设计开发中，峰值

转速15000rpm。 主要优势如下：

1.系统结构紧凑、功率密度高、体积小、重量轻，整车

布置灵活，可布置于前桥或后桥

2.电机系统能量传递路径短、NEDC工况平均效率

高，另外系统重量轻，综合而言该系统可较大的提升整车

续航里程，减少整车成本

3.电驱动桥可进行完备的试验验证，保证系统可靠

性，减少整车客户研发管理成本

4.电驱动桥整体供货，减少整车客户生产装配制造及

管理成本、维护成本

5.电驱动桥成本控制上较分立零部件更有优势

联 系 人：陈　婷 电话：13524111399

电子邮件：ting.chen@ucas-ev.cn

三合一电驱动桥
eAxle

中国科学院电动汽车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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