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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航天热解生活垃圾处理技术

【技术领域】新能源与环保

【技术开发单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六院北京航天动力研究所

【技术概述】该技术使垃圾中的有机化合物在绝氧或缺氧条件下，利用热能使化合物的化合键断

裂，由大分子量的有机物转化成小分子量的可燃气体、液体燃料和焦炭。热解法处理垃圾可获得高热值

的燃气和燃料油，资源化率高，可以有效地减少垃圾的重量和体积，减少和避免了二噁英的生产，能够

对垃圾的有机成分加以利用，被认为是垃圾焚烧的下一代垃圾处理技术。热解生活垃圾处理工艺主要包

括预处理、热解和燃烧发电三个单元。原生垃圾经过预处理完成分选，除去垃圾中的不可燃成分，然后

进行破碎，将可热解部分破碎到要求尺寸，最后入坑熟化脱水，形成热解原料。对热解原料进行热解，

完成垃圾颗粒的加热分解过程，在绝氧环境中垃圾受热裂解，产生热解油气和残炭。经过净化的热解气

及热解油、残炭可以燃烧产生蒸汽，推动汽轮机发电，并为热解器提供热源。

【技术指标】

处理量：350t/d；

处理方法：绝氧热解；

无机剩余物灼减率：≤ 1%；

热载体炉燃烧温度：≥ 850℃；

热解终温：≥ 500℃。

【技术特点】该技术二噁英近零排放，排烟量少，二次污染物排放低，可实现垃圾的“无害化、

减量化、资源化”。相对于大型垃圾填埋场、焚烧厂等，环境和社会影响小，更有利于政府引导从而有

效解决城镇生活垃圾处理的困扰。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试生产、应用开发阶段 

【适用范围】垃圾资源处理利用。

【专利状态】申请专利 1 项

【合作方式】单套投资需求 2 亿元，采用 PPP 模式，特许经营期限 30 年，投资回报率 8%。

【预期效益】“十三五”期间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总投资约 2518.4 亿元。按

2020 年焚烧处理 50 万吨 / 日目标折算，每年垃圾焚烧量达到 1.8 亿吨，焚烧占比达到 50%。建设能力按

60 万吨 / 天测算，2020 年将在 2015 年焚烧能力的基础上增加 39.9 万吨 / 天，按照目前新建垃圾焚烧厂

1000 吨 / 日的处理能力，将增加 400 座垃圾发电厂。以热解技术投资 40 万元 / 日处理吨测算，假设在

2020 年前热解技术替代焚烧率达到 20%，则热解技术市场容量为 32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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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丁建亮　010-68198752/13811984661

【产品展示】 

图　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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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代高温超导带材

【技术领域】新材料

【技术开发单位】上海上创超导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概述】技术开发单位通过产学研合作，开展了千米级第二代高温超导带材动态生长装备及

低成本制造技术的研发，解决了磁控溅射制备氧化物缓冲层、化学溶液发制备超导层的关键技术难题，

通过工艺参数及装备结构的数值仿真，形成了高温超导带材的连续化关键装备的自主研发设计，建成了

国内首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低成本化学法第二代高温超导带材的连续化制备系统，实现了千米级装备

和低成本技术路线的国产化，研发出不同宽度、高临界电流、单根长度达到千米量级的第二代高温超导

带材，实现了超导带材的规模化、产业化制备，低成本的化学法路线，在组分和设备上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和国际竞争优势。

【技术指标】缓冲层 X-ray 面外扫描 (ω-scan) 半高宽 FWHM 达到 1.6 度，面内扫描（φ-scan）

FWHM 达到 6.3 度；超导层面内织构达到 2.2 度，面外织构达到 1.1 度；超导临界电流在液氮 77K 温度

下超过 360A。连续化生产装备系统制备速度最高可达 120m/h，制备带材的长度超过 1000m。

【技术特点】该超导材料具有零电阻、完全抗磁性特性，可以用于传输大电流、获得强磁场、实

现磁悬浮、检测微弱磁场信号等，可广泛应用于超导电力、先进医疗、交通运输、高能物理、国防军事

等方面，是一种多用途的新型功能材料。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小批量生产、工程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可应用于超导电缆、超导限流器、超导变压器、超导电机、超导风力发电、超导 磁悬浮、

限流器、核磁共振、风力发电、重离子加速器等方面。

【专利状态】已授权发明专利 8 项，实用新型专利 7 项。

【合作方式】

（1）投资需求：计划融资 5000 万～ 2 亿元，用于建成新的第二代高温超导带材生产线，提高产能

至 800 ～ 4000 公里 / 年，实施周期 36 ～ 60 个月。

（2）合作研发：与新材料、新型薄膜准备、检测仪器等上游产业展开合作，提高生产设备的智能化

水平及生产能力；与电网、交通运输、医疗等下游企业合作研发，促进相关传统企业的产品更新和技术

进步，共同拓展超导材料下游应用领域。

【预期效益】目前铜电缆价格＜ 5 美元 / 千安米，第一代线材 100 ～ 150 美元 / 千安米，第二代线

材 250-300 美元 / 千安米。从整个产业链分析，超导市场潜在规模 2000 亿，超导材料占比 30 ～ 40%，约

800 亿元左右，毛利率约 50%左右，超导限流器的毛利率约 3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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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胡爱国　021-37515861-519/13661642846

【产品展示】  

图　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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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能移动终端用声表面波滤波器

【技术领域】新一代信息技术

【技术开发单位】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六研究所

【技术概述】该技术产品是当今智能手机中关键信息处理器件，主要用于在无线信号传播过程中，

滤除不必要频率信号的干扰，是保证通信质量的关键器件。滤波器频率已由当初的几百兆发展到现在的

几 GHz，我国第三代移动通讯的使用频率在 2.2GHz，4G 网络使用频率在 2.5GHz 左右。为了实现高质量

的语音和数据服务，手机对移动终端用滤波器的电性能指标、可靠性以及尺寸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技

术开发单位是从事声表面波技术研究的专业研究所，以积累多年的军工技术为基础，突破了声电磁协同

设计平台及分析技术、移动终端用 SAW 滤波器 / 双工器设计技术、高耐受功率多层复合薄膜、长阵列深

亚微米指条制作及批产工艺技术等关键技术，研制出多款移动终端用滤波器并实现商用，已经实现智能

移动终端用声表面波滤波器的批量供货。

【技术指标】

中心频率：800 ～ 2.6GHz；

带宽：≥ 100MHz；

插入损耗：≤ 2.8dB；

近端关键带外抑制：＞ 30dB；

功率耐受能力：≥ 29dBm

封装尺寸：1.8×1.4×0.7mm³，1.4×1.1×0.7mm³，1.1×0.9×0.7mm³。

【技术特点】采用的声表面波压电衬底材料与制备技术，可获得高机电耦合系数的压电材料（＞

20%），并大幅降低成本。采用的声表面波换能器材料与制备关键技术，可获得耐高功率叉指换能器、低

温度补偿薄膜和超高频滤波器。采用的倒装焊射频声表滤波器封装技术，解决了基板的强度、热膨胀系

数和可加工性对器件的稳定性，提高了封装成功率、封装效率和质量。形成了量产移动终端用高性能声

表面波滤波器产业化基地，集成衬底材料、叉指换能器、器件设计技术与制备技术，突破了植球、切割、

封装、贴片等产业化技。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批量生产、成熟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 移动通讯、移动智能终端、声表面波滤波器

【合作方式】

（1）投资需求。拥有国内先进 4 英寸，0.28 微米声表面波工艺线，目前月产能达到 8000 片 / 月。为

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寻求投资扩大产能在现有厂房中对智能终端声表面波滤波器生产线产能升级，扩展到

2万片 /月，资金需求 2亿元，用于购买高精度步进式曝光机，高均匀性成膜系统等设备，实施周期 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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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作开发。可与熟悉智能终端市场，特别是射频元器件的供货商，渠道商开展合作，开拓国内

外市场。

（3）技术合作。为了应对未来智能手机射频前端高集成化及定制化发展需求，寻求与天线、功率放

大器、开关、低噪声放大器等厂商及控股股东展开合作，共同开展智能终端用射频模组及功放模组开发。

【预期效益】随着 4G 移动网络的普及，全网通制式手机中滤波器数量达到 30 ～ 40 只。而在未来

的 3 ～ 5 年，随着 5G 频段的增加，市场对终端滤波器需求仍会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态势，权威机构预测，

整个滤波器的增长大概在 30% 以上，单机使用的射频滤波器数量将达到 80 个以上，未来可能甚至还会超

过 100 个，单机价值量将达到 12 美元以上。到 2020 年全球滤波器市场的规模将由目前的 200 亿只 / 年

达到 500 亿只 / 年，产值由 50 亿美金增加到 130 亿美金。中国是世界上生产手机数量最多的国家，2016

年手机产量达到 17 亿部，但目前国内没有一家厂家能够提供此类滤波器产品，导致国内手机厂家每年从

国外采购滤波器产品达到 150 亿只以上，花费约 200 亿元。产能提升后可达到月产 2 万片产能，预计可

带来 6 ～ 8 亿元销售收入，利润可达 10%～ 15%，打破国外垄断，带来极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联系方式】蒋欣　023-62915769/13638325915

【产品展示】

 

图　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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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超低温阀门

【技术领域】高端装备

【技术开发单位】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一研究所

【技术概述】技术开发单位成功研发了手动截止阀、气动截止阀、单向阀、溢流阀等超低温阀门，

所研制阀门密封性能好，可实现“零泄漏”，具有可靠性高、使用安全、寿命长等优点，并经过密封试验、

耐久性试验及冲击试验验证。低温截止阀采用波纹管密封方式，并进行波纹管防扭转及疲劳设计，满足

阀门疲劳寿命要求；通过设置导向机构及阀芯自适应设计，实现阀门多次启闭过程中阀杆和阀座密封面

间的精确配合；密封垫片材料经过性能筛选试验，从强度、压缩率和回弹率、蠕变松弛率等多角度满足

低温工况下的密封要求。单向阀和溢流阀均为弹簧直接载荷式的阀门，通过弹簧导向及限位机构设计，

有效改善弹簧力在密封面上的应力分布，并能够防止特殊情况下弹簧的超载工作；低温单向阀采用超薄

金属垫片刀口密封的可拆卸结构，既减小了阀门外漏率，又提高了阀门维修性。

【技术指标】

公称压力：PN2.5 ～ PN63；

公称尺寸：DN6 ～ DN100；

适用温度：-196℃～ 50℃；

适用介质：液氧、液氮、LNG 等低温介质，易燃、易爆、有毒介质；

内漏性能：≤ 25mbar•L/s×DN（He）；

耐久性：循环启闭≥ 5000 次；

抗冲击性能：20g。

【技术特点】密封性能好，可实现“零泄漏”，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内漏性能提升 80%。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小批量生产、工程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适用于对密封性能要求苛刻的场合，例如液氧、液氮、LNG 等低温介质，易燃、易爆、

有毒介质及其他对外漏安全性有特殊要求的场合。

【专利状态】均已授权专利 4 项。

【合作方式】

（1）合作开发。与其他单位合作进行低温阀产品的营销，建立稳定的销售渠道，提升产品的市场份

额，共享产品的有关权益。与其他单位合作进行低温阀产品的生产，完善生产设施建设，扩大生产规模，

以年产值 7000 万元为目标，预期资金需求 1000 万元，实施周期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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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服务。根据其他单位的特殊需求，提供低温产品的设计开发、难题诊断及进口阀门维修等

技术服务。

【预期效益】本技术显著提高了国产超低温阀件的密封性能、使用可靠性和安全性，在低温工程

领域可替代同类进口产品，预计市场应用规模在百亿元以上。

【联系方式】冯慧华　021-61693530/13817728140

【产品展示】

  图 1　手动截止阀、单向阀、溢流阀

图 2　气动截止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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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全地域高机动运载平台技术

【技术领域】应急救援与公共安全

【技术开发单位】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哈尔滨北方防务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概述】该技术产品是一种专门适用于硬质路面、软质土壤表面、水面泅渡行驶的特种车辆，

环境适应能力极强。可完成俯仰、蛇形扭动等单节履带车辆无法实现的动作及其他许多功能，可以在极

其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没有任何道路的情况下，自由穿行于水上、雪地、沙漠、丘陵、沼泽、湖泊、森林、

海岸完成野外作业任务，无需经特殊准备即可水中浮渡。该平台是一个吨位系列化通用地盘，模块化设

计可根据用户不同的需求加装上装，改装成专用功能特种车辆。现已形成载重 2 吨、3 吨、5 吨、10 吨、

30 吨等系列化车型，国产化率 100%，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技术指标】

类别 载重 30 吨 载重 10 吨 载重 5 吨 载重 3 吨 载重 2 吨

车辆全重 60t（载重 30t） 34t（载重 10t） 23t（载重 5t） 12t（载重 3t） 7t（载重 2.2t）

全车外廓尺寸

（长×宽×高）

（16300×3100×

3000）mm

（11300×3100×
2900）mm

（10970×2985×
3240）mm

（9300×2100×
2600）mm

（6980×2000×
2150）mm

发动机功率 680Hp（510KW） 550Hp（412KW） 375Hp（280KW） 245Hp（183KW） 148Hp（110KW）

公路最大行驶速度 37Km/h 45Km/h 40Km/h 45Km/h 60Km/h

水中最大行驶速度 5Km/h 5Km/h 5Km/h 5Km/h 5Km/h

最大行驶里程 500Km 500Km 500Km 500Km 300Km

越障高度 1.5m 1.2m 1m 0.8m 0.8m

越壕宽 4m 3m 2.5m 1.5m 1.5m

最大爬坡度 30° 30° 30° 30° 45°

接地比压 0.03MPa 0.03MPa 0.025MPa 0.025MPa 0.015MPa

【技术特点】该技术产品是全地域铰接型双节履带车辆，前后车厢通过铰接机构联接，可实现车

辆的俯仰、蛇形扭动等单节履带车辆无法实现的功能，克服异常阻力，扭动前进。前后两节车厢均具有

动力，能实现刚性闭锁和全时四条履带同时驱动。当前车或后车淤陷时，可实现前拉后推，宽 1m 左右

的橡胶履带重量轻，接地比压小于 0.03MPa，与其它履带车辆相比通过好。同时该车无需准备即可水中

浮渡，可在 -43℃～ +46℃的环境温度条件下正常工作。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批量生产、成熟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适用于抢险救灾、油田作业、森林消防 、地质勘探、医疗救护 、物资运输、矿产开发、

电力施工、水力施工、治安防暴、管道维护、工程抢险等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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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状态】已授权发明专利 9 项，实用新型专利 11 项。

【合作方式】

（1）投资需求。寻求投资扩大蟒式全地形车研发和生产能力，资金需求 2000 万元，实施周期 12 个

月。投资回报率可达 10% 以上。

（2）合作开发。合作开发抢险救灾与公共安全领域市场，在全国及海外建立市场销售及售后服务体系。

（3）技术服务。为抢险救灾、森林消防、边防巡逻以及治安防暴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

【预期效益】该技术产品将大幅提高我国抢险救灾、森林消防、科考探险、边防巡逻、公安防暴

的能力，能够及时快速开辟道路，第一时间到达指定任务地点，尽可能的降低损失，最大限度的保障人

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能够取得很大的社会经济效益。预计未来 5 年，需求量在 500 台套以上，可实

现销售收入 20 亿元以上。

【联系方式】王金　 0451-88022665/18045064503

【产品展示】

图　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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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复合材料微细杆（Z-pin）增强技术

【技术领域】新材料

【技术开发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技术概述】该技术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层合复合材料层间增强的新技术，该技

术基于不连续缝合线的概念，利用微细杆（Z-pin）的“钉扎”桥联效应。Z-pin 技术将单向复合材料拉

挤成细棒（通称 Z-pin），并将其钉扎到未固化的预浸料或纤维预制体中，待完成固化后，Z-pin 形成“锚

固”的 Z 向增强材料。与其它三维增强技术相比，该技术具有更容易操作、便于控制工艺质量等优点，

尤其适用于局部补强、轻质高强夹层结构制备和复合材料连接等。

【技术指标】

（1）轻质夹层结构：密度提高 10 ～ 20%，强度提高 1 倍，刚度提高 10 倍。

（2）层合结构：层间拉伸强度提高 40%，层间剪切强度提高 80%，I 型层间断裂提高 5 倍以上，II 型

提高 4 倍以上。

【技术特点】与 3D 编织、Z 向缝合等增强技术相比，该技术与被增强体同体系、适合于预浸料层

合复合材料，具有植入密度可控、可设计性强、增强效果显著等特点。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批量生产、成熟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大型民用飞机机身、机翼等承力结构补强、壁板加筋连接增强、舵面、地板类、整流罩、

内饰等夹层结构增强；民用直升机尾椎夹层结构、轻质抗坠毁结构；民用无人机轻质高强抗坠毁结构；

轻量化车身防滚架、复合材料车架连接、安全防护结构；轨道交通轻量化车身、高速车头；石油管道接

头连接增强；风电叶片轻质高强结构。

【专利状态】已授权发明专利 15 项。

【合作方式】

（1）投资需求：寻求投资扩大产能，Z-pin 增强预制体产能实现 20000m2/ 年、K-cor、X-cor 等轻

质高强结构产能实现 5000 m2/ 年，资金需求 2 亿元，实施周期 24 个月。

（2）合作研发。

（3）技术服务。

【预期效益】可以广泛应用于民用航空、汽车、油气管道、轨道交通等领域，预期市场可达 10 亿

元以上。

【联系方式】孔祥浩　025-84895798/13851550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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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展示】

 

图 1　Z-pin 拉挤设备

  

图 2　Z-pin 预制体制备系统轻质夹层结构

 

图 3　超声植入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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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测绘 600 型海洋机器人

【技术领域】高端装备

【技术开发单位】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技术概述】该技术产品可实现水下目标探查、水下搜救和海洋环境探测，布放下水后对任务水

域开展全覆盖自主探测，并将探测结果通过无线通信设备传送至岸基设备进行结果分析、确认，具有布

放灵活、探测范围广、探测分辨率高、性价比高等特点，非常适合浅海水域（10 ～ 600 米）开展水下探

查作业。经过典型环境实航验证，该产品工作可靠，技术成熟度高。

 【技术指标】

最大航程：600km@4kn；

最大航行深度：600m；

航速：2kn ～ 8kn；

扫测宽度：400m；

探测分辨率：5cm×8cm；

重量：≤ 1500kg；

载体主尺度：不大于Φ533mm×7200mm。

【产品特点】该技术产品由载体、控制、导航、能源、探测、岸基支持等部分组成，具有航程远、

探测分辨率高、技术成熟度高、操作简便等特点。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小批量生产、工程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应用于海底石油管线巡检、海底电缆探查、水下搜救、海洋环境探测等领域。

【专利状态】授权发明专利 5 项

【合作方式】合作开发  技术服务

【预期效益】该项技术填补国家该领域空白，将会对国家海洋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目前市场

需求迫切，应用前景广阔，预期效益显著。

【联系方式】郑荣　024-23970725/1360989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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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展示】

图 1　测绘 600 型海洋机器人

 

图 2 　地形地貌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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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柔性电致变色薄膜器件

【技术领域】新一代信息技术

【技术开发单位】上海洞舟实业有限公司　东华大学

【技术概述】电致变色 (Eletrochromism) 是指材料在交替的高低或正负外电场的作用下，通

过注入或抽取电荷（离子或电子），从而在低透射率的着色状态和高透射率的消色状态之间产生可

逆变化的特殊现象，在外观性能上则表现为颜色及透明度的可逆变化。电致变色器件能在不同电压

作用下调节到不同级别的透光率，且具有双稳态的性能，在颜色和透明度发生变化后的状态，不需

要外加电压也可以持久维持。柔性电致变色是以柔性塑料薄膜为基础材料，实现其光学属性（反射

率、透过率、吸收率等）在外加电场的作用下发生稳定、可逆的颜色深浅变化的现象。技术开发单

位突破现有柔性电致变色薄膜材料的技术瓶颈，通过丝网印刷或喷涂的工艺既制备出柔性电致变色

器件，实现高性能电致变色薄膜材料的可控制备，为柔性电致变色显示器件的大规模产业化打下坚

实的基础。

【技术指标】器件厚度在 0.3 毫米以内；电压在 5 ～ 15V 之间时，可在 5 ～ 30 秒内由无色变为深色；

调换电源的正负极，调节电压在 5 ～ 10V，可重新变为无色。

【技术特点】与其它显示器相比具有无视盲角、对比度高、制造成本低、工艺简单、工作温度范

围宽、驱动电压低、色彩丰富等优点。经过对变色响应时间、变化次数等方面进行的优化，满足工

程化的应用。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样品、实验室阶段

【适用范围】该产品可以制备成变色玻璃窗、大面积屏幕、防炫镜、灵巧窗等薄膜器件，在汽车

舰船窗、飞机机窗、智能建筑玻璃、信息显示、太阳光控制、变色纤维、可控反射镜方面有着广阔的应

用前景，在空间飞行器热控及薄膜航天器姿轨控制方面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专利状态】申请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新型 2 项。

【合作方式】合作研发

【预期效益】我国的建筑与汽车能耗逐年上升，已达球能源消耗量的 32%，建筑与汽车总能耗已占

全国能源总消耗量的 65%。电致变色门窗在冬夏季可以明显的降低热传递效率达到 80% 以上，据估计每

年可以减少能耗费用约 20%～ 35%，具有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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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郭素文　021-57767561/18930015689

【产品展示】

  

 

图　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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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数字微纳加工设备

【技术领域】高端装备

【技术开发单位】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技术概述】数字微纳加工设备是通过数字化控制空间光调制器实现像素级光场自由操控，利用

高数值孔径投影物镜生成高分辨力图形，结合高速扫描工件台同步运动，实现大面积、高分辨力，任意

微纳图形结构加工。设备包括高均匀性照明系统、空间光调制器、高数值孔径物镜、检焦系统、精密扫

描工件台以及高速并行控制系统等多部分组成。系统工作过程中，照明系统匀化准直后的光，照射到空

间光调制器上，通过空间光调制器对光场进行像素化调制，使其形成各种不同图形分布，然后通过高数

值孔径物镜成像到基片表面。扫描过程中，检焦系统对基片表面进行实时检测，并结合工件台多自由度

同步运动，与掩模图形精密控制，实现快速、高分辨、大面积微纳图形加工。

【技术指标】开发应用于大面积三维数字微纳结构加工的数字微细加工设备，包含表面三维微纳

光刻、三维微立体增材制造两种系列产品，具体技术指标如下：

（1）表面三维微纳光刻设备

横向加工分辨力：1μm；

纵向加工分辨力：1μm；

工件台运动速度：10mm/s；

横向加工面积：1-4 英寸；

纵向加工高度：10μm；

缩小倍率：7.6 倍；

焦面检测精度：1μm。

（2）三维微立体增材制造设备

横向加工分辨力：25μm；

纵向加工分辨力：100μm；

横向加工面积：1 英寸；

纵向加工高度：10mm；

放大倍率：2 倍。

【技术特点】系统工作过程中，照明系统匀化准直后的光，照射到空间光调制器上，通过空间光

调制器对光场进行像素化调制，使其形成各种不同图形分布，然后通过高数值孔径物镜成像到基片表面。

扫描过程中，检焦系统对基片表面进行实时检测，并结合工件台多自由度同步运动，与掩模图形精密控制，

实现快速、高分辨、大面积微纳图形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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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程度】国内领先

【技术状态】小批量生产、工程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表面三维微纳光刻设备具备横向、纵向分辨力高、加工面积大的特点，主要应用于

大面积表面三维微纳结构制造，具体可应用于微透镜阵列、大面积光栅、防伪微结构以及仿生复眼结构

等的制作。三维微立体增材制造设备具备纵向加工高度大、能够制作包括中空结构在内的任意三维结构，

主要应用于精度要求相对较低（数十微米）的立体三维微结构制造，具体可应用于牙模及其他生物组织、

光束整形器件等的制作。

【专利状态】申请专利 36 项，授权 17 项。

【合作方式】

（1）投资需求。寻求投资扩大产能，年产量在 30 台～ 60 台，资金需求 3000 万元，实施周期 24 个月。

（2）合作研发。与 PCB 印刷电路、传感器、液晶、LED 等上下游厂商及控股股东展开合作，共同

开展系统研发或承接数字微纳加工专用设备研发。

（3）技术服务。与各省市高新区、西部省区合作建设，在“中国制造 2025”城市试点示范工作中

成为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工程。

【预期效益】随着微纳器件广泛应用，对加工的效率、灵活性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设备通过

构建数字化微纳加工系统，在无需掩模的情况下，实现任意结构、大面积高精度微纳结构加工，将极大

的促进我国微纳加工行业的发展。该设备能够完成目前市面绝大多数微纳结构加工，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根据前期客户需求，年需求量在 30 台以上，直接销售额上千万元，将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联系方式】赵立新　028-85101784/13568853630

【产品展示】

  

图　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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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微波智能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设备

【技术开发单位】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二研究所

辽宁省海城市宝德畜牧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技术概述】该技术产品利用微波清洁、绿色、高效能源的特点，对含有病毒、细菌等固体或液

体物料，短时间内进行高效的广谱灭菌。是死亡动物处理中心、公益型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畜禽

养殖业及屠宰厂废弃物无害化处理急需的设备。设备结合了养殖安全可追溯软件系统（大数据收集），

是微波 +、互联网 + 结合的智能化畜牧设备。此设备能实现全程自动化流水线式作业，一键启动，无需

人工取放，处理过程以分钟为计算单位，效率高与传统高温高压设备比节能约 20%，全程无废水、废气、

废渣排放，工艺先进、易控制，无二次污染，占地小移动方便，处理后的物料可作为生物柴油、有机肥

或做宠物饲料使用，真正做到无公害化处理。可在加热、干燥、杀虫、灭菌、无害化处理等领域广泛应用，

是高效、安全、环保的绿色废弃物处理新方法。

【技术指标】

频率：2450±50MHz；

额定输入视在功率：≤ 40KVA；

微波输出功率：30KW（可调）；

环境温度：5 ～ 40℃；

相对湿度： ≤ 80%；

传送带宽度：1200MM；

传送速度：0.5 ～ 5M/min。

【技术特点】杀菌彻底化。光谱杀菌，杀菌彻底，经大量实验得出的技术参数验证了处理后的物

料完全符合标准。产品小型化。项目从产品设计上，根据中国养殖户实际需求，采取小型化设计理念，

实现了传统方式不具备的小型化，占地面积小、占用空间少，价格不高于同类产品，减轻养殖户前期投资。

操作智能化。设备一键启动，全程自动化流水线式生产，生产线无人值守。设备模块化。设备采用模块

化设计理念，共设有前段破碎、中段高温杀菌、后段产成包装、配套减幅排风四大模块。设备易于安装，

便于拆卸、利于管理。能源低耗化。较传统方法处理时间短，设备运行能耗低，与传统设备相比节能约 

20%，有效降低了生产运营费用。生产效率高效化。策波设备较传统方式可缩短时间几倍甚至十几倍，大

幅度提高生产效率。排放绿色化。全程在密闭环境下运行，无废水、废气及废弃物排放，真正实现无二

次污染，符合国家生态绿色发展方向需求。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小批量生产、工程应用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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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农业废弃物微波无害化处理、粮食存储前杀菌烘干、玉米膨

化转饲料工艺、微波土壤灭菌改良（消除土传病）、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工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木材、

竹制品烘干、精细陶瓷烧结、食品膨化、烘干、消毒、保鲜处理、医疗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等。

【专利状态】已授权发明专利 2 项，实用新型专利 6 项。

【合作方式】合作研发 技术服务

【预期效益】“动物无害处理”已作为我国政府强制性政策在全国进行实施推广，拥有无害化处

理设备是经营养殖厂的前置审批条件之一，其市场刚性需求强劲。 我国规模以上（1 万羽）蛋鸡养殖户

有 25.6 万户，规模以上（1 万羽）肉鸡养殖户有 16.2 万户，规模以上 (1000 头 ) 生猪养殖户 26.7 万户，

规模以上（100 头）肉牛养殖户有 12 万户，规模以上奶牛（100 头）养殖户有 3 万户。综合计算主要禽

畜品种（蛋鸡、肉鸡、生猪、奶牛、肉牛）养殖户 50 万家以上。按 10% 市场占有率，其产品销量可达 5

万台以上，实现产值可高达 45 亿元以上。

【联系方式】赵忠惠　14741234444/15641281888

【产品展示】

  

图　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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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智慧工地

【技术开发单位】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五研究所

【技术概述】该技术利用射频识读设备、智能终端等管理系统和产品，面向建筑行业建筑工地的

现场管理和监管部门的管理需求，对原有积累进行整合和技术转换，构建了由云端管理平台、移动端应

用程序和终端感知系统组成的一体化解决方案。通过综合应用无线传感网、智能硬件、移动互联网等先

进技术，将劳务实名制一卡通、高支模监测、塔机防碰撞、材料管理、基坑监测、混凝土无线测温、工

地环境监测、临边洞口防护体系检测报警、视频安防监控 10 大终端感知系统统一接入一个云端管理平台，

并将多个终端系统、多个工地的运行情况推送到智慧工地APP和智慧建委APP中，形成“端 +云 +大数据”

的业务体系和新的管理模式，打通从一线作业与远程监管的数据链条，实现劳务、安全、环境各业务环节

的一站式管理。

【技术指标】根据“决策监督层—项目部管理层—现场作业层—移动应用层”四个应用层次，构建“云

平台 + 本地管理 + 作业区现场终端 +APP 应用”的四层应用模式，构建建筑工地现场信息化管理体系；

系统与产品设计大量采用了太阳能、锂电池等供电方式以及无线传输方式，适应施工现场供电条件不稳

定和网络布线不便的实际应用场景。

【技术特点】适用于施工现场复杂环境下的数据智能感知技术。通过在工地现场人员、设施、环境、

在建物等物体植入智能传感器，实现现场人、机、料、法、环等实时动态数据的智能识别与采集；基于

eLTE-IOT 窄带物联网感知数据传输技术。运用超云距、低功耗、低成本的 eLTE-IOT 窄带物联网技术，

实现工地现场各类智能感知数据实时采集、汇聚和传输；基于云服务架构的异构数据融合与智能分析技术。

采用异构数据融合技术，实现人、机、料、法环等各类异构数据的识别、融合与存储；基于机器视觉的

图像模式识别技术。实现对进场成捆棒材的拍照识别与自动计数；基于视频监控的智能业务追溯与分析

技术。在施工现场关键节点设置视频监控，对施工过程全程监控并对关键环节视频信息进行留存，对关

键业务实现追溯和分析。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批量生产、成熟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总包商、业主、政府监管部门

【专利状态】授权专利 1 项

【合作方式】

（1）投资需求。寻求投资扩大市场开拓和研发能力，建设智慧工地模拟验证试验室，资金需求5000万。

转化周期 6 个月，投资回报率 15%。

（2）许可使用。建立全国代理和分销渠道，进行产品推广，允许代理商在一定区域内销售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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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作研发。与高支模、塔吊、传感器等上下游厂商、总包商、业主、政府监管部门、建筑信息

化企业展开合作，共同开展系统研发。

（4）技术服务。为行业大用户提供云服务平台、大数据分析、业务系统、增值服务以及硬件设备定

制等相关技术服务。

【预期效益】每年全国在建工地 80 万个，其中新开工工地 60 万个，以每个工地项目费用 20 万元 /

工地计算，智慧工地市场规模每年在 1200 亿元。同时该系统的应用可降低工地运营成本、节省人力投入、

减少安全隐患、规范施工管理，也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联系方式】姚文明　010-89056539/13621100729

【产品展示】

 

图　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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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基于远程医疗的自动腹膜透析系统

【技术开发单位】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六研究所

【技术概述】技术开发单位在多传感器多目标数据采集及融合技术、基于断线重连机制的远程实

时监测技术、基于信息加密的数据安全管理技术等基础上，研发了基于远程医疗的自动腹膜透析系统，

主要应用于终末期肾病患者的自动腹膜透析治疗，可根据医生的治疗方案，自动持续地完成腹膜透析中

的注入、留置、引流等各项步骤，并监视、记录每次治疗的注入量、留置时间、引流量等信息，达到智

能精准治疗。管理系统对治疗信息、医生处方进行管理，实现透析数据存储分析、在线监测。该系统治

疗模式完善、控制精度高、操作简单，打破了国外的垄断，降低产品价格，促进自动腹膜透析的推广。

【技术指标】

驱动原理：气压驱动；

治疗模式：CCPD（持续循环腹膜透析）、TPD（潮式腹膜透析）；

流量控制精度：≤±2%；

温度控制精度：≤±2℃；

联网方式：有线或 WIFI；

远程医疗：独有的腹膜透析远程管理系统，具备实时监测、远程处方下载、结果上传功能；

安全保护：管路堵塞、扭折、破损报警，空气进入实时监测，温度不适宜停止注入以及断电保护等

安全保护措施；

管路系统：可匹配 2L 和 5L 两种透析液，最多可连接 8 袋透析液，满足绝大部分的临床需求。

【技术特点】利用气压激发流体控制技术，设计特有的液体导流系统，实现准确的透析液顺序流

动控制。基于理想气体状态方程，通过测量气体的压力，实现非接触式液体流量测量，提供准确的计量

控制，提高设备的流量控制精度。突破了基于模糊自整定 PID算法的大容量、大滞后系统的精度控制技术，

实现透析液温度精确控制，提高患者体感舒适度。利用远程医疗以及信息化技术，实现透析机的远程监

测以及智能处方卡管理，提高设备的信息化及智能化水平。利用大数据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实现腹膜

透析个性化精准治疗及管理。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小批量生产、工程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应用于医疗领域终末期肾脏病患者的自动腹膜透析治疗。

【专利状态】已授权发明专利 1 项，申请发明专利 8 项。

【合作方式】与腹膜透析液厂家开展股权合作或收购，完善产业链；与具有市场渠道的经销商合

作开展市场推广，在各省市的重点医院合作建立“杰瑞自动腹膜透析系统”应用示范。资金需求 7000 万

元，实施周期 30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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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效益】预计 5 ～ 10 年内，国内透析治疗的比例将由 20% 上升到 45%，腹膜透析比例将由

15% 上升到 35%，自动腹膜透析比例将由 3% 上升到 15%，自动腹膜透析人数将达到 5 万人。预计市场占

有率可达到 40%，按照人均治疗费用 6 万元 / 年计，市场规模可达到 12 亿元 / 年。

【联系方式】洪草根　0518-85981675/18036675651

【产品展示】 

 

 

图 1 　杰瑞自动腹膜透析机

图 2 　自动腹膜透析用一次性管路

图 3 　杰瑞自动腹膜透析远程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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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高损伤阈值激光薄膜元件制造及产业化

【技术开发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技术概述】技术开发单位开展了光学元件机械加工、清洗、镀膜、检测技术的研究优化，形成

了高损伤阈值激光薄膜元件制备技术方案及生产流程线，实现了高损伤阈值、优良光性质量和波面质量

的激光薄膜元件制造产业化。通过从坯料测试、粗磨、精磨、粗抛、精抛到表面处理各环节工艺优化，

完成高面形精度、高表面质量和低亚表面缺陷的基片加工。以物理气相沉积技术为基础，通过优化基底

清洗技术、膜系设计、镀膜沉积技术工艺、后处理工艺等完成高损伤阈值、优良光性质量和波面质量的

激光薄膜元件的制备。

【技术指标】元件口径从 φ5 ～ φ1000mm；反射元件的反射率高于 99.8%，减反类元件的剩余反

射低于 0.2%，偏振类元件的消光比大于 100:1；抗激光损伤阈值方面：反射类元件大于 30J/cm2，减反类

元件大于 20J/cm2，偏振类元件大于 15J/cm2。

【技术特点】可对高损伤阈值激光薄膜元件制备的全链路进行工艺控制，突破了缺陷探测与控制

技术、全频域波前控制技术和膜层厚度与应力控制技术，制备的薄膜元件可同时满足高损伤阈值、优良

光性质量和波面质量的指标要求。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小批量生产、工程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可应用于光通信、激光精密加工、半导体制备、医疗、科研等领域。

【专利状态】已授权发明专利 9 项。

【合作方式】与其他单位合作进行技术开发、市场开拓等，并共享新产品有关权益。根据所选转

化方式预计需投入的资金 3000 万元，预期回收周期 4 年、预期回报率 25%。

【预期效益】该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打破国家光刻机项目所用激光元件的国外禁运限制，提高大能

量高功率激光装置和加工设备的激光元件的国产化率。预期销售额可达到 3000 万元 / 年，利润预计可达

800 万元 / 年以上。

【联系方式】朱美萍　021-69918468/18930762389

【产品展示】

图 　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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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大功率塑封脉冲半导体激光器

【技术开发单位】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十三所石家庄麦特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概述】该技术产品是目前工业激光测距采用的的最先进技术，并逐渐成为主流技术。该产品

采用隧道结级联技术在材料外延过程中堆叠多个发光区，实现在较小的空间内实现多个发光区发射激光，

成倍的提高半导体激光二极管单位面积的光功率。选择机械强度高、收缩率小、透光性好以及热变形温度高的

环氧树脂材料，通过优化胶的混合、固化以及烘烤等工艺，得到理想的胶体固化物，保证激光二极管的芯片、

键合线和胶体固化物之间较小的热膨胀差异，不会因为膨胀系数的差异而影响可靠工作，采用导热率（398W/m•K）

较好的无氧铜材料制作激光二极管的支架，同时合理地设计支架的形状以保证具有更大的散热面积。

【技术指标】在小体积（塑封、φ5mm）封装下，工作电流≤ 10A，占空比为 0.1%、脉宽 100ns

的条件下实现峰值功率≥ 25W，发光区尺寸 75μm×1μm；在额定电流下，高温（55℃ ±3℃）工作时

辐射功率与常温（25℃ ±3℃）工作时相比变化量≤ 10%；在额定电流下，低温（-40℃ ±3℃）工作时

辐射功率与常温（25℃±3℃）工作时相比变化量≤ 10%。

【技术特点】为实现单个管芯具有较高的输出光功率，采用隧道结级联技术在材料外延过程中堆叠多

个发光区，实现在较小的空间内实现多个发光区发射激光，成倍的提高半导体激光二极管单位面积的光功率。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批量生产、成熟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广泛应用于无人驾驶用车载激光雷达，危险、特殊环境下测距，以及电力、机械、

狩猎、高尔夫球场、旅游观光等。

【专利状态】授权专利 1 项

【合作方式】合作研发 、技术服务 ；寻求投资扩大产能，大功率塑封激光器生产线产能达到10万支 /年，

资金需求 200 万元，实施周期 36 个月。

【预期效益】目前，脉冲激光测距在国内市场的需求量约 50 万只 / 每年，市场价 30 元 / 只以上，

市场销量可达到 1500 万元以上。除激光测距行业应用外自主机器人和无人驾驶是未来迅猛发展的高科技

产业，而激光雷达则是自主机器人和无人驾驶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据预计，到 2020 将将达到千亿规

模，具有非常广阔的市场前景和社会效益。

【联系方式】任浩　0311-83933240/13933800633

【产品展示】

 

图　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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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激光照明技术

【所属领域】新一代信息技术 

【技术开发单位】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六研究所

【技术概述】该技术采用激光二极管 (LD)、荧光陶瓷作为核心发光部件，利用波长为 445nm ～ 

455nm 的大功率蓝光 LD 激发荧光陶瓷，结合光机电一体化设计，很好地实现了高亮度、大范围白光照明。

技术开发单位在精密光机组件、荧光陶瓷技术、光色稳定驱动控制、光生物安全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研

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针对照明适配、透射式光路、反射式光路的特点，研究了 YAG 基荧光陶瓷

的制备工艺、光谱特性、淬灭特性等关键技术，建立了荧光陶瓷照明应用基础数据库，并获得了满

足激光照明要求的荧光陶瓷。针对光学系统开展了高性能离轴非球面光路设计与仿真、偏振激光散

射 / 反射特性、光学元件高精度定位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实现了符合特定应用要求的高效配光。公司

在荧光陶瓷、光机、散热、驱动控制等方面技术成果的基础上，研制了一系列激光照明产品，成功

应用于防务市场。

【技术指标】

蓝色激光二极管输出峰值波长：445nm ～ 455nm；

出射光色：航空白；

光束角：≤ 4°；

功耗：≤ 1400 W；

光通量：≥ 35000 lm；

最大光强：≥ 15,000,000 cd；

照度：≥ 15 Lux @1km；

启动时间：≤ 1 s；

寿命：≥ 20,000 h。

【技术特点】

公司采用蓝色激光二极管激发荧光陶瓷实现白光的激光照明技术，该方案具有量子效率高、光路

简捷、可靠性高、功耗低等优点。相对于 LED 照明，激光照明具备发光面积更小，光效比 LED 更高、

更节能，照射距离更远，体积更小、结构更紧凑等特点。

【先进程度】国内领先

【技术状态】试生产、应用开发阶段

【适用范围】可广泛应用于航空防务、非航防务、警用装备、搜索救援、通用航空、船用、轨道交通、

地铁、高铁列车、汽车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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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状态】已授权专利 2 项，受理 1 项。

【合作方式】

（1）投资需求。寻求投资扩大产能，建设荧光陶瓷研制与生产条件以及光学与机械精密加工和

测试评估环境，预计需投入的资金 31200 万元，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6.57 年，所得税后内部报酬率为

24.05%。

（2）合作研发。与光电检测及控制系统、荧光材料原料等厂商及科研院所展开合作，针对激光照明

的光生物安全、精密光机组件及荧光材料等课题进行合作研发。

【预期效益】2017 年将实现激光照明产品配套航空防务领域。2018 年基于航空防务领域向边防、

兵器、船舶、警用等其它防务领域拓展，项目预计 2020 年在防务激光照明领域市占率可达 70% 以上。同

时，2018 年基于航空防务领域向通用航空领域拓展，预计 2020 年可实现国产通航市占率 50%以上。

2019 年向轨道交通、民用船舶、汽车大灯等领域拓展。

【联系方式】曾庆兵　021-61867501/13795474541

【产品展示】

图　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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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光纤声光移频调制器

【技术开发单位】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六研究所

【技术概述】该技术产品是利用声光互作用原理设计的光电子器件，可以实现光束在时间上控制

或空间上切换，对光束进行调制、移频等。光纤声光移频调制器主要由器件和驱动电路两部分组成：器

件主要由阻抗匹配网络、声光晶体、光纤耦合系统及输入、输出光纤等组成；驱动电路主要由控制电路、

振荡电路、功率放大等组成。驱动电路输出电信号作用在压电换能器上，激发超声波进入声光互作用介质，

在声光介质中产生折射率光栅，入射光经过光纤准直器准直后进入声光介质时发生衍射，再通过输出端

光纤准直器将衍射光耦合进光纤。控制驱动电路输出射频信号的幅度就可以控制衍射光的光强，达到对

激光光强进行调制的目的。

【技术指标】 

工作波长：1064nm/1550nm；

插入损耗：≤ 4dB；

消光比：＞ 40dB；

移频频率：25-150MHz（可选）；

偏振消光比：＞ 18dB（可选）；

光脉冲上升时间：10ns ～ 100ns（可选）；

频率稳定度：优于频率×10¬7。

【技术特点】 插入损耗低、消光比高、响应时间快、频率稳定度高。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批量生产、成熟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适用于光网络中应用，是光纤激光器、光通信、光纤水听器、激光相干探测、激光

测风雷达、光信息处理、光计算机等光信息系统的关键器件。

【专利状态】授权专利 11 项

【合作方式】

（1）合作开发，与投资商展开合作，共同开展基于光纤声光移频调制器的整机系统研发。

（2）投资需求。寻求投资扩大产能，光纤声光移频调制器生产线产能达到 3 万只 / 年，资金需求

3000 万元，实施周期 12 个月。

【预期效益】2016 年小功率脉冲光纤激光器国内产销量达到 6 万台以上，市场规模达到 20 亿元以

上。光纤声光移频调制器作为用于打标、标刻的小功率脉冲光纤激光器的关键元器件，市场需求量巨大，

预计年均市场规模可达 1 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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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吴畏　 023-65861255/15023317900

【产品展示】

图　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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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综合船桥系统

【技术开发单位】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七研究所

【技术概述】该技术产品突破电子海图基础数据跨平台关键技术，解决了海洋地理信息融合应用

与共享难题，研制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多源异构海图基础平台。提出了基于专家知识和操舵控制

人员成熟经验的仿人控制算法，成功解决了复杂海域、海况航迹航向控制难题，研制出通过了 C 类（最

高标准）航迹控制系统认证产品。采用先进的信息多总线采集传输与分层处理、分发、应用的体系架构，

有效地解决了船桥海量数据的传输共享问题，设计了多任务应用协同处理引擎，研制完成了多功能系统。

完成了新型船桥矩阵式结构设计，满足国际领先的一人驾控设计理念和要求。

【主要技术指标】

航迹跟踪精度：≤ 100 米；

船舶自动航行航向控制精度：≤ 1°；

支持海图数据格式：3 种以上。

【技术特点】具有导航、驾控、避碰、报警管理和最佳航线设计、航行态势监控等功能，单操控

台实现电子海图、雷达和综合信息显示系统同步工作及动态备份功能。符合国际海事组织规范的综合信

息显示和报警集中管理功能。仿真与试验检测平台涵盖三大主流船型的船舶运动模型和六级以下海况模

拟功能，支撑综合船桥系统及关键设备的仿真试验、系统联调和功能指标验证。

【适用范围】适用于各种船舶在无限航区、全级海况使用。

【专利状态】授权专利 16 项

【技术状态】小批量试制阶段

【合作方式】

（1）投资需求。寻求投资扩大产能，产值达到 1 亿元 / 年，资金需求 2 亿元，实施周期 24 个月。 

（2）合作研发。与小型船用电子设备厂商和船舶制造厂等上下游厂商合作，形成船用电子设备集成

打包能力。

（3）技术服务。为寻求单位提供设计开发、集成打包、试验检测和培训等服务。

【预期效益】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主要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大国之一，海洋工程市场需求巨大，综合

船桥系统是船舶自动化的核心技术，是世界各造船强国对我国实施技术垄断、封锁和控制的重要高新技

术领域，市场前景广阔。建设完成后预计实现年产值 3 ～ 5 亿元。

【联系方式】王夙歆　 022-26557926/13920696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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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展示】

 

图 1　 综合船桥系统

 

图 2 　综合船桥及视景仿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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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高性能多功能矢量网络分析仪

【技术开发单位】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一研究所

【技术概述】该技术产品采用“硬件模块化、软件组件化、整机系列化”设计理念，突破高灵敏

度高稳定多通道变频接收通路设计等技术，研制 8 种、改进 6 种微波模块；突破多通道高隔离度模拟前

端及数字信号处理设计等技术，研制 11 种、改进 11 种电路板；突破基于矢量网络分析仪的信号频谱测

量等技术，研制 9 种、改进 11 种应用软件。通过高加速寿命实验，提升仪器可靠性水平；开发微波模块

和电路板的工装夹具，构建调试平台，提高自动化测试能力，提升仪器工程化和产业化水平，完善工程

化研发体系、生产工艺体系和产品质量管理体系，为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奠定基础。

【技术指标】

频率范围：10MHz ～ 8.5GHz/13.5GHz/26.5GHz/43.5GHz/67GHz；

频率准确度：±1×10-7；

端口 1、3 谐波抑制：-51dBc ～ -60dBc；

最大输出功率：+6 ～ +13dBm；

功率扫描范围：30 ～ 38dB；

中频带宽：1Hz ～ 15MHz；

系统动态范围：74 ～ 128dB；

MTBF(θ0) ≥ 6000h；

技术就绪度达到 8 级以上。

【技术特点】形成 2/4 端口 10MHz ～ 8.5GHz/13.5GHz/26.5GHz/43.5GHz/67GHz 等 10 款高性能

多功能矢量网络分析仪系列化产品，具备 S 参数、非线性参数、噪声系数、混频器参数、信号频谱等

测试功能。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小批量生产、工程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可应用于相控阵雷达、卫星通信、卫星导航、移动通信等设备及电子元器件的科研

与生产测试。

【专利状态】已授权发明专利 20 项。

【合作方式】合作开发

【预期效益】产品价格为国外同类产品的 70% 左右，预计每年可为国家节省采购费用超过 1 亿元，

拟达到年产整机 1000 台套生产能力，实现累计产值 2 亿元。该产品的产业化将有力的服务于大功率半导

体等芯片、组件、部件的检测或测试，为微波行业的发展提供支撑，为国家战略的实现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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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梁胜利 　0532-68979533/13668883609

【产品展示】

图　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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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高性能微通道板型光电倍增管产业化

【技术开发单位】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北方夜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概述】该技术产品利用像增强器制造、微通道板制造和像增强器转移设备制造等优势技术，

突破阴极激活、电子清刷等关键技术，实现了高性能微通道板型光电倍增管（MCP-PMT）研制及产业化。

采用 20 英寸（Φ508mm）的椭球玻壳作为球体，在球壳内部制作透射式双碱阴极，球壳内部下半球蒸镀

一层导电用铝膜，在球壳中心偏下方是光电倍增管的阳极组件，阳极组件主要由两片特制的高增益微通

道板、阳极和聚焦极等组成。当光子通过透射阴极时，光子转换成电子，电子在微通道板型光电倍增管

内部电场、聚焦极、屏蔽筒的共同作用下，汇聚于微通道板型光电倍增管中心后，被阳极组件中第一片

微通道板收集，并经过两级微通道板放大 107 倍，微弱的电子信号被放大可探测的电信号，被置于微通

道板末端的阳极接收到，并经过引线引出，读出电流，即实现了对单光电子的测量。技术开发单位完成

了产业化技术研究，包括高性能微通道板批产技术、结构优化技术、零部件处理工艺、整管制作工艺、

质量控制技术等。

【技术指标】

探测效率：≥ 25%；

单光电子谱的峰谷比（P/V）：≥ 2.8；

信号上升：＜ 3ns； 

下降时间：＜ 14ns； 

前脉冲比例（80ns 时间窗）：＜ 1%； 

后脉冲比例（20µs 时间窗）：＜ 5%；

QE 非均匀性：＜ 10%；

寿命：≥ 20 年。

【技术特点】该技术产品是一种将极微弱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的真空电子器件，与传统的金属打

拿极型光电倍增管相比，采用微通道板作为电子倍增系统进行电子放大，具有单光子峰谷比高、后脉冲

比例小、响应时间快等特点。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批量生产、成熟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适用于中微子探测实验、宇宙射线探测实验等科学装置以及医疗仪器、分析仪器等

领域。

【专利状态】授权发明专利 1 项，申请发明专利 10 项。

【合作方式】合作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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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效益】该技术产品产业化后，可以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预计在未来的 3 年内，可实现年

销售收入 5000 万元。

【联系方式】孙建宁　025-86988102/13952032832

【产品展示】

图　20 吋微通道板型光电倍增管及生产设备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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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国产化安全可控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技术开发单位】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第六研究所

【技术概述】该技术产品是工控行业的通用基础核心控制装置，目前我国基础设施中大中型 PLC

被国外厂商控制，存在特殊时期禁运和断货，核心芯片与操作系统均为国外产品，隐埋“后门”与“恶

意逻辑”等隐患，对我国网络安全、生产安全、生命与财产安全等带来诸多风险。2017 年 6 月，工信部

等四部委联合制定《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第一批）》，并将 PLC 作为网络关键设备

纳入其中，从而加强对 PLC 产品的安全管理。技术开发单位基于国产 CPU、国产操作系统、国产计算机

等国产化软硬件平台，首次自主设计研发了安全可控 PLC 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可替代国外进口。安

全可控 PLC 包括 PLC 模块、跨平台逻辑组态软件及监控组态软件三部分。PLC 模块采用国产处理器，

基于异构工业网络融合、高可靠与可用性等关键技术研制，性能指标对标国外主流产品，可靠性指标符

合国军标，可实现对国外产品的完全替代。逻辑组态软件与监控组态软件基于 IEC61131-3 语言编译、可

信安全技术等关键技术开发，可分别在国产操作系统与 Windows 系统实现对 PLC 模块的编程、调试及远

程监控等功能。

【技术指标】

（1）性能指标。控制点数不低于 5000 点；位指令速度小于 0.02us；浮点指令速度小于 0.12us；支

持信息安全功能；支持主流工业总线协议扩展；支持多种冗余功能；上位机软件支持跨平台运行。

（2）可靠性指标。符合 IEC61131-2 标准，达到 ANSI/ISA S71.04 G3 级别，系统能够适应工业运行

环境（强电磁场、粉尘灰尘、高温高湿、机械振动、化学腐蚀等），长期连续稳定运行。

【技术特点】该技术产品包括 PLC 模块、逻辑组态软件和监控组态软件三部分。采用全国产化技

术、可信计算等信息安全防护措施、支持 Modbus TCP 等多种协议；采用工业以太网总线通信，高速高效；

采用全金属化结构、模块化导轨安装，工程应用稳固、灵活。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小批量生产、工程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可在电力、水利、石油、化工、冶金、机械、电子、铁路、交通、制造、市政等领

域广泛应用。

【专利状态】软件著作权 2 项。

【合作方式】技术服务；投资需求，资金需求 2 亿元，扩大产能达到 1 万套 / 年，实施周期 18 个月，

投资回报率为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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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效益】产品按照控制点数分为大型、中型和小型。大型 PLC 主要用于项目型市场，如冶金、

市政、电力、汽车四大行业占据了大型 PLC 超过一半的市场份额。中型 PLC 中主要用于项目型市场，占

比超过 2/3。应用于如包装机械、橡胶机械和起重机械等 OEM 市场的占比为 1/3。小型 PLC 主要应用在

OEM 行业，其中纺织机械、包装机械、机场和电子制造设备四大行业的市场规模占小型 PLC 市场超过

一半的份额。预计未来 3 年，PLC 产品的市场需求达 300 亿元以上，如占领 1/3 的市场，则厂商仅 PLC

业务的营业收入可达 100 亿元

【联系方式】许彦彬　010-66608192/17710812556

【产品展示】

 

图 1　PLC 模块

 

图 2　跨平台逻辑组态软件

图 3　跨平台监控组态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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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发动机喷燃雾化器件尺寸与形位校准装置

【技术开发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

【技术概述】技术开发单位提出了基于双光纤共球耦合的微位移传感方法，研制成功深微孔瞄

准传感器的测量系统，解决了测头可测深度和孔径大小光学系统景深受限制的难题，可测最小孔径达

φ0.1mm，深径比不大于 9：1；提出了基于微焦准直的光纤微位移传感方法，研制成功深微孔瞄准传感

器与测量系统，其位移放大倍率达 2000 倍～ 10000 倍，分辨力达 1nm，深微孔瞄准传感器具有深 5mm

的测量能力，可测最小孔径达 φ0.1mm，解决了大深径比微孔径超精密测量难题。提出了基于球形电容

极板的微位移传感方法，研制成功深小孔瞄准传感器与测量系统，可测最小孔径达 φ3.0mm，可测孔深

径比不大于 13:1，测量分辨力达 4nm，解决了毫米级大深径比小孔超精密测量难题。研制成功国内第一

台大深径比微孔和小孔超精密测量仪，填补了国内空白。

【技术指标】采用微力或非接触式瞄准与测量方式；孔径测量范围为 φ0.1 mm ～ φ20mm，扩

展不确定度为 0.5μm（k=2）；可测长径比，φ0.1 mm ～φ1.0mm（不含φ1.0mm）的微孔部分为 9:1，

φ1.0 mm ～φ20.0mm 的小孔部分为 13 :1。

【技术特点】采用瞄准触发式测量原理，通过采用双光纤共球耦合瞄准式传感器、单光纤微焦准

直式传感器和球形电容极板式传感器，形成测量过程中的准确瞄准。该产品在可测最小孔径、可测最大

深度和测量精度三个核心指标方面均优于目前国际最高水平。

【先进程度】国际领先

【技术状态】试生产阶段

【适用范围】先进制造领域

【专利状态】已授权发明专利 22 项，含国际发明专利 3 项。

【合作方式】合作开发、技术服务；投资需求 1，200 万人民币，转化周期 1 ～ 2 年。

【预期效益】航天、航空的研究单位、企事业单位和计量技术机构市场需求约为 100 台，汽车工

业领域市场需求约为 700 台。以每台售价 150 万元计，可创产值 12.0 亿元人民币，同时在三坐标测量领

域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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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产品展示

【联系方式】王林　 0451-86403078/15846581523

【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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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精密化学铣切加工技术

【技术开发单位】南昌航空大学

【技术概述】该技术是解决钛合金、铝合金及高温合金机械加工困难的一种有效方法。技术开发

单位系统研究了钛合金、铝合金和高温合金的减重化铣及精密化铣配方及工艺，建立了槽液分析和调整

控制方法。目前已形成了完整的化学铣切工艺规范。

【主要技术指标】

（1）钛合金化学铣切的具体技术指标：铣切速度 10 ～ 20μm/min，表面粗糙度 Ra ≤ 0.8μm，（部

分钛合金 Ra ≤ 0.4）μm 加工精度 0.3±0.05mm，渗氢量 TC1 ＜ 10ppm、TC4 ＜ 10ppm，化铣加工钛合

金的疲劳性能优于机加钛合金的疲劳性能，铣切液寿命可达到 90g/L 钛离子。

（2）铝合金化学铣切的具体技术指标：在 Al3+ 含量 5 ～ 90 g/L 范内，铣切速度为 30 ～ 50 μm/min，表

面粗糙度＜ 1. 3μm，浸蚀比公差 ±0.1，铣切精度＜ 0.30±0.05 mm。表面铣切厚度均匀，2024-T3 和

7075-T6 两种铝合金材料化铣后疲劳曲线在空客基础疲劳曲线之上，满足疲劳要求。

【技术特点】加工精度高，表面质量好，表面无缺陷，吸氢量少，不影响材料机械性能；环境

污染低，解决了钛合金化铣酸雾逸出造成环境污染严重和对操作人员危害等关键问题；溶液成分简单、

寿命长。

【适用范围】飞机、发动机减重及隐身等。

【专利状态】授权发明专利 2 项，申请发明专利 2 项。

【技术状态】批量生产阶段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合作开发 技术服务

【预期效益】可有效提高飞机加工的质量及生产效率，预期效益显著。

【联系方式】杜楠　0791-83863187/13679169659

【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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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3D 打印技术

【技术开发单位】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技术概述】技术开发单位基于选区激光熔融（SLM）技术，开发出大尺寸、高精度的金属粉末 3D

打印设备，结合自主研发的金属粉末球化制粉技术和粉末处理工艺，成型件质量接近锻件水平；基于立体

光固化成型（SLA）工艺开发出了系列光敏树脂快速成型3D打印设备，包括405nm自下而上SLA 3D打印机、

355nm 自上而下的 SLA 3D 打印机以及 DLP 面成型 3D 打印机；利用一种新型的高透气率透明元件，在国

内首次实现高速连续面成型（CLIP） 3D 打印技术，成型速度达 600 mm/h, 比国外同类设备快 20%。所研发

的相关 3D 打印工艺与技术可满足多种光敏树脂和金属粉末材料的快速成型，覆盖低、中、高端等不同领

域的应用需求，其中 SLM、SLA 以及 DLP 这几种工艺的 3D 打印技术已经成熟并实现设备量产。

【技术指标】
（1）SLM 金属 3D 打印机

成型尺寸：250mm×250mm×200mm；

激光：500W 1064nm 光纤激光器；

聚焦光斑：50~100μm；

扫描速度：6m/s；

分层厚度：0.05mm ～ 0.025mm；

打印耗材：TC4 钛合金，304 不锈钢等。

（2）SLA 树脂光固化 3D 打印机

成型尺寸：500mm×500mm×500mm；

激光类型：355nm 紫外全固态激光器；

光束质量：m2 ＜ 1.3；

扫描速度：6m/s；

分层厚度：0.1mm、0.05mm、0.025mm。

（3）CLIP 快速 3D 打印机

成型尺寸：96mm×54mm×100mm；

Z 向打印速度：＞ 500mm/h。

【技术特点】SLM 金属 3D 打印机采用自主研发的高品质光纤激光器作为光源，光束质量高；采用

特殊设计刮刀，刮刀寿命提高一倍，铺粉更密实，成品工件致密度更高；结合无支撑打印工艺，减少支撑

结构应用；粉体预热功能、减小热致畸变；打印过程可实现视频远程监控。SLA 树脂光固化 3D 打印机采

用独特光学设计，保证成型精度下打印面积提高 4 倍；树脂容器容积可调，适应不同零件尺寸，提高材料利

用率；可更换袋式容器专利，每次更换不同材料节省费用数万元。CLIP 快速 3D 打印机采用自主知识产权专

利技术，可实现高速连续面成型（CLIP） 3D 打印技术，成型速度达 600 mm/h, 比国外同类设备快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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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小批量生产、工程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
（1）SLM 金属 3D 打印机可以使用钛合金、不锈钢等材料，可以在航空航天、汽车、医疗等行业应

用，如：飞机、汽车、发动机等零部件、种植牙基台、骨科植入物等。

（2）SLA 树脂光固化 3D 打印机，主要用于工业领域模型制造，用于鞋模、花洒、创新创意模型等

产品开发生产。

（3）CLIP 快速 3D 打印机，可以应用于鞋业、医疗行业，用于鞋底、医用手术导板的快速打印制造。

【专利状态】已授权专利 10 项

【合作方式】合作开发、技术服务；投资需求，寻求投资建立并扩大 SLM 金属 3D 打印机、SLA

树脂光固化 3D 打印机以及 CLIP 快速 3D 打印机等三种设备生产线与营销团队，资金需求 5000 万，转化

周期 5 年，年投资回报率 20%。

【预期效益】研制的 3D 打印设备到 2020 年 3D 打印产品年营业额可以达到 5000 万以上。

【联系方式】林文雄 　0591-63179108/18120863669

【产品展示】

图 1　250mm 及 100mm SLM 金属 3D 打印机

图 2　V500 树脂光固化 3D 打印机及样品

图 3　CLIP 快速 3D 打印机及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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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直接驱动伺服阀

【技术开发单位】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西安飞行自动控制研究所

【技术概述】该技术产品是一种由电机转换装置直接驱动液压功率放大级，输出流量、压力的新

原理电液伺服阀。由力马达、 阀体、位置传感器以及相应的控制器四个主要部分组成。力马达、阀芯以

及位移传感器同轴安装。给直线力马达施加来自控制器的控制指令，在电磁力的作用下力马达输出轴产

生位移，直接拉动与输出轴连接在一起的阀芯运动，实现阀套上节流窗口孔开合量的变化，传感器监控

阀芯位移，将采集信号反馈到控制器，形成闭环系统，达到控制输出流量的目的。

【技术指标】液压系统为双液压系统；4 线圈；额定指令 7.5V；电阻（20℃）8.5（单）；剪切力

不小于 580N；供油压力 0 ～ 28Mpa；回油压力 (max)21Mpa；额定流量 36L/min（单系统，21MPa）；内

漏不大于 0.8L/min；滞环 2%；线性度不大于 7%；分辨率不大于 1%；行程 0.45mm。

【技术特点】抗污染能力强，可靠性高；内漏小、无功损耗低；性能对压力波动不敏感；电气四

余度、液压两余度（原型）。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小批量生产、工程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可以广泛应用于燃气轮机、石油开采、冶金、工业自动化、模具制造等领域。国外

已经开展了民用客机飞行控制、刹车防滑等领域使用直接驱动伺服阀的技术验证工作。

【专利状态】授权专利 3 项

【合作方式】

（1）投资需求。寻求投资增强加工及装调生产能力，实现年产各类直接驱动伺服阀 4 万台的生产能

力，预计需要投入资金 2 亿元，实施周期 36 个月。

（2）合作开发。与具有高精度液压滑阀偶件及相关产品加工能力，电机、传感器等磁性材料加工能

力的企业合作，提高产品的加工能力。

【预期效益】预计未来 10 年市场规模可达 200 亿元以上。

【联系方式】杨占凯　029-88366600/18709266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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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展示】

 

  

 

图　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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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便携式智能充电机

【技术开发单位】河北宇能电气有限公司

【技术概述】该技术产品针对单体蓄电池的实时状态，通过精确监测和计算，给定充电参数，变

填鸭式充电模式为智能自适应充电模式，极大的提高了充电质量、充电速度、电能的利用率，实现全

部智能化。采用蓄电池各相材料微变信息特征识别技术 , 在充电初期，充电机会自动的识别、检测蓄

电池内部电解液及极板等各种材料的物理状态，通过检测判断蓄电池的状态，选择充电或维护充电模式。

采用充电参数精确计算技术，实时将充电状态反馈于主控制系统，通过精确计算，给定此时蓄电池的

最佳充电参数，避免了传统充电过程对蓄电池的损伤，延长了蓄电池的使用寿命，并可提升蓄电池的

充电质量，大量减少了操作人员的工作量。采用虚拟变压技术，采用软件控制，无铁芯、无铜线变压

技术，实现了高功率、小型化变压，使充电机小型化、便携化，并可节约大量电能，提升了野外作业

能力。

【技术指标】

输入电压：AC220V±15%50Hz±4%；

输出电压：DC12 ～ 60V；

输出电流：DC0 ～ 150A；

最大输出功率：9KW；

完全充电时间：≤ 5h；

充电电池温升：≤ 8℃；

外形尺寸：345mm（长）×330mm（宽）×116mm（高）；

设备重量：12kg；

充电方式：自适应蓄电池充电；

适应环境：温度 -40℃～ +55℃相对湿度≤ 90%；

海拔高度：≤ 4000m；

充电蓄电池块数：一次最大保障 8 块 24V 或 16 块 12V 蓄电池。

【技术特点】万能式充电，充电时间短，充电电池温升低，蓄电池启动能力强，修复传统意义

上报废的硫化电池，有效延长蓄电池的使用寿命，充电操作简单易于控制 , 重量轻、体积小、便于携带。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批量生产、成熟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可广泛适用于蓄电池的快速充电，新能源电动汽车及其配套行业。

【专利状态】授权专利 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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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方式】

（1）投资需求。寻求投资扩大产能。充电类产品及其衍生产品的生产线，产能达到 5000 台 / 年，

资金需求 2 亿元，实施周期 24 个月。

（2）许可使用。签订许可使用的框架协议，许可其他企业使用该类产品。

（3）合作研发。与新能源汽车制造商、蓄电池管理系统（BMS）研发制造商及控股股东展开合作，

共同研发基于“自适应充电技术”的适用于新能源汽车的蓄电池管理系统和快速充电桩。

【预期效益】随着《关于“十三五”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奖励政策》的出台，我国新能源汽

车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充电桩、充电站等设施将覆盖高速公路服务区、机场、车站、

大型公共服务场所等地方，市场应用规模预计在 500 亿以上。同时充电桩、充电站等设施的建设可每年

减少至少几十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

【联系方式】王晓明　0312-5956779/18510388111

【产品展示】

 

 

 

 

图　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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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双喷嘴挡板伺服阀

【技术开发单位】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南京晨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概述】该技术产品能够将电信号转换成负载流量信号，用以驱动相应的执行动作，主要应

用于电液伺服系统的位置、速度、加速度和力的控制。双喷嘴挡板阀包括电磁技术、液压技术含量高，

加工制造难度大，研发门槛高。技术开发单位研制的 4FL 系列伺服阀是一种高性能、双喷嘴、力反馈的

流量控制阀，已广泛应用于不同型号的航天飞行器上，目前已有额定压力 21MPa，流量小于 100L/min 的

系列化的产品，后续将按照系列型谱，完成系列化产品的开发工作，并开展产业化运作，满足市场需求。

【技术指标】

额定压力：21MPa；

额定流量：（10~100）～ L/min；

非线性度 : ≤ 5%;

环宽：≤ 4%；

幅频（-3dB）：≥ 70Hz；

相频（-90°）：≥ 80Hz。

【技术特点】系统工作时，直接接收系统传递来的电信号，并把电信号转换成具有相应极

性的、成比例的、能够控制电液伺服阀的负载流量或负载压力的信号，从而使系统输出较大的

液压功率，用以驱动相应的执行机构。结构紧凑、工作性能稳定可靠、体积小、动态响应高。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批量生产、成熟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可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船舶、冶金、电力等领域中。

【合作方式】

（1）投资需求。寻求投资扩大产能，使伺服阀生产线产能应能达到 5000 套 / 年，资金需求 3000 万元，

实施周期 2 年。

（2）合作研发。与航空航天院所、钢铁、电力、机器人行业控制系统的上下游厂商及控股股东展开

合作，共同开展系统研发或承接双喷嘴伺服阀的技术开发。

（3）技术服务。与钢铁、电力、机器人等正在使用伺服阀控制技术的领域开展技术维护工作，打造

长期合作共赢创新模式。



｜053｜

【预期效益】投产后预计三年内年销售可达 5000 套，市场规模可达 5000 万元，利润在 600 万左右，

形成系列化产品后，可以替代进口产品，满足国内高端装配市场需求。

【联系方式】李侃　025-52822607/15365153063

【产品展示】

图　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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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交流伺服驱动器

【技术开发单位】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第二〇二研究所

【技术概述】该技术产品以永磁同步电机为被控对象，基于磁场定向控制或矢量控制的方式，由

于其具有体积小、效率高、功率密度大、维护方便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该伺服技术采用磁

场定向控制（即矢量控制）或直接转矩控制方式，其技术涵盖电机控制技术、电力电子技术、微处理器

技术、总线技术等。近年来，随着半导体行业和数字信号处理器技术的发展，交流伺服驱动技术多采用

IGBT 或 IPM 的功率主回路，采用基于 DSP 的全数字化控制方式，集成度高，控制灵活，并能实现优良

的控制性能。

【技术指标】

电压体制：主要有直流 28V、56V、160V、270V、325V、540V，交流 36V、110V、220V、380V；

输出最大电流等级：主要有 10A、15A、25A、37.5A、50A、75A、100A、150A、200A 等；

接口形式：模拟输入接口、RS232/422/485 接口、CAN 总线接口等

调速范围：1:5000 或 1:10000；

工作模式：力矩模式、速度模式、位置模式。

【技术特点】基于 DSP 的全数字化控制技术；最优矩角补偿的控制技术能有效提高动态转矩；参

数整定技术能够自动适应不同电机和负载。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批量生产、成熟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适用于数控机床、纺织行业、工业生产线、电动汽车、航空领域、机器人、天线跟

踪等。

【专利状态】授权发明专利 11 项

【合作方式】合作开发；投资需求，寻求投资扩大产能，交流伺服驱动器生产线产能达到 2 万台 /

年，资金需求 3 亿元，实施周期 24 个月。

【预期效益】在电动汽车、机器人领域、天线卫星跟踪伺服系统等领域潜在市场应用规模 2 亿以上，

在新能源行业，市场潜力更大，预期效益显著。

【联系方式】李长红　029-33788462/1357100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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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展示】

图　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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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喷气涡流纺纱机

【技术开发单位】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陕西华燕航空仪表有限公司

【技术概述】该技术产品是集新的纺纱方法、集成计算机、微电子、自动化控制、精密加工技术

等高新技术于一体的新型智能化纺纱成套设备，使传统纺纱设备性能得到了提升。采用喷气涡流纺纱器，

直接借助压缩空气，形成高速回转气流，实现对动态纱条加捻。采用纱线张力恒定装置，能够在筒纱纺

制过程中对纱线的张力进行精确控制，满足高速纺纱机大卷装、大锥度筒纱张力恒定的要求，保证成型

筒纱上的纱线张力完全一致，同时可使高速纺纱的动态接头过程转化为静态接头，使接头质量更加稳定

和可靠。采用双加压高精度细纱牵伸摇架，实现了“重加压、强控制”的牵伸要求，最大牵伸倍数可达

450 倍（四罗拉牵伸），采用了双点式加压方式，确保了锭间压力的一致性，避免了单点式加压造成左、

右两锭压力的互相干扰，提高了成纱质量。采用在线检测电子清纱器，在纺纱工序正在进行时，同步对

纱线的品质进行监控，准确判定纱疵产生的原因，及时排除故障，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原料损失。采

用全自动接头小车实现了在纺纱过程中纱线断头时完成自动行走寻锭和纱线接头，采用无结头空气捻接

技术，采用智能巡航策略，实现纱线接头的全程自动化，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工人劳动强度，减少用工，

节约成本。

【技术指标】

适纺原料：精梳棉和人造纤维及其混纺，长度 40mm 以下；

喂入品号数：5000 ～ 2500tex；

适纺号数：39 ～ 10tex；

牵伸倍数：35 ～ 300；

导纱动程：152mm；

引纱速度：220 ～ 450m/min；

装机功率：33kw；

络筒成型尺寸：Φ300×150mm（锥筒 5° 57′）；

接头及落筒方式：全自动（单台设备配四个接头小车和一个落筒小车）。

【技术特点】采用了整机智能化自动控制系统，可以实时监控单锭纺纱器纺纱状态，实现远程控

制和集中管理。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批量生产、成熟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适用于纺纱厂。

【专利状态】申报发明专利 9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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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方式】合作开发，需求投资总金额包括厂房建设在内共需 4500 万，第一年净利润率为 9.8%，

投资回收期为 4.77 年，投资回报率为 21.06%。

【预期效益】预计未来全球涡流纺机总需求量约 3.6 万台，年均需求约 1200 台，市场容量规模约

1000 亿元。当前我国涡流纺纱线产量约占全球 52%（中国纱线网统计），预计今后 10 年对涡流纺纱机的

年需求量在 600 台左右。按年产量 300 台测算，年均税后利润可达 5650 万元，投资利润率为 26%。

【联系方式】刘玉琳　0916-5309756/17392375432

【产品展示】

 

图　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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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电磁兼容测试宽带功率放大器

【技术开发单位】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

【技术概述】随着电子设备等行业技术上的不断进步和创新，电磁兼容（EMC）问题日益突出，

相关电子设备的功能日益丰富，设备之间相互干扰的可能性增大，使用弱小信号的产品，要求自身灵敏

度和抗干扰能力。该技术产品采用固态功率管或者宽带行波管作为放大器的功率放大，发射某种特定频

率和功率的微波信号，在一定距离和方位上产生符合要求的场强，对被测设备进行测试试验。目前技术

开发单位已完成了频率覆盖 1kHz ～ 40GHz 的电磁兼容测试宽带功率放大器的研制，输出功率在连续波

时最高可达 1kW，脉冲功率可达 10kW 以上，并可根据需要进行合成拓展。

【技术指标】

频率： 1kHz-40GHz（分段覆盖）；

功率： 1kW（CW，max）（分段实现）；

10kW（Pulse，max）（分段实现）；

工作模式：AM，PM，Pulse；

产品型式：仪表式。

【技术特点】在宽带低成本功率模块设计技术上，采用高低搭配设计技术，低频段采用 SSA，高

频段 TWTA，满足设计要求的同时，降低成本。在宽带低谐波输出信号设计、宽带大功率合成设计以及

高效率散热设计方面有良好的技术基础，部分技术具有专利。部分产品已实现模块化设计，并较为成熟，

成本价格可控，可根据客户要求进行定制。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小批量生产、工程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适用于电磁兼容测试（EMC）、射频元器件测试、物理学 ( 等离子体生长 )、化学 ( 质

谱 ) 应用、材料试验 ( 超声波 )、医疗诊断测试 ( 核磁共振，MRI)、无线通信等领域。

【专利状态】授权专利 4 项，申请专利 1 项。

【合作方式】

（1）投资需求，寻求投资扩大产能达到 200 ～ 300 台 / 年，资金需求 1500 ～ 2000 万元，实施周期

24 个月，投资回报率。预期回报率：120%（5 年）。

（2）合作研发，进行放大器的宽带匹配和谐波滤波设计研究，低成本功率放大器模块设计技术研究，

产品智能化和工业化设计研究和市场推广。

（3）技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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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效益】随着复杂电磁环境下对装备 / 设备的电磁兼容性要求越来越高，各种装备 / 设备都需

要进行相关的电磁兼容测试，从十三五开始，国内对电磁兼容相关的技术和产品的需求将迎来一个快速

发展的阶段，十三五期间，整个市场对电磁兼容测试放大器需求旺盛，从 2016 年开始年增长率 20%，预

计五年内总的市场规模大约 35 ～ 40 亿左右。

【联系方式】徐晓荣　0551-65391640/18955156910

【产品展示】

18-40GHz 电磁兼容测试系统电磁兼容测试功率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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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4000 吨级公安边防巡逻船

【技术开发单位】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一研究所

【技术概述】该技术产品是中国海警新一代高技术舰船，通过借鉴水面战斗舰船的设计建造先进

工艺技术，在满足设计建造规范的基础上，确保船舶操纵性、航速、续航力、武器打击精准能力、直升

机舰面保障能力、编队指挥能力等船舶的总体性能满足现代化海警舰船的使用需求。该系列船的排水量

大，持续航速快，续航能力高，达 6000 海里，自持力为 60 昼夜。配有直升机甲板及直升机库、海补装置、

能收放执法工作小艇、配备先进的监视取证设备、信息处理系统、编队指挥系统及通导信息系统，另配

置先进的武备及火控系统，并预留改装重型武备系统的可能。该系列船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未来我国海警

舰船设计及建造的发展方向，符合国际及我国对大、中型海警舰船将向大型化、远航程、快速化、武装

化的发展趋势。

【技术指标】总长 133.9 米；垂线间长 125 米；型宽 15.4 米；型深 8.6 米；设计吃水 4.05 米；满

载吃水 4.513 米；正常排水量 3818 吨； 满载排水量 4107 吨；最大航速 26 节；最大续航力 6000 海里；

自持力 60 天；人员 94 人。

【技术特点】采用单体圆舭船型，设有双层连续甲板。通过柴油机推动，其动力系统由四台推进

柴油机、两台并车减速齿轮箱、两套轴系和可调螺距螺旋桨、一套监控系统、一套动力管路系统组成，前、

后两台推进柴油机通过弹性联轴器、万向联轴器和中间支架与减速齿轮箱连接，带动轴系及调距桨工作，

船艏设首侧推和两对不可收放式减摇鳍。设有直升机起降平台，配有海上补给接收装置，配置电视监视

系统、光电跟踪监视取证系统等。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小批量生产、工程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海域巡逻、海域监管、预防、制止、打击海上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海上治安秩序，

海上重要目标警戒，海上救助等。

【专利状态】授权专利 2 项，申请专利 21 项

【合作方式】合作研发

【预期效益】随着国家对海洋开发战略上高度重视，必然将进一步加大对海警舰船的建设力

度，海警舰船的建设和发展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该型产品的建造会带来巨大的社会

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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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古力　020-82096194/15017562772

【产品展示】 

图 1　船台建造阶段

图 2　试航

图 3　试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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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沙漠植被建造机

【技术开发单位】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概述】该技术产品采用军用车辆底盘技术，沙漠通过性、机动性能高。 同时加装有料斗、

摊铺机构、洒水机构、开沟播种机构等。实现开沟、播种、洒水、施肥等操作一次性完成，大大提升操

作效率。

【技术指标】重量：空车车重≤ 14t，满载车重≤ 26t；行驶性能：在沙漠中能自由行驶和转

向，空载行驶速度≥ 17.5km/h，满载行驶速度≥ 11.8km/h，最大爬坡度 20º，侧倾坡度 15º，履带接地

压力 0.6 ～ 0.8kgf/ ㎝ 2；作业能力：草地建造作业时的速度 3 ～ 5km/h；肥料摊铺宽度 3m，摊铺厚度

20～ 25mm；开沟深度 15～ 25mm，开沟宽度 25～ 35mm；种子破损率＜ 10%，播种密度 100～ 120粒 /㎡；

洒水量 240L/min；料斗厢容积 14m3，每车一次作业可完成一亩（666m2）草地的建植。

【技术特点】能够负重在地形复杂并松软的砂地上自由行驶；能够装载 12 ～ 15m3 的肥料和其它

作业机构；开沟、洒水、播种、摊铺肥料等工序要依序一次性连续完成；肥料摊铺层厚、薄均匀而致密，

两次摊铺层之间的接缝不允许有空隙而露出浮砂；作业效率高，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形成面积较大的改良

环境，一台设备一天可播植 30 ～ 40 亩左右。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小批量生产、工程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主要应用于干旱与松软的沙漠地区，大面积高效地建植人工草地，以改善沙漠地区

局部气候和地质地理环境，达到防沙固沙的目的。

【专利状态】授权发明专利 4 项

【合作方式】

（1）投资需求。寻求具备一定市场资源的合作商投资开发，资金需求 3000 万元，实施周期 18 个月。

（2）合作研发。与控股股东开展植被建造机的行动、车体、电器控制、开垦机构、摊铺机构等分系

统的合作，共同开展系统研发。

【预期效益】我国有 174.3 万平方公里的沙化土地，并且每年以 3436 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每台

沙漠植被建造机日均作业可达 30 亩左右，每年平均工作日按 180 天计算，每台车每年可以建造 5400 亩，

沙化土地面积中有十分之一可以建造人工植被，中长期的需求量估计在 10000 台以上，市场规模预计在

2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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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戴斯盛　0731-58295808/15197225091

【产品展示】

图　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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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激光封焊系统

【技术开发单位】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八研究所

【技术概述】近年来，随着电子工业及航空、航天工业的迅速发展，不仅要求电子器件体积小、

质量轻，而且要求器件由很高的气密性，能够耐受各种恶劣使用环境下的强冲击振动和辐照条件，有较

高的稳定性和较长的寿命。因此，为了保证电子器件和组件的长期可靠性，必须对其进行气密性封装。

激光封焊系统是用激光束直接辐射至材料表面，通过激光与材料的相互作用，使材料局部熔化实现焊接

的设备。该技术主要用于电子组件的金属外壳气密性封装，具有热影响区小、热变形小、加工速度快等

优点。基于 CNC 技术的激光封焊系统通过视觉定位技术实现了自动对位焊接功能，突破了激光聚焦与观

察光学系统设计技术、四轴精密工作台、手套箱气体高纯净化技术、高反射率高热导性金属的密封焊接

技术等关键技术，提高了电子组件的可靠性，经用户工艺验证，产品性能稳定性、可靠性高。

【技术指标】激光器类型为 YAG 固体激光器；激光器平均功率≥ 500W；最大激光脉冲能量

≥ 60J；脉冲宽度为 0.3ms ～ 50ms；激光重复频率为 0.2Hz ～ 800Hz；焊接光斑直径≤ 0.6mm；工作台

XYZ 轴运动范围为 400mm×300mm×300mm；工作台 XYZ 轴重复定位精度为 ±5μm；工作台 XYZ 轴

定位精度为 ±10μm；手套箱水汽含量≤ 1ppm；手套箱氧含量≤ 1ppm；真空烘箱极限气压≤ 5Pa；真

空烘箱温度为 50℃～ 200℃。

【技术特点】激光封焊系统通过在惰性气氛下的激光焊接实现组件密封，使杂质不能进入电路，

焊接的同时还在封装内装入高质量的惰性气体，封装结实，有高度可靠的密封和高良率。工件产品在气

氛手套箱的预置气氛内完成激光封焊功能。气氛手套箱提供焊接所需的高纯惰性气体气氛要求，手套箱

内气体经循环风机的驱动产生气体流动，通过净化器去除水、氧分子，水、氧含量最低可达 1ppm；通过

高效微粒空气过滤器可以去除焊接过程中产生的烟尘；通过真空烘箱实现工件产品按设置的温度烘干。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批量生产、成熟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适合大多数金属材料外壳的封焊，如不锈钢、可伐合金、铝合金等，也可异质材料

之间的焊接；可实现点焊、对接焊、叠焊、密封焊等。可以用于民用的动力电池、超级电容、植入性医

疗器械（如心脏起搏器）、塑料焊接等生产领域。

【专利状态】授权发明专利 4 项，申请发明专利 9 项。

【合作方式】

（1）投资需求。寻求投资开发新产品，研发适用于动力电池电芯以及模组生产的智能自动化激光焊

接系统。其中，动力电池电芯自动化激光焊接系统的研发资金需求为 500 万元，研发周期为 5 个月；动

力电池模组自动化激光焊接系统的研发资金需求为 600 万元，研发周期为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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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作研发。与动力电池电芯或者模组生产厂商及控股股东展开合作，共同开展动力电池电芯以

及模组生产的智能自动化激光焊接系统研发。

（3）技术服务。为电子元器件、动力电池以及医疗器械生产厂商提供各类激光焊接系统定制开发；

为相关厂商提供小批量产品激光焊接代工服务。

【预期效益】中国 2016 年动力电池生产设备需求超过 145 亿元，国内生产设备产值占比 80% 以上，

产值同比增长将超过 20%，预计今后几年中国动力电池生产设备产销发展势头仍将保持高速增长。

【联系方式】邓斌　0731-85401280/13517316734

【产品展示】

图 3

图 2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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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红外激光探测器

【技术开发单位】上海科炎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技术概述】技术开发单位通过化学合成及高温处理手段，控制发光材料结构及掺杂量成份，研

制出彩色上转换发光材料，经微胶囊包膜等技术，完成多波段红外激光探测卡片的制备。使用透明反射层 ,

提高红外激光探测卡灵敏度 ,最大限度利用红外光源，实现双面观察多波段探测卡片。能将不可见 0.7～ 10

微米红外激光转换为可见光，实现对多波段近红外激光探测、识别、跟踪、校对。

【技术指标】制备出高灵敏度的稀土红外发光材料 , 近红外激光功率 0.1 毫瓦起亮 , 高亮使用寿命

大于 2 年的激光探测卡片。实现对 0.7 ～ 10 微米的红外光广范光谱探测，制备出对红外激光单波段

可探测识别的发光材料探测片。研制出对 980nm 波长跟踪的高灵敏度变色发光材料。选择适当的材

料体系 , 通过化学合成比例及烧结 , 制备出对常规使用的红外激光波段的识别，如 780nm，808nm，

980nm，1064 nm，1330nm，1550nm，1780nm 的识别 . 最远可识别 2000nm 光。

【技术特点】主要解决了现有红外发光材料技术中的稳定性差、探测范围小、常温易吸潮、寿命

短问题，灵敏度低、颗粒度大、颜色单一等问题。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批量生产，成熟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手机照相机红外自动测距、激光显示、激光通信数据传输的信号放大、激光成像与

激光电视、半导体激光器检测、红外激光光纤照明、激光识别、激光切割光束准值、生物成像、提高太

阳能电池转换效率等领域。

【专利状态】授权发明专利 15 项、美国国家发明专利 1 项；

【合作方式】许可使用

【预期效益】现有激光探测片国际价格为 670 元 / 片，该产品基本价格为 200 元 / 片，潜在销售数

量每年有 10 万片的市场空间。

【联系方式】郑岩　021-57767561/13311868228

【产品展示】

    

图　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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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年产 50 吨 F-12 纤维产业化及织物设计、加工技术

【技术开发单位】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六研究院四十六所

【技术概述】技术开发单位完成了年产 50 吨 F-12 高性能芳纶纤维聚合、纺丝和后处理工艺技术

研究，及 F-12 纤维织物的设计、加工技术研究，实现 F-12 高性能芳纶纤维和织物的产业化，在军民用

领域实现国产高性能芳纶纤维的规模化应用。

【技术指标】

（1）F-12 纤维 : 拉伸断裂强度≥ 3.5GPa；弹性模量≥ 120GPa（或根据用户需求进行调控）；断裂

延伸率≥ 2.6%。

（2）F-12 纤维织物：可根据不同需求，设计、加工多种面密度规格、多种组织结构的纤维织物，其

技术指标依据不同组织结构、不同面密度而不同。

【技术特点】掌握 F-12 纤维及织物制备的核心技术，拥有全部自主知识产权。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批量生产、成熟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适用于航天、航空、浮空器、个体防护和高端体育器材等领域。

【专利状态】授权发明专利 4 项

【合作方式】合作开发  技术服务

【预期效益】年产 50 吨 F-12 纤维及其织物可实现产值 2 亿至 2.5 亿 , 能够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和

良好的社会效益。

【联系方式】冯艳丽　18147113672

【产品展示】 

图 1　F-12 纤维 图 2　F-12 纤维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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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高热导率、耐高温、高压新兴材料—碳化硅 (SiC) 单晶片

【技术开发单位】北京世纪金光半导体有限公司

【技术概述】在碳化硅单晶生长领域，技术开发单位结合设计平台中的电磁耦合仿真设计软件模

拟设计热场，采用物理气相传输法（PVT）生长碳化硅（SiC）单晶，通过实际生长进行验证优化。同时

建立低位错生长模型，结合理论模拟和生长实验，改进晶体生长的工艺参数，研制具有极低位错密度的

单晶。在碳化硅（SiC）单晶加工领域，技术开发单位采用多线切割技术对碳化硅（SiC）晶体进行切片，

使用物理研磨技术进行研磨、抛光，使用化学机械抛光技术和湿法化学清洗法清洗获得碳化硅（SiC）单

晶衬底。

【技术指标】

参数
3 英寸 N 型导电碳

化硅单晶材料

3 英寸高纯半绝缘

碳化硅单晶材料

4 英寸 N 型导电碳

化硅单晶材料

4 英寸高纯半绝缘

碳化硅单晶材料

6 英寸 N 型导电碳

化硅单晶材料

6 英寸高纯半绝缘

碳化硅单晶材料

晶片直径 75 mm±0.25mm 75mm±0.5mm 100 mm±0.25mm 100 mm±0.5mm 150 mm±0.25mm 150 mm±0.5mm

TTV ≤ 10μm ≤ 10μm ≤ 10μm ≤ 10μm ≤ 15μm ≤ 15μm

BOW ≤ 10μm ≤ 10μm ≤ 15μm ≤ 10μm ≤ 20μm ≤ 20μm

WARP ≤ 25μm ≤ 25μm ≤ 25μm ≤ 25μm ≤ 25μm ≤ 25μm

90% 有效面积微管 ≤ 1 个 /cm2 ≤ 1 个 /cm2 ≤ 1 个 /cm2 ≤ 1 个 /cm2 ≤ 1 个 /cm2 ≤ 1 个 /cm2

4H 晶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表面粗糙度

(10μm×10μm)
≤ 0.3nm ≤ 0.3nm ≤ 0.3nm ≤ 0.3nm ≤ 0.3nm ≤ 0.3nm

XRD（004）摇摆

曲线半高宽
≤ 45arcsec ≤ 60arcsec ≤ 45arcsec ≤ 60arcsec ≤ 45arcsec ≤ 60arcsec

副参考边长度 —— {0001} ± 0.25˚ —— {0001} ± 0.25˚ 26.5 mm±1.5mm {0001} ± 0.25˚

表面取向
向 <11-20> 偏

4.0°±0.5°
<11-20>±5.0˚

向 <11-20> 偏

4.0°±0.5°
<11-20>±5.0˚

向 <11-20> 偏

4.0°±0.5°
<11-20>±5.0˚

主参考面取向 <11-20>±0.5˚ <11-20>±0.5˚ <11-20>±0.5˚

副参考面取向
主参考面顺时针旋

转 90°±5˚

主参考面顺时针旋

转 90°±5˚

主参考面顺时针旋

转 90°±5˚

【技术特点】碳化硅 (SiC) 功能材料采用国内外通用的物理气相传输（PVT）法生长，关键技术包

括生长温度和温度梯度的控制技术、原材料纯化技术、化学机械抛光（CMP）技术等。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批量生产、成熟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可应用于变频家电、电源服务器、混合动力汽车和电动汽车、充电桩以及太阳能发

电等领域，实现电力电子系统的高效率、小型化和轻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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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状态】授权发明专利 7 项，实用新型专利 2 项。

【合作方式】合作开发  技术服务

【预期效益】据统计，以碳化硅 (SiC) 为基础材料的半导体行业的全球市场规模 2014 年为 130 亿，

预计 2020 年将增加到 800 亿美元。我国碳化硅 SiC 单晶片的年需求量 2016 年已达到 20 万片左右，市场

规模可达到 10 亿美元，预计 2020 年国内碳化硅（SiC）电力电子器件市场将增加到 100 亿美元。

【联系方式】赵岩　010-56993369/15511255369

【产品展示】

 

 

 

图 1　3 英寸碳化硅单晶片

图 2　4 英寸碳化硅单晶片

图 3　6 英寸碳化硅单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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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水下设备防海生物附着及生长的技术

【技术开发单位】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七五〇试验场

【技术概述】该技术依据海生物生存及附着特点，即营养、温度、光线、清水及易附着特点，人

为创造及综合物理、生物等现有多措施及技术的复合应用，阻碍海生物附着，具有实施简单、经济、实

施容易特点和长效持久及环保的抗海生物附着特点。可用于水下声学基阵、海洋石油平台桩腿以及跨海

大桥水下桩腿的防海生物附着等方面。

【技术指标】保证水听器在水下稳定工作 3 年及以上；对检测信号影响小于 0.5dB（300kHz）。

【技术特点】具有长效持久的水下声纳基阵防海生物附着功能，并具有环保无排放特点。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小批量生产、工程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适用于水下声学基阵特别是高频声纳基阵的防生物附着，如港口岛礁等长期安装于

水下的声纳基阵；并可扩展用于水下固定刚性结构的防海物附着，如水下桥墩、锚标、平台导管架等抗

海生物附着。

【合作方式】

（1）投资需求。寻求投资扩大应用领域及推进复杂结构防海洋生物附着技术研究，资金需求 500 万，

实施周期 12 个月。

（2）合作研发。与海洋工程设计方、建设方、施工方及运营方等上下游厂商及控股股东展开合作，

共同开展技术研发或承接应用工程。

（3）技术服务。与各海洋工程建设方合作开展示范工程。

【预期效益】可在海洋石油水下长期设施、设备，海洋 / 岛礁监测网和海洋工作站等应用，市场应

用规模在亿元以上。

【联系方式】范赞　0871-64781066/15087134859。

【产品展示】

图　技术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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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防腐水性涂料

【技术开发单位】河北晨阳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概述】该技术产品由水性防腐树脂、功能性防锈颜料、填料、助剂等组成。水性防腐树脂

由技术开发单位自主研发、生产，生产成本低，具有干燥速度快，物理机械性能好，硬度高，附着力强，

耐水性优越，防腐性能优异，装饰性高，不燃不爆，环保、贮存稳定性好等特点。选用多种成膜物质复配，

通过选用水性环氧树脂与水性改性丙烯酸树脂复配，实现了两种树脂的优势互补，通过调整水性丙烯酸

树脂与水性环氧树脂的比例，加入水性有机硅，使得漆膜硬度适中，具有自润滑功能，关节活动变得灵活。

并添加性能优异的防锈颜料，漆膜的耐盐雾性提高到 400h。选用复合铁钛粉、改性磷酸锌、三聚磷酸铝

三种防锈颜料搭配使用，从而使漆膜的防腐性能大大提高。本项目水性防腐树脂和环保型防锈颜料的双

重作用，使水性涂料具有优异的防腐蚀性能，可以广泛应用于防腐领域。

【技术指标】

项目 技术指标要求 该产品

耐水性 (240h) 不起泡、不生锈 240h 不起泡、不脱落

冻融稳定性（10 次） 无明显返祖、无沉淀、无胶凝、无结块现象 通过

耐盐雾 (400h) 不起泡、不生锈、不脱落，划痕处单向扩蚀≤ 2mm 通过

附着力 / 级 ≥ 1 ≥ 1 级

【技术特点】采用水性丙烯酸乳液作为成膜物质，且 VOC 含量低于 30 克 / 升；水性丙烯酸乳液

和水性环氧树脂共混加以水性有机硅制成沙发件 水性浸漆，膜厚 5 ～ 15μm，耐盐雾达 96 小时，漆膜

具有自润滑作；水性环氧防腐涂料体系中添加复合磷酸锌和三聚磷酸铝，提高耐盐 雾性能；添加 5000 

目超细氢氧化铝，使其具有低播焰性；添加氟碳乳液提高体系耐老化性；制备了一种水性醇酸树脂，引

入顺丁烯二酸酐、有机磺酸盐对其改性，改性后树脂酸值在 25mgKOH/g 左右，表干时间约 15 分钟；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批量生产、成熟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可广泛应用于工业设备、机械制造、五金交电、家用电器等各种行业的金属的防护、

防腐涂装。

【专利状态】授权发明专利 8 项，实用新型专利 13 项，受理发明专利 10 项。

【合作方式】合作开发

【联系方式】程璐　0312-8667222/15303125530



  ｜072｜ 

【产品展示】

图　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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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高性能稀土钴永磁材料

【技术开发单位】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九研究所

【技术概述】该技术产品通过高性能的材料配方和工艺保证材料具有高的磁性能，通过永磁体的

设计、长期热稳定工艺、样品的加速退化试验及工作寿命的预计、环境摸底试验等技术途径，保证高性

能永磁体能够满足行波管等微波功率器件高稳定、长寿命的使用要求。

【技术指标】材料的不可逆损失η优于 -3%，外加反向磁场为 1T 时，材料的磁不稳定度ξ＜ 3%。

通过按 GJB360B—2009 进行的温度冲击、稳态湿热、高温寿命等环境适应性试验。

【技术特点】突破了永磁材料的低氧制粉工艺、大容量烧结与热处理工艺、加工工艺、精确充退

磁工艺与磁体长期热稳定工艺等技术关键，确定了材料成分及工艺，实现了永磁材料的制备。永磁体使

用制得的永磁材料通过机械加工得到，加工工艺为：电火花切割内外圆，无心磨床磨削外圆，内圆切片

机切片。永磁体经外观检查，清洗，尺寸检查，磁化，磁场预处理，温度预处理等过程形成产品。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小批量生产、工程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可应用于电动车用发电机、电动机，传感器、民用惯导器件等领域。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合作开发  技术服务

【预期效益】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预计可取得近 5 亿元的直接经济效益。

【联系方式】张芦　0816-2555058/13890122398

【产品展示】

　　　　　　　　　　　

图 1　XGS223/199/350 稀土钴永磁材料　　　　　　　图 2　XGS239/160/350 稀土钴永磁材料

 　　　　　　　　　　　

图 3　XGS223/199/350H12.8x4.4x2.3 稀土钴永磁材料　　图 4　XGS239/160/350H12.8x4.7x2.0 稀土钴永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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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超高导热石墨材料

【技术开发单位】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技术概述】传统的金属铝、铜等导热材料由于其自身导热系数有限、密度大，且热膨胀系数高，

难以满足我国航天技术和尖端电子工业对导热的要求。以 sp2 杂化的石墨单晶理论导热系数可以达到

2400W/mK，是传统金属材料的 6 ～ 20 倍。具有密度低、热膨胀系数小、耐高温、耐腐蚀等诸多优点，

是一种理想的高效热管理材料。技术开发单位在超高导热石墨材料制备及加工基础上，掌握了超高

导热石墨材料表面金属膜的镀层技术。通过对石墨材料表面的修饰并结合引入过渡层，降低了石墨

与金属的接触角，提高了二者之间的浸润性和界面结合强度，解决了超高导热石墨板表面掉黑现象，

并通过辐照、振动、湿热、热真空等航天环境试验的考核，满足了其在高精密、真空等工况下的使

用要求。

【技术指标】

XY 方向热导率：≥ 800W/m.K；

体积密度：1.8 ～ 2.0g/cm3；

热膨胀系数：＜ 3×10-6/K；

抗压强度≥ 80MPa；

材料尺寸：长度不低于 300mm, 宽度不低于 200mm，厚度 0.03 ～ 5mm 范围内可控。

【技术特点】采用前驱碳源成分 - 制备工艺 - 显微组织 - 导热性能的量化关系与基于模拟计算的

制备工艺方法，有效提高了炭基材料的石墨化程度、石墨微晶尺寸和微晶择优取向程度，从而提高炭基

材料的导热系数。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小批量生产、工程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适用于航空航天高功率电子器件、液晶显示面板、高端手机和高端笔记本电脑、大

功率 LED 固态照明等散热。

【专利状态】授权发明专利 2 项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  合作开发

【预期效益】随着热控系统的电子设备趋于小型化、轻量化、结构紧凑化、运行高效，运行过程

中会产生和积累大量的热量；大型计算机、笔记本电脑的 CPU 及许多民用电器装置性能的不断提升以及

元件集成度的提高，使系统产生的热量骤增。这些热量若不能被及时导出，电子器件的正常工作及系统

的稳定性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因而超高导热石墨材料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市场应用规模预计可在百亿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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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刘占军　0351-4083952/13834694651

【产品展示】

图 1　超高导热石墨材料

 

图 2　表面包覆金属的超高导热石墨材料 



  ｜076｜ 

40.  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

【技术开发单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六院北京航天动力研究所

【技术概述】该技术产品由多个单体电池组成，每个单电池包含有阳极、阴极和质子交换膜，阳

极为氢燃料发生氧化的场所，阴极为氧化剂还原的场所，两极都含有加速电极电化学反应的催化剂，质

子交换膜作为电解质。工作时相当于一直流电源，其阳极即电源负极，阴极为电源正极。把氢和氧分别

供给阴极和阳极，氢通过阴极向外扩散和电解质发生反应后，放出电子通过外部的负载到达阳极。原料

氢气在核心组件中游离出氢离子通过与质子交换膜及催化剂的电化反应，产生出电能。反应生成副产品

为纯净水被排出。燃料电池所使用的“氢”燃料可以来自于水的电解所产生的氢气及任何的碳氢化合物，

例如天然气、甲醇、乙醇（酒精）、沼气等等。

【技术指标】系统比功率达到 250W/kg，系统效率不小于 43%，最高工作效率不低于 55%，体积

比功率为 250W/L，冷启动时间不大于 6s，冷启动温度不低于 -10℃，同时系统寿命不小于 5000h。

【技术特点】采用增压 / 冷却 / 加湿 / 能量回收一体化空气供应、低功耗氢气循环使用和轻质化水

热管理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方案；具有比功率高、氢气利用率高、综合热效率高、可靠性高、安

全性好等特点。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小批量生产、工程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车载动力系统、通信基站备用电源、无人机动力系统、储能电站。

【专利状态】授权专利 9 项。

【合作方式】合作开发

【预期效益】未来我国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将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加氢站数量达到 100 座；燃料电池车辆达到 10000 辆；氢能轨道交通车辆达到 50 列；行业总产值达

到 3000 亿元。移动通信基站单台燃料电池备用电源的采购价格约 28 万，国内现有基站总数约 200 万台，

随着 4G 网络的建立基站总数还会有较大幅度增加，总市场容量将大于 5600 亿。应用级无人机市场处于

产业化初期，前景广阔，可用于如电力巡线、天然气管道巡检、边防巡逻、警用缉毒、军用局域组网等领域，

预计 2020 年将达到 200 亿规模。

【联系方式】冉治通　010-88537754/15810320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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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展示】

  

 

图 1　开发的燃料电池依维柯汽车

图 2　燃料电池备用电源装置设计效果图

图 3　燃料电池动力电源与多旋翼无人机试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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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5 ～ 8MW 永磁同步风力发电机

【技术开发单位】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山西汾西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概述】技术开发单位利用自主研发的船舶电机技术，针对海上风力发电机的使用工况，完

成了 5MW 级永磁同步风力发电机研制。

【技术指标】额定功率为 5 ～ 8MW；额定电压为 690V；效率为≥ 97.5%。

【技术特点】本项目技术来源于技术开发单位拥有的海洋应用技术，磁钢防腐技术，大功率电机

装配技术，大功率电机永磁转子入壳技术等，并通过样机应用验证。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小批量生产、工程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海上风力发电。

【专利状态】授权专利 4 项。

【合作方式】

（1）投资需求：寻求投资扩大产能，5 ～ 8MW 永磁同步发电机生产线产能达到 150 台 / 年，资金

需求 2000 万元，实施周期 24 个月。

（2）合作开发：与变频器、风电机组等上下游厂商及控股股东展开合作，共同研发或承接风电工程。

（3）技术服务：与各风电场等展开合作，进行风电技术运维服务。

【预期效益】中国大陆海岸线长18000公里，可利用海域面积300多万平方公里，海上风能资源丰富，

近海浅水海域风能资源可开发量约为 2亿千瓦，到 2020年，中国将建成海上风电 3000万千瓦的装机容量。

市场预期良好。

【联系方式】秦建斌　0351-6529300/ 13934509049

【产品展示】

图　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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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柔性晶硅太阳电池制备技术

【技术开发单位】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八研究所

【技术概述】技术开发单位开展产业化前期柔性晶硅太阳电池技术和制造工艺的优化和改进，掌

握产业化过程中稳定性高、超薄柔性的高效电池用关键材料和技术，开展高质量比功率的柔性薄硅太阳

能电池制备技术和柔性薄硅电池组件封装技术的研究，以超薄硅片切割、非接触式前电极印刷等关键设

备为载体，制备了高性价比柔性晶体硅电池组件。

【技术指标】

太阳电池厚度：100 ～ 110 μm；

太阳电池效率 : ≥ 20.0%（AM1.5）；

电池组件面积：≥ 0.5m2；

电池组件最小弯曲半径：≥ 0.5m；

电池组件质量比功率：≥ 270W/Kg；

电池组件耐温循环范围：-55℃～ 75℃。

【技术特点】效率高、重量轻、可弯曲、成本低。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批量生产、成熟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可广泛用于 JY 能源系统领域，还可在民用飞艇和无人机、光伏建筑一体化、农业大

棚、太阳能汽车、太阳能帆船、太阳能帐篷以及太阳能背包等领域广泛应用。

【专利状态】授权专利 10 项。

【合作方式】技术服务

【预期效益】预计市场应用规模在亿元以上。

【联系方式】周洪彪　0731-85401527/18711154661

【产品展示】

图　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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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高功率轻质金属板氢空气燃料电池模块技术

【技术开发单位】上海动力储能电池系统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技术概述】技术开发单位开展了低介质阻力、高功率密度燃料电池模块设计研究。重点针对氢

空燃料电池工作特点和环境等工程实用化要求开展设计与仿真，优化电堆结构，最大限度降低介质阻力

和重量，满足通用技术要求。开展薄型金属双极板精细冲压批量化技术研究，优化流道、密封等微细结

构尺寸与介质分配、流动阻力匹配关系，优化极板尺寸与微细结构比对冲压极板模具的精度影响。提出

有效回弹补偿措施，提高加工精度。通过低成本金属材料和涂层选择，降低制造成本。进行金属双极板

冲压成形品快速检测与筛选技术研究，确保精度一致性，无宏观、微观缺陷。开展低增湿、耐启停长效

膜电极批量化制备技术研究，设计、开发可适于批量化生产的膜电极制备技术。采用新型超薄复合质子

交换膜，降低膜电极加湿要求。优化电极制备工艺，提高催化剂利用率，降低铂载量。添加功能粹灭剂

提高电极寿命。开展膜电极快速批量活化与分选技术研究，实现精确等级筛分。开展电池堆集成批量化

技术研究。根据电池堆结构设计特点，进行电堆零部件组件化研究，减少零部件数量，辅助设备工装和

自动化技术实现精准对位叠装的电池堆批量化装配集成。

【技术指标】

功率密度：≥ 2000 W/L；

适用压力范围：10kPa ～ 200kPa；

寿命：≥ 5000 h；

功率：36 kW。

【技术特点】采用轻质金属板和高性能膜电极组件，均一性好，发电效率高，具有体积小、重量轻，

相应速度快、功率密度高，使用寿命长等特点。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小批量生产、工程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可广泛应用于固定电源、燃料电池汽车、物流车、叉车等领域，以及商业、工业及

住宅主要和备份能发电，远端气象站、大型公园及游乐园、通讯中心、农村及边区、野外科学研究站等。

还可应用于乘用车、巴士 / 客车、特种车辆（如物流车）、物料搬运设备和越野车辆、无人飞行机、无

人潜器等。

【专利状态】授权发明专利 9 项，实用新型 3 项。

【合作方式】

（1）投资需求。寻求燃料电池产业化建设投资，2020 年燃料电池电堆产品规模生产线生能达到

5000 套 / 年，资金需求 2 亿元，实施周期 24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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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作研发。与氢源、加氢站、控制系统和汽车厂商等上下游厂商及控股股东展开合作，共同开

展系统研发或承接工程。

（3）技术服务。与全国各大车企合作开展建设“新能源汽车”示范工程。

【预期效益】本项目项投资达产后年主营业务收入 10 亿元以上，经营期内平均税前利润总额 9000

万元以上、净利润 7800 万元以上。

【联系方式】王婷　021-60717900/15021168116

【产品展示】

   

 

图　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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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环路热管技术

【技术开发单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

【技术概述】该技术依靠工质的相变实现高效的热传输。液体工质在蒸发器中的毛细芯外表面蒸发，

吸收热量，产生的蒸气通过蒸气管路流向冷凝器，在冷凝器中释放热量冷凝成液体，液体回流至储液器，

对蒸发器进行供液，如此循环工作实现热量的无外加动力的高效传输。

【技术指标】单套传热能力 200W ～ 1500W，传输距离可达几十米，反重力高度大于 10 米，工作

温区 -60℃～ 80℃，极限热流密度大于 30W/cm2。

【技术特点】具有传热量大、传输距离远、反重力工作能力强、无运动部件、长寿命、高可靠、

可自主控温、具有柔性管路、安装方便、可解决小空间散热、大面积多热源散热等技术难题。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小批量生产、工程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可应用于航天器热控、航空器环境控制、车载 / 舰船电子设备散热、数据中心散热、

太阳能利用、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散热、LED 散热、工业余热回收等行业和领域。

【专利状态】授权发明专利 6 项，实用新型 1 项，受理专利 6 项。

【合作方式】许可使用  合作开发  技术服务

【预期效益】预期效益显著。

【联系方式】张红星　010-68746029/13810025209

【产品展示】

 

 

 

图 1 　用于嫦娥五号的环路热管 图 2 　平板环路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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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卫星通信低剖面阵列动中通天线

【技术开发单位】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

【技术概述】该技术产品采用高效率波导阵列、自动极化调整、电子波束扫描、集成一体化设计

等技术，研制了低剖面、自跟踪的卫星通信天线系统，实现了在各种移动载体上卫星通信信号的发射与

接收，可在快速移动中实现长时间、不间断的高速率信息传输，主要用于应急通信保障、新闻采集等诸

多领域，满足各级指挥人员移动通信的需求。

【技术指标】

工作频段：C、X、Ku 或 Ka 频段；

等效口径：0.2 ～ 0.6m。

【技术特点】采用新型双极化收发共口径波导阵列天线技术，天线辐射效率高；组阵灵活，采用

模块化、集成化设计，天线剖面低、风阻小，适合装车和装机使用；采用相控阵电子波束扫描技术，结

合陀螺稳定、惯导引导等综合惯导系统，保证了天线始终高精度跟踪卫星，保证通信畅通。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小批量生产、工程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车载、机载、船载卫星通信的应急救援、新闻采集与公共安全，还可应用于星载天线、

微波通信以及宽频带雷达等。

【专利状态】申请发明专利 6 项。

【合作方式】合作开发  技术服务

【预期效益】未来三年预期产值为 3 亿元。

【联系方式】牛传峰　 13171886628/0311-86924381

【产品展示】

图 1　动中通天线装车照片



  ｜084｜ 

图 2　Ka/Ku 双频段动中通天线照片

图 3　0.6 米 Ku 频段动中通天线照片

图 4　0.3 米 Ku 频段天线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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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小微无人机探测雷达

【技术开发单位】四川九洲电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概述】技术开发单位长期致力于低空近程防御系统和低空超低空小目标探测技术研究，针

对小微无人机的管控问题，以“数字化”、“智能化”为目标，自主立项研制了适应于小微无人机探测

的“小微无人机探测雷达”。雷达采用全固态、全相参、脉冲多普勒体制。搜索模式时采用机械扫描工

作方式，可以实现周视扫描、也能进行扇区搜索。天线为平面阵天线，俯仰方向通过发射宽波束实现较

大的仰角覆盖。雷达发射采用全相参全固态发射机，产生出较大功率的雷达辐射脉冲信号；接收时采用

数字化接收阵列，将每个天线子阵的信号独立进行接收，并通过 DBF 技术实现同时多波束进行目标检测，

采用全自动和半自动方式实现目标航迹的管理和显示。雷达输出高精度的目标信息，包含目标距离、方位、

速度、高度、航向等信息，可以实现对红外设备、处置设备的信息引导。

【技术指标】

工作频段：Ku；

最大作用距离：≥ 5km（小微无人机），≥ 7km（小型无人机）；

方位覆盖：360°；

俯仰覆盖：≥ 15°；

距离精度：≤ 20m；

方位精度：≤ 0.5°；

俯仰精度：≤ 0.5°；

功耗：≤ 600W；

目标容量：≥ 200 批。

【技术特点】雷达采用全固态、全相参、脉冲多普勒体制，采用长时间相参积累、MTI、杂波图

检测技术，有效抑制地杂波，提升多小微目标探测能力，采用 DBF 技术实现同时多波束，可融合红外进

行设计，实现对红外设备的信息引导，设备地形环境适应能力强，重量轻、体积小、结构简洁、快速安

装拆卸，便携性好自动化程度高，操作简单，信息显示清晰。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批量生产、成熟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适用于油田、机场、大型水库、核电站等要地防护，政府、党政机关大楼等重要目

标防护，体育场等大型聚会场所的机动安保。

【专利状态】受理专利 4 项。

【合作方式】技术服务；寻求投资 1 亿元，转化周期 6 个月，投融资回报率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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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效益】2015 ～ 2016 年，我国国内消费级无人机市场规模从 15.3 亿元增长到 24.73 亿元，预

计至 2017 年底将达到 38.97 亿元；针对公共安全领域的安保防御市场规模预估在 30 亿元以上，针对能

源战略企业、危险品存放区域等防御市场规模预估在 50 亿元以上。

【联系方式】袁瑞敏　0816-2468067/13518311800

【产品展示】

 

 

 

 

 

图　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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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发光救生照明线

【技术开发单位】上海洞舟实业有限公司

【技术概述】电致发光（EL）是将电能直接转换为光能的一种固体发光现象，其发光机理包括激

发、能量输运、光发射三个环节；发光类型主要有结型、粉末、薄膜等。发光器件基本形式主要有二极管、

无机或有机面光源器件等，本项目属于无机粉末交流电致发光线性器件，简称 EL 线。该技术产品以Ⅱ - Ⅵ

族 ZnS:Cu 电致发光半导体材料为主体，发光材料置于两个电极之间，中心电极为金属线，外电极为透明

导电纳米材料，在高频下产生电容性发光。整体结构为：电致发光线、内置式驱动电路、可充电锂电电源，

自收放轮式全钢线盘，太阳能及车载充电系统，该结构实现单人携带与操作。

【技术指标】发光线连续度长 200 米以上（标准型号 50 米、100 米、200 米、400 米），重量轻（200

米 5KG），耗电低（锂电池 8 小时以上），不发热不软化，全防水，可承受 30 ～ 1000KG 拉力，成套装

备单人携带操作使用，包括市电等多种充电方式。全固体发光器件耐压好 , 抗冲击，并可具备有通讯信

号传输功能。发光线夜晚可视距离 100 米；发光颜色红、蓝、绿、白等 13 色；线体直径 1-5 毫米，功耗

0.1 ～ 0.2W/m；弯折角度小于 15 度，常见使用工作条件：AC220，AC110，DC3V，DC12V 等，发光线

环境极限工作温度 :-40 度 到 +90 度，使用寿命 1000 ～ 5000 小时，最大发光强度 150Cd/m2。

【技术特点】作为固体发光器件，可大面积连续发光，耗电流量极低，发光时无热量产生，低光衰，

节电效果明显，生产工艺简单，成本低廉；耗电量为 LED 灯的 50 ～ 70%，为串灯的 20 ～ 40%，为霓虹

灯的 1 ～ 10%，同时避免了光纤发光不均匀缺陷。具有良好的防水性能，可以用于水面与水下救生，承

受海洋百米以下的压力，并且发光线连续长度最大可以达到 400 米以上，并可具备通信传输功能。

【先进程度】国内领先

【技术状态】批量生产、成熟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适用于夜晚城市救援与海洋救生，如消防救生、地铁引导、危险指示、舰船救捞、

舟桥施工等。

【专利状态】授权发明专利 23 项，美国国家发明专利 3 项。

【合作方式】许可使用

【预期效益】在救生装备、节日照明、消费电子等领域具有 10 亿元市场需求。

【联系方式】郭素文　021-64898133/13311868228

【产品展示】
   

 

图　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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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废墟搜救可变形机器人

【技术开发单位】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技术概述】该技术产品采用模块化串联结构，可实现多种构形，适应不同的环境和任务。采用

遥控和局部自主的控制方式。携带摄像头、声音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可将现场的图像等信息实时无

线传回控制台，可全天候工作。

【技术指标】

重量：20Kg；

负载能力：5Kg；

最大速度：≥ 0.3m/s；

爬坡能力：≥ 30 度；

越障高度：≥ 0.2m；

越沟宽度：≥ 0.3m；

连续工作时间：≥ 3 小时；

电池更换时间：≤ 1 分钟。

【产品特点】可变形、全天侯工作、技术成熟度高、操作简便。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小批量生产、工程应用阶段

【适用范围】适用于地震灾后搜救，城市建筑、地铁站等探查作业，管道探查，野外探测等领域。

【专利状态】授权发明专利 2 项。

【合作方式】合作开发  技术服务

【预期效益】废墟搜索可变形机器人目前已经在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和地震救援演习中进

行了成功的示范应用，并随国家地震紧急救援队参加了四川芦山 7.0 级强烈地震现场的救援工作。未来

可在我国各种救援队配备，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预期可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

【联系方式】李斌　024-23970571/13478316273

【产品展示】

 

 

 

 

图 1　 废墟搜救可变形机器人 图 2 　地震现场搜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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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危化品泄漏应急处理装置

【技术开发单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北京航天试验技术研究所

【技术概述】技术开发单位针对危化品储运时的突发泄漏情况，满足工业市场对危化品安全管控

和应急处理的需求，研制了危化品泄漏应急处理装置。该装置集成了无线监测、便携式浓度监测、应急

堵漏、粉体洗消、泄漏收集与废气处理等功能，产品功能符合危化品泄漏后从监测到控制再到处理的完

整工艺流程。实现了多功能、模块化、集成化，作为公共安全装备，可以实时监测危化品储运状态，及

时发出泄漏报警信号；为抢险救援人员提供事故泄漏点的浓度值；对泄漏容器进行快速带压堵漏工具；

对泄漏的危化品进行洗消处理或收集处理，防止危化品液体四处流淌污染地下水、土壤或植被，减少危

化品有毒有害气体扩散，降低对人员的危害，有效提高我国在危化品储运安全方面保障能力、降低和消

除事故破坏程度。

【技术指标】

（1）处理性能：浓度监测误差为 ±3%；最小检出限 1ppm；粉体洗消剂流量 10kg/min; 洗消剂喷射

距离≥ 5m；收集能力为 2m3；收集速度为 8m3/h。

（2）产品性能：整机尺寸 5100mm×2000mm×2100mm，重 3.5t，可使用市电 / 发电机供电，最大

功率 7.7kw。

【技术特点】依托先进的气体检测技术，危化品泄漏应急处理装置能够第一时间判明泄漏状态及

浓度分布，为事故处理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以带压耐腐蚀快速堵漏专利技术，实现了快速阻止泄漏，

阻止风险扩大，可以实现对危化品储罐、管道、法兰、阀门等的带压耐腐蚀快速堵漏。利用凝胶推进剂

技术，研发出了凝胶型粉体洗消剂及洗消工艺与设备。只需少量凝胶洗消剂即可将危化品转变为凝胶状态，

消除其流动性，降低挥发性，有效抑止扩散，最大程度地保护周边环境。利用高效高真空收集技术，实

现了对危化品气液两相的快速收集，避免了具有一定毒性和腐蚀性的危化品与机械动力装置的直接接触，

提高了应急处置过程的安全性，降低了次生事故风险。

【先进程度】国内先进

【技术状态】试生产、应用开发阶段

【适用范围】适用于消防机构、应急救援机构、化工企业、化工园区、大型港口等地，用作事故

的应急抢险救援、应急演练培训。

【专利状态】申请发明专利 4 项。

【合作方式】合作开发  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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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效益】国家高度重视危化品安全管理工作，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装备已被列入“十三五”

鼓励发展的《产业结构调整目录》，我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中

提出“重点研究危险化学品泄漏、群体性中毒等应急救援技术，开发相应重大装备和系列化防护产品，

增强应急救援综合能力”。预计市场规模可达 180 亿元。

【联系方式】于茂杰　010-68191801/15910528971

【产品展示】

  

 

图　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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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公共应急救援装备

【技术开发单位】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概述】该技术产品是森林消防部队快速灭火作战急需的重要装备，是一种具有高通过性、

高机动性、大承载能力、多种森林消防手段、破障开路能力、火场救援和牵引能力及通信指挥能力等功

能于一身的特种车辆。高机动抢险救灾运送车兼具全地形通过能力、机动性强、可靠性高、反应迅速的

特点，能同时载人载物，车辆集成指挥通信和 GPS 导航系统，是火灾现场物质、人员、设备运输以及现

场指挥、应急突围的特种车辆装备。整车总体性能优良，可以适用于山地、沙漠、沼泽、雪地等多种地

形地貌，具有良好的抗击危险和危害情形的能力，除了抗灾抢险，还可在野外作业、生态地貌旅游等方

面发挥强大功能和作用。

【主要技术指标】

（1）多功能履带式森林消防车：车辆在载重量为 4t 的情况下，能顺利通过 32°纵坡和 25°侧倾坡，

能通过 1.65 m 宽的壕沟、0.7m 高的垂直墙；在运载 3t 水的同时，还可搭载 10 名消防人员及一定数量的

消防物资，总的运载量不超过 4t；车辆最大速度不小于 52km/h；消防泵出水口压力不小于 0.65 Mpa，最

大流量不小于 650L/min，水枪最大射程不小于 40m。

（2）高机动抢险救灾运送车：满载重量≥ 9.5t；最大行驶速度＞ 58 km/h；最大垂直爬坡度≥ 32°；

最大侧倾行驶坡度≥ 25°；越壕宽＞ 1.6m；翻越垂直墙≥ 0.65m；履带接地压力 0.04 ～ 0.05Mpa。

【技术特点】双向密封无泄漏技术，方便进行快速连接和断开，保证整个链路无泄漏。轻量化高

机动性、高通过性运载平台的系统优化与综合集成；运载平台具有较高自身防护功能的轻量化框架式薄

壳车体、大承载能力、高通过性的履带与行走装置、集成化的动力与传动装置技术；高效率的森林灭火

装置的集成应用。车体焊接水箱，该水箱容积达 3.1 与车体焊接成一体。具有浮渡功能。

【适用范围】多功能履带式森林消防车可广泛应用于我国南北森林地区消防、破障开路、火场救援、

牵引、通讯指挥；高机动抢险救灾车适用于山地、沙漠、沼泽、雪地等多种地形地貌抢险救灾、牵引、

通信指挥。

【专利状态】授权专利 3 项。

【技术状态】批量生产阶段

【合作方式】合作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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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效益】根据全国森林武警部队装备计划，在未来 5 年，全国森林消防部队总共需装备森林

消防车辆 1810 台。高机动抢险救灾运送车可有应对对我国各种自然灾害事故频发，严重自然灾害和重大

突发公共事件及次生、衍生灾难。符合国家工业产业发展政策，形成生产规模后，不仅可以为国家抗灾

救援提供质优价廉的专用特种装备，同时以其作为基型平台，较强的变形能力，可在地质勘测、特种作业、

生态旅游等多种领域扩展其发展空间。具有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联系方式】戴斯盛 　0731-58295808/15197225091

【产品展示】

图　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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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评审专家名单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 / 职称

1 师元光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科技委 研究员

2 陈咸康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研究员

3 毛  明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首席专家

4 鄢楚平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15 研究所 副总工程师

5 宁汝新 北京理工大学 教  授

6 张友生 清华大学国际技术转移中心 副主任

7 韩宝成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研高工

8 李中华 中科院创新孵化投资公司 副总经理

9 李宝山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 秘书长

10 张伟儒 中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11 李  伟 曙光腾龙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12 郭叔贵 中国技术交易所有限公司 总经理

13 孙  恒 中评信（北京）应用技术研究院 副院长

14 胡永祥 浙江省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

15 杨永刚 首瑞（北京）投资管理集团 高级工程师

16 周  硕 盛世景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17 马晓鹏 北京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18 李臻洋 航天创投基金 投资经理

19 丁  毅 江苏财通投资公司 总经理

20 郭东军 北京中祥运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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