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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物料自动化搬运的视觉自动导引车 AGV 系统 

成果名称 用于物料自动化搬运的视觉自动导引车 AGV 系统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航空航天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其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技术许可■合作开发□技术入股■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在物流系统中有三类典型的自动化传输设备：(1) 固定路径传输设备，如传输带；(2) 限

定区域传输设备，如有轨小车；(3) 可变路径传输设备，如自动导引车 AGV。AGV是一种具

有自动导引装置，能够沿规定的导引路径行驶和停靠在指定的站点，并通过各种移载装置完

成相关物料搬运任务的自动化运输车辆。在自动化程度、智能化水平、路径设置柔性及系统

可重构性方面，AGV都要明显优于前两种传输设备，且易与计算机控制的全自动化生产系统

有机结合。 

二、创新点以及主要技术指标 

电磁感应导引和磁导引是 AGV的传统导引技术，需要在运行路径地表埋设电缆或铺设磁

带；激光导引是一种较先进的导引技术，然而其价格昂贵，且需在工作空间安装大量位置精

确的反射板；视觉导引是一种新的基于图像处理技术的导引方法，通过 CCD摄像机跟踪运行

路径地表铺设的有色胶带。相对于其他导引技术，视觉导引具有以下优势： 

三、主技术指标 

本项目产品采用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视觉导引和智能控制技术，核心功能部件基于嵌入

式计算机系统开发，导引功能强、控制精度高、性价比好、承载能力强、扩展升级方便，相

对于现有 AGV产品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 

视觉导引 AGV的主要技术指标如下： 

技术指标 电磁感应导引 磁导引 激光导引 视觉导引 

导引标识设置 复杂、更改困难 
简单、更改方

便 

反射板位置严

格 
简单、更改方便 

应用环境要求 
地面平整，无电磁

干扰 

地面平整，无

电磁干扰 

地面平整，空间

无障碍 
地面平整、清洁 

导引信息容量 无特殊标识 无特殊标识 无特殊标识 多种特殊标识 

导引识别精度 ±3mm ±3mm ±2mm ±1mm 

技术应用成本 低 较低 高 较低 



导引方式：视觉导引，可实现自动加减速、工位识别和多分支路径识别等； 

驱动方式：两轮差速驱动； 

运动方向：前进和后退双向导引； 

运行方式：面板按钮手动/遥控器遥控/上位机远程控制； 

运动速度：0-60m/min，无极变速； 

承载能力：200/500/1000kg； 

转向方式：直角转向/圆弧转向； 

行走精度：0-10mm； 

定位精度：0-3mm； 

供电方式：蓄电池（24V，40Ah）/自动充电/非接触充电/非接触供电； 

路径类型：直线路径、环形路径、多分支路径（丁字形路口、十字形路口）； 

监控方式：车载液晶屏显示/中央控制器监控。 

三、知识产权及获奖 

（1）一种自主车辆的嵌入式导引装置及其智能复合导引方法，发明专利，授权号：

ZL200910032942.7。 

（2）可分式差速驱动装置及其全方位移动自动导引车，发明专利，申请号：201010228787.9。 

（3）全方位自动导引车的路径自适应跟踪控制方法，发明专利，申请号：201010228763.3。 

（4）自动引导小车的无接触供电及导航装置，发明专利，申请号：200810234556.1。 

四、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AGV应用领域十分广泛，涉及制造业、仓储业、港口码头、食品化工、烟草等众多行业，

并在邮局、图书馆、医院和危险工作地点等具有广阔的产业化前景： 

（1）仓储业是 AGV 最早应用的场所。 

（2）汽车制造、机械加工、家电生产、微电子制造、冶金等行业是 AGV应用最广泛的

领域，AGV还用于原材料或成品的运送、构建柔性化的生产线等。 

（3）在邮局、图书馆、港口码头和机场，AGV具有很大的应用潜力。 

（4）烟草、医药、食品、化工行业应用 AGV非常合适。 

（5）冷冻、核材料、感光材料、核电站等特种行业应用 AGV也是最佳选择。 

 

 

 

成果

图片 

成果图片： 



 

图 1  自主研发的视觉导引 AGV 

 

 
图 2  自主研发的磁导引 AGV 

所研发的 AGV系统主要特点：核心技术全部自主研发，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 

系统布局成本低，柔性高，效率高；运行控制精度高，运行平稳，可实现直角转弯；集

成射频识别技术（RFID）可方便实现路径选择、工位识别和定位；和同类产品比较，成本低，

性价比高；可为用户根据需求实现定制。 

 

  



2、基于高速 DSP 的多轴运动控制卡 

成果名称 基于高速 DSP的多轴运动控制卡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航空航天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其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技术许可■合作开发□技术入股■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多轴运动控制卡以 32位 DSP＋FPGA为硬件平台、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为软件平台，配

有先进的多轴联动插补、平稳速度规划和高精度伺服控制等核心控制算法，具有性能先进、

功能齐全、接口丰富、性价比高、通用性好等优势。 

 

二、创新点以及主要技术指标 

控制轴数：4－8 轴，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 

控制信号：脉冲，模拟量，高速串行总线； 

开关量控制：32 输入、24输出； 

外部接口：PCI、USB、RS485、RS232，用于下载程序、扩展人机界面等； 

控制功能：高速定位、多轴联动轨迹、前瞻速度规划、S形平稳升降速； 

轨迹插补：多轴直线、空间圆弧、样条曲线等。 

三、知识产权及获奖 

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四、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可实现目标对象的定位、轨迹运动、速度、加速度等自动控制，广泛应用于工业机器人、

雕刻机、数控机床、微电子制造装备、医疗设备等精密驱动，以及食品、包装、纺织、木材

加工等精密驱动。 

 

 

成果

图片 

 

 

 

 

 

                    外置式运动控制卡（USB、RS232接口） 



 

 

 

 

 

                  嵌入式运动控制卡（PCI接口） 

 

 

 

 

 

 

 

 

 

 

 

 

 

 

 

 

 

 

 

 

 

 

3、超声电机 

成果名称 超声电机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航空航天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其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技术许可■合作开发■技术入股□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超声电机是一种新型的微电机，超声电机不同于传统的电磁电机：它没有磁场，不依

靠电磁相互作用来转换能量，而是利用压电陶瓷逆效应和超声振动，将材料的微观变形通

过机械共振放大和摩擦耦合转换成转子（旋转型）或滑块（直线型）的宏观运动。 

本项目已获得 2013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获授权国家专利 31项，研制了 15种

直线电机及 4种精密定位平台，实现了大行程（20-100毫米）、高位移分辨率（<50纳米）、

高定位精度(0.36微米)、高加速度（5－10g），已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部分指标

超过国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 

 

二、创新点及主要技术指标 

（1）结构简单、紧凑、转矩/重量比大（5-10倍）；（2）低速大转矩，可实现直接驱动

（不需齿轮箱）；（3）响应快（毫秒级），控制性能好；（4）断电自锁（能获得较大的自锁

力矩）；（5）不产生磁场，亦不受外界磁场干扰；（6）低噪声运行﹝＜45dB）；（7）可以在

真空环境下工作（真空度可达 10-6 Pa）；（8）形状可以多样化：圆的、方的、空心的等等。 

 

三、知识产权及获奖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四、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本项目产品已用于神光－3试验、物理光栅结构光三维扫描仪和细胞穿刺试验，将在航

空航天、生物医学等领域有广阔应用前景，为高性能直线压电机产业化及打破国外对该技

术的垄断奠定了基础。 

成果

图片 

 

 

 

 

 



 

4、高性能电铸技术与装备 

成果名称 高性能电铸技术与装备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航空航天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其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技术许可■合作开发■技术入股□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电铸是利用金属电沉积原理制取产品的一种特种加工技术。由于电铸过程中，最小材料

添加单元是极其微小的金属离子，因而电铸技术具有很高的制造精度，被普遍认为在精密、

复杂、微纳结构零件的成形制造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当前先进制造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它已在航空、航天、模具、电子、通讯等行业获得诸多重要应用。 

二、创新点以及主要技术指标 

本成果针对高新技术关键零件的研制需求，经过深入系统的研究，突破气泡吸附行为控

制、微结瘤趋势抑制、复杂结构电场分布均匀化、纳米晶零件制备等一系列关键技术，研制

出专用机床设备，实现了高性能（高产品质量、高材料性能、高生产效率）精密微细电铸。

本成果主要具有以下技术特点：（1）发明了摩擦辅助电铸技术，解决了气泡吸附、表面结瘤

及结晶粗大等问题，制品质量和生产效率显著提高；（2）发明了交变压力去除气泡法和高深

宽比微细结构电铸等技术，消除了微结构件电铸中麻坑、针孔等弊端；（3）提出了阳极逆向

设计方法，显著改善了金属分布的均匀性和微观组织的一致性；（4）研制出高性能精密微细

电铸机床装备。 

三、知识产权及获奖 

2007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006年省部级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2000、200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04 年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004年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项目奖。 

已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6项，发表期刊论文 80余篇。 

 

 

四、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本项目是项目组近十几年来的研究积累，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江苏省科技厅的

重视和立项支持。研究成果获 2007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研究成果已在高新技术研制

和生产中得到成功应用，先后研制了波导管、摄像头模具、微型平面线圈以及微细多通道网



板，解决了一批高技术产品研制生产中的关键技术问题，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成果

图片 

 

 

 

 

 

 

 

 

 

 

  波导管                              异型零件 

 

 

 

 

 

 

 

 

 

                  微平面线圈                      高开孔率镍网 

 

 

 

  



5、超塑成形/热成形机床 

成果名称 NUAA-1500kN 超塑成形/热成形机床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航空航天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其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技术许可■合作开发□技术入股■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超塑成形/热成形是制造铝合金/钛合金复杂零部件的一种有效工艺技术，通过对超塑成

形/热成形工艺及设备的多年研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电学院设计、制造了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 NUAA-1500kN 超塑成形/热成形机床。 

二、创新点以及主要技术指标 

（1）电加热模块具有 24 个独立加热控温区，保证了模具温度的均匀性，最高成形温度 920°

C±10°C；（2）计算机控制的超塑成形模块保证了板料以恒应变速率变形，其功能有抽真空、

超塑成形、正反成形、背压成形和超塑成形/扩散连接；（3）成形过程程序控制；（4）机床

具有下顶缸和移动工作台，侧压成形功能可按要求选用。 

三、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实践表明，NUAA-1500kN超塑成形/热成形机床的性能指标全面达到进口机床的水平，

在飞机、轨道交通车辆和汽车制造等领域具有应用前景。 

 

成果

图片 

 

 

超塑成形/热成形机床照片                 超塑成形零件 



 

6、全数字式高性能数控系统（系列） 

成果名称 全数字式高性能数控系统（系列）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航空航天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其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技术许可■合作开发■技术入股□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全数字式数控系统以 32位 CPU为硬件平台，独创软件实现高级数控功能。 

二、创新点以及主要技术指标 

该数控系统（系列）采用 Intel 80486 或 ARM 等 32位 CPU、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FPGA以及超

大规模可编程逻辑器件 CPLD构成控制核心，达到微米级控制精度，指令脉冲频率达到 1MHZ，

最大运动速度可达 60m/min.。系统采用全中文(英文可选)操作界面，320×240 和 640×480

点阵图形式彩色液晶显示界面，全屏幕编辑，可对加工零件进行图形模拟，操作简单直观。

可配套步进电机或交流伺服驱动器，具有很高的使用性能与功能。 

三、知识产权及获奖 

曾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项目立项支持。 

四、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该系列数控系统通过嵌入相应软件可用于车、铣、磨、激光切割和水切割机床等，也可

根据用户需要与其它专用设备配套使用。（1）NHSK-E2型：基于 80386 的数控车削系统，简

易型，用于车床等；（2）NHSK-S3型：基于 80486 的四轴数控系统，中档型，用于车床、铣

床等；（3）NHSK-H3型：基于 ARM的四轴数控系统，高档型，用于车床、铣床等；（4）NHSK-H4

型：基于 DSP的四轴运动控制卡，属基于 IPC 机的开放式数控系统。高档型，用于车床、铣

床、激光切割和水切割机床等；（5）NHSK-G4 型：基于 IPC平台的六轴四联动数控系统，适

用于弧齿锥齿轮数控铣齿机等。 

本课题组研究数控系统二十多年，在高速高精度插补、NURBS曲面直接插补、复杂曲面

笔式加工方法、加减速控制与速度匀化、弧齿锥齿轮铣齿机控制系统、基于 80486与 ARM 32

位高速处理器的全数字控制技术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 



成果

图片 

 

 

 

 

 

 

NHSK-H3型--基于 ARM的车床数控系统  自研数控系统加工的弧齿锥齿轮  复杂曲面笔式加

工 

 

 

 

7、新型数控系统 

 

成果名称 新型数控系统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航空航天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其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技术许可■合作开发■技术入股■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包括 PC型和嵌入式两种结构形式，其中 PC型数控系统以 PC＋运动控制卡为硬件平台，

嵌入式数控系统以 ARM9＋DSP＋FPGA为硬件平台，软件平台均采用实时操作系统。系统具有

先进的多轴联动插补、高速前瞻平稳速度规划和高精度伺服控制等核心控制算法，性能先进、

性价比高、通用性好。 

 

二、创新点以及主要技术指标 

控制轴数： 4轴，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 

控制信号：脉冲（开环位置模式）；模拟量（闭环速度/转矩模式）； 

外部接口：以太网、USB、RS232等； 

控制功能：直线、圆弧、螺纹、样条插补，微线段连续加工，S 形升降速， 

前瞻平稳速度规划，软 PLC，刀具补偿、螺距补偿等； 

人机界面：彩色 LCD显示、动态图形仿真。 

 

三、知识产权及获奖 

获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 

 



四、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可广泛应用于各类通用数控机床或数控专机的控制，如：车/铣床、雕铣机、水切割机、

激光加工、加工中心，以及包装、纺织、木材加工等专用数控设备控制。 

 

 

 

成果

图片 

 

 

 

 

 

 

 

 

 

 

 

 

                嵌入式数控系统人机界面 

 

 

 

 

 

 

 

 

 

 

 

 

                PC型数控系统人机界面 

 

 

 

  



8、基于机器视觉的检测技术和设备 

成果名称 基于机器视觉的检测技术和设备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航空航天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其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技术许可■合作开发■技术入股□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基于机器视觉的刀具磨损检测技术通过在线或离线的监测，在设定加工时间外延长刀具

实际使用时间，在设定时间内及时发现破损刀具避免次品产生。在二维检测方面主要利用刀

具的磨损区域在空间某方向上的投影是封闭的，跟踪检测出其边缘即可得到区域几何参数。 

二、创新点及主要技术指标 

（1）该检测技术可以大幅提高测量精度、提高工厂自动化程度。（2）通过一种窗口跟踪算

法来完成刀具磨损区域边缘的检测，对磨损边缘的测量可精确到像素，且处理算法仅在图像

中的局部区域进行可以避开多数的图像噪声，具有较强的鲁棒性。（3）需处理的数据量大大

减少，提高了处理效率，对各种磨损形式均具有较强的包容性， 

三、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可以应用于生产现场的快速检测。利用景深合成技术实现对刀具磨损的精确描述，为研

究刀具磨损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测量手段。 

 

 

成果

图片 

 

 



9、被动式集成结构健康监测系统 

成果名称 被动式集成结构健康监测系统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航空航天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其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技术许可□合作开发□技术入股□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基于压电传感器和导波的主动结构健康监测技术具有灵敏度高、监测区域范围大、不依

赖于监测对象的力学模型、既适用于复合材料结构也适用于金属材料结构等优点，是众多结

构健康监测技术中最具应用前景的技术之一，也是国内外研究重点。基于导波的被动式结构

健康监测技术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获取由于结构遭受撞击产生的冲击响应信号，结合响应的冲

击处理与诊断方法，实现冲击源位置、能量及时间历史的诊断与评估。 

为实现被动式结构健康监测技术的工程应用，项目组在国家自然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重

点项目/面上项目、国家 863、重点型号技术攻关等国家级重要项目的资助下，研制了系列

被动式集成结构健康监测系统并形成产品，包括集成小型化冲击监测系统和微型化数字式冲

击区域监测仪。系统可实现金属结构和复合材料结构的冲击在线实时监测与评估。其中，微

型化数字式冲击区域监测仪是现有结构健康监测系统中，有关被动式冲击监测系统的颠覆性

产品，属世界首创。整套系统集压电传感器阵列密通道冲击响应信号获取、冲击响应信号处

理与冲击分析诊断于一体，可配接大规模压电传感器阵列实现大面积、多部位的结构冲击的

在线实时监测。 

二、创新点 

    1、首创离散小波去噪与特征数字序列辨识结合的冲击信号数字化处理方法，实现了压

电传感器阵列密通道冲击响应信号的微型化、低功耗处理与解析。 

2、提出了基于能量加权因子的结构冲击区域定位方法，实现了基于低功耗冲击数字序

列的冲击区域准确定位。 

3、提出了数字式冲击监测系统组网时的冲击辨识冲突消解方法，实现了大规模监测网

络、多结构部位的冲击监测组网。 

 

三、主要技术指标 

1.集成小型化冲击监测系统： 

（1）系统硬件技术指标 



⚫ 系统通道数：支持 32个压电传感器通道，单端输入； 

⚫ 信号输入耦合方式：直流耦合； 

⚫ 输入阻抗：1MΩ； 

⚫ 信号输入范围：-10V~+10V； 

⚫ 信号采集分辨率：16 Bit； 

⚫ 采样频率：10kHz 至 100kHz多级可调； 

⚫ 板载缓存：17 MB 数据存储单元； 

⚫ 硬件工作模式：支持触发模式和实时模式。 

（2）系统软件技术指标 

⚫ 支持连续在线实时撞击监测； 

⚫ 支持撞击事件发生提示； 

⚫ 支持对撞击载荷、位置的估计和显示； 

⚫ 支持对传感器位置、通道的灵活配置； 

⚫ 支持对撞击能量撞击水平低、中、高的监测； 

⚫ 具备撞击历程数据库查询功能。 

⚫ 支持快速冲击监测工作模式，快速方便实现冲击数据采集； 

⚫ 支持按任务管理的结构冲击监测工作模式，实现结构可视化、冲击区域定位和组网监测； 

⚫ 支持用户对监测过程中产生的所有文件进行统一查询和管理等。 

⚫ 支持数据导出功能，导出数据格式为 MAT、TXT和 XLS。 

2.微型化数字式冲击区域监测仪： 

（1）系统硬件技术指标 

⚫ 单个监测设备支持 16路压电传感器； 

⚫ 系统配备压电传感器网络进行冲击监测； 

⚫ 系统通讯方式为通用总线； 

⚫ 监测设备采用了小型化设计，尺寸仅为 50×50×20mm； 

⚫ 监测设备还进行了低功耗相关设计，正常工作时功率小于 50mW； 

⚫ 设备稳定可靠，抗干扰能力强，多设备可协同组网监测。 

（2）系统软件技术指标 

⚫ 系统软件具有可视化的软件界面； 

⚫ 能够实时显示冲击区域定位结果； 

⚫ 可随时查询监测历史数据； 

⚫ 提供数据读取与回放功能； 

⚫ 提供对系统硬件模块的联合检查； 

⚫ 支持按任务管理的结构冲击监测工作模式，实现结构可视化、冲击区域定位和组网监测； 

⚫ 支持用户对监测过程中产生的所有文件进行统一查看和管理等。 

四、知识产权及获奖 

本项目组一直致力于导波结构健康监测技术的研究工作，已开展了 20余年的研究。2013



年获国防科学技术发明二等奖。目前，项目组已拥有近 20 项与被动式结构健康监测系统相

关的国家发明专利及软件著作权，主要包括： 

(1) 袁慎芳，张炳良，邱雷等，一种大型航空结构实时冲击监测仪及方法，  ZL 

201110057547.1，授权日期：2013/1/9。 

(2) 袁慎芳，刘沛沛，邱雷等，一种小型化数字式的大规模传感器阵列冲击监测系统，ZL 

201110192185.7，授权日期：2013/7/3。 

(3) 邱雷，袁慎芳，梅寒飞等，基于数字序列阵列二维特征的冲击能量等级判别方法，

ZL201310375307.5，授权日期：2016/4/12。 

(4) 袁慎芳，梅寒飞，任元强等，数字式无线冲击监测系统组网时的冲击辨识冲突消解方法，

ZL201310374168.4，授权日期：2016/5/9。 

(5) 袁慎芳，任元强，邱雷等，基于能量加权因子的复合材料结构冲击区域定位方法，

ZL201410455126.8，授权日期：2016/6/13。 

(6) 邱雷，袁慎芳，钱伟峰等，基于数字序列和时间反转的结构冲击区域图像报警方法，

ZL201310048298.9，授权日期：2015/3/17。 

(7) 邱雷，袁慎芳，钱伟峰，一种复合材料结构冲击监测数字序列的两级降噪方法，ZL 

201210355986，授权日期：2014/11/12。 

(8) 袁慎芳，苏永振，邱雷等，基于多重信号分类算法的冲击载荷定位方法，ZL 

201010199273.5，授权日期：2012/7/4 

(9) 邱雷，袁慎芳，刘彬，基于二维线阵和空间滤波器的结构冲击无波速定位方法，

ZL201310251434.4，授权日期：2015/4/13 

(10) 袁慎芳、邱雷、任元强，机载数字式冲击区域监测仪应用软件，著作权登记号：

2012SR079768。 

(11) 袁慎芳、邱雷、钱伟峰，机载数字式冲击区域监测仪主控软件，著作权登记号：

2012SR079775。 

五、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基于压电传感器和导波的主动结构健康监测技术具有灵敏度高、监测区域范围大、不依

赖于监测对象的力学模型、既适用于复合材料结构也适用于金属材料结构等优点，在航空航

天、土木、高速铁路、热化工、核能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项目组研制的被动式集成结构健康监测系统先后被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中国商飞、中

国飞机强度研究所、中国试飞院、中国特种设备研究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温州大学、沈

阳航空航天大学等单位购买和应用。同时，项目组所研制的系统也在国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目前已经与 Airbus 和瑞士 SR Technics 建立了合作关系，正在 SR Technics 开展本系统在

Airbus主要机型上的功能演示验证。 

随着我国重要的复杂机械装备的发展，特别是航空航天领域的发展，对复杂机械结构的

健康监测提出了迫切的应用需求。项目组将进一步扩展系统的应用范围，力争在近年内实现

系统在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批量应用。 



成果

图片 

图 1是项目组研制的小型化冲击监测系统，图 2是小型化冲击监测系统应用软件界面。

图 3是项目组研制的微型化数字式冲击区域监测仪。图 4是微型化数字式冲击区域监测仪应

用软件界面。 

 
图 1项目组研制的小型化冲击监测系统 

 

图 2项目组研发的小型化冲击监测系统典型软件界面 

 

 

图 3项目组研制的系列微型化数字式冲击区域监测仪 

 

图 4项目组研制的微型化数字式冲击区域监测仪应用软件典型界面 

 

  



10、加工过程在线监测与误差补偿技术 

成果名称 加工过程在线监测与误差补偿技术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航空航天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其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技术许可■合作开发□技术入股□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在线监测与误差补偿技术主要解决数控加工特别是精密加工中存在的加工效率低、加工

精度不能满足要求的问题。整套技术包括了零件尺寸误差在线测量、切削过程振动监测、数

控机床热误差补偿三部分。 

零件尺寸误差在线测量是利用数控机床测头和开发的在线测量数据处理软件，在加工零

件后不拆卸的情况下对零件尺寸和形位误差进行检测，并根据检测结果进行误差补偿，实现

加工、检测和误差补偿一体化。不仅可减少零件安装与定位次数，提高生产效率，也可提高

零件加工精度。 

切削过程振动监测是利用开发的切削振动采集和分析系统，对零件切削加工过程的振动

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并得到减振的切削条件和合理的工艺参数，可提高零件加工表面质量、

降低刀具磨损，并进行机床故障诊断。 

数控机床热误差补偿对机床关键部位的温度变化和热变形进行检测，建立热误差模型，

对热误差进行补偿。应用该项技术可减小机床热变形，缩短机床待机时间，尤其对精密数控

机床能够显著提高机床的加工精度。 

 

二、创新点主要技术指标 

可检测零件尺寸和圆度、圆柱度、同轴度、垂直度、全跳动、平面度和平行度误差； 

加工、检测和误差补偿一体化；检测精度高，可达微米级。 

四、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可应用于机械加工企业的数控加工，是企业实现高效、精密加工的有效手段，具有广泛

的应用前景。 



成果

图片 

 

 

 

 

 

  



11、并行放电多电极电火花线切割机床 

成果名称 并行放电多电极电火花线切割机床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

技术 □高技术服务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  □技术许可 ■合作开发  ■技术入股  □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的多年持续资助下，开展了硅、锗等半导

体材料的电火花多线切割研究，提出了往复渐进式自适应进给控制方法，在轨迹重叠反向

插补、多电极运丝机构设计、模糊自适应控制、多电极丝同步均衡放电控制等方面取得了

技术突破，开发了专用伺服控制系统，组建了高性能电火花线切割运动控制实验平台，并

成功研制了一台国内首创的并行放电多电极电火花线切割机床，取得了加工效率随电极丝

数量增加而倍增的效果。 

二、创新点以及主要技术指标 

主要技术指标：电极丝间距≤600μm，并行电极丝数量≥3，总厚度偏差≤50μm。 

三、知识产权及获奖 

拥有相关授权发明专利 2项。 

四、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应用前景：用于太阳能或集成电路制造的硅锭等半导体材料的批量切割，具有切损小、

成本低、效率高、翘曲小、绿色环保等优点，市场需求巨大。由于半导体材料切割成本占

到太阳能电池板总的制造成本的 2/3之多，因此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成果

图片 

 

图为所开发的并行放电多电极电火花线切割机床，具有独特的三段式储丝筒，可安装三根

钼丝，每根钼丝采用独立电源供电，通过自行开发的控制系统实现高精度高效率同步切割。 



 

12、空间柔性结构振动抑制实验系统 

成果名称 空间柔性结构振动抑制实验系统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  ■技术许可  ■合作开发  □技术入股  □其他 

成果

介绍 

一、 项目简介 

本研究针对柔性空间机械臂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振动进行主动控制研究。以消除机械臂

运动过程中振动对轨迹跟踪和定位控制精度的影响，为提高机械臂运行效率提供有效的解

决方法。通过采用压电智能材料作为控制作动装置嵌入机械臂内部，结合各部件材料及力

学特性，采用符号建模方法建立空间机械臂刚体运动-弹性振动的刚柔耦合受控模型，结

合奇异摄动理论建立机械臂系统的快慢变子系统，经联合求解获得符合实际运动特征的动

力学响应。分别考虑系统在无时滞和存在系统时滞两种情况下的振动控制方案，对时滞影

响的系统进行特殊扩维处理，以得到不显含时滞的控制系统，从而获得有效的控制效果。

研制开发一套用于空间柔性结构动力学及振动抑制的演示系统。 

二、 创新点 

（1）研究开发内嵌式压电智能材料作为控制作动器，提出参数补偿线性化方法，将压

电材料本构关系线性化，根据一次刚柔耦合建模理论建立内嵌压电智能材料的柔性空间机

械臂动力学控制模型。 

（2）研究刚柔耦合动力学模型的解耦方法，建立柔性空间机械臂弯曲和扭转振动的独

立控制机制；  

（3）研究分析输入时滞对柔性空间机械臂受控模型的影响，提出一种基于刚柔耦合模

型的时滞稳定性分析方法，形成最佳时滞控制机制。 

三、 主要技术指标 

（1）建立一套以嵌入式压电智能材料为控制装置的柔性空间机械臂振动主动控制方

法，形成机械臂弹性弯曲和扭转振动的控制机制。 

根据项目研究内容已形成有效的柔性机械臂振动控制方法，采用奇异摄动有效分离快、



慢变系统，获得可独立控制的子系统，建立了有效的柔性刚柔耦合系统振动控制方法。 

（2）取得柔性空间机械臂抓取操作中碰撞引起的多模态振动的信号处理和振动控制机

制。 

分析研究由复杂激励引起的控制器失效问题，引入滤波方法进行信号处理，重点研究

由信号处理时滞带来的系统稳定性问题，通过采用建立时滞输入输出方程，以及采用无时

滞系统的转换方法，获得这一类时滞系统的有效振动控制方法。 

（3）将柔性空间机械臂系统振动幅值消除80%以上。 

研究结果表明，采用有效的控制方法能够将机械臂系统末端振动幅值衰减 90%以上，

并且在系统受外界干扰，采用滤波处理后的时滞系统控制方面，也能够达到接近 90%的衰

减效果。完全满足预期控制要求。 

四、 知识产权及获奖 

（1） 邵敏强，滕汉东，嵌入式柔性机械臂振动控制装置，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510809409.2（授权）； 

（2） 邵敏强，滕汉东，黄宇明，一种空间智能柔性机械臂试验装置，发明专利，专

利号：201610169410.8（授权）； 

（3） 邵敏强，陈卫东，滕汉东，刚度可调谐的动力吸振装置，发明专利，申请号：

201710355909.2（实审）； 

（4） 邵敏强，滕汉东，动力吸振器，实用新型，申请号：201720568422.8 

（5） 邵敏强，滕汉东，动力吸振器，实用新型，申请号：201720568422.8 

（6） 邵敏强，操瑞志动力吸振器，实用新型，申请号：201720568422.8 

（7） 邵敏强，操瑞志动力吸振器，实用新型，申请号：201720568422.8 

五、 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本项目涉及的柔性机械臂振动抑制实验系统具有结构简捷，便于实现，可扩展性强等

特点，适合应用与航天结构的振动抑制地面实验验证。该实验平台能够完成部分气浮实验

平台的功能，但与气浮平台相比具有造价低，便于实现等优点，并且实验过程中不需要耗

费大量的专用气体，实验成本低。对缩短空间柔性机械结构的开发周期具有重要意义，可

在我国航天应用领域广泛推广。本项目同样涉及柔性空间结构的振动抑制和运动学控制方

面的研究，基于理论的研究成果，能够为柔性机械臂实验平台的应用提供广泛的技术支持。 

 

  



13、能馈式轨道交通牵引供电系统 

成果名称 能馈式轨道交通牵引供电系统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航空航天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其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技术许可■合作开发■技术入股■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城市轨道交通（地铁、轻轨等）车辆牵引供电采用直流电源系统，目前的牵引供电由变

压器和整流器构成，单套供电系统功率为数兆瓦。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起、停频繁，在车辆制

动时一般优先采用再生制动方式。在现用的单向传递能量的变压整流供电条件下，车辆的再

生制动能量将使得直流母线电压升高。为了避免母线电压过高，现在通常采用电阻消耗多余

的制动能量，引起能源损失。我国已经将能馈式牵引供电系统作为国家科技支撑专项项目进

行重点开发。 

二、创新点以及主要技术指标 

本项目组研发了一种特别适合于城市轨道交通的能馈式牵引供电方案，其核心技术已获

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该技术的特点为：1 模块化结构。4MW的供电站可由 4个一样的 1MW

功率模块组成，无需特别措施，各模块的功率自然均分。大功率变流器的设计和生产难度大

为降低。2 极低的开关频率。功率器件的开关频率仅为 150Hz，使得大功率变流器的效率大

大提高；功率器件的工作可靠性提高，不需要复杂的驱动和保护、缓冲措施；系统的电磁兼

容性好。3 特殊设计的控制策略使得系统的动态响应速度快，网侧电流正弦性好，谐波含量

小，直流侧电压平稳、超调小。 

四、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已研制了 380V交流输入/1500V直流输出的小功率试验系统。已采用该专利技术开发了

大功率 400Hz逆变电源。该变流器技术还可以用作数 MW级风力发电并网变流器、大功率三

相光伏发电并网变流器。 

成果

图片 

 

 

 

 

 

 

4kW四通道阶梯波合成双向 AC/DC变流器（380VAC/1500VDC）原理样机和实验波形（供电/回馈

/供电） 

通道１

通道２

通道３

通道４

主控制器

４个SVM
交流滤波器



14、非隔离光伏并网逆变器 

成果名称 非隔离光伏并网逆变器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航空航天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其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技术许可■合作开发■技术入股■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非隔离型光伏并网逆变器拥有效率高、体积小、重量轻和成本低等优势。 

由于没有低频或高频的隔离变压器，非隔离光伏并网逆变器的一个关键的技术问题是必

须要解决漏电流问题。目前，一些技术领先的公司（如 SMA Solar等）都申请了专利保护其

高效率的非隔离光伏并网逆变器电路结构。 

二、创新点以及主要技术指标 

本项目组通过研究获得了一种优化的非隔离光伏并网逆变器电路拓扑，兼具有低漏电流

和高效率的优点。漏电流明显小于 SMA公司的 H5电路，效率与其相当。 

已研制了 3kW实验样机，采用 Buck-Boost 变换器实现 MPPT，该变换器采用一种新型的

PWM控制策略；逆变器采用 oH5拓扑；采用可实现高电流质量和内在反孤岛的并网电流控制

策略。上述三项关键技术均属首创，已申请发明专利。 

实验样机主要参数和性能为：输入（光伏电池输出）200-550V、输出 240V/50Hz（标称

值，可以为其它频率和电压）、最大输出功率 3500W。最高效率 95.2%，欧洲效率 93.8%。采

用改进的扰动观测与增量电导相结合的 MPPT 方法，专利（申请中）反孤岛技术。具备 CAN

总线通信接口，有完善的保护功能。 

三、知识产权及获奖 

专利号：200910234342.9 200910234343.3 201010100903.9 

四、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在欧洲等市场上非隔离并网光伏逆变器占有很大的市场比例。 



成果

图片 

 

 

 

 

 

3kW非隔离光伏并网逆变器外形与内部线路（局部） 

 

 

 

15、独立型光伏发电系统 

成果名称 5KVA独立型光伏发电系统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航空航天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其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技术许可■合作开发□技术入股□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独立型光伏发电系统将太阳能进行功率转换，逆变为 220V市电输出，供独立型用户使

用。并配备铅酸免维护蓄电池组及充放电电路，存储多余的太阳能，在夜间和阴雨天供电。

系统功率等级为 5000 伏安。 

二、创新点以及主要技术指标 

    5KVA独立型光伏发电系统采用先进合理的系统架构和控制策略，具有安全性高、转换

效率高、太阳能电池板和蓄电池管理完善等特点。 

系统组成中，5KVA全桥逆变器、5KVADCDC变换器，均可作为单独的电源模块使用；蓄电池

电路也可作为独离的蓄电池充电器、放电器使用。 

三、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该系统主要用于无电或缺电地区的生活用电,也可用于繁华城市的公共场合的照明、及

照明工程。无人值守地点也适合太阳能发电系统，如各类微波传送站、无线发射点、水文监

测点等。 

输入侧π型
滤波器

储能电感L
输出母线

电容Cdc

功率器件

(底层)



成果

图片 

 

 

16、新能源联合供电系统 

成果名称 新能源联合供电系统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航空航天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其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技术许可■合作开发■技术入股□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新能源联合供电系统是将风力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燃料电池以及蓄电池等结合在一

起连续向负载供电系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电源重点实验室已于 2005年先后购买了 300W风力发电机、1kW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和 1kW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并开展了关于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和燃料

电池发电的研究工作，本课题组已采用以上三套装置分别进行了独立系统的实验研究，已取

得很多研究进展。正在进行风光氢联合供电系统的研究，目前已完成原理，正在进行实验验

证。目前共有 3项专利在申请中。 

 

二、创新点以及主要技术指标 

1. 燃料电池供电系统 

氢能是一种清洁新能源，燃料电池是氢能应用的一个重要。根据燃料电池外特性软、动态响

应慢的缺点，本项目提出了复合型燃料电池供电系统，利用能量管理控制策略控制系统中的

能量流，确保系统高效可靠工作。本系统非常适用于混合动力汽车、应急备用电源等场合。 

2. 太阳能光伏供电系统和风力发电系统 

本研究首先建立太阳能电池和风力发电机的模型，以进一步了解其特性。其次根据不同输入

源的特性，设计高效率高功率密度功率变换器。采用最大功率追踪技术控制系统，使得太阳

能电池和风力发电机工作在最大功率点。 

3. 风光氢联合发电系统 

本研究将风力发电机、太阳能电池和燃料电池通过功率变换器组成了一套风光氢联合发电系

统，同时提出能量管理策略是通过控制变换器使风力发电机、太阳能电池和燃料电池既可以

同时向负载供电也可以单独向负载供电。由于风能和太阳能是可再生能源，应该尽可能多地

利用，当其不足以提供负载功率时，由燃料电池配合其向负载供电。当夜晚和无风时，太阳

能电池和风力发电机不能正常工作，由燃料电池单独向负载供电。该系统可用于分布式供电

也可并网发电。 

 

三、知识产权及获奖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成果名称：“燃料电池供电系统”）、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计划

（成果名称：“多种新能源联合供电系统研究”；项目号：07-E-022）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项目（成果名称：“多输入直流变换器电路拓扑及控制策略的研究”；项目号：50807024）

的资助 



 

四、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风光互补路灯、显示屏；不间断电源、备用电源；新能源分

布式供电系统；航空航天飞行器。 

 

成果

图片 

 

 

 

图 1 燃料电池供电系统的原理样机照片 

 

 

单向变换器 蓄电池 双向变换器 逆变器 燃料电池 



 

 

17、硅基薄膜太阳能电池制备技术 

成果名称 硅基薄膜太阳能电池制备技术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航空航天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其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技术许可■合作开发□技术入股□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太阳能是大自然赐予人类最清洁，最丰富的能源资源，目前商用的太阳能电池以晶体硅

电池为主，由于晶体硅消耗硅料较多，近年来人们一直致力于开发硅薄膜电池。非晶硅薄膜

电池已经实现了商业化生产并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但它仍存在不足之处，包括光致衰减效

应和转换效率不高(约 6％)等。本项目在国家 863计划课题(2006AA03Z219)支持下，开展了

以多晶硅薄膜、微晶硅薄膜和纳米晶薄膜的制备和相关材料的单结与叠层硅基太阳能电池关

键技术研究，已经申请发明专利 5项，发表科研论文 20余篇。 

二、创新点以及主要技术指标 

1.利用 LPCVD方法和自扩散技术生长多晶硅 p-n结，结合层转移技术制备多晶硅薄膜太

阳能电池； 2．采用金属诱导晶化和快速热处理技术实现优质多晶硅薄膜的制备并在低温下

制备太阳能电池；3. 在 PECVD和 HWCVD生长硅薄膜时，通过生长温度，气体流量，氢气稀

释比，腔室气压等参数实现微晶硅或者纳米晶薄膜的生长；4. 采用双层膜技术减小表面处

入射光的反射并实现表面钝化，提高入射光的收集率和少数载流子寿命；5. 采用高低结结

构增加光生载流子的收集效率；6. 采用隧道结技术实现叠层太阳能电池的制备，扩展电池

的光谱收集范围，提高电池的转换效率。 

三、知识产权及获奖 

国家 863项目(2006AA03Z219) 

四、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新型低成本薄膜太阳能电池的制备，实现太阳能发电成本降低到 1元／度以下的目标。 



成果

图片 

 

 

 

 

 

 

 

 

 

 

 

 

非晶硅/微晶硅叠层太阳能电池          柔性衬底(不锈钢片)上多晶硅太阳能电

池 

 

 

18、新型高亮度 LED 驱动器 

 

成果名称 新型高亮度 LED驱动器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航空航天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其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技术许可■合作开发■技术入股□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高亮度 LED是新一代长寿命、节能、环保的照明光源。本项目的功能是将市电输入，转

换为多路输出的恒流源。 

二、创新点 

（1）母线无电解电容，保证了驱动器的长寿命； 

（2）多路恒流输出电源无线性压降损耗，效率高。适用功率范围 50-400W。 

三、主要技术指标 

输入电压：115V-265V AC 

输出电压：48~55V 

  



输出电流：每路输出电流 350mA，6路； 

整机效率：>91%； 

输入功率因数：>0.97 

输出功率范围为 50-400W (约 4200—35000lm)。适于路灯，停车场、广场照明灯等应用。 

四、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可广泛应用于户外照明（街灯，停车场照明灯），室内照明，LCD 背光电源等等。 

成果

图片 

 

     LED驱动器                                 点亮的 LED  

 

19、高寿命高效率供电电源 

成果名称 LED高寿命高效率供电电源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航空航天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其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技术许可■合作开发■技术入股□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发光二极管（LED）是继白炽灯、荧光灯、高压气体放电灯之后的第四代新光源，作为

未来照明、信号、显示、背光的主导力量，LED 具有高效节能、光色全、调光性好、长寿命、

安全环保、可靠耐用、体积小、重量轻等优点。 

LED供电电源是指采用优化的电路结构，利用先进的制造工艺，构成一个高功率因数、

高效率、高功率密度、高可靠性、低成本、长寿命的稳压或稳流电源，性能优良的供电电源

是保证 LED发光品质及整体性能的关键，有 LED之处必然会出现其供电电源的身影。 



LED电源研究小组目前已完成或正在进行多个科研项目，包括：长寿命（无电解电容）

的前级稳压供电电源；长寿命（无电解电容）的恒流供电电源；LLC自激驱动（无 IC、低成

本）的供电电源等。LED电源研究小组的科研成果得到了专家的肯定和业内企业的一致好评，

并已有一部分成果正在向实用产品转化中。目前共有 4项专利在申请中。 

 

 

二、创新点以及主要技术指标 

（1）在市电交流输入时，可根据用户的不同需要，采用单级或两级功率因数校正（PFC），

实现稳压或稳流输出。在直流输入时，也可根据用户需求，设计制作结构紧凑、体积小、高

质量的稳压或稳流电源；（2）通过独特的技术方案，大大减小了市电交流输入情况下的 PFC

电源的储能电容容值，可采用其他类型的长寿命电容替代电解电容，延长了 LED供电电源的

寿命，与 LED本体的长寿命特点相匹配；（3）模块化电源可以实现高频工作，可采用多层

PCB和平面变压器技术，大大减小了变换器的体积，特别适合于对功率密度要求较高的场合。 

 

 

三、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1）照明灯电源：家用照明、商用照明、汽车照明、飞机照明、特殊场合照明（矿山、

潜水、抢险、军用装置等）；（2）交通信号指示灯电源；（3）大屏幕显示电源；（4）液晶显

示(LCD)的背光电源； 

新能源系统：太阳能供电下的室内照明及路灯等。 



成果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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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基于机械蒸汽再压缩的低温蒸发器 

 

成果名称 基于机械蒸汽再压缩的低温蒸发器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航空航天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其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技术许可■合作开发■技术入股□其他 

Boost变换器 Flyback变换器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该系统运行无需生蒸汽加热，即可实现低温蒸发（最低温度可达 20℃）。不仅提高了蒸

汽的利用率，节约了能源，还省去了冷却设备，减少了冷却水的用量，且具有结构紧凑、占

地面积少、空间小等优点。 

二、创新点与知识产权及获奖 

能效比相当于目前比较先进的多效蒸发技术的 30倍。该设备特别适合于热敏性大的料液，

可以省去昂贵的冷冻设备和高昂的运行费用。 

三、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本系统主要应用于污水处理、饮料、食品、天然有机产品、制药、海水淡化等多个行业

中，推广前景十分广阔。现阶段已经进入小批量生产阶段 

成果

图片 

 

 

 

21、半导体温差发电机 

成果名称 半导体温差发电机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航空航天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其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技术许可■合作开发□技术入股□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温差发电是一种合理利用余热、太阳能、地热等低品位能源转换成为电能的有效方式。

温差发电具有结构简单，坚固耐用，无运动部件，无噪音等特点。目前在国外已广泛研究，

应用到军事、民用领域，我国鲜见相关研究报道。由于低噪声、能快速启动、能长期连续工

作、易携带、维护方便、后勤保障便利等是军方首要的考虑，在这些方面，温差电转换发电

器大大优于常用的内燃式驱动发电机和化学蓄电池。1988年美国生产了一种温差发电器,能

连续工作 12小时,产生 13.1V直流电压,向负载提供 120W的电功率。此外，随着全球石油消

耗的剧增、价格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技术活动集中到新能源的开发及各类能源的综合利用

方面。这自然而然将促进有商业价值的大规模温差发电的可行性进行广泛的研究，尤其是自

然界中存在温差的利用以及工业余热的开发利用。尽管目前温差发电的效率一般不超过 14%，

远低于普通发动机 40%的效率。然而，温差发电能利用自然界存在的非污染能源，具有良好

的综合社会经济效益。 

二、创新点以及主要技术指标 

提出了包括受热端、散热端温差发电系统中的热系统的设计技术方案；通过对温差发电模块

的组合、温差发电模块的最大功率输出技术的研究，提高了电能的使用效率。由于低噪声、

能快速启动、能长期连续工作、易携带、维护方便、后勤保障便利等是军方首要的考虑，在

这些方面，温差电转换发电器大大优于常用的内燃式驱动发电机和化学蓄电池。 

三、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可应用到军事、民用领域。还可广泛应用于余热回收方面。由于该技术符合国家中长期

规划优先发展方向，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研究内容，市场前景巨大。该项技术已开发出适合于

辐射、对流、导热热源的不同样机，技术日臻成熟。该产品投资回报期不超过 0.5-3年(视

冷热源情况)，若属于工业节能项目，国家给予资金扶持，使用方无需进行资金投入。 

成果

图片 

 



 

 

22、动力型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 

 

成果名称 动力型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航空航天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其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技术许可■合作开发■技术入股□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我校开发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包括锂钴氧(LiCoO2)、锂锰氧(LiMn2O4)、磷酸铁锂

(LiFePO4)及其二元三元或导电聚合物复合电极材料等，具有电压高、比能量高、自放电率

小、循环寿命长、无记忆效应等特性。项目获得 5项国家自然基金资助和 5项专利授权。 

二、创新点以及主要技术指标 

（1）方法简单，能够保证合成锰酸锂为尖晶石结构，适合规模化工业生产；（2）先将醋酸

锂与醋酸铝溶解后再与电解二氧化锰混合，克服了固相混合不均的缺点；（3）选用低熔点醋

酸锂为锂源，保证了低温保温过程中熔融态醋酸锂与电解二氧化锰接触更充分；（4）少量非

活性 Al3+取代了部分 Mn3+，抑制了晶格收缩和膨胀带来的结构破坏，增大了尖晶石骨架的

稳定性。 

三、知识产权及获奖 

项目获得 5项国家自然基金资助和 5项专利授权。 

四、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其应用前景非常广阔，一方面可以制成大型锂离子电池组以取代传统的矿物燃料作为电

动汽车的动力源；另一方面可制成小型轻量、超薄、高能、高可靠性的二次电池满足微电子

工业的发展。 



成果

图片 

 

 

23、低成本、长寿命水系钠离子电池 

成果名称 低成本、长寿命水系钠离子电池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航空航天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其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技术许可■合作开发□技术入股□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开发的钠离子电池应用于大规模、固定式储能电源领域的电极材料及器件，是一种高效

低成本制备技术，具有长的循环稳定性、优异的倍率性能、高的安全性和低成本等优势。 

二、创新点以及主要技术指标 

（1）水系钠离子电池放电电压可达 1.1 V； 

（2）水系钠离子电池最大连续放电电流可达 20 C； 

（3）水系钠离子电池其能量密度可达 58.7 Wh kg-1，功率密度可达 228 W kg-1； 

（4）可充放电 2000 次以上。 

三、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主要应用大规模、固定式储能电源领域，可以有效消纳风电、光电等可再生新能源发的

电，同时，可以实现电力的削峰填谷、改善电力供需矛盾等。 

成果

图片 

 

 

图 1钠离子电池的应用及产品 

 

24、力与位移耦合控制的新型汽车动力转向系统 

成果名称 力与位移耦合控制的新型汽车动力转向系统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航空航天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其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技术许可■合作开发□技术入股□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力与位移耦合控制的新型动力转向系统属于一种新型电动转向技术，属于汽车零部件设

计领域。汽车动力转向是人车路闭环系统的桥梁和纽带，是影响汽车主动安全性和驾驶员转

向感觉的关键问题。如何有机融合驾驶员转向感觉与汽车主动安全性，使转向轻便性与转向

路感协调统一，已成为当前国内外动力转向系统设计的技术难题和产业化的技术瓶颈。本项

目立足前沿，突破一系列关键技术，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创新性地研制出基

于力与位移耦合控制的新型动力转向系统，不仅能实现汽车转向轻便性和驾驶员路感的完美

融合，而且还能使汽车的安全性与灵活性协调统一，是未来汽车动力转向技术的主要发展方

向。 

二、创新点以及主要技术指标 

1）发明了新型动力转向系统力与位移自适应鲁棒解耦方法，解决了力和位移单独控制

时能量消耗高和频带窄的问题，实现了力与位移传递特性的自由设计。 

2）发明了新型动力转向系统鲁棒稳定性控制方法和路感控制方法，有效解决了低速下

转向轻便性和转向路感的矛盾，实现转向安全性与灵活性的协调统一。 

3）提出了新型动力转向系统模糊 PID回正控制策略，有效解决了低速回正不足和高速

回正超调的问题。 

三、知识产权及获奖 

本项目成果获得了 2015 年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四、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本项目成果在浙江万达汽车方向机有限公司等公司实现了推广应用，显著改善了驾驶员

转向感觉和汽车主动安全性，有效减少了转向能耗。本项目成果打破了国外对电动转向系统

的行业垄断和技术封锁，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推动了国产电动转向系统的应用和

产业化。 



成果

图片 

 

 

 

 

 

 

 

图 1  客车循环球式电动转向器 

 

 

 

 

 

 

 

 

 

图 2  轿车齿轮齿条式电动转向器 

 

 

25、电动汽车电力电子动力总成 

 

成果名称 电动汽车电力电子动力总成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航空航天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其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技术许可■合作开发□技术入股□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我国石油资源比较贫乏，汽车、摩托车及燃油助力车尾气的排放污染又是大中城市大气

污染的主要污染源。如何给广大市民的居住环境和身心健康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电动

汽车产业的发展正是适应了这种趋势：电动汽车具有环保、低能耗，不产生空气污染的特点，

因此，在我国发展电动车辆既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也符合绿色环保革命的要求，更是一

种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工具。 

二、创新点以及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主要以锂离子动力电池的产业化背景为依托，研究电动汽车的动力总成技术，主要研究

内容包括新能源电动汽车的动力锂离子电池总成系统、电机、电控系统、先进电池管理系统

BMS等。在此基础上进行车身、底盘、车联网的研发，并开展高性能电动汽车电力电子总成

研发。 

三、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本项目所研发的电动汽车动力总成主要用于新能源电动汽车领域。依据国外相关机构对

我国的新能源汽车的预测，到 2016年，混合动力汽车年产量达到 130 万辆，插电式混合动

力汽车年产量达到 40 万辆，纯电动汽车达到 20万辆。 

我国混合动力汽车正处于刚起步阶段，参照国外混合动力的发展经验，预计未来十年内

将会是我国电动汽车发展的黄金时期，电动汽车的销量将大量增长。如果我国政策得当，包

括对油耗的限制、新能源汽车的优惠与补贴，并考虑油价升高较快等因素，在混合动力数量

上，我国有望在 2016 年达到 250万辆以上（包括 BSG、ISG和各类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

汽车可能达到 75万辆以上（包括小型纯电动汽车）。 

因此，开展对电动汽车动力总成的研发及产业化研究，开发新能节能电动汽车、新工艺，

不仅将产生非常重要的经济效应，而且将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 

 

成果

图片 

（样品、样机或相关图片及文字说明） 



 
高压主动均衡 BMS产品 

 

四合一集成控制器车载 AC-DC充电 

 

  



26、基于新型复合材料的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技术 

成果名称 基于新型复合材料的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技术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航空航天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其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技术许可■合作开发□技术入股□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国内最早开展复合材料自动铺放研究的单位之一，在自动铺放领域

居国际先进、国内领先。目前，该技术已成功应用于国防军事、航空航天等重大型号生产，

先后交付主机所成套设备 12套、在研 6套，目前已形成卧式、龙门式、机器人高柔性等三

大系列 4代产品。技术成熟度达到了 9级。 

二、创新点以及主要技术指标 

轻量化是提高电动汽车续航里程关键技术，同时轻量化结构、材料将对传统的整车开发系统

提出挑战轻质材料应用是车身轻量化最为直接有效手段。碳纤维复合材料以其质量轻、高强

度、高刚度、吸能性好、耐高温、耐腐蚀等独特性能，在汽车上的应用日益广泛，主要应用

在汽车车身、底盘及传动系统等部件。使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制造的车身和底盘可以减重

40-60%，其抗拉强度却是同等截面积钢材的 7-10 倍，减重效果十分明显。 

碳纤维复合材料通过预浸料铺叠、热压固化（真空热压罐和热压机）成型，可以通过铺层设

计确保碳纤维复合材料各向异性性能充分发挥，实现材料性能的最大效率，是目前航空航天

应用的主要工艺。然而该工艺制造周期长、成本高（成型周期超过 10 小时、造价超过 1万

元/公斤），不能满足适应通用航空和汽车等低成本需求。 

采用自动化技术是提高复合材料构件效率、降低制造成本的关键。如 BMW i3二维织物作为

预制体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车身实现豪华车量产。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复合材料自动化技术领

域居国际先进、国内领先，利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主开发的自动铺放技术实现低成本复合

材料车身构件自动快速成形，实现单件预制体铺放时间 10分钟以内，提高复合材料车身构

件整体成形效率 200%以上。 

三、知识产权及获奖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自动铺放领域获授权发明专利 19项，占国内自动铺放技术领域专利的

19%以上，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先后承担国家 973技术、国家 863计划、国家民机专项、国家高档数控机床专项、国家民用

航天专项等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及重大型号技改项目等。 

四、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轻量化是提高电动汽车续航里程关键，大量应用复合材料已成为共识；发达国家汽车复

合材料用量约占全国复合材料总用量的 33%左右，目前宝马汽车、麦卡伦、兰博基尼、日本

东丽等均采用复合材料车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复合材料自动铺放技术已成功应用航天航空

重点型号生产技术成熟度高；采用复合材料生产机器人自动铺放新型三维织物并结合高压 

RTM 技术可以组成一条全自动化高效的复合材料构件生产线，提高复合材料生产效率数倍，

降低生产成本 70%以上； 

 

 

 

 

 

 

27、一种基于视觉的辅助驾驶装置及其工作方法 

成果名称 一种基于视觉的辅助驾驶装置及其工作方法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航空航天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其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技术许可■合作开发□技术入股□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本专利是在前人研究的辅助驾驶方法与装置的基础上，克服其成本高，功能单一等缺点，

设计一种具有良好的移动性能、较强的车辆适应性、效果可靠、重量较轻的视觉辅助驾驶系

统。其特征在于：由图像采集系统、图像处理系统、图像显示系统等组成，其中图像传感器

通过吸盘固定在车辆内部挡风玻璃上，或者将图像传感器固定在车内顶部，采集前方道路信

息，辅助驾驶系统机箱放置在驾驶员前方的仪表台上，两者通过数据线连接。图像传感器通

过一块半刚性金属角铁与吸盘固定在一起，可以通过调节角铁的角度来改变图像传感器的俯

仰角。 

二、创新点以及主要技术指标 

本发明的辅助驾驶装置构成为：以机箱为载体，内部电源与嵌入式处理系统固定在机箱上，

其上端连接电路板，电路板上端通过螺栓固定显示系统，触摸屏粘结在显示屏上，机箱预留

若干接口。 

电路板包括开关端口，输入电源端口，以及嵌入式处理系统，显示系统，散热系统的电源端

口，以及与它们相对应的电路保护电容，显示系统需要的信号端口与显示控制端口，以及触

摸屏驱动板用螺栓固定在该电路板上。相关的通讯端口固定在电路板上，可以实现与外接设

备的通讯。 

图像传感器采集到的图像存储在缓存空间，通过软件读取缓存空间的图片帧，然后通过车道

线检测和障碍物检测，在原图上标记出来，显示到液晶屏上。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的辅助驾驶装置以性价比较高的视觉传感器作为图像传感器，

安装简单，对车体无破坏，并且可以实现触摸屏的操控；内置电源设计可以提高系统的移动

性能；外置电源可以使用车载的电子点烟器。算法部分是用了传统的灰度变换，边缘检测，

兴趣区域提取，图像合成等，计算量小，实时性好 

三、知识产权及获奖 

    发明专利申请号：2010190260385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号：2010290440542 

 

四、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安装该系统的车辆能够在复杂的道路环境下给予驾驶员危险提示，并可以给予无人驾驶

系统环境信息。 



成果

图片 

 

 

 

 

 

 

 

 

 

 

 

28、嵌入式防火墙系统 

 

成果名称 嵌入式防火墙系统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航空航天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其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  ■技术许可  ■合作开发  □技术入股  □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针对集中式防火墙存在的缺陷以及现有嵌入式防火墙的不足，利用 ARM的低成本、低功

耗和高性能等特点，提出一种基于微处理器的嵌入式防火墙架构，提供一种完全独立于主机

的、不受网络拓扑限制的、可以通过策略进行管理的百兆位嵌入式防火墙，在理论上使得每

个网卡的处理能力达到全双工百兆比特位，在提高防火墙处理能力的同时，增强防火墙设备

的安全性，并降低设备功耗。该嵌入式防火墙系统采用 32位嵌入式处理器 AT91RM920T实现。 

二、创新点及主要技术指标 

1）为企业提供以下安全保护：扩展到网络末端的综合性保护，无论局域网拓扑如何变化或

连接源自何地；独立于主机操作系统并有效保护主机操作系统；采用策略定义安全性，为安

全防护提供整体安全策略；支持各种服务器、台式机、移动式笔记本和远程节点的接入；对

进出报文进行检测和过滤。  

2）为单个节点提供以下安全防护：独立于主机操作系统并有效保护主机操作系统；采用策

略定义安全性；支持各种台式机或者笔记本电脑的接入；对进出报文进行检测和过滤。 

三、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该产品可广泛应用于个人计算机、多计算机共享安全进出口控制等领域。 

成果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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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焊接工程应用数据库及专家系统软件设计 

成果名称 焊接工程应用数据库及专家系统软件设计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航空航天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其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  ■技术许可  ■合作开发  ■技术入股  □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利用数据库、专家系统、人工神经元网络、有限元等技术，设计了焊接工程专用数据库

及专家系统软件，可以完成各种钢材、有色金属焊接工艺自动设计，焊接性分析，焊接接头

力学性能预测，按照行业标准（锅规、容规、ASME、AWS、各种船级社标准等）进行焊接工

艺评定必要性判断，提出可替代焊接工艺评定，编制焊接工艺规程和焊接工艺卡，实现焊接

工艺文件准备过程的智能化和自动化。 

二、创新点及主要技术指标 

完成材料焊接性分析、焊接工艺设计、焊接接头力学性能预测、焊接工艺文件准备、焊

接工艺评定管理、焊工档案管理等。设计了焊接工程数据库及专家系统，目前已经商品化，

并在国内近 20家企业投入使用， 

三、知识产权及获奖 

为企业设计的软件分别获哈尔滨锅炉厂、上海宝钢科技成果奖。 

四、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所设计的软件可应用于锅炉压力容器、石油化工、航空航天、船舶制造、汽车、油田建

设等需要进行产品焊接制造的领域。 



成果

图片 

 

 

 

 

 

 

 

 

 

 

30、嵌入式数据库、实时数据库 

 

成果名称 嵌入式数据库、实时数据库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航空航天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其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  ■技术许可  ■合作开发  ■技术入股  □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嵌入式数据库管理系统 NHMini，该系统是一个适合于嵌入式应用环境的数据库管理系

统。具有体积小（执行代码为 200K）特点，具有 SQL查询语言、事务、并发、自主访问控

制、嵌入 C接口等。 

 

二、创新点以及主要技术指标 

实时数据库管理系统 NHRTDB，系统采用关系数据模型。基于主存的存储机制、SQL查询

语言、索引、基于主存数据库技术的嵌入式查询语言（HOST语言为 C 语言）、访问控制机制

等，其查询时间为 10 万级记录为微秒级。 

 

三、知识产权及获奖 

    受资助情况：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 Realms和主存、可扩充数据库的空间分析 DBMS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时空数据库中移动对象的数据类型及分析操作算法的研究

（69973022），2000.1～2002.12；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三维空间分析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关键技术研究（BK2001045），

2001.10～2004.10； 

航空科学基金：基于 C/S的具有主动性能的实时安全数据库研究（02F52033），2002.10～

2005.9； 

江苏省高技术计划项目：具有入侵可生存能力的安全数据库管理系统研究（BG2004005），

2004.6-2006.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具有可生存能力的安全 DBMS关键技术研究， 2007.1-2009.12 

（60673127）；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基于网格的数据可靠存储与容侵关键技术，

2008.1-2009.12 (2007AA01Z404)。 

获奖情况： 

空间数据库管理系统及应用技术，国防科学技术二等奖，2009 

二/三维空间信息分析处理技术，国防科学技术二等奖，2006 

嵌入式主存数据库管理系统及技术，国防科学技术三等奖，2007 

安全数据库管理系统及技术，江苏省科技进步三等奖，2007 

NERO工程数据库管理系统，航空工业总公司科技进步二等奖，1996 

NHDB数据库系统，航空工业总公司科技进步三等奖，1992 

 

四、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1.可应用物联网等嵌入式设备和环境中的数据管理；2.可应用于物联网、智能电网、海

量数据管理等需要进行实时数据库管理的领域。 

 

 

 

 

 

  



成果

图片 

成果图片： 

组织机构管理

注册更新备份

用户管理

信息管理

系统管理

节点管理

节点知识更新

节点访问

流程知识更新

流程管理

流程访问

流程创建

文档新建

统计分析

文档管理

文档访问

模板管理

标签管理

版本管理

知识搜索

知识评审

知识分享

知识订阅

系统管理 流程管理 标签文档管理 知识管理

 

一、知识管理系统功能结构 

 

二、知识管理系统界面（流程） 

 

三、知识管理系统界面（知识） 

 

 

  



31、控制网络自安装和自组网技术 

成果名称 控制网络自安装和自组网技术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航空航天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其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  □技术许可  ■合作开发  □技术入股  □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该成果是一种智能控制网络（现场总线）技术，实现网络节点的自安装和自组网。 

 

二、创新点及主要技术指标 

（1）不需要专用的网络安装组网工具，完全自动安装和自动组网，网络节点间就可以

进行相互通信，组网简单；  

（2）网络节点即插即用，操作简单，维护方便。 

三、知识产权及获奖 

专利号  201110318753.3。 

四、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该技术属于现场总线技术，成果主要面向工业自动化、家庭自动化/电力基础设施、智

能建筑、交通等行业，无锡某从事新能源及智能电网的高科技企业已经成功把该技术应用于

其逆变器及通信网关产品中，极大提升了产品的竞争力。 

 



成果

图片 

（请附 1-2张主要图片，要求图片清晰、像素高） 

 

图 1 控制网路节点及自安装和自组网技术应用场合（新能源与智能电网） 

 

 

 

 

32、高精度多维传感器技术及传感器阵列 

 

成果名称 高精度多维传感器技术及传感器阵列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节

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

技术服务      □航空航天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其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  ■技术许可  ■合作开发  □技术入股  □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多维力传感器（单维到六维），最高分辨率到微牛级（量程越大越易研制），国内尚无该

精度与分辨率的商用传感器。由 6项授权发明专利组成的专利群，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二、创新点以及主要技术指标 

从设计到产品制造检测按照标准化流程，实现了传感器与放大采集电路的一体化，便于

携带，最高分辨率到微牛级。 

三、知识产权及获奖 

863计划，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获得 39 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博览会金奖 

四、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多维力传感器广泛应用于航天、汽车、气象、机器人、医疗设备、科学研究（如摩擦学

实验、生物力学、风洞实验）及标准检测设备等领域。机器人领域的应用包括服务类机器人

和特种行走机器人的行走力反馈控制、工业装配机器人的机械手控制等。航天、汽车、气象

主要用于应力（压力）、应变的测量与控制。医疗设备领域，多维力传感器可用于行走时人的

足底多维力测试，从而进行糖尿病、术前术后评估、术后重力负荷控制等分析；作为换能器，

用于生物力学、电生理的研究。 

成果

图片 

成果图片： 

 

 

 

 

            毫牛级 2 维力传感器                      动物全空间运动行为-反力测试

仪器 

                                            （以 3维力传感器阵列为核心技术） 

 

 

 

33、汽车安全自动测控与管理系统 

 

成果名称 汽车安全自动测控与管理系统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航空航天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  ■技术许可  ■合作开发  ■技术入股  ■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NY-3系列汽车安全性能全自动检测与管理系统具有对汽车安全性能的检测、数据采集

与处理、汽车管理自动化、计算机化和网络化等功能。可提高检测线上汽车检测数据的可靠

性、准确性和可维护性，确保汽车的安全性能指标，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干扰。该系统通过

公安局交通局管理部门正式验收和航空部的技术鉴定。获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南京市电

子技术应用二等奖。 

实现数据登录与收费管理自动化；自动控制各工位运行；自动采集处理各检测数据；自

动判断检测结果；打印汽车安全性能检测报告；打印制动曲线；打印各种收费发票、合格证、

统计报表等；多工位同时进行数据标定且简单直观；强大的网络功能实现全方位的联网，如

实时审批与查询；根据用户需要，可提供各种统计、管理和各类报表软件；检测数据由动态

显示检测结果。 

二、创新点以及主要技术指标 

（1）系统运行稳定可靠、运行效率高； 

（2）车辆检测、数据管理及财务管理一体化； 

（3）联网调修功能大大提高了检车效率； 

（4）实时多任务控制；  

（5）无须开关信号的速度测量方法； 

（6）即插即用的软件接口，使系统可以灵活增减工位机，调修机，提高检测效率。 

（7）和传统的半自动检测线或现有的全自动检测线相比，本检测线把汽车安全性能检测与

管理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既提高了检车效率又加强了管理。 

三、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该系统已成功地用于常熟、镇江、苏州、扬中、铜山、句容、丹阳等市公安局车管所，

滁州专用汽车厂、杭州沪杭汽车修配厂，扬州亚星-奔驰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等单位。该系统

可应用于公安局车管所、交通管理局、汽车修理厂等单位的车辆检测线中。 

 



成果

图片 

 

 

 

 

 

 

 

 

 

34、面向物联网智慧城市的基于视觉的目标感知、跟踪和高清晰特征获取技术 

 

成果名称 面向物联网智慧城市的基于视觉的目标感知、跟踪和高清晰特征获取技术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航空航天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其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  ■技术许可  ■合作开发  □技术入股  □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该成果是面向物流网智慧城市的智能交通与安防应用领域，一种基于高速高精度云台、

电动三可变镜头和高清视觉机芯及其高性能计算机构成主动智能感知系统。采用基于摄像机

参数、运动目标信息、高速云台状态参数和模糊控制策略的主动感知测控模型，利用一种基

于皇后模板抽样算法的视频快速解读技术和简化光流与帧间差相互补的动平台运动目标快

捷检测技术，又采用高鲁棒的 Camshift和 Kalman 滤波相结合的运动目标高可靠快捷智能识

别与跟踪方法，以达到具有主动感知、感知范围大、智能化、跟踪速度可变、高精度定位、

高可靠跟踪、高清晰信息获取、感知盲区小、数据丢失量小和一定的节能与减排优势。 

 

二、创新点以及主要技术指标 

（1）跟踪系统可实现跟踪过程中可变速高可靠跟踪目标； 

（2）具有主动感知、智能化、感知范围大和能够主动获取目标高清晰信息，与现有技术相

比，其特点：①通过定时主动扫描增大感知区域；②采用高清晰摄像机芯，使感知范围进一

步扩大；③调焦获取目标高清晰信息，降低了建设成本和节能减排。（比如，与南京中山东

路基于视觉的车辆压线感知系统相比，本项目感知距离由其 40米提高到 200米，降低建设

成本不低于 50％，节能减排不低于 50％。） 

（3）提出了主动智能化快速高清晰信息获取测控模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其特点是鲁棒性

好，实时性高，跟踪成功率高。  

三、知识产权及获奖 

2010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0974105），2011年获得国家自然基金（61074161）； 

2012年获江苏省科技计划重点项目（SBE201200422）等科研项目资助。专利号  

ZL201010106469.5 

ZL201110064852.3。 

 

四、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该成果是面向物流网智慧城市的智能交通与安防应用领域，如车辆违法其轧车道的感知

与跟踪抓拍、车辆违法停车检测跟踪与抓拍、道路车流量检测与告警、高速公路车辆匝道逆

行、高速公路车辆违法上下客、特定区域运动人体目标检测与跟踪抓拍、铁路道岔监管系统

等应用，在物联网智慧城市建设中应用潜力巨大，市场前景广阔。 

 

http://www.jskjjh.gov.cn/XMSB/All_JBXX.jsp?XMBH=SBE201200422&DJXH=201204762


成果

图片 

 

图 1 在城区道路上的车辆骑、轧车道分界线感知、跟踪与抓拍 

 

图 2在高速公路上的车辆骑、轧车道分界线感知、跟踪与抓拍 

 

 

    图 3违停感知、跟踪与抓拍     图 4前方车辆感知、跟踪与抓拍 

 

 

 

 

 

 

 

 



35、结构监测用智能无线传感器网络 

 

成果名称 结构监测用智能无线传感器网络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航空航天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其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  ■技术许可  ■合作开发  □技术入股  □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发明了国内首个可进行远端射频无线通讯的低功耗微型无线应变传感器网络节点，可实

现高效可靠的结构应变监测并进行局部信号处理；发明了多通道、低功耗、小体积、高速无

线压电传感器网络节点，可实现最高 10MHz的结构振动、声发射、主动激励 Lamb波等动态

信号的高速信号监测与处理，具备局部信号处理能力。发明了一种全新的无线传感器网络节

点仿生自修复方法，提高了无线传感器网络应对节点失效等异常事件的自修复和容错能力。 

目前该领域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2项，已获授权 4项。 

 

二、创新点以及主要技术指标 

针对实际飞行器强度试验的多点、无线静力试验系统，发明了：包括试验监测节点、网

络中继节点、无线网络基站节点和客户端监控软件；可解决目前飞机结构强度试验系统引线

复杂、附加重量大、智能化和网络化程度低等问题；分别从抗干扰节点电路设计、电磁屏蔽

封装和无线通信抗干扰技术三个方面，提出了结构监测用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抗干扰设计方

法，解决了应用中的电磁噪声干扰问题，提高了可靠性。 

 

三、知识产权及获奖 

受资助情况：  

2003-2006，美国国家科学基金(0301140) 

2004-200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合作项目(50420120133) 

2004-200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90305005) 

2005-2007，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NCET-04-0513) 

2008-201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0772072) 



获奖情况: 

2009，国防发明二等奖。 

 

四、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适合应用于航空航天、机械工程、汽车制造、土木工程结构的大面积监测。 

成果

图片 

成果图片： 

 

 

 

 

 

 

 

 

36、面向牙齿建模的专用三维测量系统 

成果名称 面向牙齿建模的专用三维测量系统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航空航天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其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  ■技术许可  ■合作开发  ■技术入股  □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本系统是一种快速、精确的非接触式逆向牙齿三维数据获取系统。口腔修复牙齿的逆向、

快速、精确的获取是口腔修复 CAD技术的基础，而且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本项目综

合机器视觉、光学、测量学、机电控制、计算机图像处理等技术开发了一套快速、精确、专

用的三维测量系统，包括独立的软、硬件部分，能独立完成三维数据的逆向反求。 

各类无线传感器节点 

 

 



 

二、创新点以及主要技术指标 

系统技术上是基于机器视觉技术，通过光学照相式拍摄被测牙齿的图像信息，快速、无

损、精确的实现牙齿三维数据的反求。基于光学的采集方式避免了接触式的缺陷，也满足了

牙齿复杂曲面细节信息的完全采集；照相式采集技术，实现了二维图像的实时观察，采集区

域选择的方便性。系统单视角测量精度可达 0.03mm左右，测量时间仅需 1s左右。 

三、知识产权及获奖 

    江苏省科技攻关项目（2007） 

专利号  CN101245994 

四、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系统可广泛用于医学工程、工业制造、模具、轻工产品等的逆向三维数据测量。 

 

成果

图片 

 
            牙齿专用三维测量系统硬件                      牙齿专用三维测量系统

软件界面 

 

 

 

37、肿瘤前期诊断分子探针的合成及其分子影像活体诊断系统 

 

成果名称 肿瘤前期诊断分子探针的合成及其分子影像活体诊断系统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航空航天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其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  □技术许可  ■合作开发  □技术入股  □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常见肿瘤的前期诊断是目前的一个技术难点，也是目前急需解决的一个难题，目前最好

的解决方法是分子荧光探测技术，这些技术的核心是小分子荧光探针的合成以及这种分子探

针的肿瘤靶向特性，我们已经合成了可以进行部分肿瘤标记的近红外分子探针，并在几种肿

瘤的前期诊断中获得了成功。同时我们也已经成功开发了活体荧光成像系统，可以进行分子

荧光探针应用的相关研究。 

 

二、创新点以及主要技术指标 

我们已经合成了可以进行部分肿瘤标记的近红外分子探针，并在几种肿瘤的前期诊断中

获得了成功。同时我们也已经成功开发了活体荧光成像系统，可以进行分子荧光探针应用的

相关研究。 

 

三、知识产权及获奖 

获发明专利 2项 

 

四、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应用于医疗器械：肿瘤的前期诊断，市场前景不可估量。 

 

 

成果

图片 

  

CCD采集系统和裸鼠实验 

 

  



38、外科血管搭桥手术设备 

成果名称 外科血管搭桥手术设备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航空航天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其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  □技术许可  ■合作开发  □技术入股  □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本外科血管搭桥手术设备，属于非闭合式的血管搭桥技术领域。 

二、创新点以及主要技术指标 

组成如下：包含主轴腔和电机腔的外管(8)，安装于电机腔的高速电机(9)，安装于主

轴腔的主轴(6)，其中所述高速电机(9)与主轴(6)末端连接，主轴(6) 前端安装有用于切割

血管壁的旋转刀片(4)，在主轴(6)上位于旋转刀片(4) 后方安装有负压叶片(5)，所述高速

电机(9)为旋转刀片和负压叶片提供动力驱动，在主轴腔内壁位于负压叶片(5)后方安装有主

轴稳定环(7)。 

三、知识产权及获奖 

    国家 863重点课题 

四、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外科血管搭桥手术 

 

 

成果

图片 

 

 

 



39、广域数字眼底成像关键技术 

成果名称 广域数字眼底成像关键技术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航空航天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其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  □技术许可  ■合作开发  □技术入股  □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广域数字眼底成像系统（Wide-area fundus imaging system）通过大视场的眼底成像

系统，采用大视场成像、眼底环形照明、眼底图像采集与处理等关键技术。 

 

二、创新点 

（1）广域眼底视网膜视场达到 130°，实现视网膜周边区域的成像，实现相关视网膜

疾病的早期诊断。 

（2）环形照明系统，满足照明系统的均匀性和亮度可调性； 

（3）光学光路设计和彩色带电耦合器 CCD 等技术组成的光电一体化数码相机，小巧玲

珑的可替换的广角角膜接触镜头结合在一起形成的眼底广视场视网膜图像捕获装置。 

（4）图像采集过程中的调焦、光强控制、图像获取都通过脚控电动开关来实现。控制

方式稳定可靠，并且可以保证医生的获取图像的操作不受影响。 

（5）网络功能模块采用 B/S(即 Browser/Server)结构，包括客户机、应用服务器和数

据库服务器，实现病历资料的网上传输，远程专家会诊。 

 

三、主要技术指标 

（1）成像装置小，重量轻，操作简单。静态下，200万有效像素，动态下 30万有效像素，

30帧每秒。 

（2）冷光源亮度可调，可根据实际需要而调整光源亮度 

（3）数码相机镜头可分为 70 度、120度，可以达到视网膜的锯齿缘区，满足临床需要。 



（4）可根据检查对象的大小，调节数码相机的焦点，以获取最清晰的图像。 

（5）完成全中文友好界面，与原有的各种电子门诊病历、医院管理系统友好兼容。可

进行视网膜图像的手工拼接或自动拼接，使多幅不同角度的视网膜图像拼合成一张完全的视

网膜图像。 

 

四、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实现早产儿的视网膜疾病(ROP)诊断、眼肿瘤(眼癌)、视网膜出血、视网膜脱落、青光

眼、白内障等眼疾的诊断，同时也可为治疗后疗效评估提供客观的依据。 

成果

图片 

 

1 2 3 6 118 104 7 95 12  

1.角膜接触透镜 2.前部双透镜 3.原色透镜 4.会聚透镜 5.假想平面 6.缩小透镜 7.可插入
透镜 8.一组三合透镜一 9.光阑 10.三合透镜二 11.三合透镜三 12.CCD 感光芯片 

图 1 广域数字眼底成像光学系统示意图 

 
 

 

图 2 广域数字眼底成像样机拍摄的模拟眼广域眼底相片 

 

 

  



40、肿瘤多点适形微波热消融针 

成果名称 肿瘤多点适形微波热消融针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航空航天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其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  □技术许可  ■合作开发  □技术入股  □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目前临床医学肿瘤治疗中热疗逐步取代或部分取代手术切除或放、化疗，目前的肿瘤

热疗中主要以微创热疗为主，本项目针对目前微波肿瘤消融治疗中难以实现无损、适形和消

融期间多参数综合疗效评估的瓶颈问题开展研究。本项目的微创微波肿瘤治疗的特殊优势是

采用多点辐射、适形微波消融技术，并同时具备“动态测温反馈、热评估系统、手术定位引

导系统以及生物仿真模型”等独特的技术来对肿瘤病灶进行精准化的治疗，是其他技术无法

取代的，由于目前没有一家公司生产的设备具有术中实时疗效评估功能，也缺少相关的技术

支撑，如微波消融影像治疗计划、术中 MRI影像引导微波治疗探针精确定位系统、利用功能

近红外光谱技术进行术中有效毁损体积和治疗剂量评估，并基于实时毁损体积进行微波强度

调节等，加上对使用环境、操作医生的经验等有一定的要求，故目前仅少数产品进入市场应

用，且仅限于国内少数几家医院或临床科学研究为多，从科技查新结果显示，目前国内外尚

无同类产品面市。 

该产品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疗效评估功能的新型治疗系统，该项目处于国际领先水

平，有优越的竞争力。同时肿瘤热疗系统目前市场处于起步期，具有快速占有市场的潜力，

同时国内万家以上的医院群体，且其它肿瘤治疗治疗技术也没有突破性进展，从国内的医院

数量来看，具有很大的市场需求。据测算，国内市场大约 1000 亿左右的市场容量，如果国

外市场按照国内市场的 10倍计算，大约 1万亿左右的市场容量，所以该产品市场巨大。该

产品为国内外创新产品，是医院的常规肿瘤治疗设备的换代及其治疗理念的提升，给医生提

供了一个治疗更精确、更安全、更有效的新模式。 

 

二、创新点 



本项目针对目前微波肿瘤消融治疗中难以实现无损、适形和消融期间多参数综合疗效评

估的瓶颈问题开展研究，主要创新点包括： 

1.术前 MRI影像微波治疗手术计划研究，本部分研究针对外形不规则肿瘤制定适形治疗

计划，解决目前微波治疗无法适形关键问题； 

2.术中 MRI影像引导微波治疗探针精确定位，利用术中 MRI影像基于治疗计划精确引导

微波治疗探头到达治疗位置； 

3.利用功能近红外光谱技术进行术中有效毁损体积和治疗剂量评估，并基于实时毁损体

积进行微波强度调节； 

4.多通道微波治疗与近红外检测综合探头研制，实现多通道微波治疗智能功率调节，同

时治疗有效体积术中实时评估，从而实现适形调强治疗目的。 

整个项目实现多道微波辐射治疗消融系统与检测评估系统一体化，实现对微波消融治疗

剂量智能调节、治疗有效体积术中实时评估、以及智能适形消融治疗的目标。 

 

三、主要技术指标 

（1）单针多点微波消融针基本参数 

微波治疗点：单点，多点（2—6） 

子治疗点输出功率：5～100W 

穿刺针其他参数如表 1所示。 

表 1 单针多点微波消融针参数 

频率 

MHz 

治疗点尺寸 针杆尺寸 

长度(mm) 直径(mm) 长度(mm) 直径(mm) 

2450 （5-25）±0.5 （1.4-4） 

±0.2 

（150-350） 

±0.5 

（1.4-4）±0.2 

915 （12-27）±0.5 （1.6-4） 

±0.2 

（150-350） 

±0.5 

（1.6-4）±0.2 

 

 

 

 



 

 

（2）微波消融治疗仪参数（表 2） 

表 2 微波消融治疗仪参数 

序 

号 
项 目 参  数 

1 主机频率 2450MHZ±30 MHZ、915MHz±30 MHZ 

2 功率源 2450MHz，915MHz 

3 辅助功能 冷却系统、测温系统 

4 输出功率 
2450MHz，治疗时 5W—100W连续可调，任意设置， 

误差不大于±5% 

5 旁开测温系统 实时连续多道旁开测温, 测量精度＜±0.5℃ 

6 主机工作模式 
连续波、脉冲波两种工作模式，脉冲波和连续波输出互换可

调 

 

四、知识产权及获奖 

发明专利： 

    一种射频治疗仪探头 

    一种射频消融仪的工作参数实时调控方法 

    一种射频消融仪温度场分布的获取方法 

    一种射频消融仪温度场分布的获取方法 

    射频治疗实时监控系统 

    功能近红外光谱(fNIRs)立体定向实时手术导航系统 

 

五、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我国于 1998 年开始应用微波技术治疗肝癌，经过几年发展，我国在应用微波热凝固技

术治疗肝癌方面已居世界领先地位。在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著名肝胆外科专家、中

国科学院院士吴孟超教授（2011年度感动中国人物）的带领下，截至 2011年，上海东方肝

胆外科医院应用微波热凝固技术治疗原发性肝癌及转移性肝癌 4 年多，治疗近 1000 例，1



年达生存率 98%，2年生存率达 83%，3年生存率达 62%。北京 301医院介入超声科已经为 4000

余名肝癌患者，100余名肾肿瘤患者以及 300 余名子宫肌瘤、子宫内膜异位症和肾上腺、甲

状腺、外周肺以及全身浅表组织等部位的肿瘤患者进行了微波消融治疗。另据统计，2010

年，北京佑安医院肿瘤肝胆微创介入中心采用肿瘤微波消融技术成功治疗肝癌患者 92 人；

2011 年 3 月，香港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引入微波消融系统，成功治愈多名肿瘤患者；2011

年 7月，成都军区总院率先在西南地区开展微波消融治疗，至今治愈 150名肿瘤患者；截止

2011年底，中国已经有 150余家三甲医院使用微波消融技术治疗肿瘤。 

微波消融仪在经历了从早期需要引导针的微波消融天线到现今已广泛使用的水冷却硬

质间隙式微波消融针的发展之后，微波消融治疗效果不断提升。国内微波消融仪生产企业主

要以南京康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华源热疗技术有限公司等为主，国外以美国 Covidien

及 Medwaves公司的产品为代表。但目前应用的微波消融仪仍存在着消融区域难以准确控制、

缺少有效的术中疗效评估技术等技术难题，因此临床亟需一种综合术前手术计划、适形治疗

系统和术中疗效评估系统的新一代微波消融治疗仪。从国内的医院数量来看，据统计到 2010

年底，全国仅三甲医院就达到 776 家，二甲以上医院更是超过一万家，因此未来 10 年，微

波消融仪的需求总量不少于 6万台，具有很大的市场需求。 

由于我们的产品还可以作为独立的射频治疗与疗效评估系统销售，不完全统计 2010 国

内射频治疗仪销售大约 6000套，都是独立射频治疗仪，我们系统如果价格为 80万，利税每

台不少于 50万，利税将高达 30亿人民币.我们的系统具有完全独立的市场，别人无法竞争，

按照目前 2甲以上医院数量，估计最少 50000 套生产需求。 

主要功能：以 CT、MRI影像为基础，结合三维可视化技术模拟手术关键步骤，借助电磁

定位技术跟踪手术过程中手术器械相对于人体组织器官的位置关系，并在手术过程中结合疗

效评估因子实时评估微波热消融手术疗效。 主要应用领域为肿瘤微创微波热消融手术。此

外，在骨科、耳鼻喉科、口腔科等外科肿瘤微波消融手术也可应用。 

 

成果

图片 

 



 

 

 

图 1 单针多点微波消融针 

 

 

 

图 2 单针多点微波消融仿真 

 

 

 

 

 

 

 

 

 

 

 

 

 

 

 

 

 

 

 

图 3 产品系统主机样品 



41、牙种植体用高强韧α型 Ti-Zr合金 

成果名称 牙种植体用高强韧α型 Ti-Zr合金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节

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

技术服务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  ■技术许可  □合作开发  ■技术入股  □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通过α相稳定元素微合金化，所获得的α型 Ti-Zr 合金在同时具有高强度和良好的塑性，综

合力学性能远高于牙种植体用纯钛 TA2，且与现有的牙种植体用 SLA 表面处理工艺相兼容，

可取代士卓曼公司 Roxolid®瑞锆种植体用钛锆合金，可满足新一代牙种植体用高强韧钛合金

的要求。 

二、创新点 

（1）置换互溶和间隙固溶相结合，降低 Zr元素的添加量，突破士卓曼公司 Roxolid®瑞锆种

植体用钛锆合金成分的专利保护范围，大幅降低合金成本； 

（2）基于低成本 Ti-Zr 合金成分配方，结合热塑性成形，获得纳米精细结构，形成与航空钛

合金 TC4相当的综合机械性能，远优于现有的牙种植体用 TA2钛合金； 

（3）晶体结构为α型钛合金，与现有的牙种植体用 SLA表面处理工艺相兼容。 

三、主要技术指标 

（1）抗拉强度达 860MPa, 屈服强度达 720MPa，断后伸长率达 20%，力学性能达到航空钛合

金 TC4的水平； 

（2）为α型 Ti基合金，与现有的牙种植体 SLA 表面处理工艺相兼容。 

四、知识产权及获奖 

（1）汪涛，费阳，一种牙种植体用高强韧α型 Ti-Zr合金及其制备技术，中国发明专利（申

请中）。 

五、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性能优于士卓曼公司的 Roxolid®瑞锆种植体用钛锆合金，可满足新一代牙种植体用高强韧钛

合金的要求，具有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 



成果

图片 

 

 

 

图 1 钛锆合金种植体表面 SLA处理后的 SEM形貌照片 

 



42、高强度改性 MTA 牙科材料的研发 

成果名称 高强度改性 MTA牙科材料的研发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节

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

技术服务 □其他 

技术成熟

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  ■技术许可  □合作开发  ■技术入股  □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MTA即三氧化矿物凝聚体（mineral rioxide ggregate，简称 MTA）在 1992年被美国学者

Mahmoud Torabinejad发明，于 1995年申报美国专利并开始销售，MTA主要由硅酸三钙（TCS）、

硅酸二钙、铝酸钙以及氧化铋（作为阻射剂）等组成。 

MTA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生物活性、抑菌性，低溶解度、封闭性、X线阻射性等，被大

量用于直接盖髓术、活髓切断术、髓室底穿孔修补、根尖成形术、根管充填等治疗。虽然其

性能全面优于现有的齿科水门汀类填充修复材料，但仍然具有凝固时间长、使牙体变色、操

作性能不佳、价格昂贵等缺点。 

商品化的 MTA主要有 ProRoot MTA (Dentsply Tulsa Dental, Johnson City, TN, USA)和

MTA Angelus (Angelus Solucões Odontológicas, Londrina, Brazil)等。 ProRoot MTA

有 White MTA(牙齿颜色型)和 Grey MTA两种。此外，不同品牌 MTA的波特兰水泥中硅酸三

钙的含量及杂质元素变化很大。 

二、创新点 

（1）针对 MTA成分不均、杂质元素含量较高、固化时间较长等缺点，通过在高纯基体材料

中引入活性纳米材料、改进阻射剂组分、优化固化液配方，研制出具有优异的抗压强度、维

氏硬度、固化时间等关键性能的 MTA类产品； 

（2）其固化时间由 Pro MTA 的 140~220min大幅缩减至 50min，7天抗压强度和维氏硬度分

别达到 77MPa以及 69HV，大幅领先于现有的 MTA产品。 



三、主要技术指标 

（1）改性 MTA牙科材料 7天抗压强度达 70 MPa 以上； 

（2）固化时间小于 50 min。 

四、知识产权及获奖 

（1）汪涛，吴蒙，武鑫，王阳阳，一种湿化学法制备高纯超细硅酸三钙粉体的方法，中国

发明专利，申请号 201711105256.9，申请日 2017-11-10。 

五、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性能优于国外 MTA类产品，可广泛应用于盖髓术、髓室底穿孔修补、根管充填等牙科治疗，

具有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 

成果

图片 

 

 
图 1 不同配方 MTA 粉体的 SEM照片 

 



43、可注射高强度螯合型骨水泥 

成果名称 可注射高强度螯合型骨水泥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  ■技术许可  □合作开发  ■技术入股  □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目前骨水泥作为骨填充、修复材料已经在临床上大量应用，其主要包括以聚甲基丙烯酸甲

酯骨水泥为代表的第一代骨水泥和第二代磷酸钙骨水泥。磷酸钙骨水泥克服了第一代骨水

泥生物相容性差、凝固聚合过程中大量放热、单体细胞毒性作用、可操作时间有限等问题。

第二代磷酸钙骨水泥的固化是基于磷酸钙盐间的酸碱反应（即水化作用）进行的，固化过

程中会造成骨水泥周围体液 pH值的改变，从而引起骨水泥周围组织产生免疫反应；同时目

前磷酸钙骨水泥抗压强度一般仅为 20~40MPa，有的甚至更低，从而使其应用受到很大程度

的限制。 

第二代骨水泥固化后的最终产物为羟基磷灰石或缺钙型羟基磷灰石，羟基磷灰石具有完美

的生物相容性和骨传导性，但由于羟基磷灰石本身不具备水化固化能力，目前羟基磷灰石

在第二代骨水泥中还只是作为晶种加入固相粉剂中，用来促进骨水泥的固化。日本学者

Mamoru Aizawa提出的新一代骨水泥，其最高抗压强度也仅达到了松质骨的水平，不能用于

受力部位或骨质薄弱部位。 

针对目前骨水泥存在的以上问题，本项目提出了一种高强度的新型羟基磷灰石骨水泥，其

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骨传导性及高的抗压强度，同时由于羟基磷灰石中的磷羟基与柠

檬酸中的羧基相互作用使骨水泥呈中性，其优异的综合性能完全满足了临床应用的要求。 

二、创新点 

（1）以螯合作用提高羟基磷灰石（HA）骨水泥压缩强度为思路，实现了多种螯合剂协同增

强 HA骨水泥力学性能，一天抗压强度可达 78.75MPa； 



（2）螯合型骨水泥固化过程基本不改变环境 pH值，不放热，植入后对不会引起炎症和伤

害，具有很好的生物安全性。 

三、主要技术指标 

（1）24小时抗压强度大于 65MPa； 

（2）固化过程放热极低，固化温升小于 3℃； 

（3）固化过程不依靠酸碱反应，不会引起周围体液 pH值的改变。 

四、知识产权及获奖 

（1）汪涛 祁燕 杨心 王阳阳，高强度的新型羟基磷灰石骨水泥的制备方法，中国发明专

利，ZL201410809660.4（授权）； 

（2）汪涛，杨心，王阳阳，钱海梅，一种高强度葡萄糖酸改性羟基磷灰石骨水泥的制备方

法，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号：201611052573.4（公开）。 

五、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性能优异，可广泛应用于骨缺损修补、关节固定等骨科治疗，具有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 

成果

图片 

 

图 1 可注射螯合型 HA骨水泥 



 

图 2 螯合型 HA骨水泥样品固化后的宏观形貌 

 

 
图 3 不同配方可注射螯合型 HA 骨水泥的 X射线物相分析结果 

 

 

 



 

44、齿科、骨科用高生物活性牛骨骨粉 

成果名称 齿科、骨科用高生物活性牛骨骨粉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航空航天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其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技术许可■合作开发■技术入股□其他 

成

果

介

绍 

 

一、科研背景 

成果使用天然牛骨作为原料，来源广泛。经过专利保护的特殊工艺处理，完全去除牛松质骨

中有机成分，只留下与人体骨结构和成分高度相似的多孔碳酸羟基磷灰石 CAP（Carbon 

apatite）。同时，这种处理工艺摒弃了传统工艺的弊端，全流程使用绿色环保试剂，处理流

程短，成本低。 

本成果竞品（瑞士盖氏 BIO-OSS 骨粉/Geistlich Bio-Oss）价格为 800 元/0.5g，已在

种植牙等口腔修复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二、获奖或专利情况 

三、技术优势 

1、骨粉化学成分为碳酸羟基磷灰石，CO3
2-%>3%。 

2、骨粉保留人骨类似的精细骨小梁结构和内部空隙，孔隙率>60%。 

3、骨粉制备流程短，全流程耗时<7天。 

4、骨粉制备过程中只使用绿色环保试剂，不使用有毒试剂，如氯仿、乙醚等。 

四、应用领域 

医疗用齿科、骨科等。 

 

 

 



 

  

成

果

图

片 

 
图 1 骨粉样品 

 
图 2 骨粉的多孔结构 

 
图 3 骨粉的 X 射线衍射图谱 

 



45、视觉艺术设计 

成果名称 视觉艺术设计 

所属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智能电网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物联网与云计算 □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高技术服务      □航空航天 □其他 

技术成熟度 □方案级 □初样级 □正样级 □产品级 □商业化 ■其他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  ■技术许可  ■合作开发  ■技术入股  □其他 

成果

介绍 

一、项目简介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依托学校工科背景，将创新理念与

科技融合于专业建设项目之中，工程背景深厚，技术手段先进，在中国舞台美术界具有较高

的知名度，为江苏文化强省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为文化界培养、输送了了大量的高端

人才。 

 

二、创新点以及主要技术指标 

本学科专业的主要研究：文化项目创意与创新设计、剧场造型设计与结构设计（含舞台、灯

光、音响、机械）；各类电视、电影、综艺晚会设计与制作；城市企业、集团形象策划与设

计；展览、展示及多媒体形象设计与制作；舞台美术声光电技术及应用；各类视觉传达与设

计。 

 

三、知识产权及获奖 

2000国家文化部第九届文华舞台美术奖 

2003年第二届中国舞台美术展作品大奖 

2009首都国庆 60周年群众游行指挥部颁发的“创新成果奖”、“专家证书”、奋进奖章；红

星奖获得者。 

 

 

四、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本学科专业着重于创意设计及配套技术服务，通过创研平台整体运作、研发、咨询及各



项工作，为客户完成相关项目的技术支持，满足客户对高中端文化项目的开发需求。 

 

 

成果

图片 

 

2009国庆 60周年江苏彩车设计与制作 

 

2010 上海世博会江苏周非遗活态展示总体设计与制作 

 

2008第三十一届世界戏剧节平面设计 



 

2005南航大标志物设计 

 

 

 

2006 第二届中国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开幕式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