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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 

企业技术需求信息表 1 

一、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宁波盛域海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法定代表人 胡淑文 是否是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否 

企业主导产

品 船用雷达设备 通讯地址及邮编 宁波高新区 

职工人数 35 
其中大专以上人

数及研发人员数 21 

联系人 胡淑文 联系人电话（手

机） 
13505878207 

Email 676887979@qq.com 微信号 13805878207 

二、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情况 
技术需求名

称 
基于光纤通信的船用数字雷达导航 所属 

技术领域 
电子信息 

项目拟投入 
总额 500（万元） 

已投

入经

费额 
300（万元） 

计划支付技

术转让（合

作）费最高

额 

600（万元） 

计划实施年

限 3 年 

具体描述所急需解决的技术创新需求（请尽可能详细） 

1、项目开发背景和必要性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采用线缆进行信号传输的雷达系统存在布线难度大、信号传输距

离短、容易受电磁干扰、图像质量差的技术问题，本项目产品基于光纤通信的船用数字

雷达导航，采用以光纤进行通信，具有信号传输距离远、抗干扰性能强的优点，可有效

避免信号的传输衰减和噪声的引入，从而提高图像质量或视频清晰度，能满足各级船用

数字雷达天线的安装高度要求，具有实施方便、布线容易、抗干扰能力强、图像质量高

的优点，其信号传输方法具有安全可靠、执行效率高的特点，符合现代雷达导航行业发

展发展，随着在国家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和建设海洋经济大国的新形势下，亦可带动本项

目产品的需求。 
2、技术创新需求主要内容 

本项目通过产学研合作，对现有的雷达进行创新，将原来的模拟信号电缆传输，改

为数字信号的光纤通信传输及控制，具有信号传输距离远、抗干扰性能强的优点，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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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避免信号的传输衰减和噪声的引入，从而提高图像质量或视频清晰度，能满足各级船

用数字雷达天线的安装高度要求。 

3、研究开发前期基础 

本项目将使用光纤实现雷达数据信号及控制信号在天线与显示单元之间进行双向

传输。其中在雷达收发机中添加信号处理模块，将雷达模拟信号进行数字化处理。进行

数字化处理后的数字信息通过光纤发送模块，发送给显示单元。同时光纤接收模块侦测

雷达显示单元发过来的控制命令，并进行处理。雷达显示单元只需通过光纤接收模块接

收数字信息，同时进行 LCD 雷达图像显示。雷达显示单元扫描人机界面，将量程、增

益、雨雪抑制、海浪抑制等控制命令通过光纤发送模块发送给雷达收发机的信号处理模

块。 

所需达到的技术目标 

1、硬性指标（如：具体参数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Aurora IP 核支持与光纤的无缝连接，传输过程中抗电磁干扰能力强，集成度高，

具有很强的灵活性。Rocket I/O 是内嵌在 FPGA 中的一款高速串行收发器，支持多种通

信协议标准，如 Aurora、PCI Express、光纤通道、千兆以太网等。该收发器提供单工或

全双工的数据传输模式。每个 Rocket I/O 支持 622 Mb/s～3.125 Gb/s 的数据传输速率，

并且利用通道绑定功能可以实现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收发器模块物理媒质适配层

(PMA)集成了串行/解串器(SERDES)、时钟和数据恢复电路(CDR)、电流模式逻辑(CML)、

预加重/均衡电路等，物理编码子层(PCS)集成了 8 bit/10 bit 编解码电路、循环冗余校验

(CRC)、相位调整 FIFO、弹性缓冲器、PRBS 产生和检测等。这些集成的模块可用于补

偿信号的高额损耗，减小时钟的偏差和内部噪声对接收性能的影响，从而提高信号的质

量。 

本项目关键技术是首先高频信号经由 ADS5400 模/数转换器采样，模拟信号转换成

数字信号，送入并存储到 FPGA 的 FIFO 中。FPGA 将 FIFO 中的数据通过 AuroraIP 核

经由光纤模块发送出去，同时光纤模块接收刚刚发送的数据，并将数据传入 FPGA 的

FIFO 中；然后经过一系列的逻辑控制，高频数字信号进入 AuroraIP 核中，经过 Rocket 

I/O 进入 SPF 光纤模块将电信号转换成光信号，通过光纤进行有效的传输。 

2、选择性指标（如：在可接受成本范围内的指标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传统的模拟正交接收机由于模拟器件的不一致性，且受到环境温度、电源电压等影

响较大，其 I/Q 通道存在较大的幅度和相位正交误差，因此严重影响雷达的整机性能。

而基于直接中频采样的数字正交相干检波技术具有镜频抑制比高、体积小、一致性好等

优点。它基于带通信号采样理论，在欠采样情况下保证信号的有用频谱不发生混叠，从

而恢复得到正确的 I/Q 信号。正交双通道处理就是中频回波信号经过两个相似的支路分

别处理，其差别仅是其基准的相参电压相位差 90°，这两路称为： 同相支路（I 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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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正交支路（Q 支路）。   

正交 I、Q 通道处理是将接收机输出的中频回波信号分别与正交的两路相参信号混

频，然后进行低通滤波，从而得到 I、Q 两路基带信号，再通过 A/D 变换给出同相分量

和正交分量的数字量量和正交分量的数字量，如下图所示： 

 
 
 
 
 
 
 
 

 

成果形式（项目完成后要求技术输出方移交的成果形式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要求） 

（1）因项目实施而新增就业人数为 10 余人。 

（2）因项目实施，预计核心专利衍生 1 项发明专利，3 项实用新型专利，制定相关产

品企业标准 1 项。 

（3）项目产品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项目产品规模化生产，达到年产 600 套基于光

纤通信船用数字雷达导航生产能力。 

合作方式（可多选） 
委托开发☑   合作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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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需求信息表 2 

一、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中电科（宁波）海洋电子研究院

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海洋电子 

法定代表人 冯荣泉 是否是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是 

企业主导产品 智能船舶、波浪艇、示位标、电

台、自动舵、主机遥控等 
通讯地址及邮编 

宁波市高新区聚

贤路 587 弄研发

园 A2 号楼 17 楼 

职工人数 160 
其中大专以上人

数及研发人员数 
143 人 

（研发 75 人） 

联系人 连雪海 联系人电话（手

机） 
18868933737 

Email 28298367@qq.com 微信号  

二、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情况 

技术需求名称 深海浮标电子与通信系统 
所属 
技术领域 电子通信 

项目拟投入 
总额 300（万元） 

已投

入经

费额 
50（万元） 

计划支付技

术转让（合

作）费最高

额 

（万元） 

计划实施年限 2019-2021 

具体描述所急需解决的技术创新需求（请尽可能详细） 

1、项目开发背景和必要性 

深海浮标是一种新型的海洋环境监测系统，在海洋环境监测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

为适应我国未来深海资源开发的需求，亟需一型适合深海海域作业的海洋环境监测浮

标。深海资料浮标的信息传输系统是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深海浮标通常部署在外

海，通信信号不稳定，从我国开始研制海洋资料浮标以来,实时数据传输系统先后采用

过多种数据通讯方式，包括短波通讯、INMARSAT-C 卫星通讯以及 GPRS/CDMA 通讯

等。各种通讯方式各有优点和局限性,短波通讯抗干扰能力差,误码率高,数据接收率低; 

INMARSAT-C 卫星通讯可靠性高, 数据接收率达 95% 以上,但通讯费用较高,不适合大

数据量传输; GPRS/CDMA 通讯费用较低,但通讯信号受到浮标到岸边距离的限制。 

2、技术创新需求主要内容 

1）基于 ARM 的嵌入式处理器和 Linux 操作系统 的水下数据处理和控制系统； 

2） 水上通讯平台的控制部分主要接收电磁耦合模块传过来的各个采集量, 以及获取浮

标电压值和浮标姿态 等信息, 然后通过铱星卫星发送给监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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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点对点的方式实现数据收发 ,即浮标平台和监控平台各有一个  9601SBD 

MODEN。通过发送 AT 指令来实现通信，海洋环境监测数据通过安装在浮标顶端的铱

星天线发射出去。 

3、研究开发前期基础 

已研发出多款基于北斗通信的近海浮标系统，具备成熟的技术和人员储备。 

所需达到的技术目标 

1、硬性指标（如：具体参数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1）在实验室 PC 机调试助手模拟数据发送, 能通过电磁耦合接收、发送模块将数据送到

水上浮标系统的 ARM 中并保存到大容量的 SD 卡中, 能实现浮标系统与水下数据采集

系统的数据传送； 

2）在水下进行测试过程中, 控制电路能正常工作, 水上浮体平台数据能正常接收、存储, 

倾角传感器、电池电压值能通过 A/D 采集。且监测数据能通过铱星卫星成功发送给监

控中心。 

2、选择性指标（如：在可接受成本范围内的指标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深海浮标系统实现连续稳定通信时长达三个月。 

成果形式（项目完成后要求技术输出方移交的成果形式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要求） 

1、浮标电子与通信系统运行测试报告； 

2、两篇论文、两个发明专利。 

合作方式（可多选） 
委托开发   合作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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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需求信息表 3 

一、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宁波微能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法定代表人 戴征武 是否是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否 

企业主导产品 环境智能传感器&物联网系统 通讯地址及邮编 宁波保税区 

职工人数 31 
其中大专以上人

数及研发人员数 30 

联系人 戴征武 
联系人电话（手

机） 13958303929 

Email dzwdd@163.com 微信号 Dai_zhengwu 

二、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情况 

技术需求名称 土壤 NPK 传感器技术、水质检测电极

技术 
所属 
技术领域 

电子信息 

项目拟投入 
总额 800（万元） 

已投

入经

费额 
400（万元） 

计划支付技

术转让（合

作）费最高

额 

（万元） 

计划实施年限 2 年~长期 

具体描述所急需解决的技术创新需求（请尽可能详细） 

1、项目开发背景和必要性 

（1）N/P/K 土壤肥力传感器敏感元件；土壤离子元素检测元件 

（2）水质监测：浓解氧、PH 值、浊度、电导率 检测敏感元件、电极元件 

（3）智能环境传感器加工工艺，低功耗、小型化 

2、技术创新需求主要内容 

满足在线监测要求，维护要求时间短、维护成本低； 

3、研究开发前期基础 

已有测试、物联网应用基础 

所需达到的技术目标 

1、硬性指标（如：具体参数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要求达到环保环境监测国标要求 

2、选择性指标（如：在可接受成本范围内的指标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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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形式（项目完成后要求技术输出方移交的成果形式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要求） 

（1） 技术方案、技术文件、工艺文件、样品 

合作方式（可多选） 
委托开发□   合作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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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需求信息表 4 

一、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宁波频准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先进制造 

法定代表人 张磊 是否是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否 

企业主导产品 光纤激光器 通讯地址及邮编 
宁波市镇海区镇

宁西路 123 号 
315000 

职工人数 10 
其中大专以上人

数及研发人员数 8/4 

联系人 张磊 联系人电话（手

机） 
17317692878 

Email zhang@precilaser.com 微信号 zhanglei860416 

二、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情况 

技术需求名称 超低啁啾光纤布拉格光栅 所属 
技术领域 

光纤光学 

项目拟投入 
总额 100（万元） 

已投

入经

费额 
30（万元） 

计划支付技

术转让（合

作）费最高

额 

30（万元） 

计划实施年限 2 

具体描述所急需解决的技术创新需求（请尽可能详细） 

1、项目开发背景和必要性 

超快激光凭借其超短的脉冲宽度和超高的峰值功率等特点在工业加工、生物医疗以及基

础科研领域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在众多类型的超快激光器中，超快光纤激光器具有有

体积小巧、结构紧凑、稳定易用、电光效率高、光束质量好和热管理方便等优势，是满

足超快激光众多应用需求的最佳选择。而在不同波长的超快光纤激光器中，工作在 1μm

波段的掺镱光纤激光器由于其增益介质的特性可以实现最大功率的激光输出，所以对掺

镱光纤激光器中的超快激光产生的研究是最有意义的。 

在常规的超快光纤激光器中，为了实现最窄脉宽和最大峰值功率的激光输出，往往

需要调节激光器谐振腔里的总色散，使其接近于零。但由于常规石英光纤的材料特性和

研制技术，其在 1μm 波段只能提供正色散。特殊光纤如光子晶体光纤和空心光纤可以

在 1μm 波段提供负色散，但此类光纤往往结构特殊，与普通石英光纤熔接时会引入较

大的损耗，从而影响超快光纤激光器的输出性能。而如果在超快光纤激光器中加入棱镜

对、体光栅等能提供负色散的空间光路元件虽然不会引入较大的损耗，但会破坏光纤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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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器体积小巧、结构紧凑、稳定易用等优点。相比之下，利用直接刻写在普通石英光纤

上的啁啾光纤布拉格光栅来提供负色散则不会引入太大的熔接损耗，也不会影响光纤激

光器的优势。所以为了在 1μm 波段的掺镱超快光纤激光器中实现最佳的超快激光输出，

利用直接刻写在普通石英光纤上的啁啾光纤布拉格光栅来提供负色散是最佳的选择。只

要选择合适的掩膜版，即可使得啁啾光纤布拉格光栅能提供负色散，并与激光器中光纤

所提供的正色散相抵消，此时在掺镱超快光纤激光器中就可以得到最窄脉冲宽度和最高

峰值功率的超快激光输出。 

2、技术创新需求主要内容 

超低啁啾的光纤布拉格光栅，其能提供的色散量小于 0.1ps2，仅相当于数米光纤的色散

量，光栅的反射谱宽度大于 30nm，反射率大于 99% 

3、研究开发前期基础 

本公司在超快光纤激光器方面有较强的技术基础和研发能力。目前已可实现在 1064nm

输出脉冲宽度小于 10ps，光谱宽度小于 0.5nm，脉冲能量大于 3nJ 的超快激光；在 1550nm

输出脉冲宽度小于 100fs，光谱宽度 30-100nm，脉冲能量大于 1nJ 的超快激光，相关产

品体积小巧、长期稳定性好、能耗低，已获得多家客户的认可。本公司有专业的超快光

纤激光器研发人员数名，其中一半人有博士学位；还拥有光纤熔接机、功率计、光谱仪、

示波器、频谱仪和自相关仪等完备的超快光纤激光器研发和生产设备。 
所需达到的技术目标 
1、硬性指标（如：具体参数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啁啾布拉格光栅：1、在保偏光纤中刻写； 

2、中心波长 1030-1064nm； 
3、色散量小于 0.1ps2； 
4、反射谱宽度大于 30nm； 
5、反射率大于 99%。 

2、选择性指标（如：在可接受成本范围内的指标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啁啾布拉格光栅：1、反射谱形状为超高斯形； 
                2、反射谱信噪比大于 30dB 

成果形式（项目完成后要求技术输出方移交的成果形式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要求） 

 
以现金购买的方式从技术输出方获得该成果的使用权利 

申请发明专利 2 项，实用新型专利 4 项，发表学术论文 2 篇 

合作方式（可多选） 
委托开发□   合作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其他□ 

 

  



10 
 

企业技术需求信息表 5 

一、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宁波恒烨泰科光电技术

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光学行业 

法定代表人 王维 是否是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否 

企业主导产品 光学镜头 通讯地址及邮编 

宁波市奉化区萧

王庙街道滕头经

济园区四明路北

101 号 315500 

职工人数 50 人 
其中大专以上人数及研发

人员数 23 人 

联系人 张宏达 联系人电话（手机） 15869526999 

Email zhanghongda@hengyetec
.com 微信号  

二、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情况 

技术需求名称 TOF 深度 3D 光学人脸识别 所属 
技术领域 

光学技术领域 

项目拟投入 
总额 200（万元） 

已投

入经

费额 
50（万元） 

计划支付技

术转让（合

作）费最高

额 

80（万元） 

计划实施年限 从研发到量产周期 3 年 

具体描述所急需解决的技术创新需求（请尽可能详细） 

1、项目开发背景和必要性 

由于各大芯片厂家对红外芯片技术突破，导致现阶段市场对手持识别和 3D 造型的热密，

从而带动了 TOF 镜头的需求。  

2、技术创新需求主要内容 

对红外非球面系统创新设计要求更高；镀膜工艺精度要求更严。 

对各镜片等模具精度及结构要求提高； 

3、研究开发前期基础 

具备丰富光学设计能力；检测设备仪器；制造生产设备。 

所需达到的技术目标 

1、硬性指标（如：具体参数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成像 MTF 值；镀膜分光数值； 

非球面面型值、偏心、亚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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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高数值；光学系统焦距。 

2、选择性指标（如：在可接受成本范围内的指标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成像畸变；成像相对亮度；成像系统入射光线角度 

 成果形式（项目完成后要求技术输出方移交的成果形式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要求） 

完成样品送样符合客户要求。 

合作方式（可多选） 

委托开发□ ✔  合作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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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需求信息表 6 

一、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宁波长荣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制造业 

法定代表人 潘富荣 是否是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是 

企业主导产品 LED 照明/指示灯具 通讯地址及邮编 315600 

职工人数 500 
其中大专以上人

数及研发人员数 47 

联系人 裘云宏 
联系人电话（手

机） 18892618150 

Email  微信号  

二、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情况 

技术需求名称 智慧应急中央控制系统 所属 
技术领域 

电子信息 

项目拟投入 
总额 500（万元） 

已投

入经

费额 
200（万元） 

计划支付技

术转让（合

作）费最高

额 

100（万元） 

计划实施年限   2019.05-2020.12 

具体描述所急需解决的技术创新需求（请尽可能详细） 

1、项目开发背景和必要性 

应急照明灯具是现代化楼宇中的必备元素，其对楼宇中发生消防安全事故的时候起

极为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直接关系到楼宇中工作、居住人员的生命安全。应急照明灯的

原理是其自带移动电源，该移动电源与楼宇中的电路联通，一旦检测到楼宇电路故障马

上启动灯具进行应急照明，并且有些应急指示牌可以发出声音示警。然而，现代化楼宇

的容积十分庞大，其内需要的应急灯具的数量十分庞大。为了确保这些应急照明灯具在

发生事故时可以产生作用，我们需要对这些灯具经常性进行检修，在数量庞大的情况下

这项工程也就变得十分浩大，而且存在的人为失误等因素。 

另外，现有技术下的应急照明功能较为单一，我们需要一种可以在发生消防事故时起到

更好的作用的应急照明系统。 

2、技术创新需求主要内容 

本公司需要研发一种现代化楼宇应急照明系统的中央控制系统。目标系统需要实现

对以楼宇为单位的应急照明系统的有效控制，包括日常对每处应急照明灯具的自我检

测、故障报警等。目标系统需要有方便操作的人机界面，跟每个灯具通过无线连接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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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生消防安全事故的时候不得影响信息的传输。目标系统需要集成智能化灾情判断功

能，并相对应提供最佳疏散线路指示。 

3、研究开发前期基础 

本公司目前针对该课题已经成立独立的研发小组，并配备相应的研发设备，对项目

的前期进行初步的探索，并且已经有了相关外部专业化研发机构介入，对于本项目应急

照明系统的监测和故障报修等已经有初步方案。后续我们还需要解决应急照明灯具和控

制台无线连接问题以及消防事故智能化应急指示等。 

所需达到的技术目标 

1、硬性指标（如：具体参数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1）目标系统需要级联 500 台以上数量的应急照明灯、应急指示牌以及摄像头、烟雾

传感器等； 

（2）目标系统需要通过无线连接的方式级联应急照明灯具和应急指示牌； 

（3）目标系统需要满足可以对级联的应急灯和指示牌等的电压、电流、功率、故障信

息、电池信息等实时运行信息的采集，对故障及时报修； 

（4）目标系统需要可以在发生消防事故时采集灾情，并提供最佳疏散线路，提供明确

目标的指示（可以通过闪烁、语音、变色等方式）； 

（5）目标系统需要有有效人机界面。 

2、选择性指标（如：在可接受成本范围内的指标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目标系统配置尽量使用市面上的标准件 

成果形式（项目完成后要求技术输出方移交的成果形式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要求） 

1、全套可行的技术方案；2、有涉及需要新功能集成的应急照明灯具和指示牌的，需要

提供样品样机；3、目标系统部件生产制作方案和生产线；4、专利 

合作方式（可多选） 
委托开发   合作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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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需求信息表 7 

一、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通用设备制造

业 

法定代表人 郑才刚 是否是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 
是 

企业主导产

品 
减速机、电机 通讯地址及邮编 

宁波市江北区

银海路 1 号

315033 

职工人数 1078 
其中大专以上人数及

研发人员数 334/138 

联系人 王林桥 联系人电话（手机） 13780012733 

Email 83276178@qq.com 微信号 13780012733 

二、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情况 
技术需求名

称 
超高效（IE3）三相异步电动机开发及
降本优化 

所属 
技术领域 电机 

项目拟投入 
总额 

500（万元） 已投入

经费额 
200（万元） 

计划支付技术转

让（合作）费最

高额 
100（万元） 

计划实施年

限 1-2 年 

具体描述所急需解决的技术创新需求（请尽可能详细） 

1、项目开发背景和必要性 

    长期以来，我国电机寿命平均比国外低 3%到 5%，运行系统效率比国外低 10%到

20%。而在 2013 年中国电机保有量大约 17 亿千瓦，总耗电量为 3 万亿千瓦时，占全社

会用电总量的 64%、工业用电的 75%。“如果电机系统的效率提高 5%到 8%，每年节约

的电相当于两到三个三峡大坝的发电量。美国 2011 年就已经强制执行 IE3（效率等级），

中国目前在强制推 IE2 标准。据魏华钧介绍，原来计划 2015 年推 IE3 标准，但国内电

机行业没作好准备，个别企业没做到，多数企业做不到，所以推迟到 2016 年，比美国

落后 5 年。 

    在未来几年，国家可能会强制推行 IE3 标准，我们需要提前做好准备。 

2、技术创新需求主要内容 

    合作开发三相异步电动机，380V、50Hz，4 极，机座 63~355，能效等级满足 IE3

要求，并能有效控制生产成本。电机能与公司现有的 R、F、K、S 四大系列减速机进行

集成配套。 

3、研究开发前期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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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具备设计生产全系列 IE2 三相异步电动机能力。 

 
所需达到的技术目标 

1、硬性指标（如：具体参数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1）电机满足 IE3 能效要求 

（2）电机 NVH 得到有效控制 

2、选择性指标（如：在可接受成本范围内的指标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电机满足 IE2 能效要求，具有通过升级配置后满足 IE3 能效的潜力。 

成果形式（项目完成后要求技术输出方移交的成果形式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要求） 

电机电磁方案及全套图纸。 

 

合作方式（可多选） 

委托开发□   合作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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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需求信息表 8 

一、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浙江九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智能制造 

法定代表人 胡美飞 是否是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否 

企业主导产品 智能测温芯片、智能三维图像 通讯地址及邮编  

职工人数 5 
其中大专以上人

数及研发人员数 5 

联系人 邓业林 
联系人电话（手

机） 13915722791 

Email Yelin.deng@suda.edu.cn 微信号  

二、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情况 

技术需求名称 即时定位与地图构建 所属 
技术领域 

人工智能 

项目拟投入 
总额 200（万元） 

已投

入经

费额 
50（万元） 

计划支付技

术转让（合

作）费最高

额 

150（万元） 

计划实施年限 1 年 

具体描述所急需解决的技术创新需求（请尽可能详细） 

1、项目开发背景和必要性 

本公司目前已自行研发激光雷达和 TOF 相机等三维视觉硬件，目前迫切需要 SLAM 方

面的 SDK 开发，拓宽 TOF 相机的应用场景。 

2、技术创新需求主要内容 

SLAM 算法可以若何多种传感器（包含其他激光雷达、惯性测量单元、里程计、超声波

等）数据获得稳定，且位置姿态信息准确。能够帮助机器人等智能设备获取三维空间环

境信息，使得其具备资助移动、路径规划、和场景理解能力。 

3、研究开发前期基础 

 

所需达到的技术目标 

1、硬性指标（如：具体参数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2、选择性指标（如：在可接受成本范围内的指标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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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形式（项目完成后要求技术输出方移交的成果形式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要求） 

以软件给出，并与我司的产品配套 

合作方式（可多选） 
委托开发□   合作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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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需求信息表 9 

一、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宁波博林克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法定代表人 陈星 是否是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企业主导产品 光学检测设备 通讯地址及邮编 
宁波象山县大目

湾管委会 8 楼 

职工人数 10 人 
其中大专以上人

数及研发人员数 9 人 

联系人 高泉蔡 联系人电话（手

机） 
13606789418 

Email Gaoquancai1984@126.com 微信号 13606789418 

二、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情况 

技术需求名称 光电检测技术及自动化研究开发 所属 
技术领域 

电子信息 

项目拟投入 
总额 1000（万元） 

已投

入经

费额 
200（万元） 

计划支付技

术转让（合

作）费最高

额 

（万元） 

计划实施年限 2 年 

具体描述所急需解决的技术创新需求（请尽可能详细） 

1、项目开发背景和必要性 

国家对科研院所的巨大投资和高端制造（集成电路、平板显示、高端电路板、智能

手机和电脑）的兴起创造了一起设备行业新的机会，良品率的提高必须依靠全面的强有

力的检测手段。随着国内制造业生产线自动化设备不断的提升，生产效率不断提升，产

品的检验和检测面临检测速度、有效性也随即提升，开发新的自动化检测技术和设备有

非常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技术创新需求主要内容 

（1）光电技术检测最大限度的提升检测的准确度，提升检测结果和效率。 

（2）检测自动化最大限度的降低人工成本，提高检测效率，配合自动化生产线。 

（3）工业用光谱椭偏仪 A 小光斑椭偏光学系统 B 自动化系统的硬件和软件 C 环境控制

系统。 

3、研究开发前期基础 

公司创业团队有着 20 多年在美国开发工业光谱椭偏仪的经验，目前团队共 10 人，

其中有 2 位博士，4 位硕士，3 位本科研究人员。涉及的专业有光学、物理学、系统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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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开发、图像算法、机械设计、电子工程专业。 

 
所需达到的技术目标 

1、硬性指标（如：具体参数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1）全自动完成入射角设置，定标和采样。 

（2）对复杂结构的产品检测，采用多入射角和多方位角采样。 

（3）超小光斑的光学设计，1mm*3mm。 

2、选择性指标（如：在可接受成本范围内的指标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1）检测分辨率：1nm 

（2）检测速度：10 秒内 

成果形式（项目完成后要求技术输出方移交的成果形式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要求） 

技术购买、专利转让 

 

合作方式（可多选） 
委托开发□   合作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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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需求信息表 10 

一、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宁波康加分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器 

法定代表人 高迪 是否是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企业主导产品 多功能食品加工机 通讯地址及邮编 
慈溪掌起工业区

北一环路 53 号 

职工人数 220 
其中大专以上人

数及研发人员数 33 

联系人 陈保云 联系人电话（手

机） 
15057487660 

Email ad@kajafa.com 微信号 Cby15057487660 

二、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情况 

技术需求名称 多功能食品加工机上增加高速离心榨

汁的功能 
所属 
技术领域 

先进制造与自

动化 

项目拟投入 
总额 （18 万元） 

已投

入经

费额 
（1 万元） 

计划支付技

术转让（合

作）费最高

额 

（0 万元） 

计划实施年限 2019.03.01-2019.11.30 

具体描述所急需解决的技术创新需求（请尽可能详细） 

1、项目开发背景和必要性 

    随着我国的平均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人们对健康养生意识的关注也逐渐提高。使得

部分家庭里面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健康饮食机器，这样不仅在财力上浪费，同时健康饮食

机器复杂的操作使用也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营养提取系统最大程度保留新鲜果蔬的营

养物质，满足你和你的家人的健康需求。 

    而目前很多市面上基本存在着单纯的榨汁机比较多，另外单纯的食品加工机比较多

（这类缺少缺少榨汁功能），目前国内消费者喜欢原汁原味，再加功能多样化，价格实

惠型，所以对目前公司的多功能食品加工机上增加高速榨汁功能是很有市场前景的。 

2、技术创新需求主要内容 

1、产品外观独特，大方美观，容器设计符合人体工程学，更方便操作； 

2、产品噪音不大于 85 分贝，电气安全性能 50Hz、0.5mA、AC3500V 持续 1S 无击

穿（L、N 极和地极之间）；使用不低于寿命 2000 次； 

3、榨汁刀具与容器之间的关键联系，将所需加工的食物在最短的时间内榨碎，尽

最大可能的提取食物的中的营养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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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榨汁刀具原材料采用食品级不锈钢材料，工艺简单，操作简单； 

5、简单、安全、低噪音性能，实现了榨汁、搅拌、绞肉、研磨、切片、切丝、切

菜等粉碎多功能一体化。 

3、研究开发前期基础 

1、通过对市场的分析和客户的交流沟通中，已对多功能食品加工机上增加榨汁功

能   的可行性是很有前景的。 

2、在技术层面上，通过这么多年的公司经验，在原先基础上增加榨汁功能，除了

外形美观，与主机的通配需要性也比较强，从安全上也经过分析，这个可行性是可以的。 

3、从成本上来分析，因为原先有做单功能的榨汁机，所以在技术成本上会有一定

的优势，在另外一个物料共用性上也能使成本控制住，最终还是要实现大多数消费者可

接受范围的价格。 

所需达到的技术目标 

1、硬性指标（如：具体参数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榨汁功率在 350-450W 之间，榨汁转速在 18000±10%PRM。榨汁滤网的网孔不能小

于 40 目，使口感更好，榨汁出汁率在 55% 以上。榨汁的项目需要符合

GB4706.1,GB4706.30,IEC60335-1,IEC60355-2-14,UL982，GS,CB,KC，BIS，FDA,RoHS，

LFGB,REACH，GCC 等认证，能销往全世界 

2、选择性指标（如：在可接受成本范围内的指标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在成本允许下，电机可加大功率，加大电机，从 6826 串激电机更换为 6830 或者

7020 电机。另外榨汁的出渣口可能为通孔，排到外面，如果结构实现不了，可以使渣

堆积在容器内。从结构上，如果单个开关的控制不能满足性能的话，可增加主控开关。 

成果形式（项目完成后要求技术输出方移交的成果形式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要求） 

产品的研究性技术基础文件和标准性文件，外观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等 

 

合作方式（可多选） 
委托开发□   合作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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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需求信息表 11 

一、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宁波天韵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法定代表人 郑晓风 是否是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是 

企业主导产品 通信设备 通讯地址及邮编 
宁波市镇海区骆驼

街道镇骆西路 357
号/315202 

职工人数 105 人 
其中大专以上人数

及研发人员数 32 

联系人 王才平 联系人电话（手机） 13906697712 

Email wcp777@126.com 微信号 13906697712 

二、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情况 

技术需求名称 5G 移动通信设备 所属 
技术领域 

通讯信息技术 

项目拟投入 
总额 

2000（万元） 已投入

经费额 
/（万元） 

计划支付技术

转让（合作）

费最高额 
500（万元） 

计划实施年限 2019 年-2021 年 

具体描述所急需解决的技术创新需求（请尽可能详细） 

1、项目开发背景和必要性 

    5G 移动通信是当前我国重点建设组网工程，预计近三年将有五千亿投资建设。5G 移

动已成为国家政府、运营商，用户共识是我国通信发展的打好时期和市场巨大需求。 

2、技术创新需求主要内容 

   我公司长期生产创造、销售数字通信、光纤通信、移动通信等通信配线设备，具有较

强的生产设备、规模生产制造的能力和国内三大运营商定点供应商等销售网络资源。公司

计划与相关的科研院所、大学合作，共同开发 5G 通信相关的通信设备。 

3、研究开发前期基础 

   本公司有 2 万平方米工厂、生产车间生产、测试设备先进，具有年生产三亿元的生产

能力。本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宁波市级工程中心，具有较强实际经验的研发人员团

队，在全国三十多个省、市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公司建立销售网络。 

所需达到的技术目标 

1、硬性指标（如：具体参数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23 
 

   本项目需满足 5G 移动通信的相关技术标准要求，并能满足 5G 移动通信建设市场的相

关要求，达到信息产业部对通信设备的产品认证要求。 

2、选择性指标（如：在可接受成本范围内的指标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成果形式（项目完成后要求技术输出方移交的成果形式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要求） 

   充分发挥科研院所的技术、人才优势，共同研发或成果转让等形式，形成批量生产能

力，投放 5G 移动通信建设的需求。 

合作方式（可多选） 

委托开发□   合作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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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需求信息表 12 

一、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浙江龙腾畅想软件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行业软件 

法定代表人 贺师君 是否是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是 

企业主导产品 政府投资工程项目管理软件 通讯地址及邮编 
宁波市北仑区天

龙座 B1-2F 

职工人数 52 
其中大专以上人

数及研发人员数 50 

联系人 姜建辉 联系人电话（手

机） 
13566523366 

Email asjob@qq.com 微信号 13566523366 

二、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情况 

技术需求名称 文字识别提取、无插件 Offie 在线编辑 所属 
技术领域 

OCR、人工智能

算法、在线 Offie 

项目拟投入 
总额 30（万元） 

已投

入经

费额 
10（万元） 

计划支付技

术转让（合

作）费最高

额 

20（万元） 

计划实施年限 1 年 

具体描述所急需解决的技术创新需求（请尽可能详细） 

1、项目开发背景和必要性 

（1）文字识别提取：我公司的目前产品中对合同管理不够灵活方便，合同信息录

入工作量比较大，但实际中很多合同基础信息在纸质合同稿中已经存在，因此考虑能有

一套可以识别和提取纸质合同中特定内容的技术解决方案（类似“名片全能王”）。 

（2）无插件 word 在线编辑：我公司产品中有很多环节对上传到系统的 word 文档

需要走审批流程，并且在线编辑并保留用户的修改痕迹。目前我们采用了金格的

Iweboffice 中间件，但要装插件，而且兼容问题比较多。 

2、技术创新需求主要内容 

（1）文字识别提取：将纸质合同进行文字识别，能够提取出其中的关键字段，如：

合同名称、合同额、承包方、联系方式等，提取完后由用户确认，确认后信息就填充到

我方的系统中。 

（2）无插件 word 在线编辑：无需安装中间件，可以将 Word 文档在浏览器中打开

查看，并且可以在线编辑并保留用户的修改痕迹。最后该技术框架要能集成到我方系统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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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开发前期基础 

（1）文字识别提取：以纸质的合同材料为基础。 

（2）无插件 word 在线编辑：以 word 文档为基础。 
所需达到的技术目标 

1、硬性指标（如：具体参数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1） 文字识别提取：OCR 相关设备，可以将纸质合同通过设备后就能识别和提取

到相应的字段。 

（2） 无插件 word 在线编辑：该部分主要是软件技术，一般不涉及硬件。 

2、选择性指标（如：在可接受成本范围内的指标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可接受成本 20 万以内。 

成果形式（项目完成后要求技术输出方移交的成果形式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要求） 

（1）文字识别提取：扫描和识别纸质合同，提取出其中的关键字段，如：合同名称、

合同额、承包方、联系方式等，提取完后用户确认，确认后信息填充到我方的系统中。 

（2）无插件 word 在线编辑：不安装中间件，将 Word 文档在浏览器中打开查看，支

持在线编辑并保留用户的修改痕迹。最后集成到我方系统中。 

合作方式（可多选） 
委托开发■   合作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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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需求信息表 13 

一、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浙江中点电气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法定代表人 朱成华 
是否是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是 

企业主导产品 

电器产品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建筑电器、智能电器、开关插座、

电子产品、照明灯具的制造、加

工、销售。 

通讯地址及邮编 

宁波高新区聚

贤路 587 弄研

发 园 A 区 
A3-706 

职工人数 835 其中大专以上人数

及研发人员数 
360/35 

联系人 张宝儿 联系人电话（手机） 13586553034 

Email 379057674@qq.com 微信号  

二、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情况 

技术需求名称 全屋智能设备系统研发 所属 
技术领域 

电子信息 

项目拟投入 
总额 

项目拟投入总

额 800（万元）  
已投入

经费额 
（300 万

元） 

计划支付技

术转让（合

作）费最高额 
（50 万元） 

计划实施年限 2019 年-2020 年 12 月 
具体描述所急需解决的技术创新需求（请尽可能详细） 
1、 项目开发背景和必要性 

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年轻用户或是白领人士在日常生活中不仅追求生活品质，还想

为日常生活增添一些惊喜，或拥有更好的娱乐体验，行动不方便的残疾人士可以通过手

机或者语音来控制家里的电器。 本公司需要研发一系列全屋智能系统，能把所有智能

家居结合到一起，不仅可以通过手机 APP 控制，还能通过语音控制和人体动作指示控

制。实现智能化，简约化，安全化。 

2、 技术创新需求主要内容 

家居安全是重中之重，安装使用智能家居可以做到实时监控居家环境，包括门窗监

控、室内活动监控等。此外，还可以安装一些安全传感器，如门磁、水浸、一氧化碳、

sos，一旦发生安全问题也会将损失降到最低。另外，如果安装了智能门锁，无论是开

关还是进行具体的操作，都可以在手机端进行查看。不仅可以通过远程来进行操控，同

时也可以减少因为忘记带钥匙而造成各种麻烦。例如通过智能灯光的明暗调节来改善室

内的光线，柔和氛围，让家庭生活更加的温馨;通过设置背景音效来增加生活的娱乐体

验，让人们可以徜徉在愉快惬意的生活环境中。例如通过智能遥控器，可以让家中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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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电器秒变智能，让你回家立马有热水解渴，冬天有热水洗澡，不用等热水器慢慢烧

开；提前让空调调至事宜的温度等等。 

3、 研究开发前期基础 

本公司目前针对该课题已经成立独立的研发小组，并配备相应的研发设备，目前已

有智能零火开关智能单火开关和插座、智能窗帘，智能门锁，还需开发更多的智能家居

产品。   

所需达到的技术目标 

1、硬性指标（如：具体参数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1）目标系统需要通过智能网关连接一切可以连接的智能设备。 

（2）可以通过人体手势变化或者眨眼睛控制灯的开关。 

2、选择性指标（如：在可接受成本范围内的指标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目标系统配置尽量使用市面上的标准件。 

成果形式（项目完成后要求技术输出方移交的成果形式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要求） 

1、全套可行的技术方案；2、目标系统部件生产制作方案和生产线； 

合作方式（可多选） 
委托开发□   合作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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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需求信息表 14 

一、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宁波市令通电信设备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通信设备 

法定代表人 高文雄 是否是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是 

企业主导产品 
综合布线机柜，宽带综合布线

箱，家庭多媒体配线箱 通讯地址及邮编 
镇海蟹浦工业区

（觉渡） 

职工人数 108 
其中大专以上人

数及研发人员数  

联系人 王海林 联系人电话（手

机） 
13958206836 

Email  微信号  

二、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情况 

技术需求名称 微型低反射高功率 FC 型光分路器研

发技术 
所属 
技术领域 

电子信息 

项目拟投入 
总额 （万元） 

已投

入经

费额 
（万元） 

计划支付技

术转让（合

作）费最高

额 

（万元） 

计划实施年限  
具体描述所急需解决的技术创新需求（请尽可能详细） 
1、项目开发背景和必要性 

分路器是用来使电话通道与数据通道分离的装置，将无线通信系统中线路上输入的

多种频段信号分离为单一的频段输出到不同的通信线路中，现有的分路器功能单一。 

2、技术创新需求主要内容 

开发一种微型低反射高功率 FC 型光分路器 

3、研究开发前期基础 

所需达到的技术目标 

1、硬性指标（如：具体参数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2、选择性指标（如：在可接受成本范围内的指标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成果形式（项目完成后要求技术输出方移交的成果形式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要求） 

技术解决方案 

合作方式（可多选） 

委托开发   合作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其他□ 

  



29 
 

企业技术需求信息表 15 

一、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宁波华科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所属行业 医疗器械 

法定代表人 楼君建 是否是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 
否 

企业主导产品 骨科手术器械 通讯地址及邮编 
浙江省宁波杭州湾

新区滨海四路 777
号/315336 

职工人数 87 
其中大专以上人数

及研发人员数 62 / 22 

联系人 叶旭礼 联系人电话（手机） 18868682812 

Email yexuli@hicren.com 微信号 18868682812 

二、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情况 

技术需求名称 等离子手术系统 所属技术领域 医疗器械 

项目拟投入 
总额 

500（万元） 已投入

经费额 
20（万元） 

计划支付技术

转让（合作）

费最高额 
100（万元） 

计划实施年限 2 年 

具体描述所急需解决的技术创新需求（请尽可能详细） 

1、项目开发背景和必要性 

射频手术系统在手术中消融、切割软组织及凝血的作用，为微创手术创造清晰的术

野环境，成为该类手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射频手术系统分为高频手术系统和等离子手术系统两类，等离子手术系统的核心优

势在于相对低温，可同时实现精准切割和凝血；使用限制主要在于局部小组织的切除。

临床试验证明，相比高频手术系统，接受等离子体治疗的患者康复速度快 25%，疗效提

升 36%，二次手术比例降低 57%。 

等离子手术系统当前比较成熟的应用场景有：耳鼻口科，骨科包括运动医学（腰椎间盘、

关节镜手术）,泌尿科，肛肠科、眼科和妇科。 

    目前我国等离子手术系统行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市场潜力规模有望达 50-60亿元。

市场前景十分客观。 

2、技术创新需求主要内容 

    等离子手术系统配合等离子刀头，实现在低温环境下对软组织进行切割、消融、凝

血的功能，系统稳定、安全、操作方便、易于使用，达到国内/国际领先水平。 

3、研究开发前期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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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离子射频消融术的原理是通过 100kHz 的射频将射频刀头与组织之间的电解液通

过导电介质（NaC1）形成一个高度聚集的等离子体区。后者的能量可打断组织内的分

子键，使组织降解，完成切割机组织消融。与手术刀等冷器械不一样，与激光及微波等

热器械亦不尽相同，它是一种电化学反应过程，将组织分解为氯化物及 CO2从而达到切

割机消融之目的，在低温下（40～70℃）工作，约在 55℃左右。 

消融模式：当等离子手术系统控制器在消融模式下的设置从低档增加至高档时，等

离子刀头的性能通过创建和控制等离子体强度从热效应过渡到消融效应。当控制器设定

值增加时，等离子体场的大小也随之增加，功率则相应减小，如下图： 

 

凝血模式：当等离子手术系统控制器设置较低时，形成的等离子体较少，绝缘性极

低，电流会通入组织。组织中的血管被凝结，停止术中出血。 

独特波形：等离子手术系统通过独特波形实现快速消融。波形的前缘尖锐，产生等

离子的时间更短，因此消融的时间更长，如下图： 

 

所需达到的技术目标 

1、硬性指标（如：具体参数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1）输入电压：90V～260V 

2）工作频率：100kHz 

3）工作模式：消融切割 1～9 档；凝血 1～9 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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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具有等离子刀头接口，脚踏开关接口 

5）自动识别等离子刀头 

6）具有温度检测和显示功能，报警功能 

2、选择性指标（如：在可接受成本范围内的指标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1）触摸屏显示 

  2）阻抗反馈和能量检测功能，热损伤深度监控 

  3）负压吸引泵 

  4）不同的工作模式有不同的声音提示 

成果形式（项目完成后要求技术输出方移交的成果形式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要求） 

    项目完成验收通过后，华科润支付相应的费用，项目开发过程中的样品、软件、技

术资料、专利等归华科润公司所有，在未征得同意前，所有资料不得公开或用于第三方

用途。 
 

合作方式（可多选） 
委托开发   合作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其他□ 

注：内容填写不够可将表格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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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需求信息表 16 

一、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宁波网聚无忧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所属行业 IT 信息技术 

法定代表人 罗骏杰 是否是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是 

企业主导产品 

软件开发；计算机辅助设备的安

装、维修；网络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网

页设计；日用百货、文具、文化

用品、服饰、电子产品、母婴用

具、五金件、塑胶制品、汽车用

品、初级食用农产品的批发、零

售、网上销售；企业管理咨询；

投资管理；自营或代理货物和技

术的进出口 

通讯地址及邮编 
宁波市鄞州区科

技信息孵化园 E
栋 704 室 

职工人数 9 
其中大专以上人

数及研发人员数 2 

联系人 罗骏杰 联系人电话（手

机） 
18606604007 

Email service@webeasy.cc 微信号 18606604007 

二、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情况 

技术需求名称 日本麻将手游 
所属 
技术领域 游戏行业 

项目拟投入 
总额 100（万元） 

已投

入经

费额 
10（万元） 

计划支付技

术转让（合

作）费最高

额 

20（万元） 

计划实施年限  

具体描述所急需解决的技术创新需求（请尽可能详细） 

1、项目开发背景和必要性 

近些年移动网络普及，手机游戏娱乐市场巨大，应市场 5G 发展前景，需要研发一个高

质量真人及二次元画质要求的手机游戏平台。 

2、技术创新需求主要内容 

真人语音识别播报，3D 画质渲染，及游戏视频录制回放。 

3、研究开发前期基础 

普通 2D 手机游戏平台已经开发完毕，C++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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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达到的技术目标 
1、硬性指标（如：具体参数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同时在线 10w 人游戏流畅； 
要有高并发处理能力，可扩展集群或者分布式部署实现 100w 级别运行能力； 
画质要日本漫画级水平； 
声效要日本声优级水平； 
2、选择性指标（如：在可接受成本范围内的指标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特效动画级水平； 
成果形式（项目完成后要求技术输出方移交的成果形式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要求） 
1. 软著 
2. 版号 
 

合作方式（可多选） 
委托开发☑     合作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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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 

企业技术需求信息表 17 

一、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宁波辉宏新材料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化工 

法定代表人 孙成宏 是否是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是 

企业主导产品 纺织品助剂，橡胶助剂 通讯地址及邮编 
奉化区萧王庙街道，

萧 奉 路 358 号    
邮编：315503 

职工人数 62 
其中大专以上人数

及研发人员数 10 

联系人 孙立新 联系人电话（手机） 13805838115 

Email 208181@163.com 微信号 fhjk602 

二、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情况 

技术需求名称 长效橡胶硫化隔离剂（有机硅/非硅） 所属 
技术领域 

 

项目拟投入 
总额 1000（万元） 

已投

入经

费额 
600（万元） 

计划支付技

术转让（合

作）费最高

额 

100（万元） 

计划实施年限 3 年 

具体描述所急需解决的技术创新需求（请尽可能详细） 

1、项目开发背景和必要性 

橡胶（主要是轮胎）硫化行业对隔离剂的要求越来越高，国内外同行技术水平也逐

渐提高，竞争愈显激烈，研发出性价比更高的产品已经是在本行业立足的唯一出路。 

2、技术创新需求主要内容 

（1）脱模次数更多 

（2）对胶囊的较好的保护作用，延长胶囊寿命 

（3）轮胎内侧干净无杂质 

（4）合理的价格 

3、研究开发前期基础 

本公司已经在该领域有多年研发和实践经验，目前有成熟的生产车间和完善的研发

设备，客户群稳定，公司对研发重视并投入大量财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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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达到的技术目标 

1、硬性指标（如：具体参数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1）喷涂一次，轮胎脱模次数不低于 50 次 

（2）轮胎内侧及胶囊表面干净无杂质 

（3）胶囊寿命不低于 450 次 

2、选择性指标（如：在可接受成本范围内的指标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1）乳液固含量不高于 15% 

（2）工艺简单，原料易得，可实现工业大生产 

（3）成本合理，可实现工业大生产 

成果形式（项目完成后要求技术输出方移交的成果形式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要求） 

（1）详尽的实验配方和生产过程，不应有所隐瞒 

（2）如合作开发，不应将本公司技术透露给其他公司，否则本公司有权追究法律

责任 

合作方式（可多选） 

委托开发□   合作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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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需求信息表 18 

一、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宁波润禾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所属行业 制造业 

法定代表人 叶剑平 是否是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是 

企业主导产品 纺织化学品 
有机硅新材料 

通讯地址及邮编 
浙江宁波宁海县

南部滨海新区金

海中路 168 号 

职工人数 421 
其中大专以上人

数及研发人员数 45 人 

联系人 朱建华 联系人电话（手

机） 
18057468549 

Email / 微信号 / 

二、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情况 

技术需求名称 具有增深增艳效果的水性材料 
所属 
技术领域 

纺织染整（后整

理） 

项目拟投入 
总额 （45 万元） 

已投

入经

费额 
（5 万元） 

计划支付技

术转让（合

作）费最高

额 

（15 万元） 

计划实施年限 一年内（不超过 2020 年） 

具体描述所急需解决的技术创新需求（请尽可能详细） 

1、项目开发背景和必要性 

    染料和颜色的种类繁多，同时受时尚和成本的影响，纺织品色泽增深增艳的需求越

来越广泛，随着纺织科技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服装面料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纺织品第

一感官上的评价即色彩的评价，人们希望有色织物的颜色更加鲜艳、明亮，色调更 加

高档化，这种效果只靠染色是达不到的，需要通过后整理来提升织物深度及鲜艳度。 

2、技术创新需求主要内容 

制备一种具有增深增艳效果的水性材料，通过后整理来提升有色织物颜色的深度及

鲜艳度，同时赋予织物较好的柔软度、蓬松度，舒适度。     

3、研究开发前期基础 

我们有尝试使用大分子量的端环氧聚硅氧烷与特种改性聚醚复合胺合成硅油，但效

果未达到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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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达到的技术目标 

1、硬性指标（如：具体参数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增深 10%-30%，增艳 5%-15%，提升织物手感，外 观: 流动液体，PH 值(1%水溶液): 

6.5±1.0，比重(20℃): 0.98g±0.05，溶解性: 易溶于冷水。 

2、选择性指标（如：在可接受成本范围内的指标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成本:18-23 元/kg(85%以上固含量)，储存条件：在遮阳并凉爽的密闭容器中可稳定至

少 12 个月，稳定性：本身具有相对优异的稳定性（耐盐碱稳定性、耐高温、耐阴离子） 

成果形式（项目完成后要求技术输出方移交的成果形式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要求） 

论文、专利转让，技术转让（产品具有稳定的生产工艺与质量）。 

合作方式（可多选） 
委托开发☑   合作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其他□ 

 

 

  



38 
 

企业技术需求信息表 19 

一、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宁波润禾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所属行业 制造业 

法定代表人 叶剑平 是否是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是 

企业主导产品 纺织化学品 
有机硅新材料 

通讯地址及邮编 
浙江宁波宁海县

南部滨海新区金

海中路 168 号 

职工人数 421 
其中大专以上人

数及研发人员数 45 人 

联系人 朱建华 联系人电话（手

机） 
18057468549 

Email / 微信号 / 

二、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情况 

技术需求名称 水溶性硅油弹性体乳液 
所属 
技术领域 

纺织染整（后整

理） 

项目拟投入 
总额 （45 万元） 

已投

入经

费额 
（5 万元） 

计划支付技

术转让（合

作）费最高

额 

（15 万元） 

计划实施年限 一年内（不超过 2020 年） 

具体描述所急需解决的技术创新需求（请尽可能详细） 

1、项目开发背景和必要性 

进入新世纪，人们对服装面料的要求必将随着生活水平、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

提高，目前市场对面料的弹性有较高要求，一般水溶性硅油弹性体乳液硅油乳液在烘干

后大多形成油状物质，弹性效果不理想，有没有一种水溶性的硅油产品：烘干后可以形

成类似于聚氨酯型的弹性体，面料的弹性能大幅度提升。 

2、技术创新需求主要内容 

    制备一种水溶性的硅油产品，烘干后可以形成类似于聚氨酯型的弹性体，赋予织物

较好的弹性。 

3、研究开发前期基础 

无前期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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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达到的技术目标 

1、硬性指标（如：具体参数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弹性提升 10%-30%，外观：流动液体，PH 值（1%水溶液）：6.5±1.0，比重(20℃): 

0.98g±0.10，水溶性：易溶于水。 

2、选择性指标（如：在可接受成本范围内的指标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成本:15-22 元/kg(80%以上固含量)，储存条件：在遮阳并凉爽的密闭容器中可稳定

至少 12个月，稳定性：本身具有相对良好的稳定性（耐盐碱稳定性、耐高温、耐阴离子），

手感：除弹性提升外其他层面的手感与普通硅油对比下降不予过多（-10% - -20%）。 

成果形式（项目完成后要求技术输出方移交的成果形式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要求） 

论文、专利转让，技术转让（产品具有稳定的生产工艺与质量）。 

合作方式（可多选） 

委托开发☑   合作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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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需求信息表 20 

一、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汽车零部件及

配件制造 
法定代表

人 
张建成 是否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否 

企业主导

产品 汽车铝合金压铸件 通讯地址及邮编 
宁波市江北区

金山路 588 号 

职工人数 3746 其中大专以上人数及研发人员数 419 

联系人 章莉萍 联系人电话（手机） 15888508377 

Email zlp@ikd-china.com 微信号 15888508377 

二、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情况 
技术需求
名称 模具热处理 所属 

技术领域 新材料 

项目拟投
入 
总额 

300（万元） 已投入
经费额 100（万元） 计划支付技术转让

（合作）费最高额 300（万元） 

计划实施

年限 
2019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 

具体描述所急需解决的技术创新需求（请尽可能详细） 
1、项目开发背景和必要性 

技术需求：如何大幅度提高模具寿命或者选择可代替的模具钢替换目前进口的高价

模具钢 
（1）目前公司所有的模具钢为瑞典进口的 DIEVAR 材料，在使用过程中都是以表面

处理的方式延长模具寿命。 
（2）公司本身压铸模热处理都是以外包的形式，公司目前模具产量越来越高，对模

具热处理需求越来越大。 
（3）公司本身缺乏磨具表面处理方面的技术和专业人才，通过与高校的技术合作培

养自身的创新团队和建立自身的先进技术。 
（4）目前，国内热处理技术远远落后于国外，国外对于先进的热处理技术还处于垄

断状态，开展产学研的技术开发研究，显著延长压铸模寿命对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企业

产品质量，提升企业竞争力有重大意义。 
2、技术创新需求主要内容 

（1）建立压铸模具热处理质量评价方法与规范，实现热处理压铸模质量的快速与准

确评定。 
（2）研究影响压铸模具寿命的相关因素，建立诸因素与寿命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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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延寿措施和方法。 
（3）研发表面强化的热处理工艺及装备，采用低成本模具材料和先进热处理技术的

结合，实现在不增加模具成本和使用成本的前提下显著延长模具寿命。 
3、研究开发前期基础 

公司一直积极参与客户产品的先期研发工作，凭借高水准的模具设计、生产能力，

结合公司与全球知名的大型跨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合作所积累的丰富的产品开发经验，

现已基本形成客户提供产品设计图，公司从模具设计制造、压铸、精密机械加工和组装

等全生产环节的工艺性角度完善产品结构设计、降低生产成本的联合开发模式。该模式

符合汽车产业链以专业分工为原则的发展趋势，使客户的产品因良好的工艺性而实现理

想的品质，又达到降低成本的要求。同时，与客户的密切合作，使公司能更好地把握行

业趋势及产品功能的研发方向，缩短未来二次理解产品所需要时间，从而更好地把握未

来研发购的方向，形成公司研发质量与品牌信赖度不断提升的良性循环。 
公司设立了工程技术中心，负责新技术、新产品以及基础工艺的研发。工程技术中

心采用扁平化管理结构，由技术副总经理兼任主任，中心下设项目部、技术部、研发部、

质量部、实验室、试制车间，共有科研人员 419 人，占总数的 11.2%。工程技术中心总

建筑面积近 6000m2，研发设备投入 4954 多万元。工程中心还采用了 MAGMASOFT、
hyperMILL、NX UG 等设计模拟软件,通过模拟计算可在实际生产前对铸件可能出现的缩

孔缩松缺陷及大小，部位和发生的时间进行有效的预测，以便不断改进工艺，有效控制

充型及凝固过程，达到缩短产品试制周期，降低生产成本，确保铸件质量的目的，使铸

造过程单凭经验的生产转变为科学理论指导下的生产。不断优化精密压铸件的加工工艺，

提高产品质量与加工效率，缩短生产周期，快速响应市场需求，为企业开拓新市场以及

巩固现有市场提供技术保障。 
所需达到的技术目标 
1、硬性指标（如：具体参数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1）研究影响压铸模具寿命的相关因素，建立诸因素与寿命之间的关系。 
（2）建立压铸模具热处理质量评价方法与规范。 
（3）能够提高模具寿命 50%以上。 

2、选择性指标（如：在可接受成本范围内的指标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1）找到可替代的低成本模具材料 

成果形式（项目完成后要求技术输出方移交的成技术果形式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要求） 

发明专利、企业标准（热处理质量检测规范、工艺标准）、技术方案 

 

合作方式（可多选） 
委托开发□   合作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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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需求信息表 21 

一、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浙江净源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新材料、节能环

保 

法定代表人 蒋伟平 是否是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是 

企业主导产品 PTFE 中空纤维膜等有机分离膜

及膜水分离设备 
通讯地址及邮编 

浙江省宁波市小

港街道纬三路 79
号，315000 

职工人数 60 
其中大专以上人

数及研发人员数 15 

联系人 傅寅翼 联系人电话（手

机） 
13588060818 

Email 371381051@qq.com 微信号 13588060818 

二、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情况 

技术需求名称 耐高温、耐溶剂环氧胶 
所属 
技术领域 新材料 

项目拟投入 
总额 100（万元） 

已投

入经

费额 
0（万元） 

计划支付技

术转让（合

作）费最高

额 

100（万元） 

计划实施年限 1—3 年 

具体描述所急需解决的技术创新需求（请尽可能详细） 

1、项目开发背景和必要性 

净源科技自主创新研发的非均质 PTFE 中空纤维膜具有耐高温的特点，在工业领域

的分离过程中有很好的应用前景，中空纤维膜的密封形式采用环氧胶浇筑封装工艺，普

通环氧胶耐受温度不够高，限制了 PTFE 中空纤维膜的应用领域和使用范围 

2、技术创新需求主要内容 

开发一种耐高温、耐溶剂环氧胶环氧胶水，结合非均质 PTFE 中空纤维膜的特点，

开发出耐高温耐溶剂的 PTFE 中空纤维膜组件及分离设备 

3、研究开发前期基础 

目前，公司自主研发的非均质 PTFE 中空纤维膜已完成规模化生产线建设，产品性

能稳定，在水处理领域已有多个典型应用案例，但是受胶水限制在工业分离过程中的应

用有待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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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达到的技术目标 

1、硬性指标（如：具体参数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环氧胶可耐受极性溶剂：如 DMF、DMAc 

环氧胶耐受温度：＞100℃ 

2、选择性指标（如：在可接受成本范围内的指标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环氧胶的耐酸碱性能良好（pH 适用范围 0-14），长期实用不开裂 

 
成果形式（项目完成后要求技术输出方移交的成果形式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要求） 

环氧胶技术配方及知识产权 

 

合作方式（可多选） 
委托开发□   合作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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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需求信息表 22 

一、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宁波康加分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电器 

法定代表人 高迪 是否是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企业主导产品 多功能食品加工机 通讯地址及邮编 
慈溪掌起工业区

北一环路 53 号 

职工人数 220 
其中大专以上人

数及研发人员数 33 

联系人 陈保云 联系人电话（手

机） 
15057487660 

Email ad@kajafa.com 微信号 cby15057487660 

二、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情况 

技术需求名称 智能过热保护食品加工机技术的研发 
所属 
技术领域 

 

项目拟投入 
总额 80（万元） 

已投

入经

费额 
（万元） 

计划支付技

术转让（合

作）费最高

额 

（万元） 

计划实施年限  

具体描述所急需解决的技术创新需求（请尽可能详细） 
1、项目开发背景和必要性 

小家电行业增长前景广阔，我国小家电行业呈现出口占主导，内销迅速增长的态

势。我国家庭平均拥有小家电数量不到 10 件，家每户 20-30 件的水平。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的提高和对小家电产品的日益重视，各种个性化的小家电产品将不断丰富以满足人

们不断增长的需求。目前国内大部分小家电产品普及率仍较低，处于市场导入期。由于

小家电产品价格远低于大家电产品，购买者对其价格敏感性较低小家电的生命周期一般

只有 3 年至 5 年，产品更新换代速度较快，消费者对小家电有持续的换购需求。在普及

率不断提高及更新换代的推动下小家电产品销量有望稳定增长，预计未来几年小家电行

业销量将持续增长。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科技水平的发展，各种各样的家用电器

已经走进了普通百姓的家庭中，而电机作为各类家电中的核心部件，也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特别是在豆浆机、榨汁机、果汁机等各式电动类小家电产品。近年来，家电在可靠

性、外型尺寸、性能、舒适性、静音、节能等要求越来越高，甚至还有一些个性化的需

求，这对电机制造厂家在研究、设计、制造和质量保证水平上提出而来更高的要求。由

上可知，食品机械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如此之高。多功能食品加工机在生活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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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的广泛，是家庭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设备。 
2、技术创新需求主要内容 

小电机的制造发展动向是专业化、规模化、自动化。已有小电机加工工艺和检测设

备虽然操作方便，但是其安全保护方面，尤其在过热保护方面存在保护不及时或不灵敏

等缺点，存在非正常情形下使用出现起火等安全隐患。因此，针对这一问题，需要研发

设计电机内置与电机一体的智能过热保护器，通过电机自身运转过程中产生的热量的传

递，利用金属材料的物理特性，更加灵敏的控制电机的过热使用情形，能有效提高小电

机的噪音、使用寿命。 
3、研究开发前期基础 

已经完成小型电动机自动检测流水线，并对批量生产的小型电动机的各项性能指标

参数进行了测试和检验，积累了较为充分的工艺数据。 
所需达到的技术目标 
1、硬性指标（如：具体参数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目标：满足食品加工机使用寿命及机械寿命要求。 
关键技术：通过小电机使用生产过程中各个各个时间点温度值（按照不同的环境温

度）的收集，利用金属的物理特性；通过特定的生产工艺进行生产智通过热保护器，达

到电机的设计和实现。 
2、选择性指标（如：在可接受成本范围内的指标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静态性能：舒适的操作平台，简约的外观设计 
动态性能：设备噪音不大于 80 分贝，电气安全性能符合国标标准；使用不低于寿

命 5 年； 
经济指标：本项目产品预计年产量 200 万台，可产生产值 3000 万元，可产生利润

约 100 万元。 
成果形式（项目完成后要求技术输出方移交的成果形式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要求） 

智能过热保护电机，壳体上设置有固定板，弹簧一端与固定板固定连接，另一端与

磁性材料固定连接，磁性材料与壳体滑动连接，磁铁固定在壳体上并位于磁性材料的对

面，磁性材料与磁铁相对的一面设有第一金属薄片，磁铁上设有与第一金属薄片相匹配

的第二金属薄片，第一导线的一端与第一金属薄片相连，另一端与机体相连，第二金属

薄片与第二导线相连，通过安装磁性材料和磁铁，实现当温度高于磁性材料的居里点时

电机自动断电，当温度低于磁性材料的居里点时电机又恢复正常运行，本结构简单，优

化了电机的使用性能，效果明显，对电机进行了很好的智能过热保护。 
知识产权方面需要：智能过热保护装置 
合作方式（可多选） 
委托开发□   合作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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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需求信息表 23  

一、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浙江飞宜光电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制造业 

法定代表人 谷志杰 是否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否 

企业主导产

品 导电墨水 通讯地址及邮编 
宁波市象山映

玉路 32 号 

职工人数 10 其中大专以上人数及研发人员数 5 

联系人 谭颖 联系人电话（手机） 13162708620 

Email Tanying730@163.com 微信号 同手机 

二、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情况 

技术需求名
称 

1. OLED 光电材料及 Ito 替代材料  
2. 柔软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换材料及

电极材料 
所属 
技术领域 新材料 

项目拟投入 
总额 200（万元） 已投入

经费额 50（万元） 
计划支付技术转
让（合作）费最高

额 
100（万元） 

计划实施年

限  

具体描述所急需解决的技术创新需求（请尽可能详细） 

1、项目开发背景和必要性 

2019 年华为三星纷纷推出折叠屏手机。折叠柔性 OLED 屏幕，同时具备自发光，不

需背光源、对比度高、厚度薄、视角广、反应速度快、可用于挠曲性面板、使用温度范

围广、构造及制程较简单等优异之特性，将全面替换液晶屏，该技术还可以用于军事，

集成多种通讯能力的护腕式通讯设备，实时观看视频和图形信息。被认为是下一代的平

面显示器新兴应用技术，中国国内市场规模 4000 亿/年。 

2、技术创新需求主要内容 

OLED 发光材料及 ITO 替代材料的开发 

相关印刷设备的开发 

3、研究开发前期基础 

对多种发光材料和纳米导电材料做了基础研究。希望能进一步深入研究。 

所需达到的技术目标 

1、硬性指标（如：具体参数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cd/A： >2.5 

 cd/m2：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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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性指标（如：在可接受成本范围内的指标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成果形式（项目完成后要求技术输出方移交的成果形式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要求） 

产品性能业务领先 

发表论文及专利 XX 篇（可谈） 

合作方式（可多选） 
委托开发□   合作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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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需求信息表 24 

一、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宁波钜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制造业 

法定代表人 胡育强 是否是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否 

企业主导产品 聚乳酸降解餐具 通讯地址及邮编 
浙江省宁波市奉

化区四明路 51
号，315500 

职工人数 45 
其中大专以上人

数及研发人员数 3 

联系人 胡育强 联系人电话（手

机） 
18069248919 

Email hyq1007@163.com 微信号 18069248919 

二、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情况 

技术需求名称 生物基降解复合材料工业化生产 所属 
技术领域 

高分子材料 

项目拟投入 
总额 2000（万元） 

已投

入经

费额 
500（万元） 

计划支付技

术转让（合

作）费最高

额 

500（万元） 

计划实施年限 3 年 

具体描述所急需解决的技术创新需求（请尽可能详细） 

1、项目开发背景和必要性 

PLA聚乳酸，是一种生物质高分子材料，来源木薯等非农经济作物和农作物剩余物

通过发酵产生乳酸，然后进行聚合反应生产  制造的新型非石化高分子聚合物，是可再

生绿色环保材料。  

• 我国相继出台多项鼓励发展环境友好和可循环利用的生物基高分子材料的相关政

策，生物质基高分子新材料生产技术及产品被列入 “863计划重点项目” 

• 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早已分别通过《生物质研发法案》《生物技术

战略大纲》，税收补贴等方式推动生物基材料的快速发展。 

• 我国在《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十三五材料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

划》，《十三五生物产业发展规划》等国家科技战略性规划中明确指出要重点发展生物基

材料。 

2、技术创新需求主要内容 

1、产品制造工艺简单、技术成熟、投资少、见效快但成本低（明显低于国际、国

内同类型产品约 20%）。产品均可掺色母粒来制造和满足客户所需色系的产品需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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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套印刷、外观美、强度好。制造产品所需的原辅助材料、来源广泛，容易采购。 

2、生物分解速度快，使用性能优良。项目产品在常温下埋土实验表明，产品在土

壤中 15 天后开始变脆及发生霉变，一年内可完全降解。用 CO2 释放量滴定法

（IS014855;1999,IDT）实验结果表明，该产品 90-120 天的生物分解率达到 90%，生物

降解性能优良。此外，生物质降解复合产品还可以回收利用，将回收产品经过处理后可

种食用菌，也可堆肥作为有机肥料。 

3、可代替石油副产品牌资源如 PP、PE 等材料来制造包装产品；所述产品主料为

农业深加工项目----玉米淀粉属国家解决三农问题中的“援农增收”项目和国家新兴重要

策略性产业与国家鼓励推动的绿色生态农业转化环保科技工业项目。在全球石油资源日

趋紧张的情况下，属国家石油副产品资源替代项目性项目。 

4、实现规模化工业制造过程中无“三废污染”，符合国际环保工业的达标要求。本

项目所需要的冷却水完全实现循环利用，无废气排放.生产中产生的边角料及回收可进

行二次加工，真正实现产品生产到使用的环保无污染。 

5、提出的高直链淀粉制备思路兴有创新性 

采用分子剪裁技术进行复合酶联生化反应处理，完成对淀粉分子结构中的 a-1,6 糖苷键

的选中性不解切断的酶反应。只保留 a-1,4 糖苷键,增加淀粉直链含量。 

3、研究开发前期基础 

本项目的生产技术采用中科院宁波材料所自主研发的 SEM 国际专利技术，我们以

150 万元人民币购买（技术转移）了十年的专利技术使用权。在此技术的基础上，核心

研发团队经过近两年的不断实验研究，终于完成了生物质降解复合材料工业化生产的配

方设计及工艺应用技术的两大瓶颈的科研攻关，工业化中试已在宁波所实验厂完成，其

工业化生产制备技术及工艺技术正在申报国际发明专利（2 项），原料及制品经过检验

测试完全符合欧盟 EN13432 标准和美国 ASTMD6400 认证要求。已申请美国全生物降

解认证（BPI）。 

所需达到的技术目标 

1、硬性指标（如：具体参数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我国及发达的欧美日等国家，对生物质降解塑料及制品的消费市场增加潜力十分巨

大。公司年产 2000 吨生物质降解塑料生产线，产品为优质生物质塑料原料及一次性餐

饮具制品。项目建成后，即便以 70%的达产量可年产 1400 吨原料及制品，90%以上出

口国外。以平均价格 2.1 万人民币/吨计算，可实现年销售 2.940 万元。 

2、选择性指标（如：在可接受成本范围内的指标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对生物质降解塑料及制品的消费市场增加潜力十分巨大。公司目前共有 12 台注塑

机，最高年产可达到 3000 吨生物质降解塑料生产线，产品为优质生物质塑料原料及一

次性餐饮具制品。项目建成后，即便以 70%的达产量可年产 2100 吨原料及制品，90%



50 
 

以上出口国外。以平均价格 2.1 万人民币/吨计算，可实现年销售 4.410 万元。 

 

成果形式（项目完成后要求技术输出方移交的成果形式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要求） 

 

合作方式（可多选） 
委托开发□   合作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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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需求信息表 25 

一、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宁波容合电线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制造业 

法定代表人 陈耕 是否是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是 

企业主导产品 工业特种线缆 通讯地址及邮编 
余姚市泗门镇惠康

路 1 号，315470 

职工人数 60 人 
其中大专以上人

数及研发人员数 20 人 

联系人 沈东江 联系人电话（手

机） 
15888140767 

Email 751329551@qq.com 微信号 15888140767 

二、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情况 

技术需求名称 新能源车内高压线用轻型导体的配方

和工艺 
所属 
技术领域 

新型金属基复

合材料 

项目拟投入 
总额 1700（万元） 

已投

入经

费额 
480（万元） 

计划支付技

术转让（合

作）费最高

额 

1000（万元） 

计划实施年限 2 年 

具体描述所急需解决的技术创新需求（请尽可能详细） 

1、项目开发背景和必要性 

汽车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近年来我国汽车产销量均保持平稳增长，2018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均接近 85

万辆，分别达到 79.4 万辆和 77.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3.8％和 53.3％，2018 年新能源

汽车产销量已占据整体汽车市场的 2.7％。目前我国汽车主要以汽油、柴油为燃料，随

着汽车产销量及保有量的迅速增长，燃油汽车带来的能源紧张问题也更加突出。大量汽

油、 柴油消耗造成的机动车尾气污染已成为我国大气污染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基于

能源结构安全和环境保护压力， 发展节能环保的新能源汽车已成为迫切需求。相较于

传统燃油汽车，新能源汽车在能源来源、尾气排放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同时，新能

源汽车也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突破口。目前全球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还有多

种选择，知识产权的壁垒尚未形成，国际标准在制定，规模化生产正在酝酿，竞争格局

尚未确定，这一切为后发国家和企业提供了技术追赶的机会。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促进我

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的紧迫任务，也是我国由汽车大国迈向汽车

强国的必由之路。 经过 10 余年的研究开发和示范运行，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已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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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从原材料供应、动力电池、整车控制器等关键零部件研发生产，到整车设计制造，

以及充电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等完整的产业链，具备了产业化基础。 政策支持是近几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快速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从导入期向成长

期过渡，我国新能源汽车政策也在逐步调整。从 2017-2020 年的政策补贴上来看，国

家政策补贴存在着一个逐步退出的节奏。国家政策补贴的扶持是新能源汽车这一新兴产

业在成长初期得以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 而在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性能趋于成熟后政策

补贴相应合理下降及逐步退出，是考虑到市场发展的自身规律，符合产业健康可持续发

展的内在需求，国家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整体思路不会改变。 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

技术，是保障国家能源战略安全、减轻环保压力、实现《中国制造 2025》制造强国目

标的重要手段。新能源产业目前虽面临着很多的难点需要攻坚，但也迎来了很多机遇，

紧抓战略机遇，以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为主要突破口，以动力系统优化升级为重

点，以智能化水平提升为主线，以先进制造和轻量化等共性技术为支撑，全面推进汽车

产业由大国向强国的历史转型。其中轻量化技术作为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将会被

逐渐行业所重视。轻量化技术实现的主要部分虽然是车身和底盘等主体结构，但电子元

器件的累加轻量化也不容忽视。其中，用以输电的车内高压线因为本身具有较高的含铜

量，重量较重，占有较大比例，具有较大的减重空间。因此轻型导体将可能替代纯铜导

体，在轻量化技术推广后，被行业广泛需求。 

2、技术创新需求主要内容 

轻型导体的实现方式可通过合金、铜层包覆等等形式实现，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替代

纯铜导体，其前提应为在相同载流能力的情况下，在重量、价格等方面具有突出的优势，

同时，也应当适合新能源车内高压线束的装配方式以及新能源汽车的终端使用要求。从

生产应用及终端使用角度来说，轻型导体将与目前的铜导体一样，具体适用于如下几个

方面：1.用做线芯导体，传输供电电流。 虽然合金、铜层包覆等实现形式难免会降低

导体导电率，但是可以通过增大导体截面积的方式 予以弥补。因此在导电率及重量之

间，需要设计替代方案，在保证导体轻量化的同时，需要尽量减小导电率的下降。另外，

导体也需要承载因通电温升产生的热量。目前车内高压线绝缘层的耐温等级在

125-180℃之间，因此理论最大通电温升后的导体温度为 180℃，但考虑实际应用时的过

载等情况以及车内高压线耐温等级提升的趋势，新型导体的长期耐热温度应以

180-200℃为优，甚至更高。2.用做屏蔽层，隔离噪声干扰。对屏蔽效果优劣的影响最大

的还是屏蔽层材质的导电率所影响的屏蔽阻抗，同样的，可以通过 适当增大屏蔽单丝

外径来弥补。但综合考虑减重效果和成本，需要设计最优替代方案。在项目验证 阶段

需进行 EMI 测试。3.适合目前装配加工使用 轻型导体应当适用于目前新能源车内高压

线的装配方式，根据经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绞合后的整体柔软度与铜丝相

差不要太大；另一方面就是蠕变性尽量接近铜丝，避免因蠕变量过大导致压接不良。 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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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铝作为铜和铝的结合体，是最有可能在综合性能上替代铜缆的方案之一，但由于铝的

抗蠕变性很差，铜包纯铝不能满足新能源汽车线束装配的要求，而加入镁元素的铝合金，

虽然在抗蠕变性能上大大提升，但在导电性上下降很多，因此研究出既抗蠕变性又具有

良好导电性的铝合金配方，是此次的技术需求之一。另外，铜层与铝层的结合方式也是

至关重要的，目前行业采用的固相结合的方式，在导体到达一定的使用寿命后，由于铜

和铝的热膨胀系数不同，会存在铜层脱落的隐患。并且在 200℃以上的使用环境中，目

前铜和铝的这种结合方式是存在很大风险的。因此，能够使得铜包铝导体在长期热老化

或 200℃以上高温环境中具有很好温度性且铜层不脱落的铜铝结合方式，也是本次技术

需求之一。 

3、研究开发前期基础 

对于新能源车内高压线的减重，目前行业里面有几种导体替代方案：铝合金导体、

铜包铝导体等。 对于铝合金导体，其优点在于重量轻，价格便宜。但缺点也很明显，

强度差，蠕变性能差，导电率差。因此在成本控制上，铝合金导体具有很大的优势，但

在减重方面，因为与铜线具有相同载流能力的铝合金导体截面积会增大许多，所以表现

并不令人满意。而且，因长期蠕变量大，端子压接后脱落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对

于铜包铝导体，其优点在于综合铜与铝的优点，保留了部分铜材质电阻率及强度，也包

含了铝材质重量轻、廉价的特征。但其缺点也在行业应用中逐步显现。如下：1、铜包

铝线铜、铝材料不同的热膨胀系数问题。在长期受热的情况下，因材料膨胀系数不同，

产生的接触层结合不牢固的问题 2、铜包铝电缆线的终端头露出不同电极电位的铜和铝

两种金属，在一定外界条件下易产生电化学腐蚀，因此可能还需要严格的终端处理方法

去避免。 3、铜层厚度均匀度不均的问题，产生经长期使用后，对导体的不良影响。4、

因铜包铝电缆的铜层较薄，在长期弯曲状态安装、且受热的同时，产生的铜层破裂的问

题。5、长期使用的温度问题，在高温下铜和铝接触在界面上会产生脆性的 CuA l2 金属

间化合物，由此会影响线的加工性能和成品线缆的伸长率和导电率。6、铝芯蠕变量大，

导致压接后端子脱落的问题不能完全避免。 在铜包铝的这种导体成型方式的基础上，

行业目前也有通过铜包铝合金的形式去弥补铜包铝材质的缺陷，这种形式能否完全规避

铜包铝材质的缺陷，目前暂无定论。 

所需达到的技术目标 

1、硬性指标（如：具体参数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1）新型导体长期耐热温度：200℃以上 2）新型导体长期蠕变量与纯铜导体相差不超过

2% 3）新型导体导电率≥纯铜导体&times;0.65 4）新型导体平均密度≤纯铜导体

&times;0.40 5）新型导体抗拉强度≥纯铜导体&times;0.70 6）新型导体伸长率≥纯铜导体

&times;0.40 7）新型导体在 150℃*3000h 热老化后，铜包铝的铜层无脱落现象  

2、选择性指标（如：在可接受成本范围内的指标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54 
 

1）相同载流能力的该新型导体与铜导体对比，材料成本降低 25%，重量减轻 20%以上。 

 
成果形式（项目完成后要求技术输出方移交的成果形式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要求） 

成果形式：技术方案、专利、试制样机等 

 

合作方式（可多选） 

委托开发☑  合作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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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需求信息表 26 

一、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宁波隆美贸易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塑料及填充物 

法定代表人 鲁燕青 是否是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否 

企业主导产品 PC\PMMA\PPSU 通讯地址及邮编 
余姚市中国塑料

城 Z 区 1501B-2 

职工人数 120 
其中大专以上人

数及研发人员数 40 

联系人 鲁燕青 联系人电话（手

机） 
13958380408 

Email 2812217@qq.com 微信号 2812217 

二、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情况 

技术需求名称 具有空间微结构的碳酸钙填充物 所属 
技术领域 

改性塑料填充

物 

项目拟投入 
总额 100（万元） 

已投

入经

费额 
10（万元） 

计划支付技

术转让（合

作）费最高

额 

80（万元） 

计划实施年限 2 年 

具体描述所急需解决的技术创新需求（请尽可能详细） 

1、项目开发背景和必要性 

钙粉是目前塑料改性常用的一种填充物，但常规制备的碳酸钙颗粒过于光滑，对塑

料微粒的附着力补助，只有添加其余助剂才能改善性状，但这不但增加原料成本，还导

致造粒及注塑过程中的排放物增加。因此，寻求一种微观状态下具有特殊空间结构的碳

酸钙填充物，成为必要。 

2、技术创新需求主要内容 

有别于传统碳酸钙颗粒的磨制成型，可考虑其余方法来制备具有网状空间结构的碳

酸钙颗粒，注塑使得成型时该填充物能更好地和高分子材料聚合在一起，减少甚至杜绝

另加粘结剂。 

3、研究开发前期基础 

该课题经由上海一高校专家提出，并经前期实验室制备验证，初具可行性。  

所需达到的技术目标 

1、硬性指标（如：具体参数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性状及参数不低于目前市场上流通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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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性指标（如：在可接受成本范围内的指标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成果形式（项目完成后要求技术输出方移交的成果形式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要求） 

申请配方和工艺专利。 

 

合作方式（可多选） 

委托开发☑   合作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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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需求信息表 27 

一、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宁波众远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新材料 

法定代表人 励达 是否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否 

企业主导产

品 金属粉体材料 通讯地址及邮编 
宁波市海曙区

高桥镇岐阳工

业区 315074 

职工人数 18 其中大专以上人数及研发人员数 13 

联系人 励达 联系人电话（手机） 18667817000 

Email Lida@zhymat.com 微信号  

二、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情况 
技术需求名

称 气雾化制粉的低成本工艺研究 所属 
技术领域 材料加工 

项目拟投入 
总额 300（万元） 已投入

经费额 120（万元） 
计划支付技术转
让（合作）费最高

额 
50（万元） 

计划实施年

限 2 年 

具体描述所急需解决的技术创新需求（请尽可能详细） 
1、项目开发背景和必要性 

现有高端需求的金属粉体需求越来越旺盛，特别随着金属 3D 打印的不断发展，金

属粉体需求进一步加大。真空气雾化技术是现有 3D 打印用金属粉末的主要制粉方式，

但如何解决真空气雾化制粉的成本高的问题，变得比较突出。 
2、技术创新需求主要内容 
优化真空气雾化方案，降低雾化制粉成本。 
3、研究开发前期基础 
已完成多轮次的工艺调整。 
所需达到的技术目标 
1、硬性指标（如：具体参数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真空期雾化生产成本下降 30% 
2、选择性指标（如：在可接受成本范围内的指标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成果形式（项目完成后要求技术输出方移交的成果形式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要求） 
 

合作方式（可多选） 
委托开发□   合作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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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需求信息表 28 

一、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宁波森利电子材料有

限公司 
所属行业 新材料 

法定代表人 朱永明 是否是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 
是 

企业主导产

品 磁控溅射靶材 通讯地址及邮编 
海曙区望春工业园科欣路 317
号，315171 

职工人数 50 
其中大专以上人

数及研发人员数 10 

联系人 谢全健 联系人电话（手

机） 
18657461896 

Email 499196096@qq.com 微信号  

二、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情况 

技术需求名
称 

具有耐高温、高强特性的靶材低温绑定

材料及其技术 
所属 
技术领域 新材料 

项目拟投入 
总额 30（万元） 已投入

经费额 
0（万元） 

计划支付技术转

让（合作）费最高

额 
30（万元） 

计划实施年

限 
1 年 

具体描述所急需解决的技术创新需求（请尽可能详细） 

1、项目开发背景和必要性 

铟是传统的靶材绑定材料，但是存在如下问题：（1）熔点较低，很难满足高功率的

靶材溅射需求；（2）强度较低，容易出现靶材从背管/板上脱落或者滑动，严重影响镀膜

的稳定性；（3）铟的价格相对较高，导致靶材的成本上升：（4）绑定温度较高，绑定设

备投入较高，同时也容易对脆性的陶瓷靶材造成损伤。 

2、技术创新需求主要内容 

开发能满足低温（<120℃）绑定温度下的新型绑定材料及其绑定技术，这种绑定具

有较高的强度能满足高功率溅射的需求。 

3、研究开发前期基础 

    暂无 

所需达到的技术目标 

（1） 靶材溅射时的使用温度>190℃ 

（2） 靶材焊接强度>25 MP a 

（3） 靶材的绑定温度<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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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热导率≥58 W/m•K 

（5） 电导率<5×10-7 Ω•m 

成果形式（项目完成后要求技术输出方移交的成果形式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要求） 

（1） 材料配方 

（2） 实施方案 

合作方式（可多选） 
委托开发√   合作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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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需求信息表 29 

一、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宁波海越新材料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制造业 

法定代表人 许明 是否是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是 

企业主导产品 丙烯、异辛烷、甲乙酮 通讯地址及邮编 

浙江省宁波市北

仑区戚家山街道

宏源路 168 号

/315800 

职工人数 470 
其中大专以上人

数及研发人员数 250/166 

联系人 张巧敏 联系人电话（手

机） 
15958851032 

Email 16386029@qq.com 微信号 zqm0726 

二、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情况 

技术需求名称 PDH 催化剂国产化 所属 
技术领域 

新材料 

项目拟投入 
总额 500（万元） 

已投

入经

费额 
100（万元） 

计划支付技

术转让（合

作）费最高

额 

 200（万元） 

计划实施年限  

具体描述所急需解决的技术创新需求（请尽可能详细） 

1、项目开发背景和必要性 

PDH 催化剂长期被国外垄断，费用高昂，技术受制于人。随着 PDH 的产能不断增

加，原料价格上涨，产品价格下跌，利润空间逐渐缩小，急需降低生产成本。需加快催

化剂国产化的研发进度。 

2、技术创新需求主要内容 

PDH 催化剂国产化，成本低，转化率高，选择性好，原料单耗低，寿命长。 

3、研究开发前期基础 

    PDH 催化剂国产化的研究已初步与国内主要科研院所达成合作开发意向。 
所需达到的技术目标 
1、硬性指标（如：具体参数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单程转化率≥45%， 
原料单耗：初期 ≤1.14，末期 ≤1.17。 
寿命≥4 年 

2、选择性指标（如：在可接受成本范围内的指标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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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指标：初期≥86%，末期≥83% 
 
成果形式（项目完成后要求技术输出方移交的成果形式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要求） 
验收报告、发明专利 

合作方式（可多选） 
委托开发□   合作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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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需求信息表 30 

一、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宁波钢铁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钢铁 

法定代表人 孔祥胜 
是否是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否 

企业主导产品 

普碳钢、低合金钢、汽车结构钢、

冷轧深冲钢、耐候钢、优质碳素

钢、船板、花纹板、电工钢、管

线钢 

通讯地址及邮编 

浙江省宁波市

北仑区临港二

路 168 号

/315807 

职工人数 3517 其中大专以上人数

及研发人员数 
2557/314 

联系人 张军霞 联系人电话（手机） 13958331393 

Email zhangjunxia@ningbosteel.com 微信号  

二、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情况 

技术需求名称 电池壳用钢热轧钢带研发 所属 
技术领域 

钢铁 

项目拟投入 
总额 

按 10000 吨试制

试销量计（不包

括转产前量产

观察期试制

量），预计 4000
万元 
（万元） 

已投入

经费额 （万元） 
计划支付技

术转让（合

作）费最高额 
（万元） 

计划实施年限 2019 年~2021 年 

具体描述所急需解决的技术创新需求（请尽可能详细） 

1、项目开发背景和必要性 

电池壳用钢主要用于航空、高铁、磁悬浮、电动汽车、无人机、家用碱性电池等军

工、民用、能源环保三大板块。 

目前电池壳用钢市场鱼龙混杂，高端市场占 10%左右，国内仅宝钢一家的专用冷

轧电池壳用钢产品成熟，高端电池壳上占比也不高，其它钢厂产品市场认可度低，宝钢

股份因环保影响罩退线关闭，高端市场基本还依赖进口，出现 20 万吨左右/年中高端产

品空缺。中低端市场需求量相对更大，但渠道多样，各种产品都有，品质不稳定。 

目前以日本钢厂如新日铁、东洋钢板和中国宝钢为代表产品技术生产的产品基本覆

盖了中国市场，其中国外厂家均能生产高端电池壳用钢带，产品质量高但价格高昂。由

于国内市场对电池壳用钢的需求较大，且国内同类钢材不能完全满足高端产品质量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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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因此进口电池壳用钢仍占据了国内大量高端的市场份额。宝钢当时也是凭借对其多

年的攻关，解决了超纯净钢的质量及稳定控制问题，蔡顺利解决了后续汽车“O5”外板等

高质量板面瓶颈问题。 

另一方面，汽车产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目前全国性的雾

霾天气已经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汽车的尾气排放也是元凶之一。因此，节能减排已

成为当今汽车发展的主题 。在这种形势下，近来国家逐渐加大对以纯电动客车为代表

的新能源汽车的扶持力度。与传统燃油汽车相比，纯电动客车一方面乘坐舒适性有很大

提升，另一方面具有零排放、平衡城市电网峰谷负荷的优点。发展纯电动客车不仅能够

提高我国汽车工业的竞争力，同时也是解决环境污染、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途径。 

工信部产业发展纲要指出，以公交、出租、城市物流用车等为重点，加快推广节能

与新能源汽车。而选择城市大型纯电动客车作为新能源汽车的突破口，是由我国目前城

市公交发展现状决定的。纯电动客车的发展主要受到电池技术和成本的限制，目前随着

电池技术的发展以及国家的支持力度的逐步加大，其发展迎来了最佳的机遇。 

动力电池技术是制约纯电动客车发展的关键技术，在电池生产封装过程中，电池壳

的品质对于保证电池质量、确保电池安全起到关键作用，而高端电池壳用钢则是冷轧钢

带产品中的一颗明珠。随着电动客车等新能源汽车的飞速发展，国内电池壳用钢需求旺

盛，。电池壳一般使用高洁净度、深冲性能优异且各向同性优良的冷轧钢带，经多次高

速冲压制成，故对钢带综合性能要求极高。 

    为了打破国外先进钢企对高端电池壳用钢的垄断，近年来，随着国内钢铁企业设备

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对电池壳用钢的研发也在持续开展，对宁钢是一个良好的进入契机

以及转型升级的良好机会。 

2、技术创新需求主要内容 

  1）超低氧、内质纯净的超纯净钢开发技术。 

  2）双面表面质量达到汽车“O5 板”外板级质量。 

3、研究开发前期基础 

  1）已开发了无间隙原子 IF 钢、家电面板系列产品。 

  2）今年已试制低端电池壳用钢 NGS02，正在做电池壳专用钢试制准备。  

所需达到的技术目标 

2、硬性指标（如：具体参数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1）铁水[P] 0.13%前提下，控制钢水 T[O]≤0.0025%（钢带低于此值）、[N]≤0.0020%、

[P]≤0.012%、[S]≤0.010%的国际领先水平。 

   2）控制钢带微观细小夹杂物颗粒＜40μm. 

2、选择性指标（如：在可接受成本范围内的指标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1）热轧钢带晶粒度 9 级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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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mm 热轧钢带边部组织均匀、冲压无制耳。 

 

成果形式（项目完成后要求技术输出方移交的成果形式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要求） 

1、申报省部级科及以上技进步奖项。 

2、完成发明专利 2 项及以上。 

3、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2 篇及以上。 

合作方式（可多选） 
委托开发□   合作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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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需求信息表 31 

一、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宁波连通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化工设备 

法定代表人 连式雄 是否是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是 

企业主导产品 石油化工静设备，电力设备和管

配件 
通讯地址及邮编 

宁波市镇海区蛟

川街道镇骆东路

1368 号 

职工人数 400 
其中大专以上人

数及研发人员数 95 

联系人 蔡丽萍 联系人电话（手

机） 
13646622279 

Email  微信号  

二、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情况 

技术需求名称 脱硫设备用耐酸腐蚀材料或者工艺 所属 
技术领域 

新材料 

项目拟投入 
总额 （万元） 

已投

入经

费额 
（万元） 

计划支付技

术转让（合

作）费最高

额 

（万元） 

计划实施年限  

具体描述所急需解决的技术创新需求（请尽可能详细） 

1、项目开发背景和必要性 

公司生产的用于催化裂解装置烟气脱硫设备（圆柱形塔，直径约 6 m），在工作一

年后会出现酸腐蚀小孔。目前炉体材料为 304 不锈钢材，设计温度 280 度，正常工作温

度为 60-70 度，常压。腐蚀原因：烟气冷凝后酸性较高，PH 为 3~4。镍合金可以耐腐蚀，

但成本太高。 

2、技术创新需求主要内容 

公司希望能够寻找一种耐酸腐蚀工艺（如添加涂层）或耐酸腐蚀材料，如果材料符

合需求，公司考虑采购用于量产。 

3、研究开发前期基础 

公司对塔内冷凝液体进行了成分分析。 

 

所需达到的技术目标 

1、硬性指标（如：具体参数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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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成本尽可能低；能够耐 280 度高温；能够有效防腐蚀。 

2、选择性指标（如：在可接受成本范围内的指标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成果形式（项目完成后要求技术输出方移交的成果形式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要求） 

技术解决方案 

 

合作方式（可多选） 

委托开发   合作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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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企业技术需求信息表 32 

一、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宁波蓝鲸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智能装备 

法定代表人 童剑锋 是否是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是 

企业主导产品 智能装备 通讯地址及邮编 315600 

职工人数 30 
其中大专以上人

数及研发人员数 15 

联系人 童剑锋 
联系人电话（手

机） 13989393777 

Email jianfeng.tong@bw-auto.com 微信号 13989393777 

二、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情况 

技术需求名称 汽车空调出风口柔性通用装配生产线 所属 
技术领域 

智能装备 

项目拟投入 
总额 

200~500（万

元） 

已投

入经

费额 
20（万元） 

计划支付技

术转让（合

作）费最高

额 

协商（万元） 

计划实施年限 1 年 

具体描述所急需解决的技术创新需求（请尽可能详细） 

1、项目开发背景和必要性 

本项目针对各种型号汽车的空调出风口装配产线的研发，原汽车出风口装配工序我

们采用的是人工和多台半自动设备结合，即采用人工上料和取件，组装半自动，人工检

测的方式进行。因为存在人工作业的人为误差以及漏检、错检等现象。所以我们需要一

套该类产品的自动化组装和检测的设备来代替人工作业。 

 
上料问题、控制问题 

2、技术创新需求主要内容 

该自动化产线主要涉及问题难点如下： 

（1）我们需要该产线可以生产多类型的同类产品，因为对于不同汽车的空调出风

口类型不同，并且这类结构件在汽车上并不属于消耗品，为此需求量不大，但是种类多，

所以我们要求目标产线可以生产多种产品。 

（2）产线需要具备自动化检测功能，例如：对产品装配尺寸的检测（压装、卡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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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到位）；对产品外观的检测（安装是否错位、外观是否存在缺陷）等。 

（3）自动化上料和取件，因为在安装和检测时需要特定的位置方向，所以该功能

需要通过机械手实现，并且在取件时需要对其中的不良品另外分类。 

（4）产线需要由系统记录生产过程，以便于我们对于生产过程的追溯。 

3、研究开发前期基础 

因为我们有丰富的半自动产线使用经验，因此，我们基本有了每个模块的初步设计

方案，现在主要问题在于模块之间如何顺畅衔接，如何满足多种类型的需要等问题。 

 

所需达到的技术目标 

1、硬性指标（如：具体参数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1）目标产线需要实现多类型产品可以共线； 

（2）生产效率需要达到 30S/个； 

（3）产线合格率需要达到 99%（这是指生产合格率并不是检后合格率，检后需要达到

100%）； 

（4）自动化检测； 

（5）生产数据的采集和存储。 

2、选择性指标（如：在可接受成本范围内的指标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1）产品类型的更换要快速，需要在 10 分钟内完成。 

（2）产线配件采用标准件，并且耗材更换方便。 

成果形式（项目完成后要求技术输出方移交的成果形式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要求） 

完整的设计方案、图纸、模拟数据，如果可以提供样机。 

合作方式（可多选） 
委托开发□   合作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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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需求信息表 33 

一、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浙江清天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环保 

法定代表人 袁云杰 是否是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是 

企业主导产品 环保工程、河道治理工程、土壤

修复工程等 
通讯地址及邮编 

宁波市鄞州区学

士路 298 号科技

大厦 6 楼 

职工人数 20 
其中大专以上人

数及研发人员数 15 

联系人 陈宽 联系人电话（手

机） 
13306611198 

Email  微信号  

二、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情况 

技术需求名称 环保河道治理技术 所属 
技术领域 

环境与资源 

项目拟投入 
总额 100（万元） 

已投

入经

费额 
（万元） 

计划支付技

术转让（合

作）费最高

额 

（万元） 

计划实施年限  

具体描述所急需解决的技术创新需求（请尽可能详细） 

1、项目开发背景和必要性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环境的污染日益增加，污水排入的污染相应增多，有害成分也

越来越多，现状污水的处理技术落后，经济效果很差，对水环境的影响也很严重。 

2、技术创新需求主要内容 

环保河道治理技术； 

高浓度工业污水处理技术； 

微生物菌种； 

3、研究开发前期基础 

    现已具备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坚持“大数据、大平台、大服务”的技术发展

策略，建立起了整套项目调研、数据分析、科学设计、精准施工、科学养护的智慧环保

系统 

所需达到的技术目标 

1、硬性指标（如：具体参数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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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和专家对接情况定 

2、选择性指标（如：在可接受成本范围内的指标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根据和专家对接情况定 

成果形式（项目完成后要求技术输出方移交的成果形式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要求） 

方案和技术成果包，要试验可行。 

合作方式（可多选） 
委托开发   合作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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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需求信息表 34 

一、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宁波浙铁江宁化工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绿色石化 

法定代表人 毛正余 是否是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是 

企业主导产品 顺酐 通讯地址及邮编 
宁波石化经济技

术开发区海祥路

198 号 

职工人数 180 
其中大专以上人

数及研发人员数 68 

联系人 余淑惠 联系人电话（手

机） 
18767008092 

Email 274943514@qq.com 微信号 18767008092 

二、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情况 

技术需求名称 顺酐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重组分需要寻

找除焚烧以外其他的处理途径。 
所属 
技术领域 

重组分分离提

纯技术 

项目拟投入 
总额 50（万元） 

已投

入经

费额 
0（万元） 

计划支付技

术转让（合

作）费最高

额 

0（万元） 

计划实施年限 2019 年 6 月-2020 年 6 月 

具体描述所急需解决的技术创新需求（请尽可能详细） 

1、项目开发背景和必要性 

我公司采用正丁烷法生产顺酐，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重组分，量约 150-200 吨/月，

重组分中顺酐含量为 60-70%，目前采用焚烧处理，不仅造成顺酐损耗，而且增加焚烧

炉运行风险。因此，希望能对重组份进行回收或利用，以提升重组份附加值。 

2、技术创新需求主要内容 

    目前主要思路 

（1）回收重组分中的顺酐进行销售。 

  （2）拓展顺酐重组分应用途径。 

3、研究开发前期基础 

（1）公司可以提供研发所需的重组分样品； 

（2）公司可安排技术人员协助研发工作。 

（3）根据合同承担相应的研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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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达到的技术目标 

1、硬性指标（如：具体参数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1）顺酐回收率 50%以上； 

   （2）回收顺酐纯度符合公司销售要求，如下表所示： 
 

项目 纯度（以顺

酐计）Wt% 

熔融色度 

（铂-钴）号 

结

点 ℃ 

灼烧残渣

w/% 

铁含量（以

Fe 计）ppm 

优级品 ≥99.7 ≤25 ≥52.5 ≤0.005 ≤2 

一级品 ≥99.5 ≤50 ≥52.5 ≤0.005 ≤3 

 

2、选择性指标（如：在可接受成本范围内的指标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 

回收成本要有经济性 
 

成果形式（项目完成后要求技术输出方移交的成果形式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要求） 

（1）申报发明成果。 

（2）产业化应用。 

合作方式（可多选） 
委托开发□   合作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