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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械冶金

（一）轴承沟道表面完整性的量化方案

技术需求说明：

轴承沟道是轴承的主要承载部位，对耐磨性能和耐疲劳性能要求极高。而这些性能

和其表面完整性（表面粗糙度、表层残余应力、表层显微组织、表层致密度和表面类裂纹）

息息相关。但目前业界还没有对这类指标评价方案。

双方合作研发方案；我公司提供试验产地，配合试验工作；双方共同拥有该项技术的

知识产权；其他事项由双方商定。

企业名称：奥新（厦门）轴承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集美北部工业区莲塘路７１－８７号

联 系 人：伍海云

联系电话：０５９２－６６８９０１４

（二）固体绝缘环网柜

技术需求说明：

固体绝缘环网柜项目的主要内容是：额定电压：１２ｋＶ；额定电流：６３０Ａ；工频耐压：

４２ｋＶ；雷电冲击电压：７５ｋＶ；短时耐受电流：２０ｋＡ；峰值耐受电流：５０ｋＡ；断路器柜开断电

流：２０ｋＡ；

固体绝缘环网柜存在技术难点有：密封技术，局部放电问题；绝缘件屏蔽技术及绝缘

表面喷涂技术；“假断口”问题；生产工艺不成熟，废品率高；运行、维护经验不足。

公司的资源和技术条件：

１．ＡＢＢ焊接机械手，温升实验室，局部放电实验室、耐压试验室和雷冲试验室等研究

条件；

２．具有ＧＩＲ环网柜开发经验。

主要的技术路线：

研究制定柜子尺寸的整体架构和新型操动机构方案；新的高性能绝缘材料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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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浇注技术的开发；内置元件间界面连接方式的开发。

企业名称：厦门明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洪溪路９号

联 系 人：陈攀

联系电话：１５８８０２１６６８９

（三）低压ＭＤｍａｘＳＴ系列产品的开发

技术需求说明：

主要内容及预期目标：

根据与ＡＢＢ（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的电气产品／柜型合作协议（协议号：

ＩＤＰＢ－Ｐａｎｅｌ－２０１７－ＦＪ３５－Ｅ４４２７－ＭＤｍａｎＳＴ），开发满足ＡＢＢ授权中的ＭＤｍａｘＳＴ柜

型，开拓本地的电气产品和电气产品成套柜的市场，为市场提供高品质的系列产品，共同

打造电气产品一体化的解决方案，以提升市场影响力。

现有条件及工作基础：

１．现有ＡＯＴＯ各种方案的设计可供参考；

２．低压开关柜的生产线及检测设备等研发试制条件。

技术路线：

１．开发全新的开关柜柜体结构以替代前期ＡＢＢ的ＭＤ１９０柜型，并合理控制产品成

本；

２．通过试制６００宽馈线柜柜体进行验证，后续通过展开各柜型、各宽度等系列化开

发，满足项目整体方案需求。

企业名称：厦门明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洪溪路９号

联 系 人：陈攀

联系电话：１５８８０２１６６８９

（四）国网１２ｋＶ手车式开关柜标准化设计定制方案开发

技术需求说明：

主要内容及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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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网颁布的《１２ｋＶ手车式开关柜标准化设计 定制方案（２０１７版）》对于开关柜

一二次接口、土建接口、关键元件等参数要求以及国网系统内通用的标准化接口设计图

纸，开发国网１２ｋＶ手车式开关柜标准化设计定制方案，满足国网系统内设备的通用互换

性，配合推动国家电网配网标准化建设工作。

现有条件及工作基础：

１．ＺＳ８Ｎ型１２ｋＶ手车式开关柜产品可供衍生开发；

２．开关柜的生产线及检测设备等研发试制条件。

技术路线：

３．开发全新的开关柜柜体结构，满足国网定制方案的标准化接口要求，形成一套完

整可靠的国网定制方案，并合理控制产品成本；

４．通过首样的开发试制验证进而展开各柜型、各电流等级的系列化开发，迎合国网

典设定制方案的需求。

企业名称：厦门明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洪溪路９号

联 系 人：陈攀

联系电话：１５８８０２１６６８９

（五）精准便捷的同层排水轻触系统新技术平台

技术需求说明：

１．研发一代新技术系统平台：高排速≥２．４Ｌ／Ｓ（ＭＡＸ）、精准排量 ±０．１Ｌ，且在窗口

处便捷可调；按压力≤８Ｎ，按压行程≤６ｍｍ的轻触系统；面板为超薄面板，≥１－２ｍｍ，通

配各种材料面板：塑料、不锈钢、玻璃、陶瓷等。

２．升级现有技术平台，提升公司产品核心竞争力。自主研发方式。

３．研发经费预计：５５０万ＲＭＢ。通配现有隐藏水箱。

４．目前状况：排速１．７－２．３Ｌ／Ｓ，排量稳定性 ±０．３Ｌ，排速不可调且不方便；按压力

≥１５Ｎ，按压行程≥１２ｍｍ；面板厚度≥８ｍｍ。

５．该技术平台为行业内新技术系统。借力校企合作，综合考虑创新性、仿真分析、实

验研究等研究新技术系统，并两年内研发成功及商品化上市。

企业名称：厦门威迪亚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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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地址：厦门市海沧区霞飞东路２号

联 系 人：陈明国

联系电话：０５９２－６８０３２６３

（六）马桶盖板系列技术需求

技术需求说明：

１．智能马桶盖用烘干组件：

目前的烘干组件存在三个问题

（１）风力太小无法完全烘干干净；

（２）烘干组件体积较大，目前的智能马桶盖体积越来越薄，内部空间越来越极限；

（３）烘干风道的创新设计，风道的设计有很多，但大部分有专利保护，如可移动的烘

干组件，以及烘干组件和冲洗组件一体设计等方面；

２．普通插销支座盖板晃动量问题

普通销支座盖板因支座盘可绕插销进行旋转，因此安装的调节范围很大，通配性强，

但存在盖板安装后晃动量大的问题，主要在于支座盘可绕插销进行旋转导致盖板安装后

产生一定的力矩，只要稍微用较小的力就可以破坏原来的紧配安装，导致产品晃动；

３．新的盖板材质

现有的大部分盖板大都采用ＰＰ材质，它的优点有材料成本低，韧性好不易断裂，但

存在表面容易划伤的问题；

因此需要找到一款替换ＰＰ材质的材料，一方面表面硬度好，抗划伤，另一方面材料

成本低，容易加工制造；

企业名称：厦门威迪亚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海沧区霞飞东路２号

联 系 人：陈明国

联系电话：０５９２－６８０３２６３

（七）脲醛盖板防开裂技术

技术需求说明：

脲醛马桶盖板在我国北方干燥、供暖地区经过一个冬季后，会出现开裂现象。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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脲醛盖板防开裂技术，费用面议。

企业名称：厦门威迪亚精密模具塑胶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海沧区霞飞东路２号

联 系 人：魏梦雄

联系电话：１３３７６９２９５５１

（八）快速检测铝液含气含杂技术

技术需求说明：

铝合金轮毂生产中铝液中含气及杂质无法及时分析，无法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目前是取样外送福州大学进行分析，周期时间长，问题无法得到及时处理）

研究方式：采用物理或化学检验方法，能在现场快速、准确检测出铝液中含气含杂

量，提供技术指导及培训，具体合作方式另议。

企业名称：厦门民兴工业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集美区灌口南路６０８号

联 系 人：邹明兴

联系电话：１３６９５０２４９３３

（九）铝合金轮毂前处理快速检测及完全清洗技术

技术需求说明：

铝合金轮毂产品脱脂清洗后（未经表调及皮膜前）如何快捷、方便的方式判定产品是

否清洗干
"

的检测技术？铝合金轮毂产品表面清洗时纯水电导率设置在哪个范围及基

准内烘干后不会残留水渍？纯水内有哪些物质及元素会造成产品清洗、烘干后残留水

渍？

研究方式：采用公司现有生产线进行研发、试制，提供技术指导及研发方案，具体合

作方式另议。

企业名称：厦门民兴工业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集美区灌口南路６０８号

联 系 人：邹明兴

联系电话：１３６９５０２４９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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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铝型材的冲压与焊接技术

技术需求说明：

铝型材的冲压与焊接技术汽车轻量化中，起到重要作用，如何将铝板冲压成型，如何

将铝型材焊接，是我司未来需要了解掌握的中的技术问题。

企业名称：厦门金龙汽车车身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集美区灌口中路１６９号

联 系 人：于金红

联系电话：１５９６０８４１５０６

（十一）新能源车用低温热泵空调的运用

技术需求说明：

在面对取暖需求时，热泵系统能实现冷暖一体化，可作为电动汽车空调系统的一个

重要解决方案。热泵汽车空调系统具有高效、环保等优势，但到目前为止，其在低温下的

适应性还没能很好地解决。电动汽车在低温的外界环境下开启空调系统供热时会出现

压缩机排气温度过高、车外换热器结霜的问题，是目前的技术瓶颈，这些问题可造成热泵

系统无法正常启动运行、性能急剧下降甚至停止运行。目前大部分厂家采用的解决方案

是在电动汽车空调系统中使用 ＰＴＣ、辅助燃油发动机等传统供热方案，但系统的能效比

过低，不符合电动汽车发展的理念。

采取与高等院校、研究所等机构联合开发的方式。

项目投入经费根据产品覆盖系列的不同在１００～２００万元内。

企业名称：厦门金龙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金龙路８０５号

联 系 人：张雪梅

联系电话：１３５９９５０８６５８

（十二）智能驾驶用线控转向技术

技术需求说明：

线控转向是为满足商用车智能驾驶控制的关键技术。线控转向技术要求能够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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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以转角伺服的模式代替驾驶员控制整车的方向，满足车道保持、自动泊车、自动转向

等辅助驾驶或自动驾驶工况。

在我司开发的阿波龙车型上，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在安全冗余设计和试验方面，

国内尚处于预研阶段。新一代线控技术将向完全冗余的方向发展，达到双电机三控制器

联合控制的效果。拟寻求技术更加强大的合作伙伴，共同开发新一代产品。共同建立完

整的软件和硬件试验平台，并形成合理的试验方法。拟提供经费５０万元。

企业名称：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集美区金龙路９号

联 系 人：徐惠敏

联系电话：０５９２－６３７０６２０或１３９５９２４０１４５

（十三）模具产品第三方检测权威机构

技术需求说明：

由于模具的制作并无一个国际统一标准，每家制作单位的检测标准及尺度各不相

同，这就导致一些产品制作单位自己的检测是合格的，可是客户的检测是不合格，双方常

常由此产生分歧，如果有地方做第三方标准检测，就可解决这种分歧。

企业名称：厦门唯科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翔安火炬高新区春光路１１５８号

联 系 人：傅元梧

联系电话：１８９６５１０９６５０，ｆｙｗ＠ｃｔｍｏｌｄ．ｃｏｍ

（十四）模塑生产智能化集成平台借鉴协助

技术需求说明：

企业往智能化、集成化、用机器换人朝无人化车间生产发展，需要一些先进的平台经

验借鉴及先进技术注入，从而加速企业发展，可采取辅导、购入等合作方式。

企业名称：厦门唯科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翔安火炬高新区春光路１１５８号

联 系 人：傅元梧

联系电话：１８９６５１０９６５０，ｆｙｗ＠ｃｔｍｏｌｄ．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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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基于物联网运维模式的智能化开关柜

技术需求说明：

除了对开关柜所针对的必要的电网信息进行监测外，主要是对设备本身各主要部件

的状态进行监测，根据设备正常运行与异常情况判别经验建立专家库信息，并根据专家

库信息进行诊断及预测，保证设备能安全有效地运行，对异常状态能早发现，甚至在故障

出现之前就能预判，并根据出现的或可能要出现的不同异常情况分类别自动发送给对应

的运维人员，以快速有效地预防或解决运行设备问题。实际间接地保证电网的安全可

靠。

企业名称：协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同安区环东海域美溪道湖里工业园４１＃厂房

联 系 人：宋蓉

联系电话：１３４００６２５３１３

（十六）关于螺杆真空泵的开发

技术需求说明：

目标开发螺杆真空泵，在泵壳中作同步高速反向旋转而产生的吸气和排气作用的抽

气设备，能抽除含有大量水蒸汽及少量粉尘的气体场合。

拟采用合作开发模式，能够提供加工设备，制造场所，以及

适当的启动资金。拥有现有螺杆机原理，以及加工经验，对真空泵的实际使用原理

有待摸索，同时市场化前景也有待进一步调研。

企业名称：厦门东亚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同安区西柯街６１１号

联 系 人：韩文浩

联系电话：１５２５９２４６８３９

（十七）超高压合成用硬质合金新材料的开发

技术需求说明：

１．开发出能承受合成压力达到７～１０ＧＰａ的新产品，且在客户方的使用寿命至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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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１０００次；

２．开发出显微缺陷的无损检测方法，能够检测出较大的缺陷；

３．开发测试产品加工应力的方法和方案，指导制定合理的热处理工艺，将加工残余

应力降低到烧结态的残余应力水平；

４．根据使用工况，设计与使用工况良好配合顶锤外形尺寸，形成一个能指导顶锤使

用的拟合公式。

研发经费：５０万，合作开发。

企业名称：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湖里区安岭路１００５号

联 系 人：张燕

联系电话：０５９２－５７６６５１５

（十八）污水处理车筛筒清理技术

技术需求说明：

污水处理车在作业中，因污水中混有头发丝、卫生巾等杂物容易造成筛筒的筛孔堵

塞，筛筒清理作业难度大，如何减少筛筒的清理频次，有着重要的使用价值，也是污水处

理车的共同技术难题。

技术指标：一班清理一次，即持续作业时间不低于４ｈ。

合作模式可以以转让形式；也可以共同开发，共享成果。

企业名称：厦门厦工重工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集美区铁山路５８５号

联 系 人：郑元贵

联系电话：０５９２－６３８９３７４

（十九）ＸＧ８３６ＦＬ液压挖掘机回转噪声改善

技术需求说明：

主要内容：ＸＧ８３６ＦＬ液压挖掘机在平台回转停止时出现异响（噪声偏大），需通过机

理研究及试验找出根源，制定改善方案，减小或消除噪声（异响）。

现有条件及基础：公司现有液压、传动、电气、焊接、结构、理化、精度检测、虚拟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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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噪声试验室及相关仪器设备。

预期目标：１．找出回转停止时异响根源；２、制定切实可行的改进方案，降低或消除异

响。

研究方式和技术路线：技术研究、试验测试、数值仿真。

合作方式及经费：面谈

企业名称：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灌口南路６６８号之八

联 系 人：刘春

联系电话：０５９２－３７５３６９０

（二十）５０ｃｃ轻便摩托车之噪声及排放污染改善对应

技术需求说明：

为减少摩托车尾气排放对大气的污染，顺应国内外对环境保护的需求，我们目前的

技术需求是“５０ｃｃ轻便摩托车之噪声及排放污染改善对应”；希望通过较少的调整和修

改达到预期的目标。

预期目标为：符合欧５法规需求；

合作方式：委托研究开发；

能够提供的经费：１０万元人民币以内；

我司可提供测试样车整车、符合研究要求的零部件样品；以及样车的相关技术参数、

标定用相关数据和相关辅助设备、样车相关图纸等。

企业名称：厦门厦杏摩托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集美区西滨路９９号

联 系 人：孙秀敏

联系电话：６２２９５３３

（二十一）新型钼制品表面高温抗氧化涂层

技术需求说明：

项目总投资计划８０万，技术攻关难题：

钼制品高温抗氧化涂层在１４５０℃大气中的抗氧化寿命≥９００小时，在１６００℃大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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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氧化寿命≥２００小时。

钼制品高温抗氧化涂层的工艺制备时间≤５０小时。

企业名称：厦门虹鹭钨钼工业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集美区连胜路集美北部工业区３３９号

联 系 人：彭福生

联系电话：０５９２－６１５０１４３

（二十二）功能陶瓷流延工艺开发

技术需求说明：

厚膜陶瓷流延工艺技术在电阻及气体传感器领域广泛应用，但流延膜的成分与厚度

的一致性、均匀性与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流延理论基础的研究几乎是空

白。通过合作提高现有产品的合格率与一致性，培养国内相关技术人员。

合作方式：可与我司进行技术合作、联合开发、产学研、技术转让等，我司可提供技术

研发资金，以及工艺的中试工作。

企业名称：厦门宏发电力电器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集美区东林路５６０－５６４号

联 系 人：王齐军

联系电话：１５０００２９９４５８

（二十三）ＰＬＣ控制系统国产化

技术需求说明：

随着产品要求的不断提高，对生产设备的要求也相应提高了。我司因此进口了一些

关键设备，主要有瑞典生产的高速重型剑杆织机，英国生产的双组分包覆单丝拉丝机等

等。进口设备自动化程度较高，采用ＰＬＣ一体化自动控制，如果发生故障，故障原因查找

以及处理难度较大，相当部分关键配件国内没有生产且配件获得周期较长，有些设备厂

家在国内没有维修点，部分设备厂家提供技术服务往往不够及时，极大的影响了设备的

使用率，且配件的价格居高不下，造成设备的使用成本很高。因此我司急需进行设备的

国产化改造。目前我司的技术力量不足，相关技术专业人才较难招聘，希望能够得到政

府部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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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厦门厦迪亚斯环保过滤技术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春风东路１６－２２号

联 系 人：郭雅静

联系电话：７１３２２８１／１３６０６９４２０８１

（二十四）关于软件培训（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ＵＧ／Ｐｒｏｅ等）技术需求

技术需求说明：

主要是因通过公司培训投入太大，一般公司或个人望而却步，使得相关人才在软件

使用过程不够熟练，导致在设计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主要想通过政府与培训机构、企业三方合作，政府扶持部分资金；也可以通过校企合

作培训，预期提高厦门从业人员整体设计水平。３０％以上企业可以提供部分经费和场

地。

企业名称：厦门群鑫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同安区同安工业集中区集安路１０１号

联 系 人：林慧青

联系电话：０５９２－７２０７５０６／１３２１５０１５６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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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电子信息

（一）倒装ＣＯＢ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技术需求说明：

主要内容及技术路线：倒装 ＣＯＢ技术研发的方向主要是改善散热、提升光效、降低

成本。通过技术创新，开发出可焊性好，热导率高及反射率高的复合材料基板；点胶工艺

上的创新，有效降低胶面温度，解决产品散热问题。

预期目标：

１．开发０．３５ｍｍ的超薄荧光胶层，产品热阻低至０．１ｋ／ｗ，实现晶片的较好散热，提高

光源效率，保证光源高可靠度及稳定性；

２．基板表面反射率可达９５％以上；

３．产品高温烧测（Ｔｃ＝１０５℃）３０００Ｈ光维持率大于９８％，可通过ＬＭ８０验证。

合作方式：合作开发。

现有工作基础：我司结合各封装材料性能、采用特殊制作工艺设计的复合材料基板

可以实现在较低成本下获得较好散热性能；同时，选用新型特殊锡膏，实现了晶片与基板

的较好焊接（焊接空洞率低于２５％）。

企业名称：开发晶照明（厦门）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翔安区翔安火炬园区翔星路１０１号

联 系 人：卢铃

联系电话：０５９２３７５７３６６－７５２３１２

（二）变频技术在智能控制领域的应用创新

技术需求说明：

主要内容：针对家电、商用电器、汽车电子、健康休闲等控制技术中实现变频智能控

制的创新应用研究；

预期目标：形成一至两项具体产品开发，或具有应用可行性的创新性发明专利。

合作方式：共同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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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协商解决

条件：具有变频技术方面某一突出创新，技术方案水平属国内领先。

现有工作基础：２０年变频技术开发应用经验，可应用实际产品种类多，实验基础和

中试平台优良，测试系统完备，具备有软硬件研发能力。

是否为共性技术：是。绿色节能应用共性技术。

研究技术路线：通过算法研究，结合华联电子的智能控制产品应用，开发出具有节能

效果突出的变频控制关键技术。

企业名称：厦门华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湖里区嘉禾路５８０号

联 系 人：陈杰

联系电话：ｃｈｅｎｊｉｅ＠ｘｍｈｌ．ｃｏｍ．ｃｎ

（三）ＬＥＤ柔性灯丝封装技术

技术需求说明：

主要内容ＬＥＤ柔性灯丝封装材料、工艺。

预期目标：能够提供产品量产

合作方式：技术服务和技术购买

企业名称：厦门多彩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翔安西路８０２１号

联 系 人：郑剑飞

联系电话：１３６５６００１９６０

（四）紫外封装技术

技术需求说明：

主要内容为针对紫外封装技术的研究，以及封装材料的选择、封装工艺的应用。

预期目标：形成一定的封装功率和可靠性验证。

合作方式：购买。

能够提供的经费：１０－５０Ｗ

条件：必须形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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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装成成品的波长要小于２９０ｎｍ，封装功率必须大于５０ｍｗ。

企业名称：厦门多彩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翔安西路８０２１号

联 系 人：郑剑飞

联系电话：１３６５６００１９６０

（五）三电平软开关技术在电源产品中的运用

技术需求说明：

项目的内容为三电平软开关技术在电源产品中的运用研究，提高电源产品的工作频

率，进一步提高电源产品的效率。本项目可采用联合开发的方式，科华公司将为该技术

研究提供相关的硬件平台搭建支持（ＬＡＹＯＵＴ、结构设计等）。

目前电源产品的三电平技术已成熟运用，且已经完成技术成果转化，理论研究已相

当成熟，三电平软开关技术作为电源产品的共性技术，技术成果转化的方式进行开发。

企业名称：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火炬高新区马垄路４５７号

联 系 人：杨生佳

联系电话：１５９６０６９８９６３

（六）局部放电典型原始数据采集及应用

技术需求说明：

针对局部放电故障诊断应用中诊断性能不高的问题，分析主要原因在于诊断研究的

数据来源存在案例数量少、代表性差、原始信息丢失较多等。通过建设局部放电典型故

障模拟实验环境，自主开发高性能的采集装置，大规模的收集和累积各种电力设备典型

故障缺陷的原始局放数据。同时，委托高校相关科研团队对原始局放数据的特性进行深

入研究，根据研究结果设计开发诊断算法，并应用于公司产品中，从而进一步改进和提升

公司局放检测及监测设备的故障诊断性能，提高公司产品的竞争力。

企业名称：厦门红相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南投路３号１００２单元之一

联 系 人：毛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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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１８０５００５７８１１

（七）可小型模块化摄像头、麦克风系统

技术需求说明：

可小型模块化摄像头、麦克风系统，适用于 ＶＯＩＰ会议。分辨率支持 １０８０ｐ或

２１６０ｐ，麦克风可在１－１０ｍ内拾音。支持 Ｗｉｎｄｏｗｓ／Ａｎｄｒｏｉｄ系统，摄像头可实现多可视

角度变化，麦克风可反馈当前拾音方向（角度）。

合作方式、经费面谈。

企业名称：厦门厦华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湖里区嘉禾路６１８号

联 系 人：薛元

联系电话：０５９２－５６９２７６２

（八）玻塑混合技术研发

技术需求说明：

技术需求说明：光学塑料具有易于设计复杂形状、重量轻、耐冲击等优点，对于光学

设计而言，玻塑混合技术可以有效增大镜头通光、提高成像质量等优点，玻塑混合技术是

光学镜头设计的共性研究课题。

１．该需求的主要内容有：

研究光学塑料的温度特性对于玻塑混合镜头设计的影响；

研究光学塑料注塑成型过程对于表面面形精度的影响；

研究玻塑混合镜头的设计。

２．该需求的预期目标为：

建立不同光学塑料在不同温度下的温度特性模型并能够利用此模型进行光学系统

的温漂模拟；

建立不同光学塑料在注射成型过程中的收缩率模型，并得出玻塑混合镜头设计的限

制条件，从而具备玻塑混合镜头设计能力。

现有工作基础：已具备使用玻璃非球面进行设计开发和生产组装的能力。

研发条件：根据现有的非球面设计研发经验成果和研发技术资源与其他具备塑料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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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面开发经验的同行共同研发。

企业名称：厦门力鼎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新阳工业区新美路２６号

联 系 人：林青姜

联系电话：１８９６５１６３０８５

（九）数据信息处理及共享技术

技术需求说明：

１．通过ＰＬＭ与 ＳＡＰ系统集成，实现 ＰＬＭ系统基础数据信息和 ＢＯＭ信息实时传递

给ＳＡＰ系统，确保各类信息系统基础数据的准确性、唯一性和完整性。

２．通过ＰＬＭ与ＭＥＳ系统集成，实现ＰＬＭ系统工艺数据实时同步到ＭＥＳ系统，更好

的为生产服务。

各类信息系统的集成，实现了数据共享、互联互通。

如形成技术合作可配备项目团队及所需硬件设施，费用方面则根据合作内容进行讨

论。

企业名称：厦门金越电器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集美区东林路５７２号

联 系 人：李云凤

联系电话：０５９２－６２９６１８０／１５８５９２７３５０２

（十）过程生产集成技术

技术需求说明：

主要研究内容及技术指标：研究智能化高精密注塑生产系统集成化技术，实现网络

化集中遥控周边的伺服机械手和精密模温机、自动检测包装机等先进辅助设备。集成开

发具有工艺参数自动监控、优化功能、高精密控制等功能的注塑成型技术；集成开发具有

物料自动配送、设备状态远程跟踪和能耗优化控制功能；集成开发具有在线检测、质量追

溯等功能。

预期目标：通过智能化集中生产基础上，提高生产过程可控性、减少生产线人工干

预，以及合理计划排程。同时掌握集智能手段和智能系统等新兴技术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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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厦门金越电器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集美区东林路５７２号

联 系 人：万娟

联系电话：０５９２－６２９６２１５／１８７７００５０１４６

（十一）减小继电器温升的分析与设计

技术需求说明：

随着继电器体积的小型化，减小继电器温升的分析与设计是继电器开发的共性研究

课题，其主要内容有：① 研究不同结构继电器发热和散热的特性；② 研究降低继电器温

升的结构设计及优化。

该需求预期目标有：① 建立不同结构继电器在不同环境温度、不同激励和负载条件

下的发热和散热理论分析模型；② 对现有一两款继电器通过分析优化降低其温升。

宏发具有全国最大的继电器试验机构，能对继电器温升进行相关检测。宏发具有多

年继电器的设计开发和生产经验，希望通过开展产学研或博士后课题的方式，更系统地

对继电器进行研究。

企业名称：厦门宏发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集美北部工业区东林路５６４号

联 系 人：许怡英

联系电话：１３９５０１９８６１４

（十二）电动汽车用受控熔断器

技术需求说明：

研发电动汽车用受控熔断器，采用低熔点合金作为主体，可受控，执行有限次数的大

电流、高电压切断机制。

企业名称：厦门赛尔特电子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翔安西路８０６７号

联 系 人：张传君

联系电话：１５１６００２３７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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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银包铜粉电子浆料替代银浆的工艺可行性

技术需求说明：

银包铜粉电子浆料替代银浆，解决替代材料的烘干、还原工艺；以及材料替换后性能

参数与替换前一致，符合ＩＥＣ６１０５１－１，ＩＥＣ６１０５１－２，ＵＬ１４４９标准的相关要求。

企业名称：厦门赛尔特电子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翔安西路８０６７号

联 系 人：张传君

联系电话：１５１６００２３７７２

（十四）ＬＥＤ显示屏高精度室内箱体成型技术

技术需求说明：

主要应用于ＬＥＤ显示屏的小间距产品，要求既能达到高精度尺寸要求，又能保证足

够的产品结构强度，同时对成本有一定的控制，目前我司的技术要求还无法同时满足高

精度和低成本，后续可从结构设计优化、创新，改善工艺、设备，引入新材料新技术等多方

面来满足这一需求。

解决方式：企业合作、ＬＥＤ产业链之间精密配合、引进高技术人才

能够提供的经费：目前我司正积极投入资金用于开发小间距产品。

解决期限的要求：一年

企业名称：厦门强力巨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福建省厦门市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翔安西路Ｅ６栋８０６５号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十五）高信赖电脑电源供应器

技术需求说明：

随着互联网超速的发展，包含工业用、商业用、网吧游戏、云计算等等都离不开台式

电脑，并且对清晰度、计算速度，储存量等都有更高的要求，虽然目前的手机，笔记本都可

以适用部分功能，但是真正好的效果还是需要台式电脑。那么，台式电脑的核心除了

ＣＰＵ外，另外重要的一个就电源供应器。因为电脑所有的工作电能都是电源提供。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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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现在ＣＰＵ与显卡功能要求越来越严格，功率要求越来越大，这样对电源的需求更高。

现在我们就是针对这个市场的应用开发设计一款能满足应用需求的大功率电源。

产品全部自主研发设计，满足Ｉｎｔｅｌ设计规范１．４版本的最新要求。

产品功率８５０Ｗ，全插拨出线设计。符合８０ＰＩＵＳ金牌。功率因素０．９５以上，满足

ＣＣＣ、ＥＭＣ、ＵＬ、ＴｕＶ、ＣＢ、ＣＥ、ＢＳＭＩ、ＥＡＣ、ＲＣＭ全球的认证。

预计在２０１８年５月份可以开始大批量产。产品采用自有的Ｌａｙｏｕｔ技术及ＬＬＣ谐振

电路＋ＤＣ－ＤＣ转换直流电路技术，足功率８５０Ｗ，峰值功率达到１０００Ｗ，待机功率小于

０．３Ｗ以下。

现在已进入安规申请阶段，产品全球销售。独有机构设计，自行开模，能够兼容所有

ＰＳ２机箱组装。测试搭配所有品牌显卡，主板ＣＰＵ都兼容，能够长时间运作。符合市场

应用需求。目前有试产出货到网吧的大型游戏机使用，试跑全部运行稳定，能够长时间，

高温环境下工作。游戏运行有华硕，技嘉，微星，捷波等主板全部兼容，并且支持 ＨＡＳＳ

ＷＡＬＬ新主板。此产品能够长期出货销售。

预计该项目总投资达６００万，其中设备投资３５０万，年销售收入４７００万，年利润总

额６０万，年创汇４４５万美元，年纳税额３９５万。因投入资金较大，现有资金流动性不高，

希望政府能够给予一定扶持。

企业名称：厦门玛司特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同安区美溪道思明工业园４６号

联 系 人：易江强

联系电话：１３６５６０２２０３２

（十六）面向ｅＭＢＢ业务的Ｓｕｂ－６Ｇ５Ｇ终端

技术需求说明：

５Ｇ的三大类应用场景，分别是增强型移动互联网业务 ｅＭＢＢ（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Ｍｏｂｉｌｅ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海量连接的物联网业务ｍＭＴＣ（ＭａｓｓｉｖｅＭａｃｈｉｎｅＴｙｐ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和超高

可靠性与超低时延业务ｕＲＬＬＣ（Ｕｌｔｒａ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ＬｏｗＬａｔｅｎｃ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从这三大

类场景中可以看到，第一阶段商业应用主要围绕在 ｅＭＢＢ和一部分能力的高可靠、低时

延的场景。此外，由于毫米波通信技术的不成熟，我国已明确先行基于 Ｓｕｂ－６Ｇ频段进

行５Ｇ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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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将与国内和北美运营商密切合作，联合上游的５Ｇ芯片厂商，在终端处理性

能、射频和天线设计、体积和功耗控制、多模切换、互操作等方面开展研究，计划在２０１９

年推出预商用终端，参与运营商５Ｇ规模试验以及各项展会，并在２０２０年实现首批５Ｇ终

端产业化。

本单位的研发团队具有１５年以上的手机研发经验，产业化规模累计达到数亿只。

４Ｇ手机的测试、试验环境齐备，进行设备升级后即可进行５Ｇ终端研发。

企业名称：联想移动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火炬高新区信息光电园岐山北二楼９９９号

联 系 人：李志勇

联系电话：１３９０６０５６５１６

（十七）ＭＷ级储能集装箱系统设计及应用

技术需求说明：

将电池、ＢＭＳ、ＰＣＳ和ＥＭＳ做集成处理，系统多以ＰＣＳ为核心的基础设备，通过集成

电池、ＢＭＳ、ＥＭＳ，提供定制化、一站式储能解决方案。研究降低锂电池储能系统成本的

方法，探索融资租赁模式在大规模储能电站上的应用，找到适用于大规模储能电站快速

发展的商业模式。

企业名称：厦门华锂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集美区白虎岩路１９号

联 系 人：聂生根

联系电话：１３６００９１７５６０

（十八）微波感应控制技术研究

技术需求说明：

目前生产微波感应控制模块的厂家很多，工作的频率有２．４Ｇ／５．８Ｇ甚至１０Ｇ的频

率，但不管使用多少的工作频率，它的工作区域是扇形的，无法定向控制。在实际应用的

过程中，有发现微波互相干扰的问题，使用微波感应距离变短或不受控制的问题产生。

该技术希望通过微波天线的设计或工作频率的改变，使得微波的工作区域变小，甚至可

以灵活控制它的方向，在产品的应用中更加的灵活。微波模块的价格不能高于现在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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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模块价格的５０％。

企业名称：厦门通士达照明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同安区美溪道６７６号

联 系 人：苏青云

联系电话：０５９２－７２６３１２５／１３４００７３７９３８

（十九）超高能效ＬＥＤ芯片光子耦合机制与提取效率提升技术研究

技术需求说明：

半导体照明已成为光电转换效率最高人工光源，节能效益显著。氮化物半导体材料

与器件是半导体照明的“核芯”，实现超高能效发光器件是国内外半导体照明研发和产业

界追求的目标，对掌握半导体照明科技制高点和产业主导权意义重大。

本项目以高质量氮化物外延材料为基础，研究 ＬＥＤ器件出光耦合机制与高光提取

效率器件工艺，实现高提取效率ＬＥＤ芯片；研究高功率密度ＬＥＤ芯片技术，改进器件的

电流分布、电极的欧姆接触以及芯片散热性能，全面提升高功率密度 ＬＥＤ芯片性能，目

标是实现蓝光ＬＥＤ封装白光后在１００Ａ／ｃｍ２注入电流下发光效率达到１６０ｌｍ／Ｗ。项目

拟投资１０００万元。

企业名称：厦门市三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吕岭路１７２１号

联 系 人：邵小娟

联系电话：０５９２－５９３７００４

（二十）超高亮度正装红光ＬＥＤ外延芯片技术开发

技术需求说明：

１．主要内容：小间距室内屏需求正装高亮度红光，尺寸６ｍｉｌ，平均亮度≥２２０ｍｃｄ。

２．预期目标：

（１）Ｗａｆｅｒ：４英寸，单颗芯粒尺寸６６ｍｉｌ；

（２）光电参数：ＬＯＰａｖｇ≥２２０ｍｃｄ，ＶＦａｖｇ≤２．２Ｖ，６２０ｎｍ≤ＷＬＤａｖｇ≤６２２ｎｍ；

（３）可靠性要求：满足量产品可靠性要求。

３．合作方式：独立开发或产学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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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现有工作基础和拟提供条件：现公司有优秀的研发团队、２６台 ＭＯＣＶＤ设备和成

熟的正装芯片制作技术，月产１７万片。

５．拟采用的研究方式和技术路线：计划设计中。

企业名称：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翔天路２５９－２６９号

联 系 人：黄雅丽

联系电话：０５９２－７６１５５５５－８２８５／１５６９５９２２６８６

（二十一）ＭｉｃｒｏＬＥＤ技术开发

技术需求说明：

１．主要内容：单颗芯粒的线度在５－５０微米，估计２０微米左右的为主要应用。目前

的测试机、分选机由于配件的尺寸大于芯粒的线度，无法进行测试分选。另外，需求巨量

转移技术，从芯片直接转移或者通过中间载体进行转移。

２．预期目标：

（１）Ｗａｆｅｒ：４英寸；单颗芯粒线度５－５０微米；电极尺寸（不透明）≤５微米；透明电极

尺寸小于等于单颗芯粒尺寸；

（２）光电参数：ＬＯＰ／ＶＦ／ＷＬＤ／ＩＲ／ＥＳＤ可以测量；

（３）可外观检查并可进行挑拣；

（４）从Ｗａｆｅｒ上直接巨量转移，或者通过中间载体进行转移；

（５）可靠性满足行业要求。

３．合作方式：独立开发或产学研合作。

４．现有工作基础和拟提供条件：现公司有优秀的研发团队、２６台 ＭＯＣＶＤ设备和成

熟的Ｆｌｉｐｃｈｉｐ芯片制作技术。

５．拟采用的研究方式和技术路线：计划设计中。

企业名称：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翔天路２５９－２６９号

联 系 人：黄雅丽

联系电话：０５９２－７６１５５５５－８２８５／１５６９５９２２６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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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反极性高亮度黄光芯片技术开发

技术需求说明：

１．主要内容：主要应用于交通灯领域。

２．预期目标：

（１）Ｗａｆｅｒ：４英寸，单颗芯粒尺寸１０１０ｍｉｌ；

（２）光电参数：ＬＯＰａｖｇ≥５５０ｍｃｄ，ＶＦａｖｇ≤２．２５Ｖ，５８８ｎｍ≤ ＷＬＤ≤５９２ｎｍ；

（３）可靠性要求：满足量产品可靠性要求。

３．合作方式：独立开发或产学研合作。

４．现有工作基础和拟提供条件：现公司有优秀的研发团队、２６台 ＭＯＣＶＤ设备和成

熟的反极性芯片制作技术，月产６万片。

５．拟采用的研究方式和技术路线：计划设计中。

企业名称：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翔天路２５９－２６９号

联 系 人：黄雅丽

联系电话：０５９２－７６１５５５５－８２８５／１５６９５９２２６８６

（二十三）６／８英寸ＧａＮ－ｏｎ－Ｓｉ外延生长技术

技术需求说明：

１．主要内容：需求６／８英寸Ｓｉ衬底上外延生长ＧａＮ技术，以满足公司发展需要以及

研发设计需求。

２．预期目标：

（１）Ｓｉ衬底尺寸：６英寸，８英寸；

（２）外延层厚度要求：ＴＨＫ＞＝６ｕｍ，ＳＴＤ＜＝４％；

（３）外延层表面要求：表面无龟裂（扣除边缘＜＝５ｎｍ）；

（４）外延层晶格质量：ＸＲＤ（００２）＜＝３００”，ＸＲＤ（１０２）＜＝３５０”；

（５）外延层方块电阻：Ｒｓ＜＝３５０／□；

（６）外延层翘曲度：Ｂｏｗｆｏｒ６ｉｎｃｈ＜＝４０ｕｍ，Ｂｏｗｆｏｒ８ｉｎｃｈ＜＝８０ｕｍ。

３．合作方式：独立开发或产学研合作。

４．现有工作基础和拟提供条件：现公司有优秀的外延研发团队、５０台 ＭＯＣＶ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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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熟的ＧａＮ－ｏｎ－Ｓａｐｐｈｉｒｅ外延技术。

５．拟采用的研究方式和技术路线：计划设计中。

企业名称：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翔天路２５９－２６９号

联 系 人：崔凤彤

联系电话：１８７５０２８６２５４

（二十四）机器视觉技术

技术需求说明：

机器视觉技术是用机器代替人眼来做测量和判断的一种技术。用机器视觉检测方

法可以大大提高生产自动化程度。目前我司在自动化与信息化方面已有一定的基础并

取得了成效。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动化程度需要引入机器视觉技术，通过机器视觉技术实

现产品颜色差异性的检测，尺寸测量，产品缺陷判断等功能，以替代人眼的判断。

为实现此项技术，可以通过技术引进，异地开发，协同开发等方式进行，并基于我司

的自动化生产系统需求有针对性的进行开发，逐步实现和扩展功能和性能。

企业名称：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嘉禾路５８８号

联 系 人：童金铃

联系电话：０５９２－５７９７６６６

（二十五）镜片／镜头外观检验ＡＶＩ系统开发

技术需求说明：

主要内容：针对各个单镜片以及整颗镜头对其进行自动外观检验，将ｐａｒｔｉｃｌｅ以及脱

膜点超出规格的产品挑选出来。

预期目标：ＡＶＩ系统跟人工检验结果外观不良率差异在５％内。

能够提供的经费：整台ＡＶＩ外观检验自动化设备规划经费为３０万人民币。

条件：包含仓储的自动化机台，每一片检验时间需＜２Ｓ。

现有工作基础：已经向国外技术领先的ＣＣＤ厂商买入ＣＣＤ取像镜头，目前着手进行

影像辨识程序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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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共性技术：否

拟采用的研究方式和技术路线：采用产学合作或是公司内部自动化技术单位自行研

究的方式进行开发。关键零组件 ＣＣＤ取像镜头需向技术领先的国外厂商购买，影像辨

识程序则透过产学合作或自行开发方式进行开发。

企业名称：玉晶光电（厦门）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火炬高薪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路８号

联 系 人：吴世莲

联系电话：１３６０６０５４５４０

（二十六）云端健康监测仪的研发与应用

技术需求说明：

开发一种云端健康检测仪，采用轻终端重云端的策略，在保障数据通信可靠性的前

提下，如何实现实现多功能性、超小的体积、简单的操作方式、超强的携带便利性。

希望能够共同建设智能终端、手机应用程序、云端服务后台等

合作方式：只要有相关技术支撑，校企、企企合作方式都可行。

基础条件：项目经费、场所、仪器设备等基础条件我司皆可自筹或新增购置。

企业名称：厦门市凌拓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火炬园火炬路５６－５８号火炬广场北５０１室

联 系 人：陈斌

联系电话：１３００３９９５９０２

（二十七）汽车领域的人工智能助理、自动驾驶新型传感器

技术需求说明：

随着自动驾驶、人工智能及物联网在汽车行业的大量浸透，汽车行业正在发生革命

性的变革。

希望能和有关单位，在Ｖ２Ｘ、适用于汽车领域的人工智能助理、自动驾驶新型传感器

的研发及应用方面开展合作。

企业名称：厦门歌乐电子企业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观日路４０号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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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林志华

联系电话：２１７７０２１ｌｉｎｚｈ＠ｃｌａｒｉｏｎ．ｃｏｍ．ｃｎ

（二十八）基于科学级ＩＭＸ芯片系列的ＡＩ显微镜的研制

技术需求说明：

主要内容：人工智能（ＡＩ）技术在国际上日新月异，也扩展到ＡＩ显微镜。国际顶端图

像芯片公司Ｓｏｎｙ公司近年来成功研发出ＩＭＸ系列的科学级ｓＣＭＯＳ芯片，业界也在开展

基于ＩＭＸ图像芯片进行各种嵌入式智能 ＡＩ摄像头的研究。我司也正基于 ＩＭＸ芯片成

功开发的高端摄像头，并进一步研发嵌入式智能化ＡＩ显微镜的研发。

预期目标：研发出基于ＩＭＸ芯片系列的ＡＩ显微镜。

合作方式：共同研发。

合作经费：第一期可提供５０＋万人民币的研发费用。

研发条件：提供已有的研发成果和研发技术资源共同研发。

现有工作基础：已基本研发成功ＩＭＸ系列摄像头。

是否共性技术：是

拟采用的研发方式和路线：拟利用目前的 ＩＭＸ系列摄像头的研发成果，进一步研发

开展基于ＩＭＸ芯片的嵌入式智能化摄像头和外部接口的研发，比如 ＩＭＸ摄像头芯片内

置到一个嵌入式系统中，如基于 ＡＲＭ或 Ｉｎｔｅｌ处理器的系统，并具有输出有线网络、

ＷｉＦｉ、ＵＳＢ３．０、ＨＤＭＩ等输出接口，力争建立一个ＩＭＸ系列智能化摄像头的平台，做到图

像成像、处理、分析集成在一个小型嵌入式电路板上，并研发内置各种人工智能应用算

法，集成到公司的各型显微镜设备中，形成一体化的智能ＡＩ显微镜。

企业名称：麦克奥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火炬园麦克奥迪大厦

联 系 人：郭惠敏

联系电话：ｇｕｏｈｍ＠ｍｏｔｉｃ．ｃｏｍ

（二十九）灯具结构设计、及智能化照明电路设计

技术需求说明：

１．光效高、尺寸小、成本低的结构设计；

７２企业技术需求



２．灯具结构设计都会涉及到大模具，成本较高，如何在控制成本的前提下进行灯具

结构设计；

３．智能化照明的电路设计，如何提高智能化又不影响照明各项指标。

企业名称：厦门海莱照明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集美区锦园东路３９８号

联 系 人：金婵

联系电话：１５３５９３３０２２０

（三十）现代企业管理ＡＰＰ

技术需求说明：

现企业主要为ＯＥＭ模式，纯粹代工模式，行业价格战，竞争白热化，严重影响公司未

来发展；管理ＡＰＰ中涉及到物料供应链、人员招聘、产品物流管理、企业内销渠道推广、

产业升级等核心难题，想开发一平台 ＡＰＰ，同时能满足解决以上相关难题，ＡＰＰ动态更

新，可及时发布企业需求，为厦、漳、泉的富余人力或供应商提供需求窗口，又可满足市场

的优质ＬＥＤ照明产品需求。

预期目标：工厂升级转型为现代数据化制造企业，改善供应链，有效降低企业采购成

本，解决人力缺口，又可提高ＬＥＤ照明产品品牌口碑，企业朝创新、品牌化升级。

合作方式：只要有相关技术支撑，校企、企企合作方式都可行。

基础条件：公司有优秀的 ＬＥＤ照明产品，强大的采购需求，涉及人力、电子部品、五

金金属配件、塑料原料、ＬＥＤ光源及产品辅材等。

研究方式和技术路线：目前有这方面的开发意向，希望有相关的技术支撑，可迅速开

展研发项目，案子涉及到中国制造产业升级问题，厦门政府应鼓励企业创新，利用厦门

ＬＥＤ照明全球产业链优势，改善企业供应链，积极协助拓展国内市场。

企业名称：厦门海莱照明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集美区锦园东路３９８号

联 系 人：金婵

联系电话：１５３５９３３０２２０

（三十一）ＦＰＣ湿制程药水自动分析及自动添加系统装置及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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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需求说明：

柔性线路板的关键工艺湿制程的药水自动分析及自动添加系统装置，保证药水浓度

稳定，在生产过程中，药水随着生产消耗的同时，可同时分析监控并自动添加。

研究方式：共同进行此技术及仪器设备的研发。公司可提供实验基地和药水供双方

研发及试运行，并将湿制程药水实时状态数据上传中控系统软件，实现工业４．０智能管

理，我司信息部还可自主开发或双方协作开发相关系统软件。

企业名称：厦门弘信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翔安区翔海路１９号

联 系 人：陈文辉

联系电话：０５９２－３１５５９３３

（三十二）继电器机械寿命试验方法

技术需求说明：

采用ＩＥＣ６１８１０－７的４．３１中机械寿命监测方法２，对继电器的每次动作情况进行监

测。

１．试验路数：能同时进行５０组任务，每组任务１０只样品，即同时监测５００只样品的

触点动作情况（每只样品取一个信号）。

２．监测信号：监测每一次触点动作的情况，触点加监测信号１０Ｖ／６ｍＡ

３．监测时间：最小１０ｍｓ（触点动作时间）

４．监测要求：试验中检测出的循环次数与实际激励循环次数之差超过规定机械寿命

次数的０．１％，则判定为产品失效。

企业名称：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集美北区孙坂南路９１－１０１

联 系 人：邵聪颖

联系电话：０５９２－６１０６６８８－２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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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化工医药

（一）脊柱产品焊接技术

技术需求说明：

主要内容：脊柱产品焊接技术

预期目标（技术要求）：

１．焊接后不能有变形，焊渣等焊接缺陷；

２．焊接位置的钉壁向内或向外折断力矩为１０．０Ｎｍ以上（保证钉子折断后焊接位置

不会断裂或裂纹等焊接缺陷）；

３．此工件为钛合金材料，产品需要做阳极处理，焊接处不能有颜色差异。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方式

项目经费：项目计划总投资６０万元，其中技术需求的解决经费１０万元。

企业名称：大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海沧区山边洪东路１８号

联 系 人：吴凤春

联系电话：１８０３０２６５８２８，ｗｕｆｅｎｇｃｈｕｎ＠ｄｏｕｂｌ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ｍ

（二）利用微生物发酵技术生产营养强化剂

技术需求说明：

利用微生物发酵技术生产营养强化剂

目前公司利用微生物发酵法已实现多种营养强化剂，包括辅酶Ｑ１０、ＤＨＡ、ＡＲＡ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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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工业化生产，具备相关产品的研发和工业化基础。

项目合作方式：小试技术转让或合作开发完成中试。

企业名称：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海沧区阳光西路２９９号

联 系 人：刘华英

联系电话：０５９２－６５１１１１１－３０８５或１５９５９３６８１０１＂

（三）维生素Ａ中间体酰化物经酶脱水制维生素Ａ

技术需求说明：

维生素Ａ中间体酰化物制备维生素Ａ的方法均采用传统的上脱溴工艺路线。随着

酶这一高效催化剂的研究和发展，越来越多酶被运用到工业生产，我司寻求一种高效脱

水酶，可以一步法使维生素Ａ中间体酰化物脱水制备得到维生素Ａ。目前，我司正在进

行该技术的可行性调研，尚未进入实验阶段；我司预期酶法收率须与现有水平相当，可以

采用联合开发或对方提供酶催化剂的方式进行合作，可以提供必要的催化剂制备经费

（１０～５０万元）。

企业名称：厦门金达威维生素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海沧区新昌路３５号

联 系 人：马瑞达

联系电话：０５９２－６０８１６０６ｍａｒｕｉｄａ＠ｋｉｎｇｄｏｍｗａｙ．ｃｏｍ

（四）脂溶性维生素软胶囊制剂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方法

技术需求说明：

１．主要内容：脂溶性维生素软胶囊制剂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方法

２．预期目标：研究开发出符合国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审评标准的脂溶性维生素软胶

囊制剂评价方法及技术路径

３．合作方式：委托开发或联合开发

４．经费：８００～１０００万元

５．现有工作基础：已完成脂溶性维生素软胶囊部分品种的药学评价预实验

６．是否共性技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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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拟采用的研究方式和技术路线：体外药学评价及人体生物等效性试验（ＢＥ）

８．技术难点：脂溶性药物软胶囊在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中属于有技术难

度，质量标准需提高的一类品种。主要存在软胶囊老化、质量标准低、油溶型内容物的有

关物质难以控制、临床评价方法不明确等问题，这些问题是脂溶性维生素软胶囊的主要

技术难题、质量标准问题，也是脂溶性维生素软胶囊在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中

所遇到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国家ＣＦＤＡ尚未出台改剂型的相关技术指导原则。

企业名称：国药控股星鲨制药（厦门）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新美路３６号

联 系 人：张娟

联系电话：０５９２－６２０９０２８

（五）具有功效的特色日化产品

技术需求说明：

金日制药（中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药品、保健食品为主的生产型企业。随着企业的

发展，产品领域已涉及日化产品。现征集具有功效、有特色的日化类产品，希望高校或科

研院所能向我司提供相关技术服务，或能与品牌的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企业名称：金日制药（中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同安区城东工业区榕源路８８号

联 系 人：吴晶

联系电话：７１９８６１７１８６５０８０１０８０

（六）特色中药新药和经典名方开发需求征集

技术需求说明：

本次技术需求旨在寻求市场前景好、见效快、具有特色的中药新药和经典名方，临床

适应症主要是针对：肝病、肾病、骨科用药、代谢类疾病等。骨科用药主要针对关节病、颈

椎病等方向。代谢类疾病主要指糖尿病、痛风等。

合作方式主要采取双方合作开发的形式，可以接受技术转让。所寻求项目最好有一

定的工作基础，疗效和物质基础要基本清晰。

我司能够提供新药研发的所有基础设施。具体能够提供的经费需要根据项目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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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情况具体商定。

企业名称：厦门中药厂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同安区白云大道９７号

联 系 人：陈晓琳

联系电话：电话：０５９２－７２６６６８１传真：０５９２－７２６６６８０

（七）聚２，５－呋喃二甲酸乙二醇酯

技术需求说明：

实现聚２，５－呋喃二甲酸乙二醇酯合成工艺开发，合作方式等均可面议。

企业名称：腾龙特种树脂（厦门）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海沧区南海路１１８９号

联 系 人：王惠武

联系电话：１８９６００６５５２５

（八）火电厂多污染物协同脱汞、脱硝功能化滤料开发

技术需求说明：

目前电厂面临着严峻的烟气多污染物协同脱汞、脱硝任务，烟气脱汞一般采用活性

碳吸附，存在价格昂贵，操作复杂等问题，烟气脱硝一般采用ＳＣＲ进行，即在３００－４００℃

环境条件下，向烟气中喷入ＮＨ３，在催化剂表面，ＮＨ３和烟气中 ＮＯｘ反应形成了无害的

Ｎ２和水蒸汽。但由于催化剂活性降低以及混合程度降低，往往有一些ＮＨ３无法反应充

分，到达后部低温烟气中，再排放到大气中造成二次污染。本项目需求一种具有脱汞、催

化脱硝的功能化滤料，使滤料成为一个反应器，以期能够减少烟气中固态汞及ＮＨ３、ＮＯｘ

的排放。该技术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高过滤精度滤料的生产工艺、低温催化剂的选

择、制备、负载技术等技术问题。

企业名称：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春光路１１７８－１１８８号

联 系 人：蔡伟龙

联系电话：７７６９７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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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高温烟气中ＰＭ２．５取样与测试技术

技术需求说明：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将ＰＭ２．５列入浓度限值，ＰＭ２．５指数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测

控空气污染程度的指数。工业排放是空气中 ＰＭ２．５的主要来源之一，而袋式除尘器是

高效除尘设备之一，近年来在火电、水泥、钢铁等高温烟尘治理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但如

何评价袋式除尘器对ＰＭ２．５的控制效果已成为业内关注的热点问题。本项目需求一种

可在高温烟气中对ＰＭ２．５进行采样并检测ＰＭ２．５浓度的技术，实现工业烟尘排放ＰＭ２．

５的测试。该技术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高烟温气中 ＰＭ２．５粉尘的采样、检测技术问

题。

企业名称：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春光路１１７８－１１８８号

联 系 人：蔡伟龙

联系电话：７７６９７６９

（十）治疗性蛋白质药物疗效与生物标记分子的相关性

技术需求说明：

治疗性蛋白质药物在临床研究阶段，体内给药过程中，可以产生一些生物标记分子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或生物效应分子。如何界定这些生物标记分子与治疗性蛋白质药物疗效的

相关性，是治疗性蛋白质药物开发（如药效动力学研究）和临床应用过程中重要的课题。

企业名称：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海沧新阳工业区翁角路３３０号

联 系 人：邹平

联系电话：ｚｏｕｐｉｎｇ＠ａｍｏｙｔｏｐ．ｃｏｍ

（十一）高表达量基因重组蛋白药物生产工艺

技术需求说明：

高表达量基因重组蛋白药物生产工艺，非共性技术，要求克级。可接受多种合作方

式。

企业名称：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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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金尚路８０号

联 系 人：付永超

联系电话：０５９２－５９７７７０３

（十二）荧光涤纶纤维

技术需求说明：

通过添加母粒，纺丝过程共混形式，使涤纶具有荧光色功能，主要用于消防、交通用

纺织品。．主要有荧光黄、荧光桔、荧光红三种颜色。

其关键技术之一是，开发出品质良好的荧光色母粒，再经特殊加工纺丝而成。要求

成布的品质要求达到ＥＮＩＳＯ２０４７１－２０１３。

目前条件上具有聚合小试和中试设备，纺丝（可实现母粒添加）、假捻织布和染整等

的试验机台。

企业名称：厦门翔鹭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海沧区马青路１２６８号

联 系 人：刘龙敏

联系电话：０５９２－６８８２７６８，１５３５９２０５７２１

（十三）不熔滴阻燃聚酯纤维

技术需求说明：

通过添加助剂对聚酯的改性变化，调整聚酯的改性配方及纺丝工工艺，实现改性后

的聚酯阻燃性达到ＵＬ９４Ｖ－０级，并且无燃烧滴垂，可应用工装或消防服等。

目前条件上具有聚合小试和中试设备，纺丝（可实现母粒添加）、假捻织布和染整等

的试验机台。

企业名称：厦门翔鹭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海沧区马青路１２６８号

联 系 人：刘龙敏

联系电话：０５９２－６８８２７６８，１５３５９２０５７２１

（十四）铜抗菌聚酯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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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需求说明：

开发出合适的含铜的聚酯母粒，添加到聚酯中进行纺丝，抗菌要求以国标或ＡＡＴＣＣ

－１００测试及抗菌要求，常规性能：具有良好的可纺性及加工性。

目前条件上具有聚合小试和中试设备，纺丝（可实现母粒添加）、假捻织布和染整等

的试验机台。

企业名称：厦门翔鹭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海沧区马青路１２６８号

联 系 人：刘龙敏

联系电话：０５９２－６８８２７６８，１５３５９２０５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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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轻工纺织

（一）产品数据管理

技术需求说明：

ＰＤＭ以软件为基础，是一门管理所有与产品相关的信息（包括电子文档、数字化文

件、数据库记录等）和所有与产品相关的过程（包括工作流程和更改流程）的技术。它提

供产品全生命周期的信息管理，并可在企业范围内为产品设计和制造建立一个并行化的

协作环境。通过建立虚拟的产品模型，ＰＤＭ系统可以有效、实时、完整的控制从产品规

划到产品报废处理的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的各种复杂的数字化信息。

企业名称：厦门金牌厨柜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同安工业集中区同安园集和路１９０号

联 系 人：李瑞銮

联系电话：１８８５０００６０４８

（二）新偏光制备工艺

技术需求说明：

目前企业的技术需要为：ＰＶＡ新的偏光制备技术以及新偏光膜的材料、生产设备。

企业目前拥有ＰＶＡ的湿拉技术和设备，可生产高耐候的偏光膜。

企业可提供１５０万的研发经费，五位研发人员以及实验检测相关设备。采用产学研

的合作方式。

企业名称：来奇偏光科技（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集美杏林光明路１２号

联 系 人：胡好荣

联系电话：０５９２－６６６２７７７

（三）自动裁伞三角片的机台

技术需求说明：

７３企业技术需求



自动裁伞三角片的机台。将伞布放进机台，就象自动进料的冲床一样，自动进布，自

动冲片。

企业名称：太阳城（厦门）户外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同安区同集北路１３１号、１３３号

联 系 人：陈木森

联系电话：１３６５６００５５１３

（四）直接电镀的ＡＢＳ改性材料

技术需求说明：

可直接电镀的ＡＢＳ改性材料研发。目的是：不需要经过传统的六价铬粗化，可直接

进行冲击镍、电镀镍等工艺，最终产品与电镀性能相当，其中基材与镀层结合力达９Ｎ以

上。

以上技术可以采取共同研发的合作方式。

企业名称：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集美北部工业区天凤路６９号

联 系 人：陈玲

联系电话：１８９５０１８２６５７

（五）智能机芯

技术需求说明：

智能按摩机芯具有“机械手”神经元技术，集机械、传感器、视频扫描、控制等技术为

一体的智能化技术，按摩手法基本达到与人手更为相近的动作。

与大学、科研机构合作共同研发

共同投资研制，责任、利益共享模式

智能“机芯”技术是整个按摩椅行业的核心技术，目前机芯已经达到了空间３维度运

动技术，具有一般的舒筋活血，从中医理论上讲，还无法区分手掌、手指、肘压等按摩手法

技巧，也就谈不到按摩技术的人性化需求。

从“保健按摩椅”发展到“按摩医疗仪器”还要经历一个较长期的过程。

企业名称：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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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地址：厦门市同安工业集中区思明园６２＃—６５＃

联 系 人：苏伟华

联系电话：１８０５９２５０５８８

（六）精密吹塑技术

技术需求说明：

中空吹塑是借助于气体压力使闭合在模具中的热熔型坯吹胀形成中空制品的方法，

是常用的塑料加工方法，同时也是发展较快的一种塑料成型方法。多年来公司按摩椅上

已广泛使用吹塑零件。按摩椅用吹塑件体积大，形体复杂，吹塑时出现型坯壁厚不均匀，

尺寸不稳定等。

１．吹塑技术发展趋势，吹塑材料、设备与工艺技术进展。

２．精密吹塑：如何做到吹塑件在外观尺寸波动和件重波动方面均能达到较高的稳定

性。

企业名称：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同安工业集中区思明园６２＃—６５＃

联 系 人：苏伟华

联系电话：１８０５９２５０５８８

（七）自动喷胶扪装机

技术需求说明：

目前生产扪装外观皮套所需多的人员及时间很长，现想实现可以自动喷胶及扪装机

生产线；

预期目标达到１～２人可以同时操作多台扪装生产线

希望技术专家来现场指导并规化设计思路

目前己有扪装生产机，目前问题生产时需要人员辅助生产，及后继需要人工加以修

整。

企业名称：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同安工业集中区思明园６２＃

联 系 人：朱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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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１８０５９２５０３３３

（八）镭射用于白铜材质焊接技术

技术需求说明：

目前镭射接焊接技术多用于不绣钢材质融熔焊接，对于眼镜主要材质：白铜，尚未能

够有效达到焊接稳定的状态，由于白铜的低熔融点，使得焊接强度及品质无法达到眼镜

焊接标准，故，藉由技术协助，希望在于白铜镭射瞐接技术上能够突破

企业名称：来明工业（厦门）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集美区杏林光明路６号

联 系 人：杜晓娟

联系电话：０５９２－３５９１１０３

（九）双光铜箔用于聚合物锂离子电池负极油性体系涂覆

技术需求说明：

１．高倍率聚合物电池负极采用油性体系，其放电平台明显高于水系，而负极采用油

性体系必须涂覆在双毛铜箔上，其粘结性能好。而目前国内生产厂家已停止生产厚度小

于１０ｕｍ的双毛铜箔，转为生产双光铜箔，为了提高锂电池的比能量和比功率，必须采用

厚度≤８ｕｍ的铜箔。而负极油性体系涂覆在双光铜箔上，其粘结效果非常差，无法应用

于生产，为此，现特向社会征集采用先进配方或特殊工艺使聚合物锂离子电池负极油性

体系能涂覆在双光铜箔上，其粘结性好，且电池性能各项技术指标满足要求。

２．若具有独立自主产权或无异议的科技成果，满足上述要求，双方协商，可有偿技术

转让。了解更多，欢迎按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企业名称：厦门三圈电池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集美北大道５１９号

联 系 人：潘炳炫

联系电话：Ｔｅｌ：０５９２－６３８８９３６

Ｆａｘ：６３８８８８８转８９３６

（十）新型钛酸锂负极材料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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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需求说明：

１．研究新一代锂离子电池负极钛酸锂，提 高 材料的纯波，降低含水量，提高导电系

数，最终解决电池的气涨问题。

２．钛酸锂负极材料电性能达到１７０ｍＡｈ／ｇ，钛酸锂电池重量比能量１００Ｗｈ／ｋｇ。

３．采用分工合作形式。即钛酸锂负极材料制作工艺开发。钛酸锂电池制作技术。

４．宝龙公司有日产８万只锂电池的生产线，一条动力电池生产线，一条大容量电池

生产线。和特种电池生产线。还可以提供电池性能测试设备和测试仪器。

５．可提供研发经费５０万元左右。

６．共性技术。

７．钛酸锂负极材料开发和钛酸锂电池制作达到产业化水。钛酸锂负极材料采用固

态法即固体混合一一烧结一一研磨一一筛分一一产品一一包覆碳一一成品。

钛酸锂电池采用软包装结构，正极三元材料，负极材料钛酸锂。ＡＬＢ工艺制作。

企业名称：厦门宝龙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集美区孙坂南路６６－７８号

联 系 人：许天灿

联系电话：１３６１６０６９２５４

（十一）新一代钛酸锂锂离子动力电池的开发

技术需求说明：

钛酸锂（Ｌｉ４Ｔｉ５Ｏ１２，简称ＬＴＯ）锂离子电池在超高速充电、超高使用寿命、超高安全

性方面具有更多的优势。现有钛酸锂电池的比能量比较低。为了满足混合动力大巴、插

电式混合动力大巴、纯电动大巴等动力型用电设备和储能型设备的需求。必须开发新一

代高比能量钛酸锂离子动力电池。

预期目标：新一代钛酸锂锂离子电池重量比能量１２０Ｗｈ／ｋｇ。

合作方式：合作开发等。

能够提供的经费、条件：根据课题具体商定，一年期限。

现有工作基础：公司自有锂离子电池生产技术及生产线，软包装大容量电池生产技

术；模块化生产技术。

是否共性技术：共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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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采用的研究方式和技术路线：

技术路线：采用高比能量正极材料、经包覆的钛酸锂负极材料、软包装电池制备技

术、以及电池分容、配组技术、电池包测试等。

企业名称：厦门宝龙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集美区孙坂南路６６－７８号

联 系 人：许天灿

联系电话：１３６１６０６９２５４

（十二）新型钛酸锂负极材料的研发

技术需求说明：

１．研究新一代锂离子电池负极钛酸锂，提 高 材料的纯波，降低含水量，提高导电系

数，最终解决电池的气涨问题。

２．钛酸锂负极材料电性能达到１７０ｍＡｈ／ｇ，钛酸锂电池重量比能量１００Ｗｈ／ｋｇ。

３．采用分工合作形式。即钛酸锂负极材料制作工艺开发。钛酸锂电池制作技术。

４．宝龙公司有日产８万只锂电池的生产线，一条动力电池生产线，一条大容量电池

生产线和特种电池生产线。还可以提供电池性能测试设备和测试仪器。

５．可提供研发经费５０万元左右。

６．共性技术。

７．钛酸锂负极材料开发和钛酸锂电池制作达到产业化水。钛酸锂负极材料采用固

态法即固体混合一一烧结一一研磨一一筛分一一产品一一包覆碳一一成品。

钛酸锂电池采用软包装结构，正极三元材料，负极材料钛酸锂。ＡＬＢ工艺制作。

企业名称：厦门亿联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湖里高新园岭下北路１号

联 系 人：林萍云

联系电话：１５２５９２５３９８３０５９２－５７０２０００－３５１０

（十三）弯管自动抛光技术

技术需求说明：

为解决目前卫浴行业抛光工人短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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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采用多轴联动数控技术，辅以压力控制技术；研发弯管自动抛光技术；通过编程技

术适合多品种小批量弯管抛光

要求：设备效率能替换２人以上，抛光品质与人工抛光相当

企业名称：厦门松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海沧区新阳工业区阳光西路２９８号

联 系 人：徐永祥

联系电话：１８８５０１７５４５９

（十四）零件件缺陷快速检出技术

技术需求说明：

为解决减少卫浴产品因铸造缺陷、抛光和电镀表面的损失

拟采用视觉或射线技术等技术，检验出零件表面或表皮下的如气孔、砂眼、夹渣、缩

料缺料、裂纹等；检验零件表面十多种表面缺陷，如气孔、砂眼、夹渣、焊缝、气饱、碰划伤、

波浪、抛光纹、缩料缺料、裂纹等，缺陷大小要小于０．２毫米。

要求：设备能快速检测，精度高，性价比高，运营成本低

企业名称：厦门松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海沧区新阳工业区阳光西路２９９号

联 系 人：徐永祥

联系电话：１８８５０１７５４６０

（十五）镀膜技术

技术需求说明：

镀膜技术的研发项目：

１．预期目标：合作开发新型镀膜技术

２．合作方式：校企、校研合作

３．经费、条件：协商

企业名称：厦门立扬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海沧新阳工业区翁角路７８２号

联 系 人：陶云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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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１３８６０４３０２６８

（十六）镜片表面高防刮材料防油污及制备方法研发

技术需求说明：

当前镜片的表面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容易刮花且易积油污，导致视觉上影响，现研

发一种耐防刮材料防油污及制备实现的方法，让产品成本在增加比较少的情况下，镜片

类或其它光学类的产品都能运用，生产易实现，公司采用自主研发的模式，预计费用在

２００万元。

企业名称：杏晖光学（厦门）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杏林光华路１９号

联 系 人：陈玉华

联系电话：１８９５９２２０１５６

（十七）仿毛衫针织面料织造工艺

技术需求说明：

本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开发一种局方毛衫风格的卫衣面料，具有毛衫的粗犷风格和外

观，但又有卫衣面料的紧实和弹性恢复以及贴身舒适性。拟采用的方法是采用双面提花

的方式，正反两面采用不同的纱支规格，结合织造结构，使得面料获得仿茅山的效果。

目前已与我司体系内合作的面料厂进行面料的开发，希望能够通过共同研发的方

式，从织造结构上获得更好的外观风格和服用性能。

企业名称：厦门七匹狼服装营销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思明区台南路７７号汇金国际中心５Ｆ

联 系 人：蒋毅梅

联系电话：１３５９９５２７０４２／０５９２－５３７３７８３

（十八）新型材质盖板

技术需求说明：

主要内容：开发一种新型盖板材质，具有 ＰＰ的好加工性有又 ＵＦ质感，还不易开裂

等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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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目标：成本与ＰＰ材质相当，具有可回收环保且易加工，解决产品开裂，易制造生

产。

合作方式：可提供的经费作材质开发、公司具有现成的加工设备，现有工作已研究上

一份ＰＢＴ材质，但成本较高，共性技术可用于所有外观要求并具有更好的质感产品上 。

企业名称：厦门倍杰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同安工业集中区同宏路６０１号

联 系 人：李国桐

联系电话：１５９８０８６１８１０

（十九）阻燃涤纶纱

技术需求说明：

需求可以通过ＥＮ１４１１６测试３级的阻燃涤纶面料。因涤纶等化纤燃烧容易产生熔

滴导致面料燃烧后产生破洞。不像棉类纤维燃烧后会碳化形成保护层。所以目前只能

做到ＥＮ１４１１６１级，燃烧后会有破洞产生。希望开发燃烧后无熔滴可碳化的涤纶纱材。

企业名称：华懋（厦门）特种材料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集美区杏北路２８号

联 系 人：刘惠林

联系电话：１３９５０１６０９９３

（二十）多层高温蒸煮包装薄膜的开发

技术需求说明：

目前在食品包装领域，对封装材料的性能要求很高，而对氧气及水汽透过量的控制

尤为苛刻。高分子阻隔材料相对于无机阻隔材料来说，具有比重小、具柔性、可进行多层

复合、低介电、绝缘性能优良、功能化等多种优势，在阻隔材料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但利用高分子做阻隔材料的缺点也十分明显，绝大多数高分子材料的透气性均高于无机

材料，离实现高阻隔特别是食品封装领域的要求还有非常大的距离。

提出一种多层高温蒸煮包装及其制备方法，预算投入研发费用１００万，可以采用产

学研的研发方式，利用目前公司已有双向拉伸流延生产线、ＢＯＰＰ生产线、制成包装材料

可以延长食品保鲜时间，可以高温蒸煮，复合多层具备耐热、耐穿刺、热封优良、高阻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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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能够在高速包装机器上顺利有效地运行，提高了生产效率；

技术路线拟采用水／氧阻隔聚合物基复合薄膜作为中间层，与 ＰＥＴ、ＲＣＰＰ进行三层

共挤，得到多层高温蒸煮包装膜

企业名称：厦门金汇峰新型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集美后溪西部工业组团新田路１２号

联 系 人：陈志晖

联系电话：１３６００９４６７８５

（二十一）寻求原材料国内厂家

技术需求说明：

１．原材料（硅胶、原丝）受控于国外供应商，国内自主厂家暂无此类产品，当出现产品

源头短缺时，价格不受控制；

２．覆膜技术属于国外专利，国内暂无此类的开发工艺及生产设备；

３．硅胶涂胶克重控制及检测稳定性差，成本高；

提供经费面议，我司现有先进的国外设备以及宽阔的厂地，期待共同研究开发。

企业名称：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苏山路６９号

联 系 人：朱丽梅

联系电话：１３６９６９４９６２７

（二十二）项目管理

技术需求说明：

适用于制造业的新产品项目管理解决方案及其应用软件导入

企业名称：朗美（厦门）健身器材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集美区杏林北二路２５号

联 系 人：李维洪

联系电话：６２４８２７４

（二十三）便于挂装副镜的眼镜结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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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需求说明：

项目通过自主研发方式，研发新型眼镜结构，通过在镜腿上设计磁块安装结构，实现

磁块安装方便，整体结构强度较好，且便于挂装副镜。

企业名称：华茂光学工业（厦门）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枋湖东路７０１

联 系 人：陈红亮

联系电话：１３８６０１７４４８２

（二十四）普通ＰＰ材料耐划伤和抗老化技术

技术需求说明：

本技术属于行业共性技术的需求，主要应用于生产卫浴产品（如马桶盖和冲厕水箱

等）的领域，以解决塑料ＰＰ马桶盖板和冲厕水箱在使用过程中由于维护中造成的划伤和

太阳光照射造成的老化龟裂问题。目前普通的ＰＰ塑料盖板和冲厕水箱存在硬度低和抗

老化问题，本技术的引进通过采用塑料添加母粒或通过ＰＰ改性技术，改善塑料ＰＰ硬度，

润滑以及通过改性提高分子链之间链接结构，提高塑料ＰＰ材料耐划伤、抗龟裂能力，延

长制品使用期限。

本公司希望通过技术购买或产学研联合单项攻关或合作开发方式解决此技术。

企业名称：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海沧区后祥路１８号

联 系 人：杨巧凤

联系电话：１８９６５１５２７１１

（二十五）脲醛塑料（电玉粉）的抗龟裂改性技术

技术需求说明：

本技术属于行业共性技术的需求，主要应用于气候差异较大的地区使用脲醛塑料生

产卫浴产品（如马桶盖等）的领域，以解决脲醛塑料在气候较恶劣的条件下（如北方寒

冷、干燥的情况或空气的干、湿条件反复变换的情况等）制品的开裂问题。目前普通的脲

醛塑料存在耐水性差，脆性大的问题，在北方寒冷、干燥的环境下或空气干、湿条件反复

变换等情况下脲醛塑料制品易出现龟裂问题。本技术的引进通过采用脲醛塑料抗龟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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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性技术，改善脲醛塑料的脆性，阻止水的侵入和破坏，提高脲醛塑料抗龟裂能力，延长

制品使用期限，扩大脲醛塑料使用地域的范围。

本公司希望通过技术购买或产学研联合单项攻关或合作开发方式解决此技术。

企业名称：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海沧区后祥路１８号

联 系 人：叶秋燕

联系电话：６５３９７８８

（二十六）硅橡胶抗酸碱改性技术

技术需求说明：

本技术属于行业共性技术的需求，主要应用于卫浴产品中硅橡胶密封制品，解决硅

橡胶密封件在酸碱较苛刻的极性介质环境中易被酸碱侵蚀，导致硅氧烷的降解，造成水

或其他介质侵入硅橡胶制品中并不断积聚以致表面起泡的问题。该技术引进的目标是

使硅橡胶密封制品耐酸碱的能力增大，能在ＰＨ较苛刻的环境条件下仍然保持其良好的

性能，表面不起泡，不变形，保证密封功能等，以延长制品使用期限，扩大使用环境的范

围。

本公司希望通过技术购买或产学研联合单项攻关或合作开发方式解决此技术。

企业名称：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海沧区后祥路１８号

联 系 人：叶秋燕

联系电话：６５３９７８８

（二十七）智能马桶、小便斗感应器尿检项目

技术需求说明：

内容：将目前去医院的尿检模式，转换为在家即可方便进行尿检，且利用手机 ＡＰＰ

软件等，对日常尿液进行分析汇总，可有效监控身体的健康状况。

预期目标：开发一款全新尿检产品，方便日常身体状况的监控。

合作方式：合作开发，与有尿检资质的校企合作开发，将尿检部分与智能马桶、小便

斗有效结合成一个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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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提供的条件：智能马桶与小便斗基础模块。

现有工作基础：智能马桶与小便斗模块正在研究开发当中。

是否共性技术：否。

研究方式：合作研究开发，公司负责智能马桶与小便斗以及后期整合方面，合作方负

责尿检部分开发。

技术路线：将尿检模块整合到智能马桶与小便斗上，同时将现有的检测试纸浸入尿

液当中，再通过光波检测方式，变更为：使用者在方便时，可通过光波直接扫描尿液，得到

检测数据，通过这种方式，可节省成本，减少环境污染，同时可避免交叉感染，影响检测结

果的因素。

企业名称：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海沧区后祥路１８号

联 系 人：杨巧凤

联系电话：１８９６５１５２７１１

（二十八）无纸芯缠绕膜工艺

技术需求说明：

目前国内薄膜收卷，都需要使用纸芯卷取，纸芯对薄膜的作用仅仅是在收卷时的一

个卷取工具以及在包裹时方便，用到最后几十米时起到一个支撑作用。针对这一特性，

如果使用无纸芯收卷工艺，在使用的时候再用一个可以循环使用的塑料芯来方便打包，

就可以完全省掉纸芯的成本。

公司具有足够的研发试验设备条件和多年的薄膜生产经验，具备无纸芯研发条件，

拟对收卷制程进行开发，研制无纸芯收卷工艺。

企业名称：厦门聚富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集美区杏林北二路２８号

联 系 人：蔡晓玲

联系电话：１５９６０８３５７６３、６２７５１７５

（二十九）高性能实心轮胎

技术需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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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实心轮胎，要求舒适性接近气胎，耐磨性接近橡胶，重量轻，能在自然环境下

使用３－５年没有问题，工作温度＋４５度到－４５度。

可以采购购买技术或者协商的模式合作。

企业名称：厦门连科工业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海沧区后祥西路１号

联 系 人：龚毅

联系电话：１８９５０１６１６６８

（三十）高性能纸铝塑无菌金属包材项目研发

技术需求说明：

项目通过自主研发方式，开发产品涂层自动控制系统、ＥＲ－ＷＥ－ＰＡ高速共挤系

统、先进的自动供应系统、自动模头调整系统、在柔性印刷技术中采用“平顶网点”技术，

实现产品生产成本低、效率高、印刷效果好等优点。

企业名称：厦门赢晟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同安区郭山路５０８号Ｃ栋

联 系 人：王芗毅

联系电话：１５３９６２７１９１６

（三十一）透明功能薄膜制备技术

技术需求说明：

技术说明：１．利用物理／化学气相沉积技术在产品表面制备膜层，膜层具备耐磨性、

疏水性、透明性等功能，达产品技术要求；２．该技术为膜层制备的一个模块单元，需整合

植入到现有装备。

合作方式：联合技术开发／技术转移／成熟技术产业化导入。

企业名称：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集美北部工业区天凤路６９号

联 系 人：陈玲

联系电话：１８９５０１８２６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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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复合纤维纺丝油剂的开发

技术需求说明：

主要内容：纺丝油剂作为纺丝加工中的助剂，已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化工产品。纺丝

油剂使纤维具有良好的集束性、平滑性及分纤性，满足纤维后加工相关工序的需要。纤

维油剂赋予由纤维梳理成的无纺布产品的渗透功能特性。目前现存的纤维油剂存在渗

透时间快和回渗小不能兼容的问题，渗透时间小的多亲油剂回渗较大，回渗较大会导致

婴儿尿疹的发生，损害婴儿的皮肤健康，希望开发出１－２种渗透快、回渗小的复合纤维

用纺丝油剂。

预期目标：开发出１－２种渗透快、回渗小的复合纤维用纺丝油剂。

合作方式：共同开发

能够提供的经费：１５－３０万

是否共性技术：是

拟采用的研究方式和技术路线：采用多种表面活性剂复配方式等

企业名称：厦门延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同安工业集中区湖里园８８号

联 系 人：李世煌

联系电话：１３５５９４７０４０３

（三十三）尿布疹机理及解决方案

技术需求说明：

主要内容：目前婴儿纸尿裤使用越来越普遍，但是在使用过程中个别婴儿会处现红

屁股、瘙痒、斑点等尿布疹症状，但目前对尿布疹的研究比较少，形成的文献也较少，所以

希望

对婴儿在使用纸尿裤过程中产生红屁股、瘙痒等尿布疹症状的机理进行研究，并提

供１－２种有效的解决方案。

预期目标：找出尿布疹产生的机理，并提供１－２种有效解决方案。

合作方式：共同开发

能够提供的经费：１５－３０万

是否共性技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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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采用的研究方式和技术路线：采用油剂喷涂方式等

企业名称：厦门延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同安工业集中区湖里园８８号

联 系 人：李世煌

联系电话：１３５５９４７０４０３

（三十四）ＴＧ２００度新材料开发

技术需求说明：

１．ＴＧ点２００度，拓展复材应用范围

２．制程工艺无ＶＯＣ挥发

３．运用于ＲＩＭ轮圈，提高
#

车热稳定性（新配方新工艺／制程）

４．可以有多种合作方式，可以提供经费

企业名称：厦门新凯复材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集美区后溪大道３９９号

联 系 人：陈德培

联系电话：１３６１６６６８４９７

（三十五）新一代阻燃型航空材料开发

技术需求说明：

１．符合航空ＵＬ９４Ｖ０／ＦＡＲ２５．８５３阻燃防火测试

２．材料可使用时间长，材料性能稳定度高

３．ＴＧ点可达２００度以上

４．很好解决了旧一代阻燃材料在成型过程中产生水，而导致产品尺寸稳定度差及易

产生空孔缺陷的问题。

企业名称：厦门新凯复材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集美区后溪大道３９９号

联 系 人：陈德培

联系电话：１３６１６６６８４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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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可降解尼龙薄膜开发

技术需求说明：

目前，ＢＯＰＡ凭借其优异的性能已成为继 ＢＯＰＰ，ＢＯＰＥＴ薄膜之后的第三大包装材

料。但是随着其需求量的逐步增加，由此带来的环境问题也将日益严重，因此研究开发

可降解的塑料薄膜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一种趋势。而目前关于可降解 ＢＯＰＡ薄膜的研

究还鲜有报道，基于此以及长塑多年在 ＢＯＰＡ双向拉伸技术领域的积累，创造性的提出

了开发可降解尼龙薄膜。主要内容如下：

１．以自筹经费和自主研发的方式，基于公司现有的研发条件和生产线，采用最先进

的磁驱动线性同步电机双向拉伸技术制备可降解尼龙薄膜，解决行业共性问题。

２．首次采用植物纤维素，过度金属盐等制备可降解ＢＯＰＡ，在基本保持ＢＯＰＡ原有性

能同时，又具有光／生物降解的特点。

企业名称：厦门长塑实业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海沧区翁角路２６８号

联 系 人：林新土

联系电话：１５８０６０１３２８０

（三十七）优良植物种苗体细胞胚胎繁育技术

技术需求说明：

１．内容：采用体细胞胚胎技术生产人工种子可以很好地保持母本的优良性状，可以

在短时间内繁育大量种苗。

２．合作方式：技术入股、技术转让等。

３．保障条件：１）在站博士后经费分为日常经费和科研经费两部分。集团还将根据科

研项目配备相应的科研助手。２）为每位博士后研究人员提供博士后住房公寓一套，并提

供相应的生活设施。３）根据需求，协助办理落户手续、配偶工作（借调）手续及子女入学

入托手续等。

４．工作基础：涌泉集团系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建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国家认可实验室、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林产工程技术中心、国家林木良种繁育（厦门）示范

基地等多个研发机构，并与国内外１０多个高校院所建立产学研协作关系，拥有国家知识

产权局颁发了１６项发明专利及４０多项专有技术；并建有２８万亩原料林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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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厦门涌泉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涌泉工业园科技楼４０２

联 系 人：苏兴添

联系电话：０５９２－６３８２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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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食　　品

（一）传统古法酱油酿造技术研究

技术需求说明：

主要内容：研究分析古法酱油的风味物质及微生物菌群结构等，通过工艺改进提升

酱油品质。

预期目标：分析古法酱油风味物质含量及微生物菌群结构，通过工艺改进提升酱油

品质；

合作方式：期望通过校企合作，对风味物质及微生物菌落菌群结构进行分析，并通过

工艺改进提升酱油品质；

现有工作基础：公司实验室已获得 ＣＮＡＳ国家实验室认证，可完成基础理化指标和

微生物指标的检测；

拟采用的研究方式：产学研合作方式。

企业名称：厦门古龙食品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同安区同集中路１６６６号古龙工业园

联 系 人：钟碧疆

联系电话：０５９２－７３９６１３７／１５２５９２４８８７６

（二）肉制品加工过程机械作用力对肌纤维的影响及应用研究

技术需求说明：

１．技术合作内容

（１）机械作用力对畜、禽肉肌纤维的影响

以畜、禽肉为对象，研究斩拌、擂溃、搅拌等不同加工方式工程中机械作用力对其肌

纤维的影响，探索肉前处理、作用力类型、加工时间等对肌纤维的影响，开发加工关键技

术。

（２）加工关键技术在速冻肉制品中的应用研究

基于机械作用力对肉纤维的影响研究，探讨加工关键技术在速冻肉制品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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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疏松纤维结构、致密硬实结构肉制品加工方式及工艺选择。

２．考核指标

（１）明确斩拌、擂溃、搅拌等加工过程中机械作用力对肌纤维的影响；

（２）开发速冻肉制品机械加工关键技术；

（３）申请发明专利２项；

３．合作需要

开发纤维结构产品加工技术１项

企业名称：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海沧区新阳路２５０８号

联 系 人：陈庆荣

联系电话：１８６５０１３２７６８

（三）小包装茶叶保鲜技术

技术需求说明：

小包装清香型铁观音、绿茶贮藏过程中茶叶陈化，品质下降。寻求解决小包装茶叶

保鲜技术，在茶叶保质期内品质无明显变化，可采取产学研合作方式合作。公司引进了

安捷伦双进样气相色谱仪、高速冷冻离心机、气相质谱仪、电感耦合离子色谱仪等先进检

测研发设备，已建设厦门市企业技术中心、厦门市茶叶深加工重点实验室。项目主要解

决小包装茶叶运输、贮藏过程中因氧气、温度、湿气产生导致的品质变化，项目初步方案

出来后，确定研发经费。

企业名称：华祥苑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８２号金融中心１１楼

联 系 人：何素萍

联系电话：１３８０６０８２３６３

（四）厦门银祥速食调理包产品项目

技术需求说明：

企业依托目前引进先进的德国生产成套深加工设备生产线，生产车间严格按照出口

高标准建造成全封闭低温空调车间，配备有一个大规范、高标准、高性能的１．５吨新型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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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为工作条件和基础，预期目标打造出２１世纪代替厨师的创新产品 －厦门银祥速食调

理包，主要产品为包姜母鸭、同安封肉、台湾卤肉、梅菜扣肉等产品，以及开发更高端或市

场上更需要的系列调理产品，产品主要原料精选自己生产的无公害冷鲜肉，以不添加任

何防腐剂的安全加工方式，企业设置有的多个食品安全检测体系和肉食品国家重点实验

室，确保产品卫生、安全、营养和高品质。

合作方式：合作开发、技术入股

提供经费：１亿元人民币

研究方式和技术路线：自主研发，或产学研合作开发

企业名称：厦门银祥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轻工食品工业区银祥食品工业园

联 系 人：张志刚

联系电话：１８３５９２８８６７７

（五）感官介导下茶叶提取物的感官关键成分的分析与评价

技术需求说明：

项目拟通过感官介导的方式，将化学分析手段与感官评价技术相结合，考察福建中

烟在用特色茶叶提取物的化学组成特征与感官特征，以阐明其感官关键成分对茶叶提取

物整体感官品质的贡献。研究结论将更加全面和深刻的反映茶叶提取物感官品质的物

质基础，理清不同感官关键成分的贡献度，构建福建特色茶叶提取物化学成分与感官特

征之间的有效联系，提高福建特色茶叶提取物在烟草工业应用的可控性和针对性，为优

化产品的生产加工工艺，方便产品的调配使用和香味仿制提供关键性数据支持。合作方

式为技术合作、共同研究，经费预算５０万元。

企业名称：福建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集美区滨水路２９８号福建中烟技术中心

联 系 人：林国泰

联系电话：０５９２－３１７０８３０

（六）啤酒无土过滤技术的推广及应用

技术需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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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啤酒过滤及稳定性处理普遍采用硅藻土进行过滤，存在质量不稳定、易引入金

属离子而影响啤酒口感，废弃硅藻土对环境影响大，后续处理成本高等缺点，若硅藻土处

置不当还会危害人体健康。利用一种可再生型的助滤剂 Ｃｒｏｓｓｐｕｒｅ（简称 ＣＰ），可一步完

成啤酒的过滤及非生物稳定性的处理，不仅能代替硅藻土有效去除啤酒中的固体残留

物，并能保证啤酒良好的口感、香气和外观。

企业名称：青岛啤酒（厦门）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同安区环城东路１６１号

联 系 人：罗庭锦

联系电话：０５９２－７１３８９７６

（七）发酵酒渣再利用

技术需求说明：

黄秋葵植物发酵酒酒渣的处理目前只是简单的卖给养猪厂等，价格低廉，且产生较

大浪费。需要新技术对黄秋葵发酵后的酒渣进行加工利用，以提高附加值。

企业名称：如意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翔安区马巷镇亭洋村

联 系 人：董文慧

联系电话：７６１５８８６

（八）青梅蜜饯加工中有效降酸技术

技术需求说明：

目前青梅蜜饯加工中，一般是将盐渍梅胚通过自然脱盐方式同时达到脱酸的目的。

但是中国大部分消费者不喜酸，尤其是青梅中的柠檬酸，自然脱酸则盐度过低，产品货架

期受到较大影响。需要研究有效的降酸技术，既保证蜜饯产品的口感，又不影响货架期。

企业名称：如意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翔安区马巷镇亭洋村

联 系 人：董文慧

联系电话：１５８０５９４９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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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新型营养调和油制备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技术需求说明：

通过旨在通过两种或多种以上食用植物油品经过科学配比，根据不同的天然食用植

物油所含脂防酸种类和数量不同，以人体膳食脂肪酸平衡为原理。经调配，改变脂肪酸

组成，对其营养成份测评而研发的新型食用调和油达到营养风味便捷的调和油研发，满

足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求且更具有市场前景。投产后实现年销售额２０００万元以

上，利润３００万元以上。现有实验室、５条灌装生产线及配套油罐、仓库等设施。可以技

术转让或入股。小试中试经过市场调研成熟后进入产业化生产。

企业名称：厦门中盛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同安区美人山高科技园内（洪塘头路５８７号）

联 系 人：庄晓潞

联系电话：０５９２－７１１９２２２，１３７７９９８１７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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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　　筑

（一）建筑信息模型（ＢＩＭ）技术应用

技术需求说明：

建筑信息模型（ＢＩＭ）是以三维数字技术为基础，集成了建筑工程项目各种相关信息

的工程数据模型，该技术可以帮助所有工程参与者提高决策效率和正确性。预期目标是

达到能为现场施工提供技术帮助。合作方式采用专项咨询或培训教学。预计经费３０万

元。目前技术中心对建筑信息模型（ＢＩＭ）技术的应用硬件及软件已配备，之后拟采用项

目试点应用的方式继续研究该技术。

企业名称：厦门中联永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台东路１６１号－９０１－９０４单元

联 系 人：巫悦

联系电话：０５９２－６３０００１２

（二）建筑运营管理阶段建筑信息模型（ＢＩＭ）轻量化技术研究

技术需求说明：

研究背景：运维阶段的ＢＩＭ模型多从设计院和施工单位的ＢＩＭ模型传递而来，或按

实际需求创建而得。但项目在各个建设阶段，模型建设者会根据需求添加模型属性与信

息，而这些数据对于建筑运维是多余的，反而成为运维管理系统的负担。

主要研究内容：１．模型重组。完成操作模型中对象的空间划分、组织结构关系归属、

系统拓扑关系分类，以便与其他数据有效地共享对接；２．视点创建。通过建立相当数量

视点，实现快速高效地查看模型设备构件。分层分类归纳，并依据视点创建建筑物漫游、

保持漫游轨迹，提高设备查找定位的效率；３．系统分类。在基础模型建立过程中，考虑如

何进行分类划分系统，通过视图、共享参数、过滤器等进行展示和标识。同时对选择树重

新梳理和规划分类；４．属性优化。由于选择树的选择集可能有混乱的地方，因此需要结

合手工编辑和调整来重新组织属性。此外，为了满足运营需求还要添加一些数据，或在

运营管理平台进行二次录入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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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目标：实现对ＢＩＭ模型的轻量化处理，以满足建筑运维管理需要。

合作方式：联合攻关、合作研究

提供经费：面议。

能够提供的条件：提供工作场所、办公电脑等办公环境。

研究方式和技术路线：基于Ｒｅｖｉｔ和 Ｎａｖｉｓｗｏｒｋｓ，通过模型重组、视点创建、系统分类

和属性优化的ＢＩＭ轻量化流程，实现对ＢＩＭ模型的轻量化处理。

企业名称：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６２号

联 系 人：吴琳

联系电话：０５９２－７１９２１９９

（三）沸石粉及水泥基注浆材料在地下工程中的应用技术

技术需求说明：

地下结构防水质量对于保证地下工程使用安全及使用寿命至关重要。沸石粉具有

高活性、多微孔、吸附性强的特性，可以作为载体开发防水剂。水泥基注浆材料也是地下

结构防水的重要选择之一。但是，在地下工程施工过程中，经常存在防水剂、注浆材料选

择不合理、施工不当等原因导致强度不够、地表沉降严重、渗漏等问题，进而导致施工、运

营成本增加，使用寿命缩短，影响了地下结构的正常使用，严重者甚至危及人身安全。

预期目标：提升地下工程的防水施工技术。

合作方式：合作研究

是否共性技术：否

能够提供的经费、条件、现有工作基础：无经费、有试验场所，无经验数据

拟采用的研究方式和技术路线：申请试验经费自行试验研究

企业名称：中铁二十二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观音山国际商务营运中心１１号楼２２层

联 系 人：陈碧宗

联系电话：１３６６６０５７８３７

（四）新成岩法全透水地基防渗处理高新技术应用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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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需求说明：

新成岩法是一种防渗堵漏高新技术，在软弱围岩中能排挤出软弱颗粒和水，与大颗

粒砾状、块状岩体等共同形成新的人工石；在透水性地基中可以在岩石间的空腔中逐步

填充复合凝胶物质直至密实。

厦门安能建设有限公司牵头的科研项目《新成岩法全透水地基防渗处理高新技术应

用及研究》已经在２０１７年７月被福建省城乡住房与建设厅批准立项。新成岩法防渗堵

漏处理技术项目组历时十余年，对新成岩法防渗堵漏技术和主要工艺进行较为系统的研

究。已授权国家发明专利６项，１项ＱＣ小组活动成果获得全国一等奖。

需要支持的技术需求：申报科技进步奖、三维建模

企业名称：厦门安能建设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思明区湖明路１１６号

联 系 人：陈新泉

联系电话：１３６０６０９６７７３

（五）强震区山岭隧道软岩开挖力学特征及重大灾害防控关键技术

技术需求说明：

本课题拟与江西省交通科研院合作紧密结合四川省九绵高速公路甘沟隧道和下甘

隧道工程软弱围岩工程可能遇到的实际问题，围绕软弱围岩隧道开挖变形机理及重大灾

害防控技术等难题，重点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复杂地质条件下隧道洞口稳定性及

泥石流灾害防治；隧道软弱围岩地质特征与工程影响评价；软弱围岩的变形规律分析；隧

道支护与围岩相互作用关系及抗震减震研究；隧道软弱围岩变形控制技术。本课题提供

的经费１５０万。通过本课题的研究，预期将获得国家专利、企业工法、企业标准、科技论

文、科技进步奖、工程技术报告等成果。本课题采用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调研分析、理论

分析、数值计算和现场试验相结合的技术路线进行研究。

企业名称：大成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南投路１号１３０１单元

联 系 人：许添彪

联系电话：１５８５９２３８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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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地下室渗漏处理的减压连通施工

技术需求说明：

地下室减压连通法的施工技术原理是在地下室验收或后期使用过程中，采用水溶性

聚氨酯化学浆液，用注浆法在渗漏处进行注浆，在高压作用下浆液沿着渗水路径流动，该

“逆向”路径会一直延伸到底板或墙面板的渗漏处，最后沿着“逆向”路径将保护层凿除，

从而找出渗漏路径，以及最终的渗漏点；最后在墙面的粉刷层内或地面的找平层（找坡

层）内，埋入防渗引水的小直径水管作为导水管，形成网络将发现的各个渗漏处进行连

通，从而将渗漏水引入导水管网，并沿着导水管网流入室内预留的排水沟，最终进入集水

井中，再通过抽水机或其他方式将其排除或利用。达到止水与排水的双重修复效果，确

保施工质量达到预期目标。针对这项技术预计投入１０万元左右，运用于我司现有在建

即将做地下室的工程。

企业名称：厦门树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思明区观音山商务营运中心８＃楼１６层

联 系 人：卢振华

联系电话：１５２０６０５９５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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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软　　件

（一）云边结合技术

技术需求说明：

云边结合是将智能算法前置，通过边缘计算，将人脸识别等应用的抓图的压力分摊

到前端，解放中心的计算资源。对于云计算已经不陌生，边缘计算也正以破竹之势迅速

发展。技术定义来说，边缘计算是在靠近物或数据源头的网络边缘侧，融合网络、计算、

存储、应用核心能力的开放平台。用户想要的是感知型智能分析设备，相当于物联网中

的一个个视觉传感器，识别出监控画面中的内容，并对其进行语义描述和最佳图片抓拍，

然后通过云端计算平台进行分析，代替人们做出思考和判断。

公司将在现有的信息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引进行业先进技术，提升公

司研发水平，为智慧城市的建设和治理作出贡献。

企业名称：厦门柏事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思明区软件园二期观日路２４号４０１

联 系 人：林鹏

联系电话：０５９２－２２７３２６２

（二）ａｎｄｒｏｉｄ和ＩＯＳ应用保活

技术需求说明：

内容及预期目标：

１．提供ａｎｄｒｏｉｄ和ＩＯＳ应用保活，确保信息到达率；

２．提供ａｎｄｒｏｉｄ应用各种机型的适配，解决闪退，声音音量不统一等问题；

合作方式：委托开发

提供经费；具体协商

企业名称：福建求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同安区环东海域思明工业园５９号

联 系 人：江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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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０５９２－２９５０１６１

（三）结合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城市公共安全影响因素、发现机制、应对策略的研究

技术需求说明：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城市公共安全，而城市公共安全要做到有效保障，又与城市事件

息息相关。该项目结合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城市公共安全影响因素、发现机制、应对策略

的研究，系统的研究影响城市公共安全的各种因素，提出发现潜在公共安全风险的３个

以上分析模型，以及当某类城市公共安全事件发生时，如何科学有效的进行处置。或者

给出城市公共安全事件预警发现计算机分析模型、机器学习方法和实现。提供的项目经

费根据分析模型的实际效果再进一步协商。

企业名称：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软件园二期观日路１２号

联 系 人：曾梅月

联系电话：１３６５６０３５５４７

（四）商标图片识别

技术需求说明：

对商标库中的商标图片进行比对识别，通过自动化的比对技术，挖掘出可能涉嫌侵

权的商标图片。合作方式建议采取技术转让以及项目分成的模式。经费可详谈。研究

方式和技术路线均无限制。

企业名称：厦门美亚商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观日路１２号美亚大厦

联 系 人：郭建辉

联系电话：１８０３０２９９６９０

（五）网站验证码识别

技术需求说明：

对网站的验证码进行识别。合作方式建议采取技术转让以及项目分成的模式。经

费可详谈。研究方式和技术路线均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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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厦门美亚商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观日路１２号美亚大厦

联 系 人：郭建辉

联系电话：１８０３０２９９６９０

（六）证照图片识别

技术需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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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营业执照和许可证图片进行识别，合作方式建议采取技术转让以及项目分成的模

式。经费可详谈。研究方式和技术路线均无限制。

对营业执照和许可证图片进行识别，合作方式建议采取技术转让以及项目分成的模

式。经费可详谈。研究方式和技术路线均无限制。

企业名称：厦门美亚商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观日路１２号美亚大厦

联 系 人：郭建辉

联系电话：１８０３０２９９６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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