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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教授，感谢你们的技术支持，我们的鸡蛋产

量和品质一直很稳定。”国庆前夕，江苏省人兽共患

病学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人兽共患病学实验室）

副主任陈祥接到了南通天成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成公司）生产管理负责人夏圣奎打

来的电话。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鲜鸡蛋的日产量达 80吨，

天成公司每天为上海 costco超市供应鲜鸡蛋 5吨。

但是，天成公司却遭遇一个怪现象：“我们的鸡

蛋出厂时，品质上乘，但运输到销售地后，检测数据

显示，鸡蛋品质就下降了。”夏圣奎一遇到技术难

题，习惯性地向扬州大学专家求助，而人兽共患病

学实验室就依托于扬州大学。

陈祥告诉记者，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该实验室

成立由刘秀梵院士、焦新安教授领衔的“企业服务工

作组”，持续为20余家畜禽生产企业提供技术支持。

今年以来，江苏省科技厅组织重点实验室开展

“助力企业，共渡难关”专题活动，全省 101 家重点

实验室通过成果推介、技术培训、资源开放、科普宣

传等手段，进一步释放企业创新活力。

“这是我们正在为一家企业开发的磁悬浮螺杆

机，它通过高速旋转，直接压缩空气，能省电 30%—

50%。”走进苏州苏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苏磁智能科技），科研人员正在测试一台电机，公

司 CEO 尹成科博士告诉记者，螺杆机在机械制造

企业很常见，传统机器存在机械摩擦，能量损失很

大，而一台 200 千瓦的磁悬浮螺杆机，一年能节省

电费 20万元，两年多就能把整台设备“赚回本”，寿

命还比传统机器长很多。

尹成科曾参与世界最先进的新一代磁悬浮人

工心脏研发，2017 年，他在江苏省先进机器人技术

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先进机器人技术实验室）的

支持下，正式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完成了从科研工

作者到创业 CEO身份的转变。

“我们了解到磁悬浮高速电机技术在国内非常

少有，国外也只有一两家处于垄断地位，于是就打

定主意，把‘磁悬浮高速电机’做成公司现在的主营

方向。”尹成科说，公司成立后的第一个项目就是给

卫星研发磁悬浮球型电机，从那以后，苏磁智能科

技在业内声名远扬。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消毒成为刚需，实现无人化

智能雾化消杀是不少企业正在追逐的前沿技术。先

进机器人技术实验室陈涛团队与苏州大学血液和血

管疾病诊疗药物技术教育部工程中心超分子药物研

发团队合作，研制的超分子药物进行远程控制全自

动雾化系统的设计及设备在全国范围内脱颖而出。

“该超分子药物 5 分钟内可 100%灭活冠状病

毒，且无毒无污染。团队通过智能全自动雾化系

统，实现了无人化全天候 24 小时的智能雾化消

杀。”先进机器人技术实验室主任、苏州大学机电工

程学院院长孙立宁介绍。

穿着全套防护服，穿行在江苏省光电信息功能

材料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光电信息功能材料实验

室）里，仿佛在漫无边际的“钢铁森林”中行走。

据光电信息功能材料实验室负责人施毅教授介

绍，实验室在多项重大科技问题方面得到了突破，包

括宽禁带半导体材料与器件、超高分辨亿像素成像

芯片、半导体微纳结构与新器件等前沿科技领域。

目前，相关科技成果已经转孵化出南京市新型研发

机构 4家。其中，南京宁麒智能计算芯片研究院近

期完成了雷达实时图像处理芯片中核心可重构计算

模板、卫星用抗辐照图像接口专用芯片的研制。

释放活力，优质技术成果“走出深闺”

今年 3 月，扬州优邦生物药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优邦生物）副总经理潘杰接到一位大客户的咨

询电话，“客户方针对鸡的传染性支气管炎防控提

出预警需求，希望我们帮助解决。为了维护客户黏

度，我们向人兽共患病学实验室寻求技术支持。”潘

杰说。

在接到潘杰的求助电话后，陈祥及实验室成员

吴艳涛教授迅速建立技术团队，对样品进行鉴定，

成功发现鸡的传染性支气管炎的新毒株。在吴艳

涛教授团队的带领下，优邦生物启动了针对鸡的传

染性支气管炎的新产品的研发。

“新产品研发进展顺利，客户对我们的迅速反

应表示满意，加大了其他产品的订单量。”潘杰兴奋

地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实验室专家团队一站式

帮助解决不少技术难题，我们不仅没有受到疫情影

响，疫苗销售量还增长了 20%。”

“我们的全元生物有机肥，现在已经可以做到

当季作物增量与化肥相当，同时也能保持土地的

全方位帮扶，企业技术难题一站式解决

最近，江苏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以下

简称常州纺院）服装学院党总支书记王剑带领服装

工程教研室骨干教师，走进晨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开展专业调研和项目对接，双方达成联合开办“晨

风班”，师资互聘，校企协同育人。

今年 3 月初，面对国内防疫用品紧缺，常州纺

院机电学院宋黎菁科研团队与江苏特贝尔精密机

械科技有限公司发挥各自技术优势，成功合作研制

出新型熔喷布数字化自动生产设备，实现生产数据

自动采集和生产过程质量实时监控，为科技抗疫提

供了硬核生产装备。

这是该校在实施“科技服务工程”上的一个

缩影。

10月 15日记者从常州纺院了解到，近年来，该

校在强化产教融合上，围绕地方产业和经济发展需

求，通过创新科技服务体制，搭建技术成果转移转

化平台，有效增加了教师创新服务的“底气”，科技

服务卓有成效。3 年来，学校通过各类技术服务，

每年可为企业直接创造经济效益 2亿元以上。

重教学也重科研，增强教
师走出去的“底气”

在高职学校，教师普遍重教学轻科研，常州纺

院把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作为突破，着力引导教师既

重教学也重科研，充分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的潜力和

活力，全面提升学校科技服务的能力。

“学校出台了科技体制机制改革 30 条实施意

见，明确提出教师要在立足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同

时，主动发挥自身专业特长，主动对接企业，开展各

类科技服务，推动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转型升

级。”常州纺院校长洪霄说。

洪霄告诉记者，学校建立了完善的科研管理和

服务工作机制，同时，营造宽容失败的政策环境，把

教师的科研成果和开展技术服务的业绩纳入教师

的年度考核，并作为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消除了

教师和科技人员的顾虑。

在常州纺院领导眼里，专业的建设、科技服务

的能力，都离不开领军人才。因此，近年来，学校围

绕自身专业和地方产业发展需求，出台特殊政策，

设立专项经费，面对海内外招引专业急需的高层次

人才。现在，博士生拿到 50 万—100 万元的安家

费、15万—50万元的科研启动经费，在常州纺院已

不是新鲜事了。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增强教师走出去的“底

气”，提升学校科技服务“硬实力”，常州纺院加大投

入搭建创新平台，与地方纺织服装行业协会和 7个

特色园区建立紧密合作，建立了 300家企业共同参

与的江苏纺织服装产教联盟和拥有 100 家企业的

常州市生态纺织服装产教联盟等一批创新载体和

技术服务平台。

用常州纺院副校长张文明的话来说：“学校强

有力的科研政策与宽容的环境，以及‘接地气’的科

研载体，彻底打破了过去‘单打独斗’的技术创新和

科技服务格局，教师和科技人员都能专心从事擅长

的科研工作和教学工作，形成了校企产教研融合创

新的新生态。”

新技术新成果频出，助推
纺织业走向智能化
“我们组织科研团队攻关新材料、新装备、新工

艺等领域的核心技术，重点支持一批技术水平高、

市场前景好、投资带动作用大的重大创新技术和科

技成果项目，加速转移和转化，助推企业向智能化

转变。”常州纺院科技处处长李爱红说。

今 年 上 半 年 ，不 少 企 业 受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影

响，生产经营出现困难。常州纺院积极响应科

技部和教育部科技抗疫号召，加大现有成果推

广应用的同时，充分运用已有的技术积累，支持

50 多个专业混合科研服务团队，全力投入新技

术 、新 产 品 的 研 发 ，把 成 熟 的 技 术 成 果 加 速 转

化，推向市场。

常安现代纺织科技产业园是海安、常熟两地共

建的省级南北合作园区，也是南通首家省级南北共

建的合作示范区。4月 29日，纺织学院副院长高妍

来到这里，深入企业调研生产和运营情况，并就纺

织面料及新产品开发、数字化智慧工厂管理系统建

设等，当场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

“科研要结合企业进行创新，才会变得更有价

值。”这是常州纺院创意学院刘娟老师常挂在嘴边

的一句话。目前，刘娟科研团队承担的带净化新风

功能的智能转轮除湿机样机，经第三方测试，达到

了预期效果，目前已进入推广应用阶段。

常州纺院雷奥视觉三维专业科研团队，针对创

伤类医疗器械公司产品种类繁多，应用多样等问

题，对医用器械软件进行开发，让医生通过三维交

互的形式，就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医疗器械产品及

器械的运用。目前，该医用软件已被常州南翔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江苏环亚医用科技集团、迪恩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等企业采用。

如今，在常州纺院类似这样的新技术、新装备、

新成果、“金点子”，每年都产生 100多项，并快速得

到转移或转化。

搭平台建机制
让高职教师科研有热情、科技服务有底气

本报记者 过国忠 通讯员 夏 斌

图为常州纺织
学院与常州彩控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校
企共建混编教学科
研团队正在数码印
花创研基地开展实
践训练。

本报记者

过国忠摄

发布 190项可无偿或优惠转让的科技成果

江苏江苏110101家重点实验室家重点实验室
与企业与企业““同频共振同频共振””

本报记者 张 晔 实习生 雷浩然

酸碱平衡。”在最近的一次企业招待会上，江苏省

固体有机废弃物资源化高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

主任、南京农业大学沈其荣教授向来访的中小型

企业介绍道。

传统的化肥由于会使土地酸化从而使作物减

产，近年来正逐步被有机肥替代。然而，有机肥的

推广也面临着困境：有机肥的成本相对较高，如果

不能保证当季作物增量与化肥相当，很难让农民们

接受。

面对这样的问题，沈其荣提出将生物有机肥发

展到全元生物有机肥。“生物有机肥产品功能菌保

活的临界 pH 为 7.5，只要土壤保持在这个酸碱度附

近，就可以最大限度保证有机肥的‘功效’。”

为了最大限度地激发并保持全元生物有机肥

的肥力，沈其荣还发明了气流膜好氧堆肥发酵工

艺，不仅使市场上的堆肥菌剂价格从过去的 50000

元/吨下降至目前的 6000 元/吨，还让有机肥企业

成本大大降低，使他们坚强渡过疫情难关。沈其荣

说：“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所有使用我们技

术的企业都减免了专利费。”

“我们作为芯片设计公司，最终芯片产品的制

造和封测需依托国外集成电路企业。今年全球受

疫情影响，海外封装好的设备运不回来，严重影响

科研进度。”南京宁麒智能计算芯片研究院综合部

运营施云飞说，幸运的是，光电信息功能材料实验

室拥有全球科技人脉资源，帮助企业和海外集成电

路企业联系，把封装产品运回国。

重点实验室除了硬件设备共享开放之外，软性

人才对接资源也向企业敞开大门。

“光电信息功能材料实验室对企业的帮扶措施

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提供人才智力支持，我们专

门邀请了实验室的专家对研发人员进行数字电路

设计培训，形成深度产学研合作。”施云飞说，实验

室还与高校开展优秀毕业生就业推荐，积极输送高

端人才到企业。

企业科研院所在开展工作中时常要用到大型

仪器设备，这些设备往往造价高昂，一般企业无法

承受，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人员流动管制更是限制

了企业科研院所的科研进度。通过资源开放共享，

昂贵的科研仪器也开始走进“寻常企业”中。

南京汉德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质量部经理麒

德仟告诉记者，公司在质量检测中需要对热分布热

电阻设备进行测试，由于成本原因，公司配备的常

规光电检测设备不具备测试条件。得知公司难处，

光电信息功能材料实验室主动免费开放实验室测

试设备，公司热分布热电阻设备项目如期完成。

据 江 苏 省 科 技 厅 统 计 ，截 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江苏省 101 家重点实验室主动联系对接了近

1000 家企业，为 603 家企业提供技术服务。江苏

省重点实验室梳理现有先进适用技术成果，面向

企业发布 190 项可无偿或优惠转让（许可）的科技

成果，精选 15 项科技成果进行线上路演，陆续开

展 35 场次行业研讨、技术培训、资源开放和科普

宣传等活动。

资源开放共享，定制化服务助力企业发展

科技日报讯（王迎霞 通讯员马媛媛）渔业和设施农业怎样

融合发展？宁夏一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用“渔—菜—花”共生的方

式进行探索。9月 30日，“光伏温室立体高效生产关键技术研究

与模式开发”项目通过宁夏科技厅组织的专家现场验收。该项

目针对宁夏设施种养殖产业的发展现状，应用“渔—菜—花”共

生系统种植生菜、芹菜、薄荷等蔬菜和花卉 20余种，建立了共生

型生产和生态观光景观示范模式 7种。

据介绍，该项目设计建造优化光伏温室 2栋，引进研发光伏

温室电能管控技术 1 项，光伏温室种养殖环境综合调控技术 1

项；引进鲟鱼、大口黑鲈等名优水产品 5 种，研发水质过滤系统

装置 2 套、水体调控修复技术 4 项。专家组一致认为：项目课题

设置合理，技术路线正确，管理规范，示范带动效果显著。同意

通过现场验收。

“项目在银川市兴庆区掌政镇杨家寨、碱富桥，贺兰县科海

渔业、花博园光伏温室基地等地建立试验示范基地 4个，示范面

积 1300亩，培养研究生 10名，培训技术骨干及农民 300人次，对

促进设施种养循环农业发展意义重大。”宁夏农村科技发展中心

主任周小平表示。

目前，该项目已获授权专利 8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4项，制

定企业标准 2项，申请“薄荷飞士”商标 1个，发表论文 3篇，录制

鱼菜共生生产教学视频 1个。

渔—菜—花“各取所需”

宁夏打造共生系统新模式

科技日报讯（朱华东 何登华 记者盛利）10月 16日记者从

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天然气研究院（以下简称天研院）获

悉，经过 4 年的努力，该院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天然气—上游

领域—用激光拉曼光谱法测定组成》已经国际标准化组织/天然

气技术委员会（ISO/TC193）认可，正式发布出版。作为国际领

域第一项光学法分析天然气组成的国际标准，该标准将持续提

升我国在国际天然气分析测试领域的话语权。

该标准是天研院领衔在天然气领域制定的第四项国际标

准，为监控天然气录井、井口气和原料气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测试

方法，有助于我国与其他国际石油公司在天然气勘探开发领域

开展合作，双方互认检测数据等。

据了解，激光拉曼光谱法用于天然气组成分析，具有分析时

间短、操作简便和非接触分析等优点，带动了天然气组成分析由

传统色谱法向光电检测领域发展，分析时间由原来的 100 秒至

几十分钟缩短为 10 秒，提高了 10 倍以上，丰富了天然气组成分

析技术手段，推动了天然气组成分析标准技术进步，是天然气组

成分析技术标准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 2014年，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牵头制定的第一项

国际标准就已成功发布，至今已完成 4项国际标准发布出版，不

仅分享中国技术成果，更是推动中国制定标准走出去，保持我国

在天然气气质检测技术的主导地位。

利用激光拉曼光谱法

天然气组成分析缩短至10秒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记者从国网经济技术研究院

（以下简称国网经研院）获悉，青海—河南±800 千伏特高压

直流工程（以下简称青豫工程）将在年底建成投运，届时，青

海 绿 色 电 能 将 通 过 这 条“ 电 力 天 路 ”源 源 不 断 送 往 中 原 大

地。青豫工程创造了多项世界第一，其中包括升级版特高压

输电技术。

据了解，青豫工程作为首个以输送新能源为主的特高

压直流工程，面临新能源与直流协调控制、强直流与弱交流

适应等突出系统问题，同时，送端换流站海拔 2900 米，是世

界上海拔最高的特高压换流站，必须统筹确定适合的技术

方案。

青豫工程以输送新能源为主，输电功率调节频繁，升级版技

术研发了换流变分接开关新型控制策略，依托换流阀的灵活调

节，降低分接开关动作次数，设备使用寿命显著提高。

升级版技术提出了优化直流系统运行性能、降低换流站暂

态过电压的多项技术储备措施，如电流控制器智能调节、可控避

雷器过电压抑制方案，进一步提升了新能源直流送出的友好性。

今年 6 月，青豫工程双极低端启动调试，历时 19 天，直流系

统经受住了低端全电压、全电流及过负荷考核。驻守换流站支

撑调试的国网经研院青豫工程成套设计项目经理卢亚军拿起电

话：“所有试验一次通过，设备正常，结果正确！”他见证了升级版

技术在青豫工程的成功应用。

今年 7 月 22 日，青豫工程双极低端顺利通过 168 小时试运

行考核，正式投入运行，青海之光点亮中原大地。

国网经研院直流技术咨询中心主任乐波说，待年底青豫工

程全部建成，全系统投运时，升级版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将为青

豫工程提供丰富养分，使青豫工程绽放光芒。

青海之光点亮中原灯火

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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