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江苏南通市企业技术需求汇总

企业技术需求登记表

填报时间：2020年10月21日

企业名称 江苏拓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属地 南通高新区

企业简介
（300字以内）

江苏拓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由江苏省“双创人才”、中科院博士赵慧宇先生
于2017年02月领衔创办，坐落于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司拥有一支由多
名中科院博士、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以及行业顶尖精英组成的核心团队。

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反渗透膜、纳滤膜等水处理膜材料的技术开发、推广应
用、及为客户提供专业水处理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完成自主知识产
权。由于反渗透膜材料技术门槛高，核心技术目前主要仍掌握在全球少数几家
公司手中，因此公司现已成为全球为数不多的拥有全膜法净水解决方案及核心
零部件的公司，旨在从解决淡水短缺和饮水安全问题出发，立志服务全球七亿
人的安全饮水问题。

主要产品 水处理膜材料、膜元件、水处理专业设备

产业领域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新材料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 □其它

项目名称 海水淡化反渗透膜材料的研发与产业化

技术难题（包
括技术背景、
需要解决技术
问题、技术指
标等内容）

研究方向一致的科研团队可进行当面或电话交流沟通

意向解决方式 □委托开发 ■联合攻关 ■成果引进 □技术指导 □其它

引进成果阶段 ■研制阶段 □试生产阶段 □小批量生产阶段 □批量生产阶段 □其它

计划投入资金 200万元 解决难题期限 18-24个月

项目联系人 曹小青 电话 15262861987 邮箱
xiaoqing.cao@bangt

ec.com



技术负责人 赵慧宇 电话 18673366066 邮箱
huiyu.zhao@bangtec.

com

企业技术需求登记表

填报时间：2020年10月22日

企业名称 江苏新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属地 南通高新区

企业简介

（300字以内）

江苏新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集设计、制造、施工、维保于一体的VOCs
治理系统服务商，总部位于江苏南通。公司专注与工业废气相关的环境治理设
计、核心设备生产和新技术研发、环境治理系统施工、污染成因分析等的一系
列解决方案和服务。公司坚持自主技术创新，应用先进技术与管理为客户提供
“环保管家”一体化服务。新聚环保主推组合技术，以新聚多相氧化、新型吸附
再生工艺，满足客户需求，通过废气治理产品导入，为政府、企业实现VOCs
削减目标，提高VOCs污染防治技术水平。

公司现有员工83人，研发人员占比24%，平均年龄33岁。公司专注环保行
业治理技术革新，经过持续的投入与不断的优化，新聚环保形成了以产品研发
中心为支撑的废气治理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平台，公司现拥有29项专利，
在预处理、多相氧化技术、吸附脱附技术、活性碳纤维生产等方面都拥有坚实
的技术基础。

公司在自主研发的同时，与多所国内外优秀高校建立了产学研联系。并与
中节能集团和上海华谊集团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公司成立多年来得到政府的大
力支持，已完成投资3000万，一期吸引政府基金投资2000万。

主要产品 环保设备、活性炭纤维、催化剂

产业领域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新材料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 ■其它

项目名称 在化工行业替代VOCs燃烧处理法的AMP

技术难题（包
括技术背景、
需要解决技术
问题、技术指
标等内容）

目前公司在环保设备领域现有关于易聚合组分的处理，如苯乙烯、丙烯酸、

丁二烯等组分，目前没有合适的处理工艺相关技术难题需攻克。

意向解决方式 □委托开发 ■联合攻关 □成果引进 □技术指导 ■其它

引进成果阶段 □研制阶段 □试生产阶段 □小批量生产阶段 □批量生产阶段 ■其它

计划投入资金 500万元 解决难题期限 3个月

项目联系人 吴天添 电话 15370654348 邮箱 wutt@jsnewbee.cn

mailto:wutt@jsnewbee.cn


技术负责人 吴天添 电话 15370654348 邮箱 wutt@jsnewbee.cn

企业技术需求登记表

填报时间：2020年10月22日

企业名称 江苏通顺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属地 南通高新区

企业简介
（300字以内）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1）汽车动力系统油冷器，如变速箱、转向系统、液压
系统、发动机等油冷器；2）园林机械零部件，如割草机、扫雪机零件。

公司主营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主要销往欧美
地区。汽车油冷器用于Ford、GM、BMW等汽车总装厂或其一级供应商，园林
机械零部件配套于欧美知名的户外机械制造商，如Husqvarna、MTD、Toro。

主要产品
汽车动力系统油冷器、园林机械零部件

产业领域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新材料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 □其它

项目名称
园林机械关键构件冲压成形与焊接变形分析及控制研究

技术难题（包
括技术背景、
需要解决技术
问题、技术指
标等内容）

1、对矩形管材冲压成形及焊接变形过程进行实地调研，对工艺参数进行有

限元仿真模拟，分析不同工艺参数下的成形质量，研发获得矩形管材冲压成形

及焊接变形新工艺；
2、对大尺寸板材与成形件焊接变形过程进行生产调研，对工艺参数进行有

限元仿真模拟，分析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焊接问题，研发获得满足成形要求
的低变形量、低残余应力的大尺寸板材与成形件焊接变形新工艺。

意向解决方式 ■委托开发 □联合攻关 □成果引进 □技术指导 □其它

引进成果阶段 □研制阶段 ■试生产阶段 □小批量生产阶段 □批量生产阶段 □其它

计划投入资金 15万元 解决难题期限 12个月

项目联系人 唐季平 电话 13862816885 邮箱 tjp@nt-jh.com

mailto:wutt@jsnewbee.cn


技术负责人 张建新 电话 13656287805 邮箱 zjx@nt-jh.com

企业技术需求登记表

填报时间：2020年10月22日

企业名称 江苏瑞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属地 海安市

企业简介
（300字以内）

江苏瑞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注册资金10026.8208万元，占
地面积60000多平方米，公司证券简称“瑞恩电气”，股票代码“832285”。公
司位于海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靠江、靠海、靠上海。境内交通便利，两条
铁路、两条高速、两条运河交汇，距扬泰、南通机场仅60多公里。

公司是专业从事输变电设备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主导产品有：环氧树脂
干式系列变压器（10kV、20kV、35kV级）、油浸式变压器（10kV、20kV、35kV、
110kV）、箱式系列变电站（美式箱变、欧式箱变）及高低压电气开关控制成套
设备（KYN28-12、HXGN、MNS、GGD）等20多个系列产品。其产品性能先
进、结构新颖、美观大方，具有低损耗、低温升、低噪音、耐冲击、抗短路等
特点。

主要产品
环氧树脂干式系列变压器（10kV、20kV、35kV级）、油浸式变压器（10kV、

20kV、35kV、110kV）、箱式系列变电站（美式箱变、欧式箱变）及高低压电
气开关控制成套设备（KYN28-12、HXGN、MNS、GGD）等

产业领域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新材料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 □其它

项目名称
高精节能型变压器用软铜带（箔）项目

技术难题（包
括技术背景、
需要解决技术
问题、技术指
标等内容）

目前高效节能的社会发展方向,变压器从传统的变压器向干式变压器发展,
逐步向高效性、节能性、小型性的方向靠拢,为适应市场,变压器铜带也向着更薄、
更宽、表面性能更好的方向发展，同时需求量也将稳步增长。

需要解决技术 问题：变压器用铜带（箔）的硬度与变压器抗短路能力间关
系，铜带（箔）高导电性、表面精度和表面处理等方面。

意向解决方式 □委托开发 ■联合攻关 ■成果引进 ■技术指导 □其它

引进成果阶段 □研制阶段 □试生产阶段 □小批量生产阶段 □批量生产阶段 □其它

计划投入资金 待定 解决难题期限 个月



项目联系人 刘培东 电话 15371760599 邮箱 643095191@qq.com

技术负责人 梅德进 电话 15371760708 邮箱 2499517673@qq.com

企业技术需求登记表

填报时间：2020年10月19日

企业名称 江苏陆地方舟新能源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属地 如皋市

企业简介
（300字以内）

陆地方舟是我国最早专门从事纯电动汽车核心技术研发及生产的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在深圳、上海、北京、江苏、佛山设立分公司，并拥有深圳、江苏、
佛山三大生产基地，总面积超过3000亩，投资上百亿。其中，陆地方舟深圳基
地是“深圳市重大项目”，设有电动车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集研发、生产、销
售于一体，厂房面积约三万平方米。陆地方舟江苏基地已经获批为“江苏省新
能源汽车产业基地”和“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陆地方舟广东佛山基地是
“广东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综合示范地”和省、市、区三级的重点经济项目，
陆地方舟集团公司被批准成为中国民营经济合作商会副会长单位。

主要产品 新能源汽车

产业领域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新材料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 □其它

项目名称 轮边电机

技术难题（包
括技术背景、
需要解决技术
问题、技术指
标等内容）

轮边电机将会是新能源发展的趋势，增加乘客的舒适性，需要解决轮边电

机与整车的匹配性以及轮边电机驱动的一致性，从而达到整车驱动一致性的目

的。

意向解决方式 □委托开发 □联合攻关 ■成果引进 □技术指导 □其它

引进成果阶段 ■研制阶段 □试生产阶段 □小批量生产阶段 □批量生产阶段 □其它

计划投入资金 200万元 解决难题期限 12个月

项目联系人 王丽荣 电话 15996629678 邮箱 156299798@qq.com



技术负责人 顾学兵 电话 18795774356 邮箱
guxb@greenwheelev.

com

企业技术需求登记表

填报时间：2020年10月19日

企业名称 江苏中铁山桥重工有限公司 属地 如皋市

企业简介
（300字以内）

江苏中铁山桥重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注册资金 7 亿元。公司位于

江苏省南通市如皋港区，为中铁山桥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隶属于世界

500 强的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现为南通市工程技术中心，南通市企业技术

中心，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占地约650亩，拥有5000吨级深水港池一座，钢结构生产厂房约60000

余平米。公司配备800吨跨港池龙门吊、250吨运梁平车及多台大型起重和配套
钢结构加工设备，年钢结构生产能力逾10万吨。公司主营业务：桥梁钢结构及
重型工业和民用建筑钢结构的制造安装施工。

主要产品 桥梁钢结构制造

产业领域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新材料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 □其它

项目名称 钢桥杆件制造自动化焊接设备

技术难题（包
括技术背景、
需要解决技术
问题、技术指
标等内容）

1.小型焊接机器人，在有限作业空间内进行焊接作业，主要进行箱型杆件隔

板与顶、底、腹板的焊接，通过尺寸最小为直径为 600mm 人孔，杆件长度较

长，最大长度约 30 米。

2.高效钻孔设备，多轴钻孔设备，实现最大钻孔直径33mm，厚度80的的

钻孔设备，最好可通过普通的摇臂钻改制，钻孔时有相应的模具固定孔位。

意向解决方式 ■委托开发 ■联合攻关 ■成果引进 □技术指导 □其它

引进成果阶段 □研制阶段 ■试生产阶段 ■小批量生产阶段 ■批量生产阶段 □其它

计划投入资金 100万元 解决难题期限 6个月



项目联系人 王钦国 电话 13862757040 邮箱 383850354@qq.com

技术负责人 王建国 电话 13283451583 邮箱 601096220@qq.com

企业技术需求登记表

填报时间：2020年10月19日

企业名称 江苏通光电子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属地 海门区

企业简介
（300字以内）

江苏通光电子线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2011 年深交所上市。公司主要经营航空装备线缆、电力光缆、通信光缆、电力

电缆等四大类产品，覆盖航空航天、电力、通信等多个领域。公司已经成为国

内特种线缆行业领军企业之一。

公司获评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建有国家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江苏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研发平台，通过 CNAS 实验室

认证，先后承担实施过国家火炬计划、重点新产品计划、创新基金和江苏省重

大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攻关等多项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产品获评国家重点新

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公司在行业内拥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获评“中国驰名商标”、

“中国电子行业知名品牌”，荣获“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江苏省质量

奖”等荣誉称号。

主要产品 装备线缆、电力光缆、通信光缆、电力电缆

产业领域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新材料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 □其它

项目名称 高可靠全光输电线路监测传感器系统

技术难题（包
括技术背景、
需要解决技术
问题、技术指
标等内容）

智能输电线路实现输电线路运行控制的信息化、互动化和自动化，并引入

大数据管理，提高电网输电环节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提升电网运行效率和资产

利用率，是智能电网的重要环节。

作为智能电网建设的关键环节以及电能输送的纽带的输电线路，一旦发生

运行故障，会导致区域电力系统的崩溃，造成严重的电网事故，只有对输电线

路本体和周围环境的进行全面在线监测，才能保证线路安全、可靠、稳定运行。

智能输电线路监测系统包括了对多个状态量的监测，通过将多种状态量进行综



合分析，深入分析了输电线路上出现的现象的本质起因。当前状态监测装置的

质量参差不齐，运行安全性、可靠性、准确性得不到保证，不能真实有效的反

映输电线路实际运行状况，一旦装置误报或者损坏，还会增加生产人员的运行

维护工作量。

高可靠全光输电线路监测传感器系统，采用多种先进光纤传感与传输技术，

提升多种状态量监测的灵敏度和可靠性，是智能输电线路的重要研究方向。

意向解决方式 □委托开发 ■联合攻关 □成果引进 □技术指导 □其它

引进成果阶段 □研制阶段 □试生产阶段 □小批量生产阶段 □批量生产阶段 □其它

计划投入资金 100万元 解决难题期限 12个月

项目联系人 雷建设 电话 13761029785 邮箱 ljs@tgjt.cn

技术负责人 雷建设 电话 13761029785 邮箱 ljs@tgjt.cn



企业技术需求登记表

填报时间：2020年10月19日

企业名称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属地 海门区

企业简介
（300字以内）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58年，是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
质的中国500强企业。集团始终重视并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抓住建筑业发展和企
业改制的机遇发展壮大。集团下设 23个控股子公司，形成了以建筑为主业的龙
信建设（建筑、产业、技术中心）、龙信置业（房产、金融、商业、康养、物
业）两大板块八大支柱体系。集团在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住宅全装修、社
区养老等方面处于业内领先地位。2018年，集团启动南通现代建筑产业园规划
建设，加快构建跨越式发展新平台。2019年，集团启动智慧建筑与智慧建造创
新体系建设，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和更高水平的转型升级。

主要产品 智慧工地、智能建造与智慧建筑等相关领域软硬件系统

产业领域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新材料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 □其它

项目名称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质量智能化检测体系研究

技术难题（包
括技术背景、
需要解决技术
问题、技术指
标等内容）

1.技术背景

近年来，装配式建造方式在我国得到大力发展和广泛应用，并得到了各级

政府的支持。预制混凝土构件被广泛应用于工民建及基础设施建设中。现阶段

我国装配式建筑仍处于试点阶段，技术还不够成熟，现存的构件生产工艺不完

善，生产机构单一且新技术和机械化应用程度低等问题，使得预制构件的质量

要求往往达不到要求，再加上检测手段不够科学，导致装配式建筑的发展呈现

滞后的状态。

2.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主要围绕预制构件结合面粗糙度、尺寸偏差和装配完成后竖向预制构件的

垂直度研发高效的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智能化检测技术体系及其配

套的软硬件，涉及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问题。

3.技术指标

完成相应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的研究与开发。



意向解决方式 □委托开发 ■联合攻关 □成果引进 □技术指导 □其它

引进成果阶段 □研制阶段 □试生产阶段 □小批量生产阶段 ■批量生产阶段 □其它

计划投入资金 100万元 解决难题期限 6个月

项目联系人 任超洋 电话 18365395891 邮箱
steelman1991@163 .

com

技术负责人 董惟群 电话 15720613705 邮箱
skyqun001@163.co

m



企业技术需求登记表

填报时间：2020年10月19日

企业名称 南通东来冶金装备有限公司 属地 启东市

企业简介
（300字以内）

公司长期致力于喷射，混合，过滤，输送等设备的开发与生产的专业企业。
公司生产的水处理系统，混合器，过滤器，消音器等近400个规格产品。

主要产品 处理系统，混合器，过滤器，消音器

产业领域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新材料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 ■其它

项目名称 磁性过滤器

技术难题（包
括技术背景、
需要解决技术
问题、技术指
标等内容）

不能全部清除液体中的铁粉

意向解决方式 ■委托开发 ■联合攻关 ■成果引进 ■技术指导 □其它

引进成果阶段 □研制阶段 □试生产阶段 □小批量生产阶段 □批量生产阶段 □其它

计划投入资金 100万元 解决难题期限 5个月

项目联系人 陈 辉 电话 13382480581 邮箱

技术负责人 王维弟 电话 13862974135 邮箱



企业技术需求登记表

填报时间：2020年10月20日

企业名称 江苏河海嘉裕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属地 启东市

企业简介
（300字以内）

江苏河海嘉裕节能科技有限公司顺应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的深入推广和实施

而诞生，坐落于江苏省启东市经济开发区，与长三角中心上海隔江相望，交通

便利。通过与拥有国内水轮机顶尖技术和专业人才的河海大学进行全面合作，

在公司生产研发基地建立了河海大学水轮机研发中心、生产试验基地。其中配

备了国际最先进的冷却塔专用水轮机测试平台，并相继研发了国际最先进的高

效水轮机系列产品。
公司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是集研发、生产、销售（包括合同能源管

理）为一体的专业化股份制公司。公司正通过不断的技术研发和改进创新提升
核心竞争力并致力成为全球工业循环水领域节能技术和节能设备的顶级供应
商。

主要产品
冷却塔、水动风机、循环系统节能产品研发、销售，水轮机制造、维修，

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技术服务。

产业领域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新材料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 □其它

项目名称 混流式水轮机的研究与开发

技术难题（包
括技术背景、
需要解决技术
问题、技术指
标等内容）

1、水轮机持续可靠运行的深入研究

1.1、加强对水轮机的轴承室密封、机械密封结构合理性的进一步理论研究

和实验性证明。力争开发更为合理有效可靠的密封结构形式。进一步提升水轮

机核心部件的密封技术水平，确保整体设备的平稳高效运行。确保所有密封结

构寿命确保在5年以上，产品密封5年内失效率小于1%；

1.2、尽快展开关于水轮机关键零部件，诸如转轮、导叶、涡壳的新材料适

用性研究。如此使得水轮机关键部件适应更多复杂水质的循环水使用场合。开

发新材料包括：不锈钢304L、316L、FRP、注塑成型等。确保关键零部件在不

同使用场合的使用寿命不低于10年。



2、循环水系统回水富余能量发电技术研究：展开对循环水系统回水富余能

量充分利用的另一种途径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原理是利用循环水系统回水能量

驱动水轮机组进行直接发电，而后将所产生电能并入使用方现有电力系统。从

而起到非常可观的节能效益。设备适用场合广泛、投资收益效益较高。

意向解决方式 □委托开发 □联合攻关 ■成果引进 ■技术指导 □其它

引进成果阶段 □研制阶段 ■试生产阶段 □小批量生产阶段 □批量生产阶段 □其它

计划投入资金 300万元 解决难题期限 12个月

项目联系人 陆焰琳 电话 15962896660 邮箱 443660322@qq.com

技术负责人 尚 瑞 电话 18251330655 邮箱 173075256qq.com



企业技术需求登记表

填报时间：2020年10月19日

企业名称 江苏南通鑫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属地 启东市

企业简介
（300字以内）

鑫业，全天候IT专家与STEAM教育开拓者。 产品与服务包括软件类产品研
发、智能化设计施工、STEAM产业开拓、学科及科技培训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研
究等。 公司是省高新技术企业、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国家科技部创新基金项目
承担单位、省三星上云企业。公司是本地区首个“双软”企业，南通市软件行
业协会副理事长单位。 公司拥有强大的信息系统研发基础和实力，形成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与服务体系 。专业提供智慧校园、医德考评、企业办公
OA/ERP等多种解决方案 。 数十种产品被评定为高新技术产品 。公司始终注重
知识产权保护，拥有数十项专利、近百项软著和“百倍”、“早鹰”等多个商标。

主要产品 智慧校园、医德考评、企业办公OA/ERP

产业领域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新材料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 ■其它

项目名称 基于精准医疗骨骼3D打印项目

技术难题（包
括技术背景、
需要解决技术
问题、技术指
标等内容）

如今3D打印技术与骨科的融合正如火如荼，世界范围内科研人员对骨科3D

打印技术的研究越来越深入。随着技术的发展，3D打印技术与生命科学的结合

成为必然的趋势，从打印简单的人体组织直到打印出复杂的人体器官，实现治

疗的精准化、微创化以及智能化。

但由于国外相关软件平台和3D打印技术的垄断，自行研发软件平台各异且

不能与3D打印功能良好契合，手术产品难以个性化定制，部分产品供应周期较

长，所提供医用产品精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手术效率。

意向解决方式 □委托开发 ■联合攻关 □成果引进 □技术指导 □其它

引进成果阶段 ■研制阶段 □试生产阶段 □小批量生产阶段 □批量生产阶段 □其它

计划投入资金 100万元 解决难题期限 8个月

项目联系人 黄鑫鑫 电话 13862875000 邮箱
huangxinxin@xinyegr

oup.com

技术负责人 沙双龙 电话 13485167778 邮箱
shashuanglong@xiny

egroup.com



企业技术需求登记表

填报时间：2020年10月22日

企业名称 江苏早鹰培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属地 启东市

企业简介
（300字以内）

江苏早鹰培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凭借自身强大的研发实力，联合哈工大、
华理工、中国矿大、江苏师大等大学科研机构以及诸多教育界、科技界资深专
家力量，自主研发建设包括创客、乐高、机器人、无人机和少儿编程等课程在
内的STEM创新课程体系。“匠筑不凡，为星筑梦”，早鹰凭借专业和激情，为有
梦想的孩子插上理想的翅膀。

主要产品
主要课程是少儿编程系列，自主研发课程体系，从易到难整套课件贯穿幼

儿园、小学、初中，结合数、理、化知识点，让孩子在学习中找到乐趣，在玩
耍中学到知识，组织参加各类大赛

产业领域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新材料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 □其它

项目名称 早鹰少儿编程研发与推广

技术难题（包
括技术背景、
需要解决技术
问题、技术指
标等内容）

少儿编程的学习，将一些图形化编程软件模块化、标准化，初衷就是给到

大家一个模板，在模板中修改或者添加代码，实现所要达到的效果。我们将继

续研发，把软硬件结合起来，通过自己动手组件模型再将所学的软件编程为基

础搭建，以硬件软件相交互的方式让同学们学会软件编程与硬件制作融会贯通，

最终完成自己DIY的作品。

意向解决方式 □委托开发 ■联合攻关 □成果引进 □技术指导 ■其它

引进成果阶段 □研制阶段 □试生产阶段 □小批量生产阶段 ■批量生产阶段 □其它

计划投入资金 1200万元 解决难题期限 6个月

项目联系人 杨炜炜 电话 13962900513 邮箱 109683011@qq.com

技术负责人 袁小凤 电话 13485168885 邮箱
yuanxiaofeng@xinye

group.com



企业技术需求登记表

填报时间：2020年10月20日

企业名称 南通醋酸纤维有限公司 属地 崇川区

企业简介
（300字以内）

南通醋酸纤维有限公司（简称南纤公司）成立于1987年，由中国烟草总公
司与美国塞拉尼斯公司合资经营，经过一至六期工程建设综合实力位居世界前
列的现代化大型工业企业。南纤公司主产品二醋酸纤维素丝束（简称丝束）年
生产能力10.5万吨，二醋酸纤维素片（简称醋片）年生产能力19.5万吨。公司
建有专门的醋酸纤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设立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拥有国内
同行规模领先、设施先进的国家认可实验室。拥有烟草行业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烟草行业纤维过滤材料重点实验室、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江苏省认定企业技
术中心、江苏省醋酸纤维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五个研发平台，以及南纤公司、
珠纤公司、昆纤公司三个生产研究基地。

主要产品 二醋酸纤维素片、二醋酸纤维丝束

产业领域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新材料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 □其它

项目名称 全生物降解醋酸纤维素的研究开发

技术难题（包
括技术背景、
需要解决技术
问题、技术指
标等内容）

目前，全球每年生产3.59亿吨塑料，其中1.5-2亿吨会很快变成垃圾就堆积

在垃圾场，或暴露在自然界中。尽管人们正在通过垃圾分类回收塑料制品，但

是效果有限，而更多的是被焚烧、填埋处理，最终还是会“闯入”食物链和生态

圈中。目前，市场化的可降解塑料制品主要使用的原料是PLA、PBS/PBAT，但

是其关键生产技术还是被国外大公司垄断。

醋酸纤维素来源于纤维素，是全生物基绿色材料，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滤

嘴材料，纺织纤维，胶片，模具颗粒（如注射或挤出模）等。醋酸纤维素还可

以和其他高分子材料共混制作成塑料袋、吸管、包装膜、地膜等塑料制品。因

此，如能提高醋酸纤维素的生物降解性能将能打破国外大公司对现有可降解材

料的垄断，对于现有塑料制品的替代产品开发，解决白色塑料污染的问题具有

重要的意义。

合作研究开发的目标是：建立醋酸纤维素可降解性能的快速检测评估方法；

评估不同系列醋酸纤维素样品的生物降解性能及相关力学性能；根据降解机理



分别评估其在不同降解环境中的表现，包括水、海水、土壤、家庭堆肥、生物

堆肥等。主要指标包括180天 90%生物分解率或90%相对生物分解率，崩解性

能，生态毒性，重金属元素分析等；根据降解效果，对于不同醋酸纤维素制品

针对性选取工业化实施可行性较高的降解方案，并开展放大试验。

意向解决方式 □委托开发 ■联合攻关 □成果引进 □技术指导 □其它

引进成果阶段 ■研制阶段 □试生产阶段 □小批量生产阶段 □批量生产阶段 □其它

计划投入资金 88万元 解决难题期限 24个月

项目联系人 董德俊 电话 18252517317 邮箱
ddjncfcer@ncfcinfo.c

om

技术负责人 杨占平 电话
0513-8108201

2
邮箱

wallaceyang@ncfcinf
o.com



企业技术需求登记表

填报时间：2020年10月22日

企业名称 南通润邦重机有限公司 属地 崇川区

企业简介
（300字以内）

南通润邦重机有限公司是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

于2007 年3月。2010年9月与母公司“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

整体上市。公司致力于成为国际化的起重装备提供商，专注于为市场提供高品

质的起重设备：散料系统解决方案、船厂/堆场/工厂解决方案、海洋工程解决

方案、重质散料解决方案等各类装备。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知识产

权示范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国家高端装备制造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建有“省特种起重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企业技术中心”、“省港口起重

装备和海洋工程起重装备工程研究中心”、“省工业设计中心”。

主要产品

散料系统解决方案、船厂/堆场/工厂解决方案、海洋工程解决方案、重质散

料解决方案等各类装备

产业领域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新材料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 □其它

项目名称 港口物料装卸

技术难题（包
括技术背景、
需要解决技术
问题、技术指
标等内容）

1.气力输送散料分析中对于能耗、物料磨损和抑尘方面的研究；

该产品用于输送颗粒状或粉状物料，利用风机吸风在吸嘴处及其管道形成

负压以吸入物料，并风机出风形成正压将物料推送至出料筒，希望通过良好的

设计，解决输送作业能效比，物料的破损率（由于物料之间及其与设备碰撞摩

擦等造成）和抑尘环保效果（由于物料中存在一定量的尘土等杂质）问题。

2.臂架类起重机对于吊物的防摇研究（俯仰、回转和起升联合动作）；

MHC产品属于港口装卸设备（卸船和装船），通过吊具将件杂件、集装箱

和颗粒或粉状物料（采用抓斗吊具抓取）进行搬运，该产品注重作业效率（单

位时间内的作业次数）。特别对于搬运集装箱时，因为需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

将集装箱准确送达目的地，而由于设备和吊具（集装箱）之间是通过挠性部件

（钢丝绳）连接，所以当设备做起升、回转和变幅运动时，如果运动控制做的

不好的情况下，吊具（集装箱）相对于设备存在相对来回摆动的情况，给集装

箱的准确定位存在很大的问题，所以需要开发出合适的运动控制模型在吊具到



达目的地时减少摆幅甚至消除。

3.散料物料的磨损和机架的磨损研究；

在松散物料（如粮食、煤、矿石等）连续输送过程中，由于物料之间以及

物料和机架之间的摩擦和碰撞，造成物料和机架的磨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

如何通过分析和仿真去相对准确的评估？

4.产品的轻量化；

结合产品的制作工艺性，通过对产品的轻量化研究，优化产品的设计，降

低产品自重，最终达到产品的良好性价比。

5.设计的标准化和参数化

针对部分相对定型的产品或者部件，进行参数化开发形成设计计算模块，

以便快速完成相对最优化的设计。

意向解决方式 ■委托开发 □联合攻关 □成果引进 □技术指导 □其它

引进成果阶段 □研制阶段 ■试生产阶段 □小批量生产阶段 □批量生产阶段 □其它

计划投入资金 根据项目合作情况 解决难题期限 12个月

项目联系人 朱小龙 电话 0513-80100211 邮箱
xingzhe.zhu@rainbo

wco.com.cn

技术负责人 崔益华 电话 13776901356 邮箱
joshua.cui@rainbowc

o.com.cn



企业技术需求登记表

填报时间：2020年10月22日

企业名称 江苏精一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属地 崇川区

企业简介
（300字以内）

精一电气是一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质量、环境、

职业健康安全、知识产权的认证企业。展览馆专用展位箱产品主要为参展商提

供水、气、电、信息、通讯、语音等一系列的配套服务。目前公司主打的展位

箱产品，在全国市场销售份额到达 70%以上。该展位箱系列产品曾获得南通市

科技进步奖、金牌供应商等荣誉，展位箱产品受到各大业主、设计院、建筑公

司、参展商的一致好评！精一电气多年来不断持续创新，从原来的传统产品朝

着多功能型、智能型方向发展。目前拥有自主研发授权发明专利 8 件，实用新

型专利几十件，为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持。

主要产品 展览馆专用展位箱产品

产业领域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新材料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 ■其它

项目名称 新型展览馆展位配电系统智能化

技术难题（包
括技术背景、
需要解决技术
问题、技术指
标等内容）

原来的展馆展位箱产品不能满足现代信息时代发展需求。从多功能朝着智

能型的方向发展，应对展位箱产品进行全面智能化的提升。产品的防护等级能

达到IP67以上，外观结构采用新型材料，要求重量轻、强度硬。通信设施采用

5G可进行遥控，所有各项技术指标均能高于GB/T7251.3-2017的标准。

意向解决方式 ■委托开发 ■联合攻关 □成果引进 □技术指导 □其它

引进成果阶段 □研制阶段 □试生产阶段 □小批量生产阶段 ■批量生产阶段 □其它

计划投入资金 50万元 解决难题期限 12个月

项目联系人 单金涛 电话 13382341026 邮箱 SJT1960@126.COM

技术负责人 单金涛 电话 13382341026 邮箱 SJT1960@126.COM

mailto:SJT1960@126.COM
mailto:SJT1960@126.COM


企业技术需求登记表

填报时间：2020年10月22日

企业名称 南通醋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属地 开发区

企业简介
（300字以内）

南通醋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醋化股份”）始建于1959年，2012
年完成整体搬迁，2015年5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公司秉承创新
驱动的原则，以开放合作的心态，成为全球领先的食品科学、生命科学、新材
料、高端精细化学品服务商。近年来公司被评为中国精细化工百强企业，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江苏省科技创新型企业，江
苏省民营科技型企业，江苏省知识产权管理标准化企业，南通市产学研示范企
业，南通市科技十强民营企业。

2019年，为响应国家关于“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号
召，公司明确了以“创新创造，绿色国际”为发展方针，确定了建设“食品科学基
地”、“生命科学基地”、“材料科学基地”和“高端专用化学品基地”，打造“绿色工
厂”和“国际化企业”的发展目标。

主要产品 食品添加剂、医药中间体、染料中间体

产业领域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新材料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 □其它

项目名称 维生素系列新技术的研发及产业化

技术难题（包
括技术背景、
需要解决技术
问题、技术指
标等内容）

工艺先进、安全可控、节能减排绿色新工艺。

意向解决方式 ■委托开发 ■联合攻关 ■成果引进 ■技术指导 ■其它

引进成果阶段 ■研制阶段 ■试生产阶段 ■小批量生产阶段 □批量生产阶段 □其它

计划投入资金 1000万元 解决难题期限 12个月

项目联系人 章建凤 电话 15051240308 邮箱

技术负责人 章建凤 电话 15051240308 邮箱



企业技术需求登记表

填报时间：2020年10月22日

企业名称 江苏普腾停车设备有限公司 属地 开发区

企业简介
（300字以内）

公司成立于2012年4月，注册资金10080万元。于2019年4月被深圳华达川
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收购。本公司经营范围:自动化停车设备、自动化设备、立
体仓库设备的技术开发、销售、技术咨询、上门安装、维护保养;智能信息化自
动生产线、机电设备的技术开发、上门安装、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停车场自动
收费系统、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及销售;智能机械式立体停车库工程的承包。

主要产品 机械式停车设备

产业领域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新材料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 □其它

项目名称 大容量智能车库用搬运机器人项目的车牌识别系统开发

技术难题（包
括技术背景、
需要解决技术
问题、技术指
标等内容）

1、项目对停车机器人在机械车库实际工作中的路径规划算法进行研究，利

用

Matlab编程改进A-star寻路算法，使机器人步进最短路径，从而降低机器

人的运动耗时和提高工作效率，提高机器人实用性。

2、机器人采用RPLIDAR激光雷达传感器，可实现室内六米范围360度全角

度激光扫描，并通过串口接收数据，将数据存储在一个二维数组中，便于形成

障碍物表面轮廓尺寸并进行标识，利于机器人移动安全无碰撞。

3、机器人机械结构稳定，举升机构额定负载2500kg以上的车辆，在额定

负载量的情况下最小运行速度≥1m/s，工作时间≥5h，导引定位精度偏差≤

20mm。

意向解决方式 □委托开发 ■联合攻关 □成果引进 □技术指导 □其它

引进成果阶段 ■研制阶段 □试生产阶段 □小批量生产阶段 □批量生产阶段 □其它

计划投入资金 80万元 解决难题期限 12个月

项目联系人 胡利梦 电话 15616019501 邮箱 office005@hdtry.com

技术负责人 佟 岩 电话 邮箱 office005@hdtry.com



企业技术需求登记表

填报时间：2020年10月22日

企业名称 江苏中天华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属地 开发区

企业简介
（300字以内）

江苏中天华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系中天科技集团(股票代码: 600522) 控股

子公司。公司作为行业内领先的智慧仓储物流及智能工厂集成商，产品和服务

专注于智能制造领域的智慧生产、仓储物流相 关设备咨询、设计、研发、安装

与集成服务。公司拥有庞大的研发团队，聘有国际知名智慧生产、仓储物流企

业的高级技术人员，同时配备专业资深规划团队、设计研发团队、项目安装实

施团队和售后服务团队，在南通和南京两地分别设有研发试验基地和研发团队。

公司始终秉承中天科技集团精细制造的思想，为客户量身定制从前期需求调研、

方案规划、到中期设计加工、后期安装调试以及售后保障等全方位的支持与服

务。

主要产品

专注于智慧工厂相关的计算机信息化系统、软件、自动化设备控制系统、

机器人、智能物流设备、智能分拣系统、自动化立体仓库、可穿戴设备、物联

网、

制造业智能化规划等系统软件和硬件的开发；加工、制造、销售、规划、

安装及施工;现代物流技术的研究、开发、咨询、培训与服务；口罩机的研发、

设计、生产。

产业领域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新材料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 □其它

项目名称 AGV自主避障

技术难题（包
括技术背景、
需要解决技术
问题、技术指
标等内容）

技术背景：AGV作为物流智能机器人已经60多年了，AGV的应用也越来越

广泛。AGV在装备有电磁或光学等自动导引装置，它能够沿规定的导引路径行

驶，极大地满足了搬运生产的自动化需求，降低了人力成本，提高了生产的效

率。但是，小车在运行的过程中会发生遇到前面有障碍物影响行驶甚至发生碰

撞等可能性，所以，需要一种可以自动避障的方法，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减少

因为障碍物而停留的时间。

需要解决技术问题：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实现AGV自动绕行。



技术指标：自动识别障碍物大小，识别空间自动规划路径。

意向解决方式 □委托开发 □联合攻关 □成果引进 □技术指导 ■其它

引进成果阶段 □研制阶段 □试生产阶段 □小批量生产阶段 □批量生产阶段 ■其它

计划投入资金 140万元 解决难题期限 12个月

项目联系人 曹忠帅 电话
0513-8919120

9
邮箱 caozs@chinaztt.com

技术负责人 陶林森 电话
0513-8919120

8
邮箱 taols@chinazt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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