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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动态  

 

火速报名！首届江苏 J-TOP 创新挑战季南通专场全面开启！ 

为积极有效解决企业技术需求，构建以需求引导创新的新型成果转化机制，激活创

新驱动发展的江苏技术转移“研发众包”新动能，江苏首届 J-TOP 创新挑战季现已全面

开启！ 

本次挑战赛将以“集开放合力 聚创新众智”为主题，以“众联、众智、众创”为

理念，重点聚焦电子信息、生物与新医药、新材料、先进制造与自动化高新技术领域。 

 

J-TOP 创新挑战季 

（南通专场） 

南通地方分中心作为全省 J-TOP 创新挑战赛分会场之一，将结合我市“3+3+N”产

业体系，重点聚焦先进制造与自动化、电子信息、新材料等领域，深度挖掘我市企业自

身技术需求，以需求为导向寻找技术解决方案，促进技术供需对接，培育成果转化生态。 

活动阶段 

本次 J-TOP 创新挑战赛（南通专场）将按江苏省技术产权交易市场统一部署，针对

企业技术创新需求，通过“揭榜挑战”的方式，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解决方案。 

分为需求征集与发布、方案征集、方案评选与奖励三个阶段。 

即日起-7 月底，各技术经理人、机构、企业深度挖掘我市真实的企业技术需求，并

由南通分中心发布需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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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9 月，征集解决方案，开展优质项目需求对接路演、组织中介机构、技术经理

人精准服务和对接企业需求； 

10 月-11 月，持续跟踪项目进展，评选优秀案例，政策兑现。 

活动奖励 

由江苏省技术产权交易市场将统一组织评选挑战季“十大 佳解决方案”、“十大

优秀案例”，并对参与优秀案例所涉及的中介服务方（技术经理人、事务所）予以奖励。 

1、凡由技术经理人提交的企业技术需求，需求方联系人为技术经理人，由技术经

理人进行需求对接。 

2、技术经理人提供真实有效且带有意向价格的企业技术需求的，5-15 条加 2 分，

16-30 条加 4 分，30 条以上加 5 分。 

3、提供的技术需求一经选入江苏首届 J-TOP 创新挑战季精选需求，每条将获得 300

元的现金奖励。 

4、对于促进交易的技术中介方，技术转移机构为我市企事业单位引进转移转化成

果的，按合同实际成交额的 2%给予奖补，技术经理（经纪）人按合同实际成交额的 1%

给予奖补。 

参加方式 

南通地方分中心将积极配合各技术经理（经纪人）、技术转移机构、相关企业深入

挖掘我市 新技术需求并促成对接。 

请相关企业、技术转移机构、技术经理（经纪）人，于 7 月 12 日前，填写需求征集表（点

击下方阅读原文），发送电子邮件到 ntcyyzs@163.com，邮件主题“J-TOP 创新挑战季（南通

专场）+需求名称”。 

联系电话：0513-89071183，0513-81186971 

 

技术经理人独门秘籍出炉！ 

专属版线上平台 v2.0 操作指南等你来 pick~ 

有没有这样一个平台 

为技术经理人量身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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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可以全程参与技术交易 

拥有代理，撮合等特色服务 

更可以线上挂靠经纪机构共享资源！ 

@技术经理人 

您的专属版本 v2.0 操作指南热乎出炉了 

多重特权只为您的“独一无二” 

快来一波连轰操作吧！ 

  首先进入江苏省技术产权交易市场官网，未注册用户可通过页面右上角【注册】，已注

册用户就可以直接登录啦；登录后需要实名认证哦~ 

 

亮点 1：技术经理人身份申请 

  平台强化技术经纪功能。用户在经过实名认证后，可以申请成为技术经理人身份 

技术经理人选择平台认证的经纪机构实现线上挂靠 

亮点 2：代理功能 

  代理撮合是技术经理人的一项重要特权，在商品详情页，点击“代理”即可提交代理申

请，真的 hin 方便呀~ 

亮点 3：撮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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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详情中包括撮合功能，撮合需求时每次 多选 3 个商品哦，提交撮合后就可以查看

撮合记录啦~ 

亮点 4：挂靠经纪机构 

技术经理人中心是你们的专属小天地，在技术经理人中心可以查看挂靠的机构信息、经

纪机构商品、当前的撮合记录~ 

快来享受技术经理人的独家定制！ 

一键开启霸屏操作模式！ 

平台网址：http://www.jstec.com.cn/ 

 

技术供给  

光纤围栏关键技术 

成果简介： 

主要功能及应用领域： 

基于光纤传感的分布式振动、应变、温度测量技术实现大范围的安全监测，用于长距离

大范围的周界安防、油气管道安全监测、长途线缆、埋地或海底通信光缆安全监测，大型机

械装备和大坝、桥梁、隧道等土木结构安全监测。 

特色及先进性： 

光纤传感器技术相对于电类传感器、红外探测、视频监控等常见安防技术手段，优势明

显：无需供电；探测距离长，可精确定位；抗干扰能力强，不受雷、电、磁、雨、雪、光线

等自然条件和环境影响，全天候监测，适用于有强电磁干扰和环境条件恶劣场合；体积小、

结构简单，安装隐蔽；复用性强，既是传输又是传感；灵敏度高；易于实现全方位传感网络，

即多区域、多形态(线形、面形、空间区域形)的安全探测；大范围组网容易且系统维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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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因此，作为智能材料、智能结构技术发展的关键，全光纤周界安防技术是未来智能环

境感知与周界探测预警的主要发展方向。 

技术指标： 

监测距离>50km，定位精度：±50m，探测率：>95%，误报率：<3%；事件识别率：>85%。 

预期效果： 

本技术成果已成功应用于新疆 220 公里国境线边防管控、上海长距离信息管线安全监测、

汕头海底通信光缆安全监测等重大国防和重要民生安全项目，并广泛应用于四川、江苏、新

疆、上海等地重要机构安防（军事基地、保密机构、厂区、水电站、变电站、通信基站）、

架空电缆安全监测、智能轨道安全监测、机械设备及土木结构安全监测等重要工程领域。 

资质认证： 

该项目成果已申请发明专利 44 项（含美国发明专利 1 项），获授权发明专利 19 项，登

记软件著作权 12 项。研制的新型光纤围栏系统通过国家和军队相关部门认证和测试：通过了

国家安全防范报警系统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公安部安全防范报警系统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测试中心的委托检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用安全技术防范产品安全认证中心的军用安

全技术防范产品安全认证，以及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的系统测试和江苏省软件测试中心的软

件测试等。 

 

 

光纤分布式声波传感技术及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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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简介：  

光纤分布式声波检测技术（DAS）在油气勘探领域的地面地震波检测、井中地震波检测、

井中分布式垂直地震剖面（VSP）数据获取、水力压裂的安全监测与改善，长距离油气管道的

安全与泄漏监测，周界安防与侦听、大型结构健康监测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1）在石油开采监测的应用方面。光纤分布式声波检测技术在超高密度地面/井中地震

波数据采集领域是一项革命性的新技术。在实现高效采集的同时，可大大降低生产成本；光

纤分布式声波检测技术将部分替代常规地震波检测技术；应用于地面的分布式高密度地震波

采集、井下 VSP 数据采集和改善水力压裂的监测。 

（2）在长距离管线安全监测的应用方面。光纤分布式声波传感（DAS）系统可用于长距

离石油管道、市政地下综合管线、地埋输电线缆等的入侵监测。该系统可以检测，定位并区

分第三方入侵事件，提供长距离、无源、实时、在线、智能的管线监测技术。 

（3）在油气管线泄漏监测的应用方面。光纤分布式声波检测技术可用于石油、天然气等

管道泄漏检测。结合光纤分布式测温技术可以对泄露事件进行快速检测和定位。通过检测渗

漏口湍流产生的声波信号，该信号会产生在管道内长距离相对低损耗的连续负压力波。光纤

DAS 系统可以沿整个管道探测到负压波，并对泄漏事故的进行准确定位（10 米范围内）。 

（4）在矿井人员定位监测的应用方面。矿井下易发生爆炸、透水、冒顶等重大事故，保

证井下人员的安全极其重要。矿井人员定位系统对下井人员的自动跟踪定位、灾后急救、日

常管理等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光纤 DAS 系统可以有效克服现有井下无线人员定位系统的不

足，并大大简化现有井下综合管理系统的复杂性，实现日常和应急状态下的井下无盲区的人

员、车辆等定位，为井下作业综合管理提供有力支撑，同时探测光缆本征无源，特别适用于

井下易燃易爆和强电磁干扰环境。 

（5）在侦听和周界安防领域的应用方面。光纤 DAS 技术具有远程（>10KM）监听和还原

振动和声波信号的功能，可以用于对监狱、使馆等重要区域的远程侦听，以及对机场、国境

线、军用通信光缆、军事基地等大型重要设施的长距离周界埋地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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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铁路安全监测的应用方面。光纤 DAS 技术可能取代现有的许多轨道传感器,实现

列车准确的月台公告，车轮滚压和其他车轮/铁路故障判断，铁轨盗窃、破坏和恐怖攻击，周

围岩石和树木坠入以及实时列车跟踪等问题，从而保障铁路网络的安全运行和大大降低铁路

网的维护成本。 

（7）在大型结构健康监测的应用方面。光纤分布式声波检测技术可实现从次声波到超声

频率范围内的弹性振动波测量，同时可以实现对探测光缆布设区域内的高密度采样，由于光

纤材料质量轻、耐腐蚀，抗电磁干扰，因此可以直接埋设于复合材料内部，实现对飞机、火

箭、空间站等大型装备的载荷、健康状态、结构疲劳以及材料寿命的领域的监测。 

（8）在海洋水听监测的应用方面。由光纤 DAS 构成的新型光纤水听系统，可实现真正全

分布式的水下声波监测，有望取代现有的全光纤水听器拖曳阵列，形成全光纤轻型潜艇和水

面舰船共形分布式水听系统，有望实现对关键海峡和水域的快速布防。 

目前，已经完成对地埋石油管道、油井勘探和列车运行监测等多项实际工程的成功测试。 

光纤分布式声波检测系统（DAS）主要三部分：光纤分布式声波信号分析硬件终端设备，

光纤分布式声波信号分析软件，声波传感光缆。光纤分布式声波信号分析硬件终端通过光纤

接线器与传感光缆进行单端连接。光纤声波信号硬件终端向光纤发射光脉冲，同时对传感光

缆接收到的声波信号进行光电探测和采集， 后形成数字传感信号，通过光纤传感分析软件

进行声源定位与声源分析。如下图所示： 

 

主要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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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号解调设备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距离：      0~50 公里  

响应时间：      <2s 

定位精度：      ±2~±20 米 

响应频率：      0~500KHz 

检测参数：      各种机械振动波、声波、超声波、地震波 

通信/联网接口：  100M 以太网 

工作温度：   -10℃～+50℃ 

电源输出：     AC 100~240V,50~60Hz 

二次开发接口：   提供动态链接库方便二次开发和应用集成 

2、软件功能和显示模块主要包括： 

声波（地震波）信号的时域二维和三维强度分析模块 

声波（地震波）信号的二维频率谱检测和分析模块 

光纤分布式声波检测和分析软件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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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的图像颜色矫正方法 

成果简介： 

一、主要功能和应用领域： 

随着光照颜色的不同（如早晨、中午、傍晚的阳光波谱不同；室内外不同颜色的灯光等），

用数码相机拍摄下来的同样一个场景的图像，其中物体的颜色会发生改变。本成果的主要功

能是为了消除此外界光源颜色对照片中物体色彩的影响，得到颜色保真的图像（图 1）。 

本成果的应用领域非常广泛，比如可以内置在数码相机或数码摄像机中，实现对所拍摄

影像的实时颜色矫正；也可以对已有的各种数码影像进行颜色矫正后处理（如内置在数字电

视中）。 

 

图 1. 技术功能展示。对于给定的色偏图像（左），本方法的颜色矫正结果（右）与真实

结果（中）非常接近。 

二、特色及先进性：  

算法简单，处理效果好。与目前数码相机及数码摄像机中普遍采用的颜色矫正（即白平

衡）方法（如 Grey-world 或 White-patch 方法）相比，计算效率相当，但可以处理空间不均

匀光照颜色影响，处理效果在统计意义上具有显著的改进，得到颜色更为保真的影像。 

三、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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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处理效果显著优于目前数码设备中普遍采用的技术，颜色保真度比目前常用的

Grey-world 和 White-patch 方法平均提高 90%以上。 

（2）通过算法优化和硬件加速，可以实现对图像和视频的实时处理。 

四、能为产业解决的关键问题： 

实际场景（如街道、室内）的外界光照颜色复杂多变，本技术可以提供更为高效的影像

颜色矫正技术。颜色高保真对于视觉欣赏，以及复杂的计算机视觉应用（如目标识别）均具

有重要价值。 

 

碳纳米管超级电容器 

成果简介： 

本项目产品目前超级电容器的致命缺陷，创新构建了以改性的碳纳米管(CNTs)为骨架，

在此基础上合成以 CNT 为纳米茎、片状纳米镍基多元氧化物为枝叶的三维纳米结构材料。由

该材料体系结构作为超级电容器正极材料时，CNT 形成一维电子“快速通道”，在充放电过程

中，电荷能通过 CNT 快速通道进行超高速交换。而片状纳米镍基氧化物具有巨大的表面积兼

有非常强的电化学活性，使其赝电容效应的极具显著。该材料体系结构的另外一重大优点为

在电容器制备过程中可以高效地避免纳米材料很容易出现的团聚现象，可以保证该三维纳米

结构能获得 大的比表面积，从而使能量密度大大提高。因而，由该纳米三维结构电极材料

制备的超级电容器可以获得了非常大的比电容、很大的能量密度和非常高的功率密度；更特

别地，充电时间远小于锂离子电池和铅酸电池，在充电设备允许情况下，充电时间可以减小

到 2分钟以内；循环寿命也高于锂离子电池 10 倍以上；并且该超级电容器具有非常高的可靠

行，制备和使用都非常环保和安全。该项目产品不仅仅可以广泛应用于原有的电容器应用领

域，更特别地，可以代替现有巨大市场规模的铅酸电池和锂电池等二次电池而可广泛应用于

电动自行车、新能源汽车、电站储能、工业电动运输装置、电动工具、便携式电子设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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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基站的备用电源、军事装备（单兵备用电源、瞬时大推力陆用装备、无人机、空间飞行器

等）等，具有千亿级的市场规模。 

技术指标：  

 能量密度：30-80Wh/kg（目前商业超级电容器的 高仅为 8Wh/kg） 

 功率密度：2-20kW/kg 

 充电时间：小于 5分钟 

 循环寿命：大于 5000 次 

项目产品的技术和性能优势： 

 超大的电容量：比传统电容器容量高 6个数量级，比现有商业化的超级电容器的比能

量高 10 倍，已经超过铅酸电池的能量密度。 

 超高功率：比锂离子电池的功率密度高两个数量级以上。 

 充电速度快：比锂离子电池快 10 倍以上。 

 更长的充放电循环使用寿命：比锂离子电池的寿命高 1个数量级以上。 

 具有免维护：可随时浅充、满充和过充电、浅放电、全放电，对电池不会损害，无记

忆效应。 

 高可靠性：超级电容器从生产至使用过程中，均不会出现锂离子电池爆炸问题，即使

在严重挤压和高温下也是安全可靠的。 

 环保无污染：从生产、使用到报废回收，均不存在污染，是典型的绿色产品。 

 生产成本低，生产工艺兼容性好：电极材料的制备工艺兼容常规材料的制备工艺；电

容器的制备工艺可以完全兼容锂离子电池的生长设备，但工艺要求更加简单。 

 

技术需求  

全网络数字化手术室关键技术的研发与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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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领域：□船舶海工   □高端纺织   ■电子信息   □智能装备   □新材料   □新

能源及新能源汽车 □其他 

技术难题： 

1、数字化手术室设计。 

2、手术床的无线手操作控制技术和信号端口的设计。 

公司创建于一九五四年，是国家医药管理局定点生产医院设备的专业企业。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江苏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江苏省著名商标，南通市知名商，

江苏省医疗器械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诚信企业。产品销售遍及

全国各个省市，外贸销售正在逐年迅猛提升。公司设有研发机构，专业研发新产品和提高改

善现有产品的性能，以适应医院对医疗器械产品性能的新需求。 

计划投入资金：面议 

解决问题期限：12 个月  

意向解决方式：■委托开发□联合攻关 □技术引进 □技术指导 □其它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生产中蒸压釜冷凝水和余气的回收利用技术 

产业领域：□船舶海工   □高端纺织   □电子信息   □智能装备  □新材料   □新

能源及新能源汽车  ■其他 

技术难题：企业一直以来是建材行业的能源消耗大户，怎样合理利用其中的资源是我们

亟待解决的问题，蒸压釜蒸汽供热系统效率低，水资源、能源浪费严重，其中冷凝水和余汽

没有科学的回收利用是造成企业蒸汽供热系统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现企业需要从实际出发，

对蒸压釜蒸汽供热系统进行能量优化，结冷凝水、余汽科学的回收率利用，要求系统改造后，

可提高蒸压釜蒸汽供热系统的冷凝水和余汽利用率 95~100%，提高热能利用率 12~25%，一年

内回收工程投资，降低能源成本，实现低碳节能生产。 

计划投入资金：面议 

解决问题期限：12 个月  

意向解决方式：■委托开发□联合攻关 □技术引进 □技术指导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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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度钢的焊接和成型 

产业领域：□船舶海工  □高端纺织   □电子信息   □智能装备   ■新材料   □新

能源及新能源汽车 □其他 

技术难题：高强度钢的焊接和成型。公司是国内速冻设备、罐式储运设备研发制造领军

企业，专业解决食品速冻与深加工设备及其智能化、自动化成套工程、罐式储运装备系统解

决方案。经过近三十年的持续创新，公司已发展为具有一流装备水平、技术力量雄厚、开发

创新能力强、管理水平高的现代化企业 

计划投入资金：面议 

解决问题期限：12 个月  

意向解决方式：■委托开发□联合攻关 □技术引进 □技术指导 □其它 

 

电机铁芯硅钢材料焊接质量改善、电机转子压铸产品质量提升 

产业领域：□船舶海工   □高端纺织   □电子信息   □智能装备 □新材料   □新能

源及新能源汽车 ■其他 

技术难题： 

1.定子铁芯硅钢材料氩弧焊等焊接气孔、断焊问题的解决；要求：焊接无气孔、断焊缺

陷。 

2.电机转子压铸产品质量提升；要求：无缩孔、无气孔、无断条。 

计划投入资金：面议 

解决问题期限：12 个月  

意向解决方式：■委托开发□联合攻关 □技术引进 □技术指导 □其它 

 

主办：南通产业技术研究院创新中心  

电话：0513-89071183 邮箱：ntcxyz@163.com 

地址：南通市崇川路 58 号南通产业技术研究院 3-3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