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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国十三五规划指出“发展方式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

管理创新转变。” 《中国制造 2025》规划开篇提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

强国之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发展新常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方式使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之一。经济结

构的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任务紧迫而艰巨。 

中关村天合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以下简称中关村天合转促中心）站在技术成果转促服务集成者的

角度，深入思考了中国企业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式和发展路径。 

基于思考，中关村天合转促中心定位自己是以需求挖掘为导向、以技术成果转促为抓手、以科技服务

数据门户为指针、以天合专家智库为核心的科技成果转化集成者。 

从企业技术需求着眼，中关村天合转促中心通过需求挖掘、需求过滤、需求评价、需求推介、需求管

理五步流程，实现技术成果与企业需求的对接服务。即：中关村天合转促中心充分利用分布于全国各省市

区县的 50 余家分中心，以及当地各级科协等多种渠道，从需求侧和供给侧紧密的合作中，找出技术成果转

化的最有结构路径和需求分布，重塑技术需求方、技术供给方、技术转化服务方的多维协作关系。这种关

系是深层次的战略协同，摸索出科技成果转化的新路径、新方法、新理论，这将是中国科技界、企业界的

共同期盼！ 

中关村天合转促中心需求服务部核心业务为“4-4-4 体系”，分别是 4 个需求挖掘渠道：各地政府部门（科

技局、发改委、工信委等）需求征集、专家实地调研挖掘企业需求、分中心挖掘企业需求、品牌活动征集

需求；4 个过程服务：需求核实、需求过滤、需求响应、需求推送；4 个需求出口服务：精准对接、企业外

联创新中心、资本项目、重大项目。 

本期筛选出 50 个企业需求，它们主要分布领域有：节能环保需求、生物医药需求、先进制造需求、信

息技术需求、新型材料需求、现代农业需求。 

中关村天合转促中心期待与有志之士一起在科技创新、科技服务、企业创新发展的征程中携手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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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天合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简介 

中关村天合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简称中关村天合）作为一个专业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的第三方

机构，从成立之日起，就得到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等的高度关注。中关村天合是为适应中国科技成果转

化的新环境和新形势，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率，充分发挥以市场为主导的科技转化促进服务系统平台

作用，围绕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服务，通过生态化服务、职业化服务、市场化服务、专业化服务，打造的一

个系统化科技创新服务体系。 

中关村天合性质是民营非企业组织(NGO)，由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家协会和中关村开发实验室在 2014

年 7 月共同发起成立。中心自主独立开发了中国第一套科技成果市场转化成熟度评价模型（ T-CAM），积极

努力探索解决我国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科技与市场两张皮”的问题，开发了符合中国国情和特色的科

技成果市场成熟度评价模型“T-CAM 系统”，首次在中国提出科技商业化的标准和要求。 

中关村天合目前形成了覆盖全国的天合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网络体系围绕科技成果落地服务，天合在各

地成立“中关村天合科技转化促进服务平台”，辐射全国。推出“天合优秀科技成果推洽会”“天合产业前

沿技术大讲堂”“天合创新创业人才讲习所”等服务产品。 

中关村天合同时作为中国科协创新助力工程技术服务中心、中关村管委会的授权下为 223 家中关村开

放实验室提供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中关村管委会区域合作处指定全国 60 个区域合作单位科技成果转化

落地服务单位、北京科协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京津冀三地科协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北京市首批 19 家中关村

双创平台之一 （专业科技成果平台。作为一个科技转化创新服务平台，中关村天合依托中关村科技创新资

源优势，汇集 223 家中关村开放实验室科技成果资源、全国聚焦在全国范围内的科技成果转化、科技资源

对接、科技人才培养、科技产业育成服务。 

中关村天合的核心功能是双向转化促进服务；科技到市场（正向服务）常态化挖掘-系统化建库-专业化

评价-过程化管理-集成化服务。市场到科技（逆向服务）全面需求挖掘-专业需求评价-高端项目策划-科技对

接服务-项目跟踪促进。 

中国已经迎来了创新型创业时代，科技创业型公司不仅仅需要项目孵化，更需要全面的个专业化、持

续化、市场化的第三方促进服务机构，能够推动成果与市场的结合。中关村天合汇集科技成果与市场研发

需求的大数据中心；从事科技与市场双向转化服务的专业化智库；科技成果市场转化第三方评价服务机构；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与市场交流合作的网络化平台；提供创新创业全流程高端服务的育成工场；创新型

高端科技转化服务复合型人才的培训基地。正在成为中国创新型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产业的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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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环保领域 

一、铁塔表面腐蚀处理技术 

需求名称：铁塔表面腐蚀处理技术 

需求内容：铁塔制件表面处理都是采用热镀锌工艺，但会产生严重的环境污染。为解决该问

题，有两条技术路线，其一，采用新的表面腐蚀处理技术，如石墨烯防腐，缺点是成本比较

高；其二，采用耐候钢工艺，不足之处是目前耐候钢型号较少，无法满足塔件要求。该企业

的需求是寻求相关的科研机构开发低成本石墨烯防腐工艺或者与相关钢厂合作共同开发适

合铁塔制件的耐候钢。 

企业名称：河北鑫航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需求来源：衡水科转中心 

企业介绍：公司立项成立于 2011 年 4 月，坐落于衡水市桃城经济开发区，占地 203 亩，建

筑面积 4.3 万平米，年产能 8 万吨，综合规模位列同行业前五名。鑫航科技同时拥有通信铁

塔、电力铁塔、铁路接触网支柱三大主营产品的生产经营资质，可研发、设计、生产、安装、

销售通信铁塔。同时公司一贯注重在科技研发上的投入，目前已拥有实用新型专利 8 项、外

观专利 2 项、注册商标 1 项。 

 

二、玻璃钢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技术 

需求名称：玻璃钢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技术 

需求内容： 玻璃钢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技术：目前，玻璃钢废弃物的处理方法是掩埋和焚烧。

掩埋有占用大量土地及污染地下水的缺点，燃烧有产生有害气体污染环境的缺点。迫切需要

解决玻璃钢废弃物的科学处置问题，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企业名称：恒润集团有限公司 

需求来源：衡水科转中心 

企业介绍：恒润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注册资金 20000 万元，公司位于河北省枣强

县工业园区，现有职工 386 人，其中研发人员 30 人。 

近几年，公司先后中标辽西北供水工程、国家南水北调配套邢清干渠工程、聊城干渠工程、

石津干渠衡水段、沧州段等工程、邯郸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宿迁城东水厂供水工程、新疆

库尔勒供水工程、黄水东调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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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橡胶管生产过程中密炼及硫化工艺中废气处理技术 

需求名称：橡胶管生产过程中密炼及硫化工艺中废气处理技术 

需求内容： 橡胶管生产过程中密炼及硫化工艺中废气处理技术； 二氧化硫废气的处理技术；

能替代橡胶的高分子新材料。这三项技术需求均是为满足生产过程的环保要求。另外设立企

业的研究发展部，旨在研发新型高端橡胶制品。 

企业名称：衡水富力特管业有限公司 

需求来源：衡水科转中心 

企业介绍：衡水富力特管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占地 22 亩，投资 5100 万元，年产值

2000 万元。公司的主要产品是各类矿用高压软管。公司属于污染企业，亟待产品升级或企

业转型。公司在衡水开发区新买了 60 亩地，正在规划中。 

 

四、多孔 PTFE 在储能器（超级电容器）作为粘结隔膜材料的研究 

需求名称：多孔 PTFE 在储能器（超级电容器）作为粘结隔膜材料的研究 

需求内容：对 PTFE 成纤作为蓄电储能粘结材料，首先对 PTFE 成纤的制备与电介质的粘结机

理研究。提高存放电量大、速度快的性能，避免产生热击穿，实现储电量大存放速度快的安

全可靠。 

企业名称：河北远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需求来源：衡水科转中心 

企业介绍： 河北远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位于深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诚路，

公司注册资金伍仟万元，占地面积 99 亩。 

公司依托集团 30 多年氟塑料生产加工优势，主要开展对燃煤电厂节能、环保、深度节水用

氟塑料换热器的研发、设计、生产、安装。产品成功通过“合肥通用机电产品检测院有限公

司——机械工业换热器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检测，可为中国火力发电行业提供环保、节

煤、节水、增效的解决方案。可为火电厂提供燃煤机组烟气余热回收、回收烟气含水及 PM2.5

脱除、烟气再热系统（MGGH）改造项目的设计、制造、调试等服务。 

 

五、硫酸钡、硫化钠生产新技术的研发 

需求名称：硫酸钡、硫化钠生产新技术的研发 

需求内容：进一步加强对硫酸钡、硫化钠生产技术方面的研究，以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降

低消耗，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开发产品新品种，满足市场用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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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深州嘉信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需求来源：衡水科转中心 

企业介绍：深州嘉信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始建于 2004 年 9 月，股东由三个自然人组成；法人

代表孙忠信在企业股权设置中占控股地位。企业总占地面积 225 亩，总资产 1.2 亿元。主产

品硫酸钡、碳酸锶、硫化钠，还生产氯化钡氢氧化钡硫氢化钠等；产品被评为河北省名牌产

品，通过 ISO9002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银行信用等级为 AA，产品销往美洲、欧洲、亚洲等

国家地区，产品被国际知名大公司杜邦、阿克苏、关西等认可并使用。由于过硬的产品质量

和良好信誉，赢得国内外客户的一致认可。 

 

生物医药领域 

一、生物酶制剂制造及产业化项目 

需求名称： 生物酶制剂制造及产业化项目 

需求内容： 由于菌种的高效表达研究工作受到技术阻力，利尔康与中南大学建立了良好的

产学研战略合作关系。中南大学开发的新型耐酸耐热甘露聚糖酶基因工程菌已转让给利尔

康，目前该产品在国内市场性能领先，非常畅销。2017 年 1 月，利尔康与中南大学合作建

立“利尔康—中南大学酶工程技术联合实验室”，目前就木聚糖酶、中性蛋白酶等酶种的高

效表达技术展开深入的合作研究，预计控制木聚糖酶分离纯化时间缩短 20%，酶回收率提高

15%，生产成本降低 8%以上。 

企业名称： 湖南利尔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需求来源： 岳阳分中心 

企业介绍： 湖南利尔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湖南省岳阳县高新技术产业园，成立于 2008

年 9 月，是一家从事绿色生物化工技术的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着眼于生物化工技术的

发展，引导化学工业绿色革命，改造传统产业，降低能耗，治理环境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

分别通过了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以及 ISO22000：2005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产品质量居国际前列，同时取得了多项生物酶的生产许可证，能自主生产淀粉酶、脂肪酶、

蛋白酶、糖化酶、α-半乳糖苷酶、纤维素酶、β-葡聚糖酶、果胶酶、植酸酶、生物能源酶、

木聚糖酶的单酶及其复合酶。 

 

二、桑树叶的深加工 

需求名称： 桑树叶的深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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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内容： 实现桑树叶的深加工，工艺升级。 

企业名称： 河北华强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需求来源： 衡水科转中心 

企业介绍： 河北华强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位于河北省枣强经济开发区，公司

占地面积 80004m2，注册资金 10689 万元，是河北省科技企业孵化器单位，拥有电子万能

试验机、巴士硬度计、管道水压检测、氧指数测定仪等实验检测仪器 19 台件，试验设备 16

台套，基本能够满足玻璃钢中小企业研究开发的需要。 

 

三、改善睡眠、缓解体力疲劳、降三高、促消化等功能性饮料开发 

需求名称：改善睡眠、缓解体力疲劳、降三高、促消化等功能性饮料开发 

需求内容：改善睡眠，缓解体力疲劳，降三高，防辐射，促消化、清咽等功能性饮料研发及

生产技术开发。 

企业名称：河南福森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需求来源：南阳分中心 

企业介绍：河南福森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是以生产与销售为一体，线上线下相结合，主要以

生产“草本凉茶饮料、植物功能饮料、果汁饮料、轻果味饮料、轻口味饮料”为主的绿色产

业项目。   

公司占地规模 520 亩，一期工程已投资 3 亿元，建成原料前处理、提取生产线，饮料车间，

印刷车间，运用国际一流的设备和先进的技术工艺，现有产品“草本凉茶系列、山楂饮品系

列、轻口味系列、轻果味系列、金银花茶系列”等。 

 

四、811 高镍三元（镍钴锰酸锂）产品的开发与量产 

需求名称：811 高镍三元（镍钴锰酸锂）产品的开发与量产 

需求内容：1、811 高镍三元（镍钴锰酸锂）产品的开发与量产； 

2、高电压 622 三元产品的开发与量产； 

3、锂电隔膜厚度均匀性提高（控制在±1um 以内）及穿刺强度的提高； 

4、提高动力锂电池在低温下（5℃以下）充电倍率及效率。 

可产业化生产性价比高的三元产品、锂电隔膜及动力锂电池 

企业名称：河南福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需求来源：南阳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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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介绍：河南褔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河南褔森集团抢抓“十二五”发展新能源汽车的

政策机遇，从淅川县地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地这一特殊区位出发，立足长远，重点

打造的以磷酸铁锂、三元汽车动力电池及磷酸铁锂正极材料、锂电隔膜研发、生产、销售于

一体的高科技企业。 

 

五、盐酸小檗碱合成大生产工艺攻关 

需求名称：盐酸小檗碱合成大生产工艺攻关 

需求内容：提供成熟的批量生产工艺及配套的厂房设备、工艺参数。 

企业名称：河南福森药业有限公司 

需求来源：南阳分中心 

企业介绍：河南福森药业有限公司已有四十多年的生产历史，是一个以生产中西药制剂为主，

兼化学原料药合成、中药前处理、提取，集药包材生产和中药材种植开发为一体的综合性制

药企业。主要剂型有小容量注射剂、口服液、片剂、硬胶囊剂和颗粒剂；已取得 71 个中西

药制剂及原料药批准文号，主导产品有双黄连注射液、双黄连口服液、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克拉霉素缓释片等，独家产品有肝维康片、元胡止痛口服液、益心康片等三个品种。拥有通

过新版 GMP 认证的中药材前处理车间及中药提取车间、小容量注射剂车间、合剂车间、口

服固体制剂车间。 

先进制造领域 

一、铁塔柔性制造智能化无人工厂项目 
需求名称：铁塔柔性制造智能化无人工厂项目 

需求内容：公司与中国航天五院合作研发的“铁塔柔性制造智能化无人工厂”是世界首台套的

铁塔专用智能产线，代表了国际领先的铁塔制造水平，该项目一旦投产，可率先完成企业自

身的转型升级，形成了传统产业智能制造的实施典范带头作用，同时较好的解决了诸如：人

工成本逐年升高、产品品质参差不齐、产能受限等制约行业发展的痛点；能够帮助企业迅速

扩大产能，提升盈利能力；可实现净利润率提升至 12%，产能达到 10 万吨级的一流规模，

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企业名称：河北鑫航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需求来源：衡水科转中心 

企业介绍：公司立项成立于 2011 年 4 月，坐落于衡水市桃城经济开发区，占地 203 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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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面积 4.3 万平米，年产能 8 万吨，综合规模位列同行业前五名。鑫航科技同时拥有通信铁

塔、电力铁塔、铁路接触网支柱三大主营产品的生产经营资质，可研发、设计、生产、安装、

销售通信铁塔。同时公司一贯注重在科技研发上的投入，目前已拥有实用新型专利 8 项、外

观专利 2 项、注册商标 1 项。 

 

二、60KW 以上永磁电机驱动水冷、模块化控制器技术 

需求名称：60KW 以上永磁电机驱动水冷、模块化控制器技术 

需求内容：目前对于永磁电机控制技术，在行业内都卡在 60KW 以内，而对于市场稀缺的应

用在新能源公交大巴、城市客车等，60KW 以上的驱动电机控制技术一直是难题，特别是在

功率上无法上升一个台阶等级，即使目前在调试中的技术设备都存在功率下降，效率低下，

温升直线上升，而且在工况下某个功率点打顿。 

通过对 60KW 以上永磁电机驱动水冷、模块化控制技术研究，实现以下技术： 

1. IGB 个模块化 

2. 电路小型化，集成化，数字化 

3. 现场可编程器件（CPLD  FPGA） 

4. 解决效率低下、温升高、驱动打顿 

实现大功率驱动电机控制器生产 

企业名称：河北弛神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需求来源：衡水科转中心 

企业介绍：公司位于安平县徐疃经济技术开发区，紧临 231 省道、东距大广高速 15 公里、

南距石黄高速 10 公里，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公司成立于 2014 年，总投资 4.6 亿元，占地 150 亩，建筑面积 85185 平方米。 

公司“弛神”牌稀土永磁电机与普通电机相比具有节能、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起动力

矩大、抗过载能力强的特点。广泛使用于家庭、电动汽车、大巴车、工业机械、制造业、油

田设备等领域。 

 

三、高强度不锈钢印刷丝网 

需求名称：高强度不锈钢印刷丝网 

需求内容：高强度不锈钢印刷丝网主要用于太阳能电池及精密电子印刷，千鼎自主研发的中

低目数高强度不锈钢印刷丝网填补了国内空白，已应用于市场，并获多项专利。现需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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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及以上产品的生产技术。 

企业名称：安平县千鼎丝网有限公司 

需求来源：衡水科转中心 

企业介绍：安平县千鼎丝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主营：不锈钢丝网。现有员工 38 人，

其中研发人员 10 人。 

 

四、粉末摆辗法生产后桥差速器伞齿轮 

需求名称：粉末摆辗法生产后桥差速器伞齿轮 

需求内容：粉末摆辗发生产伞齿轮，从技术角度来看是可行的，遇到的难题就是模具材质选

取和模具的加工，从前期的试验来看，我们选取的模具材料还不太耐磨，另外就是还没找到

合作方，产品最终的性能需要得到客户的认可才行，所以需要和有关单位取得联系。 

企业名称：安平县德益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需求来源：衡水科转中心 

企业介绍：安平县德益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是国内粉末摆辗技术的首家专业化厂家，公司

集科研、生产为一体，将传统的粉末冶金技术和粉末摆辗技术相结合，开发了一系列制品，

主要可分为以下几大类：一、双金属径向滑动轴承、双金属止推轴承、双金属径向加止推滑

动轴承；二、汽车模具自润滑双金属复合导板、汽车模具自润滑复合金属凹凸 V 型导板、

汽车空调压缩机铜钢复合斜盘、双金属齿轮泵侧板，以及各种铜钢复合的铜基摩擦板和摩擦

块等； 三、目前我们还打算利用了粉末摆辗技术的优势，将传统的粉末冶金技术和精密摆

辗技术相结合，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生产效率实现高质量、高精度、高密度、形状复杂的

粉末冶金结构零件的制作，如伞齿轮，气门芯座等等。 

 

五、纸面石膏板生产工艺 

需求名称：纸面石膏板生产工艺 

需求内容：1、工艺技术需求：⑴降低纸面石膏板板材单重技术；⑵石膏板干燥技术；⑶节

能减排技术；⑷发泡技术；⑸脱硫石膏煅烧技术；2、机械技术需求：⑴石膏板混合机内部

结构改造技术；⑵合片机节能高效技术；⑶大型设备零部件润滑技术；⑷石膏板厂三控自动

封边技术；3、电气技术需求：⑴石膏板干燥机自动控温技术；⑵脱硫石膏自动控温煅烧技

术；⑶皮带秤计量技术；⑷生产线提速技术需求；⑸石膏板厂一控料浆自动控温技术。 

企业名称：故城北新建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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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来源：衡水科转中心 

企业介绍：故城北新建材有限公司是一家国有上市企业，是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与德

州晶化集团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位于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夏庄工业项目区，于 2010 年建成

投产。公司的占地面积约为 278 亩，其中生产面积约为 6747 平方米，经营范围为纸面石膏

板、石膏砌块及其他石膏制品，建筑金属制品等建筑材料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目前企

业职工为 99 人，注册资金为 1500 万元。 

故城北新项目规划建设年产 3000 万平方米的纸面石膏板生产线，是北新建材自行设计，生

产工艺先进的第一条低成本生产线。该生产线 100%利用火电脱硫石膏废弃物作为主要原料，

变废为宝，设计产能每年可消耗华能德州电厂脱硫石膏约 25 万吨。 

 

 现代农业领域 

一、高粱、大豆除草技术和大豆增产技术 

需求名称：高粱、大豆除草技术和大豆增产技术 

需求内容：1.使用化学除草剂进行田间除草，容易杀死苗木，造成污染环境，急需一种安全、

高效的除草方式。 

2.根据国产非转基因大豆制定一套科学可行的种植流程，增加大豆的产量。 

企业名称： 阜城县阜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需求来源：衡水科转中心 

企业介绍：阜星科技现代农业园区总投资 2.8 亿元，占地面积 20000 亩，该园区以中国农科

院、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河北农业大学为技术支撑，签订技术合作协议，以河北益彰食品酿

造有限公司为依托建立。是集生产经营、科技研发、人才培养、农业示范、农家乐、采摘、

康养、育种、休闲、设施栽培技术、节水灌溉技术、农产品精加工技术等为一体的现代化农

业园区。 

 

二、蔬菜新品种试新技术引进与示范 

需求名称：蔬菜新品种试新技术引进与示范 

需求内容：蔬菜种子种苗优良品种引进，育种与繁育，新技术新栽培模式新设施的引进与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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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河北冠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需求来源：衡水科转中心 

企业介绍： 河北冠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8 月，注册资金 5200 万元，位于饶

阳县留楚乡南善旺冠志园区，公司主要从事的经营范围包括：农业种植技术的开发、咨询服

务；自有场地租赁；蔬菜、水果、绿化苗木及花卉种植、销售。规划投资 3.6 亿，已完成土

地流转 7000 余亩。 

 

三、用于生产麦苗粉的新型粉碎机 

需求名称：用于生产麦苗粉的新型粉碎机 

需求内容：粉碎机的粗细指标是 200 目，符合麦苗粉的生产要求。 

企业名称：衡水山枝保健饮料公司 

需求来源：衡水科转中心 

企业介绍：衡水山枝保健饮料公司系中外合资企业，已通过日本 JAS 认证，国家 GMP、Kosher、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公司具有自营进出口权，是以生产功能健康原料为定位的

企业。公司产品无化肥、无农药、无添加剂。  

   公司主导产品：中国槐系列---采用中国独有资源—中国槐的果实(Sophora Japonica L.)为

主要原料生产而成的一种纯天然固体保健茶，色泽、气味似咖啡，被誉为是一种不含咖啡因

的“中式咖啡”。中槐提取物被独具慧眼之士和博士学者广泛开发成营养免疫健康产品，人

类健康和效益所得获得双丰厚回报，被卫生部批准为“润肠通便”、“调节血脂”两项“健”

字功能产品，被国家批准为食品新资源—卫食新“准”字（91）第 001 号，享有两项发明专

利，独家生产。 

    公司主要产品：大麦苗粉、小麦苗粉、荞麦苗粉、黑麦苗粉、苜蓿粉、桑叶粉、苦瓜粉、

南瓜粉、麦绿素粉，公司具备无季节性供应条件。公司拥有 1000 亩农场的种植条件和华北

平原具有得天独厚的种植条件，并严格遵守有机种植标准操作运行。从原料基础做起，建立

了良好的质量品质保证体系。  

    公司采用先进的技术装备，生产产品完美地保留内在指标，攻克项目与众不同。公司拥

有一流的萃取装置、薄膜蒸发装置、多种干燥设备（红外线干燥、DW 带式干燥、微波干燥、

静电干燥、喷雾干燥）及各种粉碎设备（涡流粉碎、超微粉碎，冷冻气流粉碎，贝利粉碎），

上述装备均具有国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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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智慧农业管理等技术 

需求名称：智慧农业管理等技术 

需求内容：智慧农业管理技术、有机农业生产技术、工厂化育苗技术、 

周年供应苗木储藏技术、农业品牌及营销。引进、开发植物新品种；苗木繁育技术；智慧农

业管理技术及营销平台建设。 

企业名称：河北乐优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需求来源：衡水科转中心 

企业介绍：本企业为初创型涉农企业，主要从事植物新品种引进、植物新品种开发、植物新

品种成果转化、植物新品种推广、植物新品种产业化的科技农业示范园。 

 

五、红小豆降糖食品研发 

需求名称：红小豆降糖食品研发 

需求内容： 目前冀红系列红小豆制品在中国农科院与北京协和医院正在进行临床营养试验，

委托开发红小豆降糖食品。 

企业名称：故城县三豆产销专业合作社 

需求来源：衡水科转中心 

企业介绍：故城县三豆产销专业合作社 2016 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500 万元，利税 110 万元，

研发投入 21 万元；现用研发人员 4 人，其中中高级技术人员 2 人。目前冀红系列红小豆种

植面积在本地区有 2 万多亩，原粮产品市场需求萎靡，深加工产品几乎空缺。深加工产品市

场前景广阔。 

 

新型材料领域 

一、高硬度高耐磨性粉末冶金铜基合金及铜钢双金属粘接强度检测技术 

需求名称：高硬度高耐磨性粉末冶金铜基合金及铜钢双金属粘接强度检测技术 

需求内容：高硬度高耐磨性粉末冶金铜基合金主要是用作汽车模具导板，目前主要使用高力

黄铜制作，其制造工艺复杂，需要浇铸以及镶嵌石墨柱，而粉末冶金材料的多孔特性，使其

不需要镶嵌石墨及具有很好的润滑性能，但目前粉末冶金铜合金的硬度及耐磨型还不能完全

达到使用要求，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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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铜钢双金属粘接强度是我们始终如一的追求，目前对铜钢双金属粘接质量的检测是困扰

我们的一个难题。 

企业名称：安平县德益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需求来源：衡水科转中心 

企业介绍：安平县德益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是粉末摆辗新技术的首家专业化厂家，属科技

型企业，公司集科研、生产为一体。拥有自主研发的多项有知识产权的专利和专项技术，其

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可分为以下几大类：1、节能节材的近净型材料和产品；2、

环保节能型滑动无油自润滑轴承材料产品；3、粉末摆辗新技术的机械结构零件；4、实现节

能节材近净型材料和产品的特种轧制设备等技术及产品。 

 

二、锂电池负极材料的研发、生产 

需求名称：锂电池负极材料的研发、生产 

需求内容：锂电池负极材料的研发、生产。锂电池负极材料，石墨化高温生产技术。石墨坩

埚，再生坩埚的研发生产技术。 

锂电池负极材料市场的需求巨大，产品结构，技术发展迅速，另外其加工过程中一项最核心

的石墨化过程也随之技术改造提升，在石墨化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石墨化坩埚和再生坩埚，

坩埚的制备工艺也随之提升改变。 

基于以上原因，故需求技术支撑。 

企业名称：博路天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需求来源：衡水科转中心 

企业介绍： 博路天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目前国际前沿新能源材料电池及锂电池正负极，

碳素与石墨相关新产品，新工艺研发、生产、销售的规模型民营企业。 

    博路天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11 月 15 日，注册资本为 5 千万元。公司

位于中国年画之乡—河北省衡水市武强县经济开发区.公司一期工程石墨化生产线，共计 9

台艾奇逊提纯炉，锂电池负极材料年生产能力 5000 吨，特种钢材用增碳剂 10000 吨，满负

荷产能年用电量 5760 万度。二期设计石墨化生产线，共计艾奇逊提纯炉 12 台，已开工建设，

预计年产能 8000 吨，特种钢材用增碳剂 18000 吨，负极材料生产设备 20 台套，计划年产

能 4000 吨，满负荷产能年用电量 7230 万度。三期设计为锂电池派克生产线 5 条，自动机

器人多工位派克焊接设备 20 台套，电池组装生产线 5 条，锂离子电池单体试压机 10 台套等，

年产锂离子电池 75 万块，设计年用电量 150 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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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耐冲击玻璃钢材料 

需求名称：耐冲击玻璃钢材料 

需求内容：一种具有良好截面性能以及良好应力传递效应、强度高承载能力大、耐冲击性能

好的复合材料。 

企业名称：河北华强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需求来源：衡水科转中心 

企业介绍：河北华强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主要从事“暖通空调、给排水”两

大领域系统，节能环保系列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产品有暖风机及热风幕、轴流与斜流

式屋顶风机、横流与逆流式冷却塔、恒温恒湿空调机组、屋顶通风器、脱硫脱销除尘设备。

公司取得了机电安装二级资质、防腐保温叁级资质、环保工程叁级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

玻璃钢夹砂管生产许可证、输水管卫生批件有多项等资格证书。 

 

四、改性聚丙烯耐超低温冷食包装杯性能改进研发 

需求名称：改性聚丙烯耐超低温冷食包装杯性能改进研发 

需求内容：提升改性聚丙烯耐超低温冷食包装杯的性能，降低成本。 

企业名称：河北瑞泰塑业有限公司 

需求来源：衡水科转中心 

企业介绍：公司始建于 1998 年，拥有固定资产 2245 万元，是集片材压延、制杯、吸塑、

曲面胶印刷、高端热收缩套标设备为一体的综合型塑料包装企业，可满足多方用户不同产品

的需要。拥有现代化生产车间 5000 平方米，国内最先进的五条正压成型生产线，六台全自

动真空吸塑成型机，三条 PP、PS 片材压延生产线（其中 PP 三色压延机一台），一条曲面印

刷生产线，年处理原材料 6000 多吨。 

 

五、从钢板与橡胶的粘合体中回收钢板的技术 

需求名称：从钢板与橡胶的粘合体中回收钢板的技术 

需求内容：需要回收钢板的低成本技术，综合利用资源。 

企业名称：衡水桥闸工程橡胶有限公司 

需求来源：衡水科转中心 

企业介绍：衡水桥闸工程橡胶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橡胶止水带、桥梁橡胶支座、桥梁伸缩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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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盆式支座、薄纹管等各种工程橡胶制品。 

信息技术领域 

一、智能制造 APP 及物联网在线控制系统 

需求名称：智能制造 APP 及物联网在线控制系统 

需求内容：1、改进设备生产工艺，智能在线生产监控。 

2、化工辅料 APP 在线实时配方监控及环境粉尘的治理。 

3、成品库和在产的物联网以及订单的优化处理。 

4、符合现有机械构造的改进及优化。 

5、EMC 系统的优化及改进升级。 

企业名称：河北吉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需求来源：衡水科转中心 

企业介绍：公司成立于 2015 年，注册资金 500 万元。现有职工 20 余人，其中技术骨干研

发 18 人。是一家专门从事自动化系统集成和橡塑机械设备研发与应用的研发型生产企业。 

 

二、高铁智能轨道控制技术 

需求名称：高铁智能轨道控制技术 

需求内容：目前，我国铁路 30%的故障出在轨道电路上，轨道电路是关系到行车安全的关键

设备。轨道电路问题大多出在其工作的稳定性上和适时自我调节上，联合研发高铁智能轨道

控制系统。 

企业名称：河北冀胜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需求来源：衡水科转心 

企业介绍：河北冀胜铁路器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主要生产铁路信号设备和器材，河

北省重点企业，总建筑面积 6 万平方米，注册资金 5700 万元，拥有员工 130 人，其中研发

人员 26 人，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 4、2%。产品销往全国 18 个路局公司。 

 

三、1080P 数字高清视频交通事件自动检测系统 

需求名称：1080P 数字高清视频交通事件自动检测系统 

需求内容：通过利用车辆跟踪检测技术和一系列相关技术，达到可完全适用国内外现有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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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PTZ 遥控摄像机和固定安装摄像机的图像的检测需要。 

企业名称：河北京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需求来源：衡水科转中心 

企业介绍：河北京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5 月 28 日，注册资金 5000 万元，座

落于衡水市桃城区人民西路 818 号 H 座 3-301。河北京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计算机

系统集成、软件开发、安防监控开发的软件企业。公司建立了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公司设

有研发部、设计部、工程部、基建部、财务部、总经办等 8 个部门，拥有办公场地约 500

平米。公司目前拥有 34 人，大专以上学历 23 人占 52.99%。拥有专业的软件及相关技术开

发人员 14 人。 

 

四、热回收、空气净化、智能控制、数据采集 

需求名称：热回收、空气净化、智能控制、数据采集 

需求内容：致力于新风系统的研发，主要技术需求为：热回收、空气净化、智能控制、数据

采集。研究如何提高热回收效率、如何提高空气净化效率、如何加强智能化控制、如何提高

数据采集精准化等。 

企业名称：河北空调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需求来源：衡水科转中心 

企业介绍：公司成立于 1996 年，坐落于枣强县工业园区，占地面积 150 亩，注册资金 5000

万元。是一家集设计、生产、安装、检验检测、售后维护、系统保养为一体的系统集成高新

技术企业，销售网络遍布全国。中高级研发人员 26 人，其中技术带头人 7 人。具有国家机

电设备安装壹级资质、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资质、建筑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贰级资质，

并取得了 21 项实用新型专利。 

 

五、中小学生心理、思维培养系统 

需求名称：中小学生心理、思维培养系统 

需求内容：中小学生心理、思维培养系统，探索符合学生成长的思维培养系统。 

企业名称：河北鑫考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需求来源：衡水科转中心 

企业介绍：河北鑫考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是河北省教育信息化行业首家

上市企业。企业研发产品拥有 6 项国家专利和 21 项软件著作权。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教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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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数据平台的研发与运营，以一卡通系统、网上阅卷系统、家校互联系统为主体的综合性

校园云管理系统为平台，软件产品涵盖教学、德育、后勤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该系统是国

内最大的专门应用于寄宿校园综合管理平台之一。 

 

 

 

 

联系人： 孙庆文    刘宗 

电   话：010-88192049；15901548955；18310188587 

邮   箱：liuz@techchina.org.cn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73 号裕惠大厦 A 座一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