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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工博会“创新科技馆”四大展区和主题活动吸引现场和线上观众

科技抗疫成果领衔，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2020第二十二届中
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昨天
开幕。 作为历届工博会
的重要展区之一， 由科
技部和上海市科委组织
的“创新科技馆”位于国

家会展中心（上海）6.2H馆，设有以“创新驱
动，引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中心
展区、以“智能信息与绿色材料”为主题的科
技展区、以“建设技术交易平台，服务企业技
术创新”为主题的技术交易展区和集中展示
上海功能型平台建设阶段性成果的上海产
业技术研究院展区，展览面积 4800平方米。

本届工博会“创新科技馆”首次全面采
取“线上线下双线融合”的模式，集中展示科
技支撑疫情防控的上海答卷，为公众打造一
个科技战“疫”风采展示的窗口、科技赋能经
济发展的秀场、 科技成果转化推广的舞台。

来不了现场也没关系，可扫描二维码“云游”

创新科技馆。

中心展区

科技赋能上海抗疫、交通与国际合作
“创新科技馆”中心展区亮点纷呈，可分

为科技抗疫、科技赋能绿色交通智能、“一带
一路” 引领中俄创新合作新台阶三个板块。

上海科研人员在疫情中付出的智慧和辛劳，

让一批科技抗疫展项成为主角。

病毒检测产品、中和抗体药物亮相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上海科研人员加
紧攻关，取得了一系列抗疫成果。上海之江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试剂盒，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今年 1

月中旬，之江生物得知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
炎后，立即组建科研攻关小组，研发病毒核
酸检测试剂盒。1月 26?， 沪研核酸检测试
剂盒成为全国首批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
新冠病毒诊断产品。2月 8?，之江生物接到
上海有关部门指令，仅用一天时间就准备好
10 套全自动核酸检测设备和 12 吨配套耗
材，并组建了 11人技术小分队，火速驰援武
汉，为当地实现“应检尽检”贡献了上海科技
力量。截至目前，之江生物已累计发货 2600

多万人份检测试剂， 出口到 50多个国家和
地区，并入选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新型冠状
病毒检测产品应急使用清单》。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最快要多久？上海驷
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答案是：5分钟！驷格
生物研发的微纳芯片变温核酸扩增分析仪，

是一款多种芯片技术联用的 PCR分析仪。其
超快核酸检测技术不仅具有传统 PCR的高
灵敏度、高特异性特点，还可将 1 小时以上
的 PCR扩增检测过程缩短至最快 5分钟。

与这款仪器配套的试剂盒由之江生物
开发， 仅需 3微升的样本量， 即可实现 500

拷贝每毫升的最低检出限，能在半小时内完

成新冠病毒和流感病毒的双重核酸检测全
流程。目前，该系列产品已进入国内医疗器
械注册流程，有望成为国际先进的医用级快
速核酸检测产品。

微纳芯片变温核酸扩增分析仪

在中心展区，观众还会看到一台占地近
30平方米的大型银色集装箱，它就是上海宝
山太平货柜有限公司等单位合作开发的“上
海移动式核酸检测方舱实验室”。 作为国内
首个采用标准集装箱尺寸的加强型生物安
全二级（P2+）移动式核酸检测实验室，它能
支持上海海关在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随到随
检， 满足每天至少 500份样本的检测需求。

与原先送至市区实验室相比，可节约 2小时
等待时间。

据介绍， 方舱实验室 1.0版已交付上海
海关，在浦东国际机场投入使用。截至 8 月
27?，已检测 6575份样本。与此同时，方舱
实验室 2.0版研发正在进行。今后，该产品将
向医院、社区推广，并开拓海外市场，输出中
国制造的高标准方舱实验室解决方案，助力
全球战疫。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的中和抗体重组全人源抗新冠病毒单
克隆中和抗体注射液 JS016， 是上海抗疫药
物的代表。 中和抗体由人体 B ?巴细胞产
生，当病原微生物入侵细胞时，这类抗体能
与微生物表面的抗原结合， 把它们 “中和”

掉。科学家发现，新冠病毒与细胞表面受体
结合的亲和力非常强，达到纳摩尔级，所以
人体免疫系统产生的中和抗体会不够用，需
要“外援”支持———将基因工程重组表达的
中和抗体注射到人体内，阻止新冠病毒入侵
细胞。因为是免疫系统的“援军”，抗体药物
如开发成功，不仅能治疗新冠肺炎，还能预
防人体感染新冠病毒。目前，JS016临床试验
正在中美两国进行。

燃料电池为重卡、环卫车提供动力

除了抗疫科技成果，中心展区的“科技
赋能绿色交通智能”板块也很有看点，集中
展示了上海在智能交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
技术上取得的成果。

作为上海燃料电池领域的佼佼者，上海
重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此次展示的产品是
新一代 PRISMA“镜星”系列燃料电池。该系
列产品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堆、DC/

DC和燃料电池控制器， 在智能化氢循环系
统、水热管理系统等方面也取得突破，适用
于市内物流、城市公交、市政服务、城际货
运、省际长途运输等不同商用车场景，能满
足其长时间运行、高负载率、持续高速等严
苛工况需求。

目前，已有 5款燃料电池重卡车型采用
了重塑科技的燃料电池技术。从货运重卡切
入市场， 是重塑科技选择的市场化推广路
线。货运车辆一般停泊在近郊，且行驶路线

相对固定， 只要在近郊建设一个加氢站，就
可以满足 150—200辆商用车的需要。为此，

重塑科技与合作伙伴在嘉定建设了一个全
天候运营加氢站。目前，上海已建成加氢站
设施 7座，分布在金山、嘉定和奉贤。

本届工博会上， 这家企业将首次发布
PRISMA 燃料电池系统在 34 吨燃料电池环
卫车中的应用场景，这是燃料电池环卫最大
载重的市政应用案例。

中俄合作让创新成果获得更大市场

中心展区的“一带一路”引领中俄创新
合作新台阶板块， 邀请了中俄两国合作高
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参展，集中展示双方在
卫星导航、生物医药、先进制造与新材料、信
息技术等领域的研发成果。

前不久，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
通使用，开启了全球市场。上海华测导航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展示的 i90高精度组合导航
接收机， 是一款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惯导
RTK（实时动态差分）定位接收机。公司正在
与俄罗斯企业合作， 在欧洲布设这款设备，

让北斗导航定位在当地更为精准。

据介绍，i90惯导 RTK在传统 RTK基础
上集成了惯导模块，实现了卫星定位与惯性
导航双融合定位，可以剔除恶劣环境下的飞
点，从而提高作业精度，并且能有效提升用
户作业效率高达 20%左右。

浦俄孵化器成立至今有近 4年，已成为
俄罗斯创新项目进入中国的专业性平台和
战略合作伙伴。圣彼得堡理工大学此次展出
的髋关节假体设计技术，能基于髋关节的断
层扫描数据，检测缺少的组织部分，准确建
立 3D模型；然后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和开发，

形成聚苯乙烯模型， 再制成钛合金金属假
体。这种假体可以用于创伤学、整形手术、颌
面外科等多个领域。此外，项目团队还开发
了新一代个性化关节植入体，其表面带有功
能性涂层，能靶向递送药物，特别是抗菌药
物，用于预防术后感染。

科技展区

自主创新实现关键前沿技术突破
“创新科技馆”科技展区展示了我国

信息技术和材料领域具有代表性的 60

项左右高新技术成果。 它们都在国家科
技计划支持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产
业关键和前沿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

国产超高清大尺寸 LED显示器问世

超高清 LED显示器市场， 曾经被
一些发达国家的企业垄断。而今，长春
希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的超高清
超高分辨率大尺寸 LED显示器， 不但
性能指标可以与进口产品媲美，而且突
破了发光芯片、驱动芯片、封装、整机
的技术瓶颈问题，实现了芯片、基板、

材料、驱动、整机等环节的自主可控，

使我国在全系列倒装 COB LED 显示
产品方面拥有了话语权。

据介绍， 这款 LED显示器是目前
业界最小点间距的产品级 LED 显示
器，基于领先的倒装 LED COB无线封
装技术，具有生产工序简化、无焊线更
可靠、极致视觉体验、低温近屏舒适、

绿色生态健康赋能等特点，在超高清大
尺寸、超大尺寸的显示应用上具有明显
优势。

破解超分子量聚乙烯加工世界难题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是一种具有优

异综合性能的热塑性工
程塑料，可用于制造高性
能纤维，在航空、航天、海
域装备等领域具有举足
轻重的作用。我国是世界
“工程塑料工厂”，超分子

量聚乙烯产业发展速度很快，然而长期
以来，对于分子量 150万以上、热变形温
度高达 85摄氏度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如何高效加工一直是瓶颈问题， 也是世
界难题。

华南理工大学研发的超高分子量
聚乙烯短流程高效挤出技术，颠覆了传
统剪切形变支配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加工技术，实现了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的
高效连续挤出，且不受材料分子量的限
制。 与同等产能的单螺杆挤出机相比，

这种挤压系统的轴向长度缩短 70%以
上，能耗降低 35%以上，在石油化工、

疏浚工程、海洋工程等领域可大规模推
广应用。

技术交易展区

技术成果与技术“红娘”同登台
技术交易展区一直是“创新科技

馆”的特色组成部分，今年分为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示范、 中小企业创新技术
成果、技术交易活动区三个板块。上海
市科技创业中心通过积极动员和组织
协调， 汇聚了今年上海创新创业大赛
优胜项目、 市级孵化器报送的优秀项
目和相关科技服务资源，精选来自 24

家中小科技企业和 6家科技服务机构
的 14个项目落户技术交易展区。

技术“红娘”助抗疫鼻罩专利转化

在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板
块，有一批具有国际化视角和专业化
服务能力的示范性服务机构参展，它
们可谓技术“红娘”，在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过程中牵线搭桥。

容·知识产权成果转化运营平台
就是一个优秀的技术“红娘”，作为中
山医院、精神卫生中心、肿瘤医院、华
山医院等上海 20多家三甲医院的合
作伙伴，已完成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领
域一批专利技术价值评估案例， 仅医
疗健康领域的合同额就达 4.5亿元。

今年 2月， 容·知识产权与中山
医院合作，仅用 3天时间就实现了医
用防护鼻罩专利转化签约，让这一发
明成果迅速产业化，为抗疫医生保驾
护航。

工博会上， 容·知识产权集团除
了展示新近转化的科技成果，还将举
办“科技成果转化引擎，赋能 AI医疗
大健康产业发展”主题活动，观众可

到现场见证技术“红娘”让 AI赋能医疗
大健康产业的专业水准。

生物 3D打印软骨、采摘机器人亮相

在“中小企业创新技术成果”板块，

一批成果集中亮相。华夏司印（上海）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展示的是生物 3D打印
软骨临床转化项目。 生物 3D打印是医
疗 3D打印的最先进形态， 在体内移植
物临床产品领域， 有望全面取代金属
3D打印、 陶瓷 3D打印和高分子 3D打

印。这家企业开发的 5个软骨类临床产
品，覆盖了从软骨轻微损伤到整体关节
置换的治疗需求。因软骨损伤的不可再
生性， 软骨类 3D打印活体移植物将大
幅提高膝关节和髋关节患者的生活质
量，为很多中老年人带来福音。

上海点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研发
的 AI采摘机器人，采用自动驾驶、多自
由度机械手、柔性材料、神经网络等技
术，实现了农业采摘的全自动化。据介
绍，原本 100—200亩的农业种植场里，

完成所有作业需要 160个人工；依托点
甜全自动化的作业系统，则只需要 2名
协助性工人。他们不需要下地，只要在
操控室里监控机器的运行，就能完成从
播种到采收的全过程。

推介国产“磁波刀”无创诊疗系统

工博会期间，技术交易展区还将举
办多场技术交易活动，展示先进服务模
式、推广优秀技术项目，推动现场交易。

沈德医疗举办的“磁波刀”技术学术推
广与科普宣传活动，将推介上海交通大
学陈亚珠院士团队研发 23年的科技成
果转化项目———新一代国产 “磁波刀”

无创诊疗系统。

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将联合上
海国际技术交易市场等，举办国际技术
直通车等系列主题活动。其中，国际技术
直通车 INNO-EXPRESS 智能制造专场
活动将联合优质技术转移服务机构，通
过线上、线下联动形式，为产业端、投资
人、企业家提供有价值的国际技术信息。

上海产研院展区

市级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齐亮相
上海市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

是上海科创中心“四梁八柱”的重要
组成， 是连接产业界和学术界的桥
梁，承担着产业技术创新、带动技术
溢出和企业孵化的重要职责。上海市
功能型平台首次集体亮相工博会，展
示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
材料、 先进制造等领域的建设进展。

通过工博会现场和线上“云展”平台，

“创新科技馆” 的上海产业技术研究
院展区向全社会集中展示各个平台
的科技创新成果和转化孵化案例。

上海市类脑芯片与片上智能系统
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的展示项目是
“智能片上系统深度学习加速 IP的集
成应用”。类脑平台致力于研发、集成
智能片上系统的 IP Portfolio， 涵盖从
感知接口到边缘智能的一体化设计和
IP库， 推动形成完整的 AI芯片和类
脑芯片设计平台和验证测试平台，实
现快速部署 AI硬件的敏捷开发流程。

上海市智能制造研发与转化功
能型平台带来的展品，是自主研发的
柔性检具测量系统。 它可用于复杂曲
面零件的复合孔槽、圆柱、螺柱、折边、

突台等基本特征尺寸的精确测量。机
器人携测头到最佳测量位置后， 激光
能自行摆动扫描待测装配特征， 解决

了扫描过程中引入机器人运动误差的问
题。这种产品具有非接触、高效率、高柔
性、 自动化程度高、 环境适应性强等优
点， 在各行各业产品在线尺寸测量及质
量控制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上海机器人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
台展示的是单臂上肢康复机器人，它有
关节训练、镜像训练、平面训练、游戏训
练等 4种训练模式，适用于周围神经损
伤和偏瘫患者、 术后康复训练人群、帕
金森综合征人群、脑卒中人群等，使患者
更好恢复上肢受损功能， 更早突破上肢
运动障碍。 这款机器人已获得发明专利
3项、软件著作权 1项，核心技术亮点包
括：VR?拟场景结合；提供主动、被动、

阻抗多种训练模式；快速穿戴。

石墨烯是一种有广阔应用前景的

材料，在上海市石墨烯产
业技术功能型平台支持
下，上海科研团队研制出
了石墨烯 8 英寸晶圆。这
一成果获得 2019 年度上
海市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他们独创了单点可控成核技术， 研制出
1.5英寸石墨烯单晶，创造了单核石墨烯
单晶尺寸与生长速度的世界纪录； 在国
际上首次实现半导体锗基石墨烯 CVD制
备，实现了 4英寸石墨烯单晶晶圆生长。

上海北斗导航研发与转化功能型
平台带来的是无人机数据采集平台。它
集立体相机、多线激光雷达、毫米波雷
达、IMU、RTK GNSS、矢量声学传感器、

热红外传感器、 磁力计、WiFi模块等于
一体，设计轻巧，可车载或机载。设备上
的各种传感器进行了联合标定，确保采
集数据的准确性。

随着上海市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
台建设的推进及相关管理办法的出台，

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作为“上海市研发
与转化功能型平台建设工作推进小组”

成员之一，立足于全市产业共性技术平
台体系建设，积极配合市政府相关主管
部门做好全市功能型平台建设运营的
统筹规划、组织协调和绩效评估，推进
重大产品研发和产业链创新，服务创新
企业的培育孵化， 营造产业创新生态，

着力建设与科创中心相适应的产业技
术创新体系，为上海及长三角高质量一
体化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单臂上肢康复机器人

思寒环保公司研发的无人驾驶环卫车
本版撰文 俞陶然
本版摄影 赖鑫琳

单位 项目 奖项 展区

长春希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超高清超高分辨率大尺寸 LED 显示器 CIIF大奖 科技展区

华南理工大学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UHMWPE）短流程高效挤出技术 CIIF大奖 科技部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JS016（重组全人源抗新冠病毒单克隆中和抗体注射液） 创新引领奖 中心展区

上海重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 PRISMA 镜星系列燃料电池系统 创新引领奖 中心展区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2019-nCoV） 创新引领奖 中心展区

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i90 高精度组合导航接收机 创新引领奖 中心展区

华夏司印（上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生物 3D 打印软骨的临床转化 创新引领奖 技术交易

2020工博会“创新科技馆”获奖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