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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网络媒体内容分发系统 

1. 项目概述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网络视频、文件下载为代表的内容应用以及相

应的数据流量开始成为主流。根据互联网流量分析机构 CISCO发布的 2015

年最新报告，在互联网流量高峰时段，以视频、网页、文件为主的内容流

量已经超过互联网总流量的 63%。海量的内容需求对互联网带宽带来巨大

压力，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就是 CDN(内容分发网络)。CDN通过将

内容分发至网络边缘，实现就近数据服务，从而减少网络带宽压力和服务

器压力。随着 CDN 技术的出现，目前 CDN 已经得到广泛应用。按照 CISCO 

预测，未来 5年网络流量将增加 5倍，其中 70%以上的数据都将通过 CDN

进行传输。 

未来网络媒体内容分发系统是下一代的流媒体 CDN 技术。传统 CDN

是一种集中控制、封闭式管理、私有的缓存技术。需要运营商投入巨大硬

件和软件资源，搭建一个专用的内容分发平台，限制了 CDN 技术的性能和

广泛使用。未来网络内容分发平台利用内容中心技术(Content-centric 

Networking),实现泛 CDN。网络上所有节点均可成为 CDN缓存，自动管理

和分发内容，无需专用硬件和软件平台。 

北京大学网络视频实验室对网络视频传输、未来网络技术进行了多年

的研究，在内容中心网络、HTTP流媒体、未来网络方面进行了透彻的分

析和研究，开发了 HTTP内容中心网络系统。 

2. 技术优势 

与传统的 CDN 技术相比，未来网络媒体分发系统有如下优势：  

 泛在 CDN。以“泛在缓存”和“命名路由”机制为核心，实现内

容自动缓存、自主分发和就近服务； 

 兼容性。构建在 HTTP 协议上的内容中心网络； 

 低延迟。采用流媒体推送技术，降低传输延迟。 

3. 技术水平 

北京大学计算机所网络视频组从 1998年以来一直致力于解决大规模

网络视频传输和内容分发问题。针对蓬勃发展的互联网视频服务需求与现

有网络基础设施的矛盾，项目组研究一种基于内容中心未来网络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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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Centric Networking, CCN)的互联网视频分发系统。以兼容现

有互联网基础设施为前提，构建以“泛在缓存”和“命名路由”机制为核

心的 HTTP 信息中心重叠网 (HTTP-ICN)，实现互联网流媒体的自动缓存、

自主分发和就近服务，在现有互联网架构上验证“存储换带宽”和“内容

中心”的未来网络理念。实现了国内首个可公开测试、基于内容名字进行

数据共享和内容中转、采用网络内置缓存和请求/答复传输模式的互联网

内容分发验证平台。 

4. 研究所处阶段 

北京大学网络视频实验室在承担国家 863项目“未来网络体系架构和

创新环境”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内容中心网络的命名方式、内容寻址机制

和缓存路由协议，提出了命名内容查找协议 NCR、期望最优路由协议 ESP，

并在 INFOCOM、SIGCOMM、CFI发表多篇论文，申请发明专利多项。目前本

项目已经完成了原型系统的开发，正处于产品化阶段。 

5. 市场状况及市场预测 

随着互联网流量的剧增，以及对网络视频质量要求的增加，内容分发

网络的需求越来越大。按照 CISCO预测，内容分发市场增长率将超过 30%，

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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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 虚拟现实视频网络直播系统 

1. 项目概述 

虚拟现实产品和市场正在飞速发展。SuperData 预测在下个五年，整

个虚拟现实市场收入将达 400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 61.3%。移动端设备

销量将达 1680万，PC端销量 1480万。Google, Microsoft, 三星 Gear VR、

Oculus Rift和 HTC Vive 等各大公司纷纷推出新产品，在虚拟现实显示

设备、了虚拟现实头显，以及其他虚拟现实装置如运动拍摄相机，手部跟

踪装置等硬件技术方面取得巨大进展。VR游戏和 VR视频是虚拟现实技术

的两个主要应用。在相关硬件成熟后 VR视频内容的制作和在线服务将是

一个巨大市场。 

 

 
 

VR 视频直播系统通过互联网将 VR 终端与内容服务器连接起来，为终

端用户提供实时、互动、现场感和沉浸感的全景 VR视频服务。它主要包

括 VR视频拍摄、处理和制作、实时传输、交互渲染等功能。   

VR 虚拟现实的目标就是用数字方式再现人类所有感官的体验，其每

秒需要处理相当于 5.2Gbps大小数据量的声音和光线。现有 VR技术可支

持 4K分辨率、30 帧每秒、24位每像素和使用 300:1的压缩比率，需要

生成 300兆比特图像。对实时网络视频直播带来巨大挑战。  

北京大学网络视频实验室对网络视频的压缩、传输和处理进行了多年

的研究，对 VR视频直播的多视角压缩技术、流媒体推送技术、自适应传

输技术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和研究，开发了低码率、低延迟和自适应视角切

换的 VR视频动态直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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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优势 

1) 技术特点  

与传统的直播流媒体技术相比，VR 视频动态直播流媒体技术有如下

优势：  

 高效压缩。采用多视角压缩和拼接技术，减少画面变形，提高压

缩效率。 

 低延迟。采用流媒体推送技术，降低直播延迟，满足 VR设备交

互需求。  

 动态自适应。根据 VR交互请求和网络带宽变化，动态变化视角

和传输码率，提供视角内最优渲染质量。  

2) 技术指标  

目前通常用于评价 VR 视频网络直播系统的指标主要有四个：  

 启动延迟：对用户体验有一定的影响，启动延迟越小，意味着用

户可以更快的看到直播内容。 

 直播延迟：对于用户体验至关重要，低直播延迟可以吸引更多的

用户。 

 码率平滑性：直接关系到用户观赏视频的舒适度，通常码率平滑

度越高，观赏体验越好。 

 渲染质量：视角内视频码率意味着用户可以获得更高的平均视频

质量。 

3. 技术水平 

目前 VR视频直播在国内外尚处于起步阶段。实验室在 HTTP/2直播流

媒体技术、DASH动态流媒体有多年的研究经验，申请了若干专利，是国

际上较早从事该领域研究的队伍。 

4. 研究所处阶段 

北京大学网络视频实验室对动态流媒体、HTTP/2直播流媒体技术进

行了多年的研究。目前本项目已经完成了原型系统的开发，正处于产品化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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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市场状况及市场预测 

VR技术和服务是一个巨大的市场，SuperData预测在下个五年，整个

虚拟现实市场收入将达 40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 61.3%。目前 Facebook, 

Junt以及国内某些公司已经开始提供 VR在线视频服务。  

最终 VR硬件和内容的完善，VR视频在线直播服务将是一个主要的 VR

内容服务方式，有巨大的应用前景。 

6. 投资估算 

根据系统规模、性能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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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VC 高效视频编解码器及图片编解码器 

1. 项目概述 

当今社会，随着多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图片视频已经成为了人们获

取信息的重要来源，图片视频的数据量出现爆发式地增长。面对大量的图

片视频信息，如何高效的存储和传输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

下，HEVC 视频编码标准应运而生。HEVC(High-Efficiency Video Coding)是

ISO/IEC 和 ITU-T 联合制定的最新视频编码标准，该标准进一步优化了前代

视频编码标准 H.265，并进一步创新，最终在相同的主观质量下比前代标

准 H.264 提高一倍的压缩率。 

HEVC 视频编码标准虽然在相同的主观质量下提高了一倍的压缩率，

与此同时编码过程中所需的计算量大幅提高。过高的计算量严重的阻碍了

HEVC 标准产业化的过程。本项目通过一系列技术高效的实现了 HEVC 视

频编码标准下的编解码器以及图片编解码器。项目设计了快速率失真优化

框架、高性能并行框架以及高效全平台支持框架，生产出高效的编解码器。 

本研究室在视频编码技术上有多年的积累，在率失真优化上有深厚的

理论基础。同时，在视频编码标准的实现上，本实验室也积累的丰富的经

验，设计并实现了高效的 HEVC 视频以及图片编解码器。 

2. 应用范围 

虽然目前 H.264 仍然是主要的视频编码标准，但是 HEVC 必将很快取

代 H.264 的行业地位。随着高清视频的普及，以及超高清视频的出现，如

何在保证视频质量的情况下，提高压缩率减少成本，成为产业界必须要考

虑的问题，HEVC 视频编码标准必将得到广泛应用。 

3. 技术优势 

1) 技术特点 

目前 HEVC 的主要问题在于庞大的计算量，而本项目实现的高效编解

码器则极大的减少了计算量，本项目有如下优势： 

 支持 HEVC 视频编码标准，在相同视频以及图片质量下，压缩率

提高一倍。 

 通过优化的率失真最优化算法，以及各种快速决策算法，极大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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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了视频以及图片在编码过程的计算复杂度。 

 设计了良好的视频和图片的解码器架构，尽可能减少解码过程中

的冗余计算。 

 针对视频以及图像的编码过程和解码过程，设计了高效的并行结

构，大大加速了图片视频的编解码过程。 

 支持目前主流的 CPU 计算平台，包括 x86 以及 ARM。 

2) 技术指标 

目前通常用于评价视频编解码器的指标有三个： 

 第一个指标是 PSNR(Peak Signal to Noise Ration)值，PSNR 主要用于

评价视频图片编码器，计算经过编码之后的图像或者视频与原始图像或视

频之间的 PSNR 值，反应经过编码之后图像或者视频的客观质量损失的大

小，PSNR 值越小越好。 

 第二个指标是码率，用于评价视频图片编码器，码率表示了经过

编码之后的视频或者图像生成的码流的大小，一般码率越小越好。 

 第三个指标是编解码时间，即编码或者解码过程所耗费的时间，

时间越短越好。 

4. 技术水平 

本实验室在高效编解码器的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编码快速码率失

真优化 RDO 算法，高性能并行框架以及高效解码方案上的研究成果均已

在相关领域的顶级会议以及期刊上发表，同时申请了大量的专利。 

5. 研究所处阶段 

本实验室在视频图像编解码器上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对于编解码的过

程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设计出快速的率失真最优化模型以及高效的并行框

架，最终开发出高效视频编解码器 Lentoid 以及高效图像编解码器 LentP。

经过测试对比，Lentoid 和 LentP 与市场同类产品相比均具有可观优势。目

前本项目已经完成原型系统开发，有待进一步完善。 

6. 市场状况及市场预测 

HEVC 视频编码标准自 2013 年正式发布以来，一直饱受业界关注。近

年来随着硬件的不断发展，高清以及超高清视频不断普及，对于高效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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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以及图片编解码器需求迫切。同时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兴起，3D 视频

如何进行高效的压缩又将是业界面对的一个挑战，同样对于高效视频编解

码器以及高效图片编解码器需求迫切。虽然目前产业界中前代视频编码标

准 H.264 仍然占据主导，但是由于市场的需求，具有更好性能的新一代视

频编码标准 HEVC 必将取代 H.264。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视频编解码技术作为核心基础技术，必

将持续保持活力，对于产业界而言如何更高效的压缩视频以及图像数据的

需求从未减少，本项目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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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安全打印管控系统 

1. 项目概述 

如今，信息科学技术发展相当迅速，但是普通的纸张依然作为重要的

信息载体而存在，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环境下，纸质文档具有不可替代性，

同时纸质文档的保密防范面临了很多新问题和挑战。不同密级的文档通过

各种途径送交审批时，这其中存在着大量的泄密风险，如不加控制必然导

致泄密事件发生。 

为避免此类状况的发生，本项目研制开发了具有超强保障功能的安全

文档网络集中打印管控与审计系统，实现对于打印者、打印内容、打印资

料、送审渠道的严格管理，从而有效的增加文档打印的安全性。同时，由

于取代了原有的纸质文档审批方式，我们的打印监控与审计安全系统实现

了对于待打印文档的精准控制，极大程度上减少了泄密的风险。 

其原理是根据字符模式识别理论，人们对字符的识别过程是一种视觉

的刺激信息与记忆信息匹配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对字符的结构变化

有很好的调节功能。因此，同一字符的不同字形结构不会改变人们对字符

的语义识别。 

2. 技术优势 

1) 技术特点 

本项目所涉及的文档安全打印管控和审计技术的研究，主要具备以下

方面的技术特点和优势： 

创造性地解决了纸介质文档中的信息隐藏和溯源追踪的技术难题。 

本项目主要涉及了重要纸介质文档的溯源追踪技术，这是数字水印和

信息隐藏领域比较有挑战性的课题之一。由于图像复制过程给原始文档添

加了不可估计的随机噪声，但目前对此类噪声还没有准确的数学模型来描

述，而且它还与打印机、复印机以及扫描仪等设备自身的性能和状态有关。

并且数字水印通常遇到的各类攻击，比如旋转、二值化、过度偏移、明显

扭曲等引起的失真，对于打印和印刷图像来讲变得更为突出。而国内外现

有的文本水印算法主要分为五大类：基于文档结构、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

术、基于二值图像水印技术、基于字符几何特征以及基于底纹的方法。这

些方法都不能很好地抵抗打印扫描、多次复印等操作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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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们创造性地提出并实现了基于二值文本图像水印和基于矢量

字库水印算法。该方法在视觉不可见的前提下自动将用于文档溯源追踪的

安全标识信息(打印作业的文件名、用户名、页数、时间、IP地址以及打

印机名称等)隐藏于文档内容中。文档打印输出后，安全标识随着纸质文

档一起传播；在截获含安全标识的纸质文档后，通过扫描仪和安全信息识

别工具进行水印信息提取，以此推断出该纸质文档由哪个单位的具体人打

印输出，从而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最终达到对于纸质文档打印的闭环管

理和安全控制目的。 

真正实现了重要纸质文档中水印信息的“逐页覆盖，份份不同”。 

本系统在保证原有打印速度和效率不变的前提下，实现了印制文件的

可变打号输出，做到每份文件都不同，其中每份文件嵌入了不同的水印信

息，实现了水印信息“逐页覆盖、份份不同”，从而保证每份文档内容看

起来一样，但是其中嵌入了不同的水印信息，最终为文档的自动分发管理、

溯源追踪和责任划定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 

a) 打印机硬件兼容性较好。 

该系统兼容性能良好，克服了目前主流数码印刷流程系统与打印型号

和品牌绑定的弊病，做到了跟打印机类型无关。只要能够通过普通驱动程

序可以驱动的数码印刷机（喷墨、激光、彩色、黑白等）和打印机类型等，

都可以进行快速无缝连接。 

b) 提高了生产型数码印刷环境下的纸质文档自动输出、分发管理和 

闭环流转的安全防护水平。 

本系统可以自动在文档首页的左上角或者右上角会打印编号以示区

分；支持可变数据打印，完成自动打号功能；另外，会把编号作为水印信

息嵌入到文档内容中，使得每份文档都不同（看起来内容相同，其实嵌入

不同单位的标识信息），一旦文件发生流失泄密，可以及时准确地追溯到

具体源头。 

另外，条码识别系统通过条码枪自动扫描读取纸质文档中二维条码中

的信息，结合系统数据库中存储的打印数据，实现打印文件的查询、闭环

流转或归档处理。 

总之，该系统为生产型数码印刷提供了更合理的打印输出解决方案，

提高了文档自动输出和分发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同时为文档闭环管理和安

全防护提供了更有效的技术手段。在政府和军队文印领域具有很好的示范

作用，具备进一步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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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指标 

该系统支持的技术指标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a) 数据兼容性指标 

 可以兼容常见的办公文档类型，如 MS Office（Word、Excel、PPT）、

WPS、Jpeg、Tiff、PDF等； 

 在字号为小三，包含 500个中文汉字的文档中，最多可以隐藏 20

个英文或数字的信息量；或可隐藏 10 个中文汉字信息量； 

 最少信息载体数量为连续 5~6 行文字（大约 150字左右）。 

b) 设备兼容性指标 

 支持常见的主流打印机类型，包黑白/彩色激光和喷墨打印机； 

 通过扫描仪进行隐秘信息提取时，扫描仪分辨率要求在 600DPI及

以上。 

c) 效果与效率指标 

 打印后的纸质文档可以很方便地通过扫描仪设备获取数字图像后

提取其中的水印信息； 

 单页 A4文字稿的页面嵌入时间为 300毫秒； 

 打印纸张质量和扫描仪状态正常的前提下，打印原件的隐藏信息

提取时间控制在 10 秒以内。 

d) 抗攻击性指标 

 支持横向裁剪或撕毁，不支持纵向裁剪； 

 整幅面文档最少支持两次复印攻击； 

 支持 70%~120%范围内的放缩比例； 

 支持较轻程度的局部污染和褶皱； 

 可以容忍±15°的页面倾斜。 

3. 技术水平 

在项目研发过程中，相关多项核心技术成果申请了 10 余国家发明专

利，其中基于纸介质文档的溯源追踪技术通过了以倪光南院士为专家组长

的课题成果鉴定，该技术成功解决了基于纸质文档中汉字字符结构特征修

改的水印信息嵌入和提取的技术难题，实现了纸介质文档的“份份不同，

逐页覆盖”的可变信息保护，在中文汉字信息加密领域被评定为国际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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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该成果获得了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和中国第十六届专利发明奖励。 

4. 研究所处阶段 

2012 年，文档安全打印管控系统 V1.0 版本开发完成，并申请了软件

著作权。已经在国家外交部、安全部、总装等国家政府和军队单位初步推

广使用。接下来的系统研发和市场推广计划为： 

 2016年 4 月，文档安全打印管控系统 V1.5 版本开发完成，并通过

国家保密科技测评中心检测； 

 2016年 7 月，组织部分保密专家、国家部委和军工单位用户代表

一起进行纸质文档溯源追踪技术研讨和文档安全打印管控系统推广使用

研讨会； 

 2016 年 12 月，完善保密审计功能，并取得涉密产品资质证书。 

5. 市场状况及市场预测 

文档安全打印管控系统市场前景广阔，下面分别简单进行市场概述： 

1) 文档安全管理行业 

文档安全管理系统集身份验证、打印控制、程序控制、文件自动加密

等多种技术于一体，对单位内部的图纸、文件、设计文稿、重要数据或信

息等敏感电子文件从创建、分发乃至销毁的全过程进行控制和保护，确保

这些文件即便被黑客盗取或内部员工有意外泄，获得者也无法打开，切实

保障单位的信息安全。 

该类产品主要用用在如下行业中： 

 党政机关和军队：涉及国家机密的的文档（公文、机密文件、会

议纪要、统计数据、军事情报等）；其中军队团级以上单位就有 2000多个，

全国军工企业和涉密单位数目大致在 600余家，国家政府省级以上部门和

子部门单位 200多家； 

 金融机构：包含大量敏感信息和商业秘密的文档（投资信息、大

客户信息、上市公司年报等）。其中中国有证券公司 156 家，全国的营业

部门 5092家；中国商业银行数量 100 多个，其中千亿以上规模的就有 50

家，各地营业网点大致有 4万多家；所有保险公司有 138家，各地的营业

网点数目更是很大； 

 医疗行业：带有不允许泄漏敏感信息的文档（医案、病案、病人

信息图片等）。全国的医院达 2.4万个，所有的医疗机构更是接近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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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行业：含有商业秘密信息的文档（调查报告、咨询报告、商

业计划、客户资料等）； 

 制造行业：需要限制共享对象的企业文档（设计图纸、财务预算、

商业计划、价格体系、采购成本、合同定单、物流信息、管理制度等）；

制造行业数目至少在 1000家以上； 

 研发行业：需要保护知识产权的文档（源代码、设计文档、知识

库等）； 

 知识型企业：调查报告、咨询报告、招投标文件、专利、远程教

育的教案等重要内容的版权保护。 

2) 办公安全打印和文印室打印输出行业 

主要包括政府、军队和重要的企业单位，比如公检法、律师事务所等，

这个数量也是非常巨大的，至少在 1000 家以上。其中比较特殊的一类办

公打印是集中文印打印，一般的重大政府部门都会配套一个文印室，负责

全单位的文件印制和装订，大都采用数码印刷机尽心输出装订，也包含了

传统印刷的大部分流程，比如文档拼版、文字校对等。这类文印室打印客

户大概有 300余家，其中涉及到保密和打印管理的应该在 100家以上。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该项目所涵盖产品的应用市场容量非常

之巨大，其中目前仅有 10%不到的企业采用类似的保护技术，存在着大部

分的空白市场，每年至少会有 10%~20%左右的速度在增长。另外这还只是

包括国内市场，平行的行业市场可以推广到国外，这个市场容量更是巨大，

比如就拿防伪技术而言，印尼、菲律宾和越南等欠发达的东南亚国家和地

区比中国的防伪印刷水平要低很多，也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商业机会。 

6. 投资与成本估算，效益分析 

我们研究开发的文档安全打印管控系统已经开始在市场上进行初步

推广，但是也遇到了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持续研发能力不足和后期维护

支持力度不够的问题，为此需要加大项目研发的投资力度。 

2015-2016 年度，预计增加投入 150 万元，其中 120 万元用户项目研

发，30 万元用于市场拓展费用。增加 3 名技术研发和支持人员，同时引

进 1 名市场销售人员。 

项目收益预测：每年争取销售文档安全打印管控系统 5 套，每套软件

的平均经费额度为 40 万元，共计项目经费达到 2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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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图像版面理解技术 

1. 项目概述 

漫画作为一种特殊的休闲娱乐类出版物，通常由简单形象的绘画内容

和少量的文字构成，深受不同国家各年龄段阅读者的喜爱。随着移动终端

(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子书阅读器)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基

于移动终端阅读漫画电子内容，漫画移动阅读已成为漫画出版产业的发展

趋势，出现了大量的漫画内容网站以及相应的APP阅读软件（如Apple store

里的漫画控、Comic glass，Android 应用市场里的卡布漫画、有妖气漫画

等）。然而，现有的漫画电子出版物及以往大量的历史纸质出版物通常按

照纸质媒介的大小进行排版设计，受漫画内容及排版布局、移动终端屏幕

大小及分辨率的限制，无法在移动终端上清晰完整地展示。 

为了解决该问题，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网络内容保护与

文档处理实验室”师生通过近几年的攻关，研究出了漫画图像版面理解技

术，对该问题提出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2. 技术优势 

分镜检测与分割 分镜显示

 
图 1 基于漫画分镜分割的漫画移动阅读解决方案示意图 

(左边为原图，中间为分镜分割结果及对应的阅读顺序识别结果（数字 

小的阅读顺序在前）,右边为在手机上按分镜粒度显示的效果示意图。) 

 

如图 1 所示，我们针对漫画页面图像的排版特点，采用了基于分镜分

割的漫画移动阅读解决方案：先将漫画页面分割成一个个分镜，并按它们

之间的阅读顺序进行排序，当在屏幕尺寸较小的手机屏幕上进行显示时，

可以不再整页地显示，而是按分镜粒度来进行显示，按分镜的顺序播放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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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内容。为了实现该方案，我们综合使用规则、条件随机场以及深度学习

算法、研究出了漫画图像分镜自动分割算法以及相应的分镜阅读顺序识别

技术，能够较好地实现漫画图像分镜自动分割以及按阅读顺序自动排序。 

进一步地，为了满足用户在较小移动终端屏幕上看清漫画对白文字的

需求（如图 2 所示），以及为将来漫画有声阅读、对白文字自动翻译等新

的漫画阅读应用提供技术保障，我们综合使用规则及深度学习算法、研究

出了漫画对白气泡/文字块识别技术，能够较好地定位漫画中的对白气泡/

文字块。 

文字放大

 

图 2 自动定位对白文字后，可以将对白文字进行放大， 

从而能在较小的移动终端屏幕上清楚阅读。 

3. 技术水平 

目前国内外对漫画版面理解技术进行研究的主要为日本、法国、西班

牙以及中国的几个研究组，从公开发表的论文来看，我们的研究成果处于

世界领先的水平，从近期的大规模数据（超过 1 万张不同国别不同风格的

漫画页面）测试结果来看，我们的算法对分镜分割的检出率与准确率均超

过 90%，对对白气泡/文字块的检出率与准确率均超过 85%，由于我们的

算法采用了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机器学习算法，随着我们的训练数据的增

加，我们算法的性能还将进一步提升。 

4. 研究所处阶段 

已完成核心算法的封装，并开发了基于该技术的漫画图像移动阅读内

容加工软件，可以自动地对漫画书进行分镜分割并进行阅读顺序排序再辅

以人工校对和修改，最后可以将漫画图像内容以及分镜分割、阅读顺序排

序结果打包封装成一个电子文档。目前支持的封装格式有 CEBX 格式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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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档（可自适应地支持多种尺寸的终端屏幕下的阅读），符合新闻出版

行业标准“数字阅读终端呈现格式”（CY/T 88-2013）。 

5. 合作方式 

1) 可提供定制的漫画移动阅读内容加工软件； 

2) 可提供核心算法 SDK 或者 API； 

3) 可提供漫画移动阅读内容加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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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情感自动识别及自动标注系统 

1. 项目概述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 2008 至 2011 年《中国搜索

引擎市场研究报告》中都指出，网络音乐以其使用率一直位居中国互联网

应用前三甲的宝座，《2011 年中国搜索引擎市场研究报告》进一步指出，

音乐已经成为用户通过搜索引擎搜索的前三大类内容之一，用户比例高达

41.6%，大部分综合搜索引擎都已经提供针对音乐的垂直搜索功能。互联

网上日益庞大的用户规模以及海量的数字音乐要求高效的音乐检索手段

和令用户满意的检索体验。 

本系统采用多模态情感回归的方法，实现音乐情感的自动标注，并通

过音乐情感词作为中间桥梁，实现音乐情感维度信息到情感类别的映射，

间接实现了音乐情感的分类。因此本系统能够同时满足对音乐情感维度信

息和类别信息自动标注的需求。 

2. 应用范围 

音乐情感识别技术自 2000 年提出以来，经过世界各地大学及研究单

位的广泛研究，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该技术主要应用于需要大规模音

乐库的系统场景，如音乐网站、网络电台、手机音乐、车联网系统、云音

乐系统、音乐在线商店、音乐数字图书馆、音乐医疗系统、卡拉 OK 系统、

电台音乐点播系统等。 

3. 技术优势 

随着音乐欣赏模式从客厅音响转移到移动手机，人们对音乐选择的方

式也从专辑唱片转变到个性化编辑的播放列表。编辑个性化播放列表的先

决条件是，需要每首歌曲标有歌曲名、歌手名、曲风、发行时间等一系列

标注信息，以便检索，以挑选中意的音乐或歌曲，如前所述，客观上根据

音乐所表达的情感来选择音乐才是编辑播放列表的首选标注信息。现实情

况是，目前所有正式出版的音乐作品，都不带有情感标签。造成这一现状

的原因之一是音乐情感标注的都是人工类完成，效率很低，面对百万、千

万级的音乐库，人工进行情感标注几乎是难以完成的任务，另外一个方面

是，不同人的个体对同一首歌曲或音乐的情感表达的描述尺度会有所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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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计算机实现音乐情感的自动标注，能够有效地解决上述两个问题。本

计算机音乐情感识别系统有如下优势： 

 情感标注的稳定性，不受人为因素的影响。 

 自动标注的高效性。我们在普通 PC 机上试验的结果表明，一台

机器每天可标注 1 万首以上的音乐歌曲。由于每首歌曲的标注都

是独立的，因此可以根据工作的需要，配置多台机器并行处理。 

 情感维度标注和类别标注兼顾，由于应用场景的不同，存在标注

连续维度情感值和情感类别值两种不同的需求，本系统兼顾了这

两种不同的需求。 

 自主设计了更为直观的颜色情感色谱，作为基于情感的音乐推荐

人机界面；图 1 给出的是本系统基于情感的音乐检索界面。图 2 

给出的是基于维度情感模型的检索，图 3 给出的是基于色彩和

情感词的检索。 

 情感标注值的准确性。本系统采用独特的歌词、音频和歌词的多

模态音乐情感识别学习算法，很好地发挥了不同模态数据对音乐

情感不同维度描述的优势，提高了标注结果的准确性。 

 

图 1 基于情感的音乐检索界面 

 

 

图 2 基于维度情感模型的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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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基于色彩和情感词的检索 

4. 技术水平 

国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已有 10 年，申请了部分专利，部分产品已经

投入应用。这一技术的研究正方兴未艾，我们实验室对这一方向也进行了

9 年多的深入研究，目前已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多篇文章发表在国际知

名的学术会议上。 

5. 研究所处阶段 

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数字音频实验室对音乐情感识别进行了多年

的研究，在学习国内外先进科研成果的同时，我们特别针对中文音乐和歌

曲进行了针对性的研究，并对音乐情感识别的各个环节都有新的发展： 

1) 完成全部关键算法的研究开发； 

2) 完成了基于内容管理技术的音乐库的开发，并集成了情感识别引

擎； 

3) 在 4000 首音乐歌曲（音乐：1700 首；歌曲：2300 首）集上完

成情感学习模型的训练； 

4) 在 5 万首音乐歌曲数据库上完成了自动情感标注的测试。 

总之，目前本项目已经完成了原型系统的开发，正处在产品化阶段。 

6. 市场状况及市场预测 

目前市场还没有与本项目系统相似的产品，因此几乎处在无竞争产品

的阶段，由于音乐网站、网络电台的发展受到手机音乐、车联网系统、云

音乐系统的竞争而落后，所以我们的更期待在移动音乐消费市场能够取得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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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音乐消费个性化需求的提高，以及音乐欣

赏形式的多样化，音乐情感识别技术将在市场上获得更大的机会和应用前

景。 

7. 投资与成本估算，效益分析 

由于本系统原理技术研究基本完成，就应用而言主要投入会来自于应

用系统的部署费用，且随应用系统的规模而定。 

音乐情感识别系统是音乐消费系统的后台基础系统，其经济效益有赖

于音乐消费系统的整体效益，由于音乐情感识别系统的基础性，由它可以

演化很多不同的应用和服务产品，因此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前景十分

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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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云——版面智能分析云服务平台 

1. 项目概述 

互联网时代，从传统出版到数字出版的转型已是大势所趋。《国家中

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把数字出版和发展新媒体

列入科技创新的重点。国家《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要求出版业要加快从主

要依赖传统纸介质出版物向多种介质形态出版物的数字出版产业转型，积

极发展电子书、手机报和网络出版物等新兴出版发行业态；实现跨平台、

跨媒体等多种数字内容服务形式；全面整合出版资源，提高传统出版物和

数字出版物的利用水平，促进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伴随着移动终端（如智能手机、iPad）的不断普及，移动

阅读开始快速走进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多的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等内容

提供商将其拥有的内容资产进行结构化整理，推送到移动终端，开发资源

更高层次的应用。其间，如何快速甚至自动将现有资源加工成适合移动终

端阅读的数字内容，成为数字出版商和移动阅读用户共同关心的一大问题。 

本系统——“版云”智能版面分析云服务平台。其主要目标是面向出

版资源的原始文档，在抽取出文档布局、样式信息的基础上，再抽取出更

高层次的逻辑与语义结构信息；实现对出版资源原始材料的转换加工、结

构化信息提取、普适性的阅读数据生成；利用云平台在线为读者用户或数

字内容加工商提供内容加工服务。基于本系统，对于内容加工商，可以自

动实现文档格式的无缝转换、内容碎片化、元数据的获取等，从而大幅度

提高内容深加工的生产效率，降低数字内容加工的成本，提高数字出版产

业链的效益。对于终端读者用户，可以实现跨终端、跨平台的格式转换、

最佳的内容呈现效果和良好的用户体验；如图 1 所示，一份报纸或者杂志，

经过本系统处理后，可以同时支持版式和流式两种阅读模式，实现屏幕自

适应的排版，实现不同排版格式间的自由切换，支撑各种版式，正是系统

名称“版云”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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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版式阅读（左侧）和流式阅读（右侧）模式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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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特点和技术指标 

1) 技术特点 

从本系统涉及领域的应用现状来看，当前数字内容（如电子书、手机

报、期刊杂志）的结构化加工主要依靠人工录入、编辑、校对等流程来实

现，占用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同时也严重限制了整个数字内容加工流程的

生产效率。例如电子目录的制作，主要依靠手工录入目录条目，并且人工

查对页码，建立导航链接。根据现有客户的反馈，人工构建目录约 30 条

目/小时，而利用该平台技术中的目录自动定位与链接恢复技术，可以提

高到 110 条目/小时。该领域的应用现状，是本系统诞生的需求基础，也

是本系统相关技术从一推出就获得客户广泛接受的主要原因。 

从本系统涉及技术的研究现状来看，以往关于文档结构化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图像格式的文档，对原生电子文档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相对图像

文档结构化，本系统所处理文档的结构化面临着来源多样化，信息质量差

异化等新问题和信息准确丰富、内容局部有序等新特性。针对所处理文档

的特性，提出新的文档结构化方法和理论，填补文档结构化领域的研究空

白，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本系统的研究团队，在多类型文档，尤其是版

式电子文档的结构化方面，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成为该领域的国际先

进研究小组，提出了基于底层信息反解、文档同质性、多来源元数据补偿

模型、中文文档特性等一系列新的文档结构化方法。 

应用创新：在当前数字出版市场，内容从创作到消费一般经过作者、

出版社、加工商、提供商、销售商等环节，如图 5 所示。但随着数字出版

市场的发展和重组，业已出现了集多个角色于一身的机构，例如出版社开

始倾向自己加工和销售内容，从而在数字出版产业链条上分得更多的利益。

更甚至，内容由作者创作制作后，直接由读者进行消费，例如在线文学。

此项目研发的数字内容加工云服务平台——版云，直接开放给数字出版链

条上各个利益方，支持更多的数字出版和内容合作模式。尤其是直接对用

户开放，将方便用户对内容进行二次创作，实现数字内容的 C2C（读者对

读者）的传送与分享，人人皆可创作，促进数字出版市场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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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数字内容的生产消费流程 

2) 技术指标 

本系统已经完成版面理解、元数据获取等关键技术的研发，目前达到

的主要技术与性能指标如下： 

智能版面理解技术可以在抽取出文档布局、样式信息的基础上，抽取

出更高层次的结构信息，具体包括 3 个层面，即页面级、功能页、文档级

的逻辑结构信息；目前已达到整体抽取准确率不低于 85%，页面级准确率

高于 92%，目录识别准确率高于 94%，版面布局信息抽取准确率高于 95% ；

值得说明的是，该技术可以根据客户需要进行具体定制的模型学习，性能

可以进一步提升。 

元数据获取技术，根据目前的技术进展，本系统业已到国际先进水平，

准确度在 95%以上。 

3. 技术水平 

本系统涉及的技术，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稀缺、前瞻性的技术，目

前市场上还没有成熟的产品可供比较。 

从本系统涉及技术的应用现状来看，当前数字内容（如电子书、报纸、

期刊杂志）的结构化加工主要依靠人工录入、编辑、校对等流程来实现，

严重限制了整个数字内容加工流程的生产效率。例如电子目录的制作，主

要依靠手工录入目录条目，并且人工查对页码建立锚点链接，根据现有客

户的反馈，人工构建目录，约 30 条目/小时，而利用该项目技术中的目录

自动定位与链接恢复技术，可以提高到 110 条目/小时。 

目前市场上的文字识别（OCR）软件，主要面对扫描图像文档，本软

件平台主要处理海量的由排版软件直接生成的多类型电子文档（如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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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 

部分内容加工商的自有加工软件，主要提供录入、编辑、校对等简单

的文件或过程管理功能，智能化程度很低，在抽取的结构信息与元数据信

息方面和自动化程度方面，远低于本系统产品。 

相关国外软件及开源软件，我们在研发中进行了测试比较，在绝大多

数性能指标上本系统的技术优于这些软件，相关实验结果已发表。 

该领域属于未成熟市场，空间巨大，应用与技术现状，使我们对本系

统产品的应用前景充满信心，也是我们将技术走出实验室，进行产业化的

主要动力和原因。 

4. 市场状况及市场预测 

目前，各大电信运营商、IT 巨头莫不关注数字内容的建设和资源聚合，

而作为数字内容流转的关键一环---数字内容的加工制作，正在蓬勃发展，

不断产出丰富的内容产品，满足巨大的数字阅读需求。据统计全国 580 多

家出版社中，超过 530 家开展了数字出版业务，已有 9300 多种纸质期刊

利用 IT 技术，实现数字网络出版，全国 1900 多种报纸中，实现数字出版

的已经超过 60%，49 家报业集团全部实现数字出版，这些出版社、期刊

报刊社将是数字内容加工制作的主力军，是本系统的主要企业市场，而盛

大文学、中文在线、同方、万方等数字内容提供商，也都有数字加工的需

求。另外，随着国家文化体制改革逐步走向深入，新闻出版实力较强的地

区都成立了产业集团并且以数字出版基地形式集约化发展，如重庆北部新

区、广东、武汉、长沙、天津、西安等地的国家数字出版基地，这些数字

出版基地将是数字内容加工的主阵地，也是本系统产品潜在客户的聚集地。 

综上，这些主体的数字内容加工者，目前普遍面临产能不足的困扰，

内容资源加工主要依靠人工，生产效率较低且成本巨大。本系统产品作为

内容加工的基础技术和助力平台，将大大提高内容加工的效率，具有广泛

的应用前景和市场接受度。 

就数字内容加工的机构用户而言，包括 580 多家出版社、49 家报业、

53 家内容数据库提供商、1400 多家不同规模的内容加工公司、9300 多种

纸质期刊杂志，这些机构将是本软件的主要潜在机构客户，可达到 5-10

亿元的市场容量。随着本软件产品的不断完善，将支持对外文文档的加工

制作，也将迎来本软件平台的第二次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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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个人用户将是本软件平

台潜在的生力军客户，通过此平台进行内容转换、编辑、再加工等，社会

化媒体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下，其市场容量难以估量。 

5. 合作方式 

1)可提供定制的文档内容加工软件； 

2)可提供核心算法 SDK 或者 API； 

3)可提供文档内容加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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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智能移动搜索引擎 

1. 项目概述 

当今世界信息技术革命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移动”，一是“智能”。

所谓“移动”，是指信息技术的焦点从个人电脑（PC）转移到小尺寸的手

机、平板等移动设备；所谓“智能”，是指软件与服务需要很“聪明”地

了解用户的真实需求。搜索引擎是互联网世界的入口和向导，其重要性不

言而喻。国内搜索引擎市场上百度一家独大，但其竞价排名系统却备受诟

病；谷歌因退出中国大陆，目前市场份额已几乎可忽略；还有其他一些搜

索引擎如搜狗、360 等，在与百度竞争中缺乏相应的特色和差异性。 

在移动互联时代，从小学生到退休老人，几乎人手一部手机，甚至一

人还有多部手机。每天坐在电脑前办公的公司白领人数远少于广大的手机

用户数。根据中国工信部统计数据，截至 2013 年 3 月底，中国共有 11.46

亿移动通信服务用户。2014 年 1 月 21 日凤凰科技讯消息，根据全球技术

研究和咨询公司 Gartner 最新调查报告，中国手机用户总数在 2013 年首

次超过 10 亿。市场研究和咨询公司 Gartner 发布消息称，2013 年中国智

能手机的保有量为 5.8 亿台，智能手机年出货量为 3.2 亿台（不含水货数

量）。IDC 发布的《亚太区手机市场季度跟踪报告》，2013 年第四季度中国

手机出货量为 9080 万部，与第三季度的 9480 万部。与 PC 相比较，手机

更新换代频率更快，约 2-3 年。因此，曾经风光无限的 PC 时代已被移动

互联时代所取替，曾经的 IT 巨头如微软、Intel、IBM 等也失去往日的光环，

如日中天的是苹果、谷歌、三星等移动科技巨头。因此，项目的目标用户

是国内超过 10 亿的手机用户。 

2. 技术优势 

“新一代智能移动搜索引擎”，发展方向是更侧重于本地生活资讯的

搜索引擎。所谓“新一代”，是指其技术特征和用户体验与百度或谷歌等

当前搜索引擎有明显区别，技术更进一步，用户体验更好。所谓“智能”，

是指我们准备采用更多的机器学习技术，更好地理解用户的真实需求，尽

最大可能地提供给用户感兴趣的搜索结果。尽管我们也会先搭建 PC 端搜

索引擎，我们更看好手机、或平板电脑上的移动搜索引擎市场，使得用户

每时每刻都能享受到搜索服务，这将成为搜索引擎最大的增长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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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端搜索用户需要的是“点对点”、“即搜即应”的搜索体验，并不

需要像 PC 搜索那种多样化的搜索结果。因为移动搜索的使用场景相对碎

片化，用户在搜索的同时往往面临着决策，过多的信息只会造成用户决策

困难。比如用户在午饭时间搜索“附近有什么吃的”，用户需要的就是附

近有什么吃的、具体的路线图、菜单、价格，甚至是其他用户的评价，而

不是海量且对用户而言无效的信息。搜索结果个性化是搜索的一个潜在功

能。“试想，如果你的手机能在正确的时间带来正确的体验，而不用你去

主动搜索”，“如果你的手机能在你进入车内时推荐音乐和地图应用，在你

进入健身房时推荐健身应用，情况将会怎样？” 

3. 优势与核心竞争力 

该项目优势在于拥有国内最好的学术资源和学生资源，其核心竞争力

在于项目的技术门槛较高。大幅使用最近提出的机器学习理论和算法，来

改进搜索引擎的性能。谷歌创始人 Page 曾说过，搜索引擎就是人工智能。

因为在互联网上相关信息实在太多，而普通用户一般只浏览 1-2 页搜索结

果，要将用户感兴趣的内容放入前 2 页，则需要预测用户的兴趣，并进行

喜好推荐。 

创新点： 

（1）本地化。比如深圳市的网民输入查询词“天气”，返回的应是深

圳市的天气预报，而非全国各地的天气；输入“电影院”，返回的应是深

圳市几家电影院的上映时间表及电影简介；输入“动物园”，返回的是深

圳市动物园的开园时间、地图等信息。 

（2）个性化。通过分析每位用户的查询点击记录，“聪明”地了解用

户的身份、职业背景、生活习惯与喜好，从而更好地满足每个用户的个体

需求。 

（3）差异化。需要与上一代的搜索引擎呈现出差异性，比如理想状

况是直接返回用户想要的查询结果，答案一步到位，而非网页链接；用户

可对搜索结果进行反馈评价，便于自动学习提高；更加智能地在网页、图

像、音乐、视频、地图等不同内容之间无缝切换；更加智能地对用户查询

输入进行自动补全、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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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通信系统精细化数字预失真器 

1. 项目概述 

非线性失真是 5G 通信系统和其他新兴多载波通信系统的主要失真来

源，而数字预失真代表着线性化方法发展趋势。目前，数字预失真方法均

采用了对非线性器件输出信号的包络特性进行直接线性化的简单思路。由

于有源非线性器件（如射频功放）存在最大输出功率的限制，故此种原理

的线性化算法在高能信号区会造成输出有效增益的明显下降，也就是难以

同时满足低功率损失和高线性化效果的要求。这不但造成了低下的电源利

用效率，并且造成我国对进口大功率射频器件的依赖。 

针对 5G 通信非线性失真研究的理论空白，申请人率先完成了非线性

失真信号微观分析法，首次揭示了亿万个随机交调项间的定量关系，推导

出了系统参数和非线性频谱间简洁的多项式表达关系，并将仿真速度提高

1100 倍。针对目前射频电路预失真方法的原理性缺陷，申请人建立的多

级精细化数字信号预失真方法实现了在低功率损耗的条件下取得高度线

性化效果，此方法可提高功放的功率利用率，降低我国对大功率射频功放

的进口依赖。 

2. 应用范围 

 小型手持或背负高价值通信终端 

 卫星通信中心站 

 无人机通信模块 

 高清摄像网络通信 

 建筑内通信中心站 

 移动通信基站 

3. 技术优势 

 新型快速收敛级数，提高器件精度  

 多级优化算法，提高器件线性度  

 低速反馈机制，提高器件适用性  

 数值计算算法族，提高器件吞吐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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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水平 

基于此成果的工作，申请人的学术文章已刊发于通信领域一流期刊：

IEEE 旗下的《IEEE Trans. Signal Process.》（第 1 作者、通信作者）、

《IEEE Trans. Commun.》（第 1作者、通信作者），《IEEE Commun. Lett.》

（第 1 作者、通信作者）、《IEEE Micro. Wirel. Comp. Lett.》（第 2 作

者、通信作者），以及及 GlobalCom、VTC 等通信信号领域的旗帜性学术会

议。此外，申请人作为章节作者和 IEEE Fellow D. Schreurs 教授、IEEE 

Fellow J. C. Pedro 教授等国际同行共同撰写了英国剑桥大学（Cambridge）

出版社发行的书籍《RF Power Amplifier Behavioral Modelling》。 

此技术成果的相关研究获得了国际同行的积极评价，举例如下： 

 欧洲顶尖工科院校荷兰 Delft大学电信系主任 Niemegeers教授，

在电子通信顶级学术期刊《IEEE Communications Survey and 

Tutorials》的文章中引用申请人论文作为非线性失真计算的唯

一代表文献。 

 《IEEE Trans. Commun.》的审稿专家认为申请人的工作“在含

有非线性放大的 MIMO-OFDM发射系统领域研究中做出了坚实贡献，

并拓展了此领域当今的最高水平研究”（the paper presents 

solid contribution in the area of MIMO-OFDM based 

transmitter system undergoing nonlinear amplification and 

extents the present state-of-the art of this topic）。 

 《IEEE Trans. Signal Process.》的审稿专家认为：“文中的相

关分析为此领域带来了重要的创新性贡献”（The analysis 

carried out in the paper is interesting and it brings some 

important novel contributions to the area）。 

 IEEE Fellow、加拿大工程院院士 F. Ghannouchi 教授在其发表

于《IEEE Commun. Lett.》的文章中将申请人论文作为功放单载

波建模的三篇典型文献之一。 

 哈佛大学客座科学家、《IEEE Trans. Wirel. Comm.》Editor，

H. Ochiai 博士在其发表于《IEEE Trans. Commun.》的文章中将 

申请人论文作为 LDMOS固态功放行为模型的最新进展。 

 在数字预失真方法的研究过程中，申请人承担了国内外 4项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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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项目，包括：主持了 2015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参与了国家科技部国家重大科学仪器专项、解放军总装备部重点

型号项目、欧盟第六框架计划（IST-FP6）Top Amplifier Research 

Group in an European Team（TARGET）项目等。 

此外，由于申请人多级精细化数字预失真方法在空天射频通信系统和

移动通信终端上的巨大应用前景，已吸引国内的行业领军性单位：中国科

学院电子学所（中国标志性的空间大功率射频器件设计制造单位）进行产

业转化合作。 

 
图 1 申请人的非线性失真信号微观分析法（微观统计分析，最外圈） 

和目前理论已有的其他分析方法在信号解析能力上的比较 

 

 
图 2 申请人研究的开环快速收敛模型在拟合精度上和目前主流 

复杂记忆模型（包括闭环模型）在精度上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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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双音试验的线性化对比图，其中图中蓝色柱体（左）为目前空间射频系统模拟

预失真的线性化效果，红色柱体（右）为申请人建立的多级精细化数字预失真方法。 

5. 研究所处阶段 

在国外工作期间进行过样机试制，目前在国内的再次研发处在小试阶 

段。 

6. 市场状况及市场预测 

非线性失真的线性化器是 5G通信核心技术，每年世界通信射频系统

市场规模超过 150 亿美元，其中 20 %可以投入到线性化成本。而数字预

失真器已经是国际新兴主流技术，国内市场基本为外国公司垄断。 

7. 投资与成本估算，效益分析 

研发成本：完成样机试制，不采用数字中频方案，研发投资大约需要

人民币 400万元。采用数字中频，大约需要 650万元。 

8. 是否有知识产权/专利 

相关专利四项，申请准备中。 

9. 合作方式 

样式灵活。 

10.预期定价或所需费用 

效益分析：大功率射频系统内定价约为 15万元，市场规模每年 10000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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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图像视频识别与检索系统 

1. 项目概述 

随着互联网及多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视频网站、

新闻网站、社交网站、博客、微博、微信等网络媒体形态不断涌现，图像、

视频等多模态的数据急剧膨胀，随之带来了“管不住”和“用不好”两大

问题。“管不住”是指互联网中隐藏着大量有害信息，如何自动分析与识

别非常重要。“用不好”是指现有方法一般是单模态分析与识别技术，如

图像分析、文本分析等，但单模态分析与识别因为信息有限难以取得好的

效果。 

针对上述两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在图像处理、视频处理、机

器学习、模式识别、搜索引擎技术等方向上多年的科研成果，我们开发出

互联网图像视频识别与检索系统，支持对互联网上的图像、视频等多媒体

数据进行采集、分析、识别和检索，突破网络有害信息难以识别和媒体大

数据难以利用的问题，应用于互联网内容监管和大数据行业应用等领域，

为维护网络内容安全和促进媒体大数据利用提供技术支撑。 

2. 应用范围 

本项目基于图像、视频等分析与识别关键技术，研发图像视频监管系

统、图像视频检索系统，应用于互联网内容监管、舆情分析、图像视频检

索等领域，简介如下： 

1) 图像视频监管系统 

对互联网图像、视频等多媒体信息进行采集、识别和监管，主要包括 

下列关键技术： 

 网络多媒体采集：采集互联网视频分享网站、微博、门户等网站

的图像、视频、网页文本等多媒体内容。 

 视频字幕监管：自动检测和识别视频中的字幕信息，并可灵活定

义监管关键词，识别出含有关键词的视频，并定位视频中包含该

关键词的具体时间位置。 

 图像文字监管：自动检测和识别图像中的文字信息。根据给定的

关键词，自动识别出包含该关键词的图像。 

 视频人脸监管：对给定的人脸图像进行监管，自动识别包含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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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的视频，并定位视频中包含该人脸的具体时间位置。 

 视频镜头/片段监管：对给定的视频镜头/片段样例进行监管，自

动识别包含给定样例的相似视频，并定位视频中包含该样例的具

体时间位置。 

 大规模高维索引结构：支持亿级规模图像、视频数据的快速索引

与识别。 

2) 图像视频检索系统 

对图像、视频等多媒体内容进行分析和检索，主要包括下列关键技术： 

 视频结构化：自动根据视频内容检测并提取镜头和关键帧等结构

信息，支持基于镜头关键帧的浏览检索。 

 视频字幕检索：根据查询关键词，自动检索出包含关键词的视频，

并定位视频中包含该关键词的具体时间位置。 

 图像文字检索：根据查询关键词，自动检索出包含该关键词的图

像。 

 视频镜头/片段检索：根据查询镜头/片段样例，快速检索出包含

查询样例的视频，并定位视频中包含该查询样例的具体时间位置。 

 台标检索：根据查询台标图像，检索出包含查询台标的视频。 

 大规模高维索引结构：支持亿级规模图像、视频数据的快速索引

与检索。 

3. 技术优势 

本项目系统具有如下优势： 

1) 本项目 5 次参加国际权威评测 TRECVID 的视频搜索比赛，每次都

取得第一名，处于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IBM Watson 研究中心

等国际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之前。 

2) 与传统单模态分析为主的系统不同，本项目分析与识别的手段全

面，将分析与识别从文本为主的单模态分析扩展到了包含图像、

视频的多模态内容分析，使得分析识别结果更加全面和准确，这

也构成了本项目独有的技术优势。 

3) 相比其他产品，本项目具有识别准、速度快、功能丰富等特点，

实现了对海量互联网图像视频的高效识别与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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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水平 

已发表论文87篇，其中国际顶级的CCF A及IEEE Trans.论文26篇，包

括IJCV, T-CSVT, T-IP, T-MM, PR, ACM-MM, ICCV, CVPR, AAAI, IJCAI等。 

在国际评测上，5次参加了国际权威评测TRECVID的视频搜索比赛，

每次都获得第一名，处于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IBM Watson研究中心等

国际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之前。TRECVID由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局举办，

是迄今为止影响力最大的全球视频内容分析比赛。 

在国内评测上，2014年参加了由中央网信办、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联合举办的第一届特定音视频分析系统评测资格大赛，参赛队伍包

括北大、清华、中科大、国防科大、复旦、北邮、北交大、中科院自动化

所、计算所等30家单位。我们成为受公安部重大项目办邀请进行互联网图

像视频识别应用的唯一入选队伍。 

5. 研究所处阶段 

本团队在互联网图像视频的识别与检索上已有了多年的技术积累，所

研发的互联网图像视频识别与检索系统，已经应用于公安部、广电总局监

管中心、西藏宣传部、中国教育电视台等单位，为互联网多媒体内容的分

析、识别与检索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本项目系统可投入实际应用。 

6. 市场状况及市场预测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存储设备价格的不断下降，不仅在互联

网上存在海量的图像及视频内容，而且在很多专业领域如出版、电视台、

数字图书馆等每天也产生了大量的图像、视频等多媒体信息，如何对图像

视频大数据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检索就成为了迫切的需求。本项目针对上述

需求，研发了包括视频字幕/图像文字检测与识别、基于样例的图像/视频

检索、大规模高维索引结构、人脸识别等一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图像视

频大数据的自动识别与检索。基于本项目的研究成果，能够有助于各领域

图像视频的识别过滤、内容审核和信息检索等生产运营工作，减少人力耗

费，提高管理和检索效率，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和广阔的市场前景。 

7. 投资与成本估算，效益分析 

目前对于图像、视频的自动分析、识别和检索主要依赖于人工标注，

耗费大量人力，效率低下。而本项目的图像视频识别与检索关键技术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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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能够有效降低人力的要求，大大减少人工成本，进而降低总成本。同

时本系统以高可靠性、高效率、高可扩展性、模块化为设计原则，将应用

系统与关键支撑技术进行合理拆分，底层关键技术可复用，顶层系统可根

据不同的业务需求将关键技术进行快速组合，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和可扩展

性。在当前对图像视频分析和识别的需求日益增加的大环境下，本项目技

术系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8. 是否有知识产权/专利 

已申请发明专利 30 项，其中获专利授权 13 项。 

9. 合作方式 

许可使用。 

10.预期定价或所需费用 

面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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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感知的 Web 数据提取、管理与目标行为分析 

1.项目概述 

海量 Web数据具有不规则（Irregular）、不完整（Incomplete）和不

依存固定结构（Unstructured）等特点，如何对海量 Web数据进行有效的

提取、集成与分析，满足国家重大应用领域对海量数据挖掘的应用需求，

是一个长期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技术与应用的发展，出现了以 Web 数据提取为核

心、集成多类海量非结构化数据源和传统结构化数据源、为目标分析服务

的应用需求。 

本研发团队以 Web数据提取、管理与挖掘为核心，在“主动感知的

Web数据提取、管理与目标行为分析”方面取得多项创新成果，研制的系

统长期实际部署在国家重要应用领域。 

2.应用范围 

本成果在国家安全部门长期投入 7³24小时不间断实际运营，部署在

超过 100个节点的云环境，能够实时处理和分析大型网站、BBS、博客与

微博等大规模非结构化数据，“为国家的互联网信息安全管理发挥了重要

作用”；面向海量非结构化数据管理应用企业的推广应用，在 Microsoft

公司的云数据库产品、Geocyber公司的油气田勘探产品中都有实际应用，

取得了显著经济效益。本成果已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维护

我国互联网信息安全和提升大数据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3.技术优势 

本成果面向互联网目标行为分析的应用需求，以大数据环境下 Web数

据提取、管理与分析系统建设为目标，以主动感知的引导为突破方法，围

绕 Web数据结构化内容信息提取、分布式数据库环境中负载均衡、基于内

容的目标行为分析等多个方面，为国家的互联网信息管理领域提供了关键

性的技术与系统支撑。主要成果包括：提出了一套主动感知的 Web数据提

取、管理与目标行为分析模型和方法；研制了一套 Web数据提取、管理与

分析的系统框架 APEMA；实现了主动感知引导下的海量 Web 非结构化数据

的精确提取、统一管理和主动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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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成果具体包括： 

（1）提出一种主动感知的面向海量 Web内容提取的 ADOAD 模型（具

有关联度的自适应的概念模型，Adaptive Ontology with Association 

Degree），并研发了示例驱动的海量 Web 数据提取工具 APEMA-WebEX，使

其更加准确的描述非结构化数据的特点，能够主动捕捉数据模式的变化。

经第三方机构测试：研制的数据提取工具 APEMA-WebEX全部指标高于国外

同类产品性能。 

（2）提出了一种基于市场机制的动态数据迁移方法，主动捕捉和分

析负载变化，利用市场机制实现云数据库的负载均衡问题。研制了数据迁

移与负载均衡工具 APEMA-MARS，解决了查询密集型大规模分布式数据库

环境中有效负载均衡问题。所发表论文获国际学术会议最佳论文奖。

Microsoft公司认为该成果解决了云数据库智能分片和负载均衡的核心问

题，将该成果应用于微软云数据库产品。 

（3）提出一套主动感知的目标行为分析方法：提出了一种基于深度

学习的 Web短文本立场检测方法，获得第 10届语义评测国际比赛

(SemEval-2016)立场侦测无监督学习任务冠军，F1值比亚军高出 12%；提

出了主动感知的图数据查询分析方法：包括主动感知的社交网络数据发布

的局部隐私安全标准和基于关系数据库的大图数据分析方法；提出了一种

基于情绪变化感知的交流社区突发事件检测方法；提出了基于主动学习的

文本多标签分类方法。 

4.技术水平 

研究成果得到国际数据管理学术界认可和关注，在顶级会议 KDD、

EMNLP、SIGMOD、VLDB和顶级学术期刊 TKDE、VLDBJ以及主流学术会议和

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50篇；申请国家技术发明专利 21 项，其中 14

项获授权；获软件著作权 6项。 

本成果研制了主动感知的 Web数据提取、管理与目标行为分析系统

APEMA，实现了对主动感知引导下的海量 Web非结构化数据的精确提取、

统一管理和主动挖掘。2014年经境外第三方机构测试：研制的数据提取

工具 APEMA-WebEX 全部指标高于国外同类产品性能。2016 年经境外第三

方机构测试：负载均衡工具APEMA-MARS比HBase均衡工具性能提高了67%。 

2016年 5月在教育部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中，以吕建院士为主任的

鉴定委员会认为：“该成果在 Web数据提取、管理和分析等方面取得了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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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和创新，总体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其中在主动感知的 Web数据提取、

动态负载均衡及 Web 短文本立场判定技术等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5.研究所处阶段 

本成果面向互联网目标行为分析的应用需求，以大数据环境下 Web数

据提取、管理与分析系统建设为目标，以主动感知方法引导为突破，为国

家的互联网信息管理领域提供了关键性的支撑技术与系统。成果的推广应

用主要从三方面进行：（1）面向国家安全部门投入长期实际运行；（2）面

向海量非结构化数据管理、挖掘的企业的推广应用；（3）在国家重点建设

工程中推动技术进步，在国际学术界、产业界建立了学术影响力。 

6.市场状况及市场预测 

本成果已取得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效益，探索了技术推广的途径，取

得了良好的成效，成果本身在我国互联网信息安全管理和非结构化数据管

理领域中都有其支撑性的作用，必将能够取得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为

我国的互联网信息管理产业建设做出贡献。 

7.是否有知识产权/专利（发明人） 

    授权发明专利 14 项，软件著作权 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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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病人足部手术后和足部疾病的 

个性化矫形系统和消耗品 
 

1. 项目概述 

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往常常被忽略的足

部疾病及相应的护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通过分析足底与支撑面的接触

面积及足底压力场分布，建立个性化的足底的受力模型。企业可以根据个

性化的足底受力模型，加工个性化的鞋底和鞋垫，从而达到穿着舒适及矫

形的目的，满足个性化需求，从而极大地提升企业了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2. 应用范围 

根据个性化的足底受力模型，加工个性化的鞋底和鞋垫，达到穿着舒

适及矫形的目的，满足个性化需求，提升企业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3. 技术优势 

 获得大量的临床数据，对于不同种类的足部受力情况归因； 

 体外二维空间手里测试； 

 数据分析和加工核心解算器的构建； 

 实践和验证。 

 

 

4. 市场状况及市场预测 

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往常常被忽略的足

部疾病及相应的护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相对于足底按摩作为一种新兴

的娱乐保健模式已经成为快速成长的商业机会，能够适应不同病人及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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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变化的矫形鞋市场还没有相应地获得开发。现有的产品科技含量较低，

没有对中国人的足底负重，尤其没有对病变的足底有系统研究，难以在临

床医疗实践中发挥作用。目前作为北京市骨科医疗主力机构的北京大学临

床教学医院都没有常规推荐使用的矫形鞋，但另一方面，市场需求强大。 

5. 投资与成本估算，效益分析 

项目预计投资 300 万人民币，主要用于收集多病种和手术后病人足底

负重数据两千例。因应病人的不同需求个性化设计，展开临床实验，并进

行生产服务；改良矫形鞋设计，定出第一批“设备＋服务系统”进行销售；

继续临床销售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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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节电产品 

1. 项目概述 

北京大学工学院智能控制实验室开发的智能节电产品是一种专门用

于供暖通风、给水排水、炼钢冶金、石油化工及自动传动等风机、水泵及

传动电机配套系统中的节能降耗设备。 

本产品采用变频器并辅助智能控制技术，根据空调、水泵等系统末端

负荷的变化和运行情况，通过自主开发的智能控制软件，实现全自动调节

系统内的电机、风机、水泵的转速，使整个系统始终保持在最经济的运行

状态，从而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 

2. 应用范围 

采用变频器并辅助智能控制技术，根据空调、水泵等系统末端负荷的

变化和运行情况，通过自主开发的智能控制软件，实现全自动调节系统内

的电机、风机、水泵的转速，使整个系统始终保持在最经济的运行状态，

从而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 

 

发电厂 锅炉鼓风机、引风机、给水泵、水泵等系统 

冶金钢铁 锅炉鼓风机、冷却泵、清洗泵、除尘风机 

纺织化纤 空调系统、送风机、循环水泵、冷却水泵 

酒店 冷冻泵、冷却泵、空调余热回收系统、送风系统 

造纸厂 水泵、纸桨泵、拌桨机、锅炉风机系统 

中央空调系统 送风机、循环水泵、冷却水塔、空调箱 

石化 水泵、油泵输送系统、除尘风机、锅炉风机系统 

食品制药厂 水泵、风机、空调系统、冷却水泵、锅炉风机系统 

油田 注水泵、输油泵、抽油机 

煤矿 矿井通风机、排水泵 

塑胶加工 注塑机 

供水系统 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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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优势 

 利用先进的微处理芯片和智能控制算法最大限度的节能、节电率

高（年平均节电 40％以上)、投资少，回报快。 

 电机启动电流小于满载电流，减少电流对电网的冲击。 

 提高设备操作的安全性、降低电机噪音、减少设备磨损、延长设

备的使用寿命。 

 触摸屏、控制器、变频器一体化，使用方便，安装简便。 

产品节电原理：未安装节电产品时，水泵（风机）系统根据负荷高低，

控制主给水（风）调整阀门和低负荷调整阀门的开度，来调节流量，从而

达到适应负荷需求的目的。在这种调节方式下，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 电

机处于工频定速运行，阀门调整节流损失大、出口压力高、管损严重。系

统效率低、造成能源的浪费。(2) 当流量降低，阀位开度减少时，调整阀

前后压差增加，工作安全特性变坏，加速阀体自身磨损，导致阀门控制特

性变差。(3) 管网压力过高威胁系统设备密封性能，严重时导致阀门泄漏，

不能关严的情况发生。(4) 设备使用寿命短，日常维护量大，维修成本高，

造成各种资源的极大浪费。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采用智能变

频调速控制技术。利用变频器对水泵、风机等电机进行变频控制，实现流

量的变负荷调节。这样，不仅解决了控制阀调节线性度差、纯滞延大等难

以控制的缺点，而且提高了系统运行的可靠性；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因调节

阀门孔口变化造成的压流损失，减轻了控制阀的磨损。降低了系统对管路

密封性能的破坏，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减少维护量，改善了系统的经济

性，节约能源。经改造后的给水泵(风机）转速调节与改造前的控制阀门

开度调节相比，除了上述节约电能这个经济效益外，还有许多间接经济效

益：（1）采用变频调速，消除了大电动机启动时对电网电压的波动影响。

（2）采用变频调速，消除了大电动机大电流启动时的冲击力矩对电机损

坏。（3）采用变频调速，延长了电机、管网和阀门的使用寿命，减轻了维

修人员的工作量，降低了维修费用。（4）提高了系统自动装置的稳定性，

为系统的经济优化运行提供了可靠保证；系统的运行参数得到改善，提高

系统效率。 

产品采用软启动，启动瞬时电流小，无冲击，保护电网及电机的安全；

手动/自动调压功能，能在任意的时间段自动设置调节水压值；停电自启

动功能，可对自启动过程进行设置，实现真正的全天候无人看守运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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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保护功能，可设置电流上限和水压上限；实时显示负载率、节电率、累

计节电、运行频率、电机转速、累计运行时间等；自动记录一天 24 个时

段的用电、节电情况，便于分析工况，优化节能方案。经过在实验室以及

北京部分单位安装使用，年平均节电率达 40%以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技术水平 

经过在实验室以及北京部分单位安装使用，年平均节电率达 40%以上，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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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G 硅基集成光收发芯片 

1. 项目概述 

光通信目前正朝着大容量、高速率方向快速发展。现在的商用光接收

/发射机都是由分立器件搭建的，效率低、成本高、无法集成，体积及功

耗成为急需解决的瓶颈问题。硅基光电集成技术成为业界和科研机构都在

普遍关注的重要解决方案。 

在国外，尤其是美国、日本的大型通信公司很早便开始从事芯片级硅

基接收/发射机的研究工作。我国产业界在该领域投入还很小，与国际先

进水平的差距比较大。目前华为、光讯科技刚刚开始认识到该领域的重要

性，开始投入人力、物力进行该方向的攻关，并积极与国内科研单位开展

合作，但工作还只是处于产业调研、样品的设计方面，目前还没有样品问

世。相比于产业界，我国研究所、高校在该领域的单个器件研发方面与世

界水平差距不大，特别是近年来，在国家科技部 973、863 计划、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等支持下，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浙江大学、

南京大学等从多方面对硅基光电子技术开展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

果。 

2. 应用范围 

光通信目前正朝着大容量、高速率方向快速发展。随着高带宽新型业

务的持续发展驱动，基于 100Gb/s高速传输的应用需求日趋明显。在 100G

光通信系统中，100Gb/s 光收发器是该通信系统的基础与核心。 

3. 技术优势 

关键技术 1：光信号在芯片中的高效耦合输入和输出，减小由于耦合

产生的信号衰减； 

关键技术 2：高速，高带宽，低能耗的调制器，探测器的设计与加工； 

关键技术 3：基于单元功能器件的整体硅基光电子集成以及封装； 

关键技术 4:高速、高阶调制器和平衡探测器的封装。 

项目技术的独创性、先进性及创新点。 

 利用特殊的结构及工艺设计实现小型的、高效率、高速的硅基调

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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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波导结构的硅基 Ge 光探测器的光学和电学结构进行了综合优

化，实现 30Gb/s探测。 

 国内首次实现低能耗硅基光电子集成的 100Gb/s 收发芯片。 

4. 技术水平 

    本项目组是国内最先从事硅基光电子集成芯片技术研究的项目组：

2004年向科技部提交了“硅基微米/纳米级光电子器件及集成技术的基础

研究”的建议；2006 年获得国内第一个 973支持的项目“新型硅基微纳

光电子器件及集成技术基础研究”；2010 年获得国内第一个 863支持的项

目“硅基集成 100Gb/s 相干接收及传输模块技术”；2010年率先在国内组

织了相关国际研讨会：“硅基光电子学前沿研讨会”；2012 年出版了国内

第一本专著“硅基光电子学”。 

5. 研究所处阶段 

目前，在 863 项目的支持下，我们研制的硅基芯片已经证明单路发射

与接收可以达到 40Gb/s，在 80公里传输情况下显示了比其他技术更好的

能耗效率，并实现了低功耗、高速率的 BPSK调制及其传输。实现了部分

无源和有源器件的集成，并计划 1年内实现单片集成的 100Gb/s发射和接

收芯片。 

6. 市场状况及市场预测 

光通信目前正朝着大容量、高速率方向快速发展。随着高带宽新型业

务的持续发展驱动，基于 100Gb/s高速传输的应用需求日趋明显。典型如

华为在 KPN的 100Gb/s 部署、阿朗在法国 Completel的 100Gb/s 升级、香

港新世界电信的 100G 部署等。国内在第一轮测试验证以后，已开始建设

商用网络。其中，中国移动已经率先进行了 100G设备的大规模招标，中

国电信也将在 2013 年年初正式启动 100G 设备的商用部署。在 100G光通

信系统中，100Gb/s 光收发器是该通信系统的基础与核心。Infonetics光

首席分析师 Andrew Schmitt 表示“100G 光收发器 2012年已经在发力。

尽管市场还处于初期，但出货量已经走上轨道，2013年增长将超过 1倍，

2014年将再翻 1倍。”我们认为，随着人们对信息量需求的指数性增长，

通信行业对 100Gb/s 光收发器也将呈指数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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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是否有知识产权/专利（发明人） 

已获得知识产权情况： 

 

未申报的知识产权： 

1）一种硅基单片集成相干光接收芯片 

2）一种工艺不敏感的硅基双臂驱动调制器 

3）一种光学 90度混频的混频器 

 

 

 

 

 

 

 

 

 

 

 

 

申请号 专利名称 申请（专利权）人 发明人 公开号 公开日
200910082010.3 一种光栅耦合器及其在偏振和波长分束上的应用 北京大学 周治平、冯俊波 CN101556356 2009.10.14

200910129404.X 一种双MOS结构硅基电光调制器 北京大学 周治平;毛岸;郜定山;朱梦霞 CN101813834A 2010.08.25

200910237301.5 一种光波导放大器的制备方法 北京大学 王兴军、周治平、王磊、郭瑞民 CN101710223A 2010.05.09

 201010281011.3 一种硅基发光二极管的制备方法 北京大学 王兴军，王冰，郭瑞民，王磊，周治平 CN101950786A 2011.01.19

201110086104.5 基于表面等离子体集成的光复用/解复用器及其制备方法 北京大学 周治平 胡飞飞 CN102141651A 2011.08.03

201110219567.4 一种光波导调制器 北京大学 周治平、易华祥、王兴军 CN102253565A  2011.11.23

201110319095.X 环形谐振腔温度漂移补偿方法及系统 北京大学 易华祥、周治平 CN102436035A 2012.05.02

201110418242.9 基于亚波长全刻蚀光栅的偏振分束器 北京大学 周治平、伍丹华、隋昕 CN102402019A 2012.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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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高精度全光纤陀螺仪 

1. 项目概述 

本项目为数字化高精度全光纤陀螺仪。光纤陀螺仪的工作原理是法国

物理学家Sagnac（萨格奈克）1913年发现的Sagnac（萨格奈克）效应，即

利用光学系统检测相对空间的旋转速度或角位移。 

光纤陀螺仪具有无运动部件、结构紧凑、设计灵活、分辨力高、启动

时间短、成本低、抗冲击、抗振动、抗铁磁干扰等特点，是继机械陀螺仪

和激光陀螺仪之后的新一代陀螺仪。光纤陀螺仪可用于运动系统的姿态稳

定、定位，飞行器及鱼雷的导航、制导，通信天线定向，瞄准系统的锁定，

机器人控制，惯性寻北仪，井斜测量，自动驾驶车辆的导航、控制和自动

化仪表等领域。 

2. 应用范围 

数字化高精度全光纤陀螺仪可用于运动系统的姿态稳定、定位，飞行

器及鱼雷的导航、制导，通信天线定向，瞄准系统的锁定，机器人控制，

惯性寻北仪，井斜测量，自动驾驶车辆的导航、控制和自动化仪表等领域。 

3. 技术优势 

本项目研制的全光纤陀螺仪，特点在于光路完全由光纤器件构成，具

有成本低、可靠性高、温度特性好、功耗低等优点。 

项目组在保偏光纤器件对轴技术，全光纤耦合器、全光纤起偏器的设

计原理和实现技术、工艺等方面拥有多项专利技术，包括：（1）降低全

光纤陀螺仪零点漂移的新型复合调制技术；（2）提高制备保偏光纤器件

对轴精度的新方法；（3）具有起偏振功能的新型保偏光纤耦合器，等等。

这些成果的相关论文发表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上，包括：Scientific Reports，

Optics Express，Optics Letters，Applied Optics 等等；并获得 3项美国发明

专利授权和 4项中国发明专利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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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510 光纤陀螺 R95 光纤陀螺 R140 光纤陀螺 

 

4. 技术水平 

本项目的全光纤陀螺仪技术和产品指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获得

2014 年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成果技术获得 3 项美国发明专利授

权，4项中国发明专利授权。 

2013 年以来，全光纤陀螺仪产品已出口英国、挪威、西班牙等欧洲

国家和中东地区国家。 

 



52 
 

 

 

5. 研究所处阶段 

全光纤陀螺仪已形成系列产品，2013年以来累计销售产品约 100只。

产品已出口英国、挪威、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和中东地区国家，国内使用单

位包括：地质、石油、煤炭、天线姿态控制，车辆自动驾驶导航等领域 

6. 是否有知识产权/专利 

项目组拥有全部知识产权，课题负责人为专利的方面人和发表论文的

通信作者。 

 

7. 合作方式 

产品销售代理，专利许可，合作生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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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阻变器件的计算、存储一体化计算机架构 

1. 项目概述 

随着物联网、可穿戴设备和智慧医疗的发展，数据量呈爆炸式增长，

亟待研发高效率、高集成度、低功耗的信息处理系统。在传统计算机体系，

由于数据处理和数据存储的分离，造成高能耗的数据交换和限制整体计算

效率的提高，形成了所谓的“冯²诺依曼瓶颈”；同时，采用传统方式推

动计算机信息处理性能提高的摩尔定律即将失效。因此发展新型器件、设

计新型计算架构来满足当前信息技术发展的需求，成为信息技术领域迫切

的研究任务之一。本项目成果是基于新型阻变存储器所具有的融存储与计

算于一体的特性，开发了一种新型的计算/存储一体化架构，可用于物联

网、可穿戴设备、大数据等需要对分布式、海量、复杂大数据进行高效、

低功耗、并行处理的信息系统。 

2. 应用范围 

1) 物联网系统中各个物上“智能”芯片，实现实时数据采集和简单

处理，充分发挥其零静态功耗、低动态功耗和低制造成本的优势。 

2) 可穿戴设备中的数据存储芯片，可以极大提高可穿戴设备的待机

时间和数据存储采集量。 

3) 植入式芯片，用于准确检测对象身体各项指标。小型医疗电子设

备中数据和存储芯片，降低其成本。 

4) 大数据云端计算的服务器，实现数据处理和存储的一体化，充分

发挥其高并行度和高密度集成的优势。 

3. 技术优势 

对于传统的信息处理系统，数据存储于内存、闪存和硬盘等介质，而

数据处理则由中央处理器、图形处理器等计算单元完成，使得数据通过系

统总线频繁交换，导致大量功耗且限制系统的整体速度，被称为“冯²诺

依曼瓶颈”。在我们的技术方案采用以阻变器件替代当前主流的互补金属

氧化物半导体（CMOS）器件来实现逻辑计算，构建了计算和存储一体化

的新型硬件信息处理系统。其中，阻变器件兼备逻辑计算和数据存储的双

重功能，因此可以极大地减少数据在系统各个部分之间的交换，提高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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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与此同时，突破性地提出以非挥发型物理变量电阻值取代目前的挥

发型物理变量电平值，实现了零静态功耗和无需传统计算单元中的锁存器。

设计的逻辑计算类型不依赖于电路拓扑结构，而由触发电平时序决定，从

而可以实现计算过程中的逻辑重构和硬件复用，可以极大提高硬件资源的

利用效率，尤其是面向于云端数据计算和存储的中心应用。这种计算架构

中由于计算和存储发生在同一物理地址上，因此非常容易实现大规模并行

计算。在我们评估一种计算任务中，利用其高并行度可以提高速度 1000

倍以上，同时功耗降低 100倍左右。阻变器件交叉具有高密度和易三维堆

叠集成以及低制造成本的优势，因此设计出的芯片成本具有较大优势。此

外阻变器件的制备工艺与现有 CMOS 工艺完全兼容无需开发新型生产工艺，

更利于其推向大规模生产和应用。计算机构的存储和计算核心元件阻变器

件操作过程是由于粒子的运动，因此比传统中的电子器件抗辐射的能力更

强，可以面向一些军工航天产品需求。此外此计算架构中的核心元器件可

以制备成可降解对人体无害的芯片，因此可以实现绿色微电子和绿色医疗

电子。 

4. 技术水平 

在利用新型阻变器件构建可实时逻辑重构的计算、存储一体化并行处

理硬件架构研究方面取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先进材料》（Advanced 

Materials），自然出版社集团下的子刊 Scientific Reports，IEEE 的 EDL 等

相关领域的顶级发表，得到国际的广泛认可。国内和国际从事相关的研究

单位也不少，但是不管是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处于一个领先位置。 

5. 研究所处阶段 

基础研发阶段：虽然其原理可行性已经在实验上进行过初步验证，但

是相关理论还在建立阶段，相关电路设计原则需要重新制定。 

6. 市场状况及市场预测 

物联网、可穿戴设备和智慧医疗等技术的高速发展，对计算处理系统

在高效率、高集成度、低功耗等方面提出了技术挑战，同时也产生了巨大

的技术需求。然而，传统计算机体系中数据处理和数据存储分离的计算架

构形成“冯²诺依曼瓶颈”，造成高能耗并影响计算效率的提高，难以适

应当前新型计算机应用对大容量、高速度和低能耗的发展需求，亟待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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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信息处理系统。开发新型的基于阻变器件的计算存储一体化计算机加

构，具有高效率、高集成度、低功耗的技术特点，将颠覆冯•诺依曼计算

机体系结构半个多世纪的统治，占领未来智能技术和计算机产业的战略高

地。新型计算机架构的研究一方面将促进我国计算机和芯片产业的技术发

展，另一方面争取在新型计算机架构设计和实现方面抢得先机，抓住计算

机产业更新换代的历史性机遇改变被动跟踪的局面，实现跨越发展。研究

基于阻变器件的计算存储一体化的新型计算机架构，建设新型计算机架构

开发支撑平台，争取在新型计算机架构体系、芯片和关键智能应用方面取

得突破，成为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型计算机架构的研究开发和产业

化中心。 

该技术为计算机产业先导技术，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技术具有

基础前沿性，目标是研究建立面向新型计算架构的设计和开发平台，寻求

新型计算技术发展和应用中面临的关键技术平台的实现途径，所开发术与

CMOS 半导体工艺技术兼容，有极好的产业化前景，在物联网、大数据、

可穿戴设备和智慧医疗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市场应用前景。 

7. 投资与成本估算，效益分析 

固定资产投入约为 5000 万元左右，包括工艺加工设备、安捷伦探针

台及电学测量设备、设计软件等。 

流片实验费用约 1000 万元左右，包括计算机架构体系的实验制备及

演示。 

计算、存储一体化架构设计费用约 500万元，包括系统设计、器件及

电路级的模拟等。 

经济效益为：通过基于阻变的计算、存储一体化计算机架构研究，开

发突破冯诺依曼瓶颈的新型计算范式，将在“智能”芯片，新型数据存储

芯片、植入式芯片和大数据云端计算的服务器等方面具有广泛应用价值和

市场前景，将产生巨大经济效益。 

技术成果效益为：通过基于阻变的计算、存储一体化计算机架构研究，

研发架构的设计、开发，突破工艺技术，将为新型计算架构实现做好技术

准备。建立计算、存储一体化计算机架构的设计、开发等技术平台，为实

现突破冯诺伊曼架构的新型计算体系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研究瞄准新型

计算架构技术前沿，力争在新计算架构研究方面抢得先机，抓住计算机产

业更新换代的历史性机遇改变被动跟踪的局面，实现跨越发展。 



56 
 

人才和团队效益:建立计算、存储一体化计算机架构研究相关技术领

域的人才和团队，并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计算、存储一体化计算机架

构。 

8. 是否有知识产权/专利 

现有专利共 5 项，包括阻变器件实现逻辑计算原理 3项，新型计算架

构设计 2项。发明人为都为团队核心人员。 

9. 合作方式 

合作方式拟定为合作开发的方式。 

10.预期定价或所需费用 

用于固定资产投入以及计算机架构的设计和实现的投资成本约为

6500万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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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材料 3D 打印设备开发与应用 

1. 项目概述 

3D 打印技术是世界制造技术领域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先进精密制造、

计算机技术（软件开发）、精密驱动技术、数控技术、材料科学等多学科

技术的系统集成。在可预见的未来其发展趋势必定是面向个性化、智能化

的 3D 打印系统的不断涌现。按照 3D 打印制备的材料类别分析，目前聚

合物及金属（合金）材料及其结构件的报道较多，而很少涉及到针对电子

领域的功能电子材料，特别是柔性电子材料的 3D 打印。但随着柔性电子

领域的快速发展，也出现了可对电子材料进行高精密 3D 打印的技术。在

国际上一台可以执行电子材料 3D 打印的设备非常昂贵，例如从美国进口

一台可执行电子材料精密3D打印的设备，其价格高达200万人民币以上。

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缺乏成熟的精密压电喷头和精密的定位平台技术。

因此，在国内针对电子材料的 3D 打印技术基本属于空白。 

2. 应用范围 

柔性电子可概括为将有机/无机材料电子器件制作在柔性/可延性塑

料或其它柔性基板上的一种新兴电子技术，以其独特的柔性/延展性以及

高效、低成本制造工艺，在信息、能源、医疗、国防等领域具有广泛应用

前景，如柔性电子显示器、有机发光二极管 OLED、印刷 RFID、薄膜太阳

能电池板、电子用表面粘贴(Skin Patches)等。与传统 IC 技术一样，制造工

艺和装备也是柔性电子技术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3. 技术优势 

柔性电子制造技术水平指标包括芯片特征尺寸和基板面积大小，其关

键是如何在更大幅面的基板上以更低的成本制造出特征尺寸更小的柔性

电子器件。柔性电子技术有可能带来一场电子技术革命，引起全世界的广

泛关注并得到了迅速发展。美国《科学》杂志将有机电子技术进展列为

2000 年世界十大科技成果之一，与人类基因组草图、生物克隆技术等重

大发现并列。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制定了针对柔性电子的重大研究计划，如

美国 FDCASU 计划、日本 TRADIM 计划、欧盟第七框架计划中 PolyApply

和 SHIFT 计划等，仅欧盟第七框架计划就投入数十亿欧元的研发经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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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支持柔性显示器、聚合物电子的材料/设计/制造/可靠性、柔性电子器

件批量化制造等方面基础研究。 

4. 研究所处阶段 

在北京市科委资助下，以北京大学董蜀湘课题组为核心力量的团队经

过将近两年的攻关，已经在电子浆料研发、精密压电超声刮刀、高分辨率

工作台和 z轴压电驱动器、界面软件、系统集成与控制五大关键技术方面，

取得了重要进展，获得系列阶段性的科研成果，完成了样机的初步研发和

制作。 

（1）样机和六轴驱动平台如下： 

 

（2）电子浆料研发 

研究团队针对测量脉搏和血压的 PZT/PVDF 先进压电复合材料展开 3D

打印制备研究，研发适合 3D 打印的电子材料浆料。 

目前，已经尝试制备了 PZT/PVDF 压电复合材料，研究了材料的相关

性能和制备条件的，探究了最佳的浆料制备工艺。 

 

（3）压电超声刮刀 

为了实现先进复合压电材料的成型，实验室开发压电超声刮刀刮涂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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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浆料的表面，并可精密控制打印层的厚度，从而实现高低粘度浆料的精

密微量成型制备。 

目前，已经对超声刮刀实现了初步设计，性能模拟研究，以及实物制

备，并对其振动频率进行了测试。 

 

（4）高分辨率工作台、z 轴压电驱动器和系统集成 

实验室开发了亚微米分辨的精密的压电驱动工作台，其中在此基础上

开发了国内第一台六轴压电工作台。在压电与磁电智能材料、压电微马达

与微机电系统方面已经申请拥有了 30 多个中国和美国专利。 

在此基础上，设计了制作了 3D 打印设备的精密亚微米分辨率工作台，

并实现了快速精密定位的核心应用要求，各项运动要求技术指标如下： 

（1）Y/X 轴：LM 平台 + 50nm 光栅反馈； 

（2）两 Z 轴：压电+气缸平衡 + 50nm 光栅反馈； 

（3）行程（单位：mm）：Y320，X250，两 Z50。 

测试精度指标如下： 

（1）Y 轴定位精度 4um，重复精度 2um； 

（2）X 轴定位精度 4um，重复精度 2um； 

（3）前 Z 轴定位精度 1um，重复精度 1um； 

（4）后 Z 轴定位精度 1.5um，重复精度 1um。 

 

系统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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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数控技术与界面输入软件 

本课题选用了北京精雕公司开发的一款成熟稳定且便于一直与二次

开发的数控系统实现压电平台的控制。北京精雕公司在该领域有多年的积

累，具备强大的 CAD/CAM 数控系统的开发能力，改公司相关技术人员与

本实验室研究人员正在基于该数控系统进行适用于本课题的数控软件开

发实践。 

目前，数控部分进度良好。上位机软件已经开发完毕，进入调试阶段。

调试进度如下：（1）pmac 运动控制部分已调通；（2）显微成像摄像头已

调通；（3）串口通信已调通。 

 

 

 

5. 市场状况及市场预测 

基于精密压电平台的 3D 打印系统在可预见的未来其发展趋势必定是

面向个性化、智能化，成为功能化电子材料制备的一种极其重要手段。借

助于精密 3D 打印柔性可穿戴电子材料，特别是智能的柔性压电电子器件，

可提供自驱动电源（如可收集机械能的自发电电子设备）、传感器（如老

年人健康监测）等，市场前景光明，市值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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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3年至 2008 年间，精密位移平台产值的年均成长率约为 5.5%，微米以

下平台的增长率超过 10%。随着微电子产品特征尺寸的进逐年缩小，精密平台的 3D

打印系统需求还会随之持续增长，其在所有精密定位系统中的比重也会不断提高。 

 

6. 是否有知识产权/专利（发明人） 

董蜀湘教授为北京大学工学院教授、海德星科技 CTO。长期从事压电、

铁电、磁电功能材料与器件方面的研究，拥有 30 项中国和美国授权发明

专利，发表 SCI 文章 100 余篇。2014、2015 年被国际 Elsevier 评为最具世

界影响力的中国学者之一。 

7. 预期定价或所需费用 

市场规模：预计中国未来 10 年有关柔性电子 3D 打印的市场需求在

100 亿元人民币以上。如果计入其它电子材料与器件的 3D 打印需求，比

如能源器件，光电器件等，这个规模会再翻一倍。 

资金需求：2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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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 

1. 项目概述 

纳米材料和纳米结构是当今新材料研究领域中最富有活力、对未来经

济和社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影响的研究对象，也是纳米科技中最为活跃、

最接近应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石墨烯作为材料科学和凝聚态物理领域

新兴的材料，在纳米电子学、纳米复合物、电池、超级电容器、导热材料、

催化剂载体以及生物医药 等领域中体现出广泛的应用前景，其市场需求

将快速增长。目前，石墨烯应用最具前景的当属储能领域。锂离子电池负

极材料未来对石墨烯的潜在需求量极大。锂电池下游应用非常广泛，然而

现有电极材料使得其在处理容量以及充放电性能上多有局限，电池的性能

约束限制了很多下游产品应用的提升，未来锂电池技术的发展极为紧迫。

目前的科研进展以及小范围生产显示，石墨烯材料对锂电池性能的改进作

用非常明显。2014 年 7月特斯拉 CEO 马斯克在接受英国汽车杂志采访时

表示，目前特斯拉正在研究高性能的石墨烯电池，成功之后，特斯拉汽车

很快将能行驶 805公里，相比目前增长近 70%。特斯拉对电池技术的革新，

又一次引发了市场对提升锂电池能量密度材料的关注。 

通过研究，我们初步掌握了规模化制备纳米材料--石墨烯薄膜和石墨

烯粉末的方法。已经掌握 CVD生产大面积高质量单层石墨烯膜的技术，掌

握石墨烯膜的转移技术；掌握氧化还原法制备氧化石墨烯、石墨烯的技术，

产品质量高，尺寸大厚度薄，可为粉体、分散液，可应用于氧化石墨烯、

石墨烯膜的制备。 

2. 应用范围 

适用于科研单位、电子行业、储能领域行业、生物医药行业、涂料行

业、水处理、纺织行业等，产品可广泛应用于涂料、导热片、导电浆、电

极、电池、晶体管、触摸屏、太阳能、传感器、超轻材料、医疗、海水淡

化等领域。 

3. 研究所处阶段及技术优势 

通过一年的研究，我们已初步掌握了规模化制备纳米材料--石墨烯薄

膜和石墨烯粉末的方法。掌握氧化还原法制备氧化石墨烯、石墨烯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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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质量高，尺寸大厚度薄，可为粉体、分散液，可应用于氧化石墨烯、

石墨烯膜的制备。 

其中，石墨烯薄膜利用气相沉积（CVD）法制备，可产生 20～50寸的

薄膜，转移技术成熟。CVD 法是使甲烷等气相反应物在合适的衬底表面（Cu

箔、Pt箔等）发生化学反应，将碳原子沉积到衬底表面的方法；通过调

节温度、气体组成、浓度、压力等参数可以获得不同厚度、较大面积的薄

膜，其特点为石墨烯膜层致密且均匀，质量相对稳定，转移则采用了光刻

胶辅助等的方法。  

石墨烯粉体利用插层法制备：插层法是利用水热条件下 Fe3+、Li+

等离子对片层石墨的插层作用剥离石墨烯，具有流程简单，成本较低，污

染较少的特点。  

我们所制备的石墨烯薄膜面积大，粉体层数可控，粒径 99.99%在纳

米级，质量极高，产品可广泛应用于涂料、导热片、导电浆、电极、电池、

晶体管、触摸屏、太阳能、传感器、超轻材料、医疗、海水淡化等领域。 

4. 市场状况及市场预测 

石墨烯作为材料科学和凝聚态物理领域新兴的材料，在纳米电子学、

纳米复合物、电池、超级电容器、导热材料、催化剂载体以及生物医药等

领域中体现出广泛的应用前景，其市场需求将快速增长。未来石墨烯运用

于锂电池负极材料的生产具有极大的可能性：工研院产业经济与趋势研究

中心（IEK）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锂电池负极材料的需求量约为 3.5

万吨，综合考虑石墨烯负极材料的渗透率和密度差异，预估其占比达到 5% 

时，2014年需求量即达到 1950吨，2015 年潜在需求量有望增长至 2100

吨。假设用于锂电负极的石墨烯价格 5 万元/吨，则预计 2014 年、2015 年

市场规模分别达到 9750万元及 10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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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球锂电池负极材料需求量 

 

与锂电池不同，超级电容器正负两极都可以用石墨烯材料。现在超级

电容器电极材料占比最大的为碳材料。据保守估计，石墨烯电极材料渗透

率将超过 30%，也就是说，2014、2015 年国内超级电容器用石墨烯材料的

市场规模将分别达到 7.05亿元及 8.46 亿元，用量约 1.41 万吨及 1.69

万吨。 

 

 

图 2  国内超级电容器市场规模 

 

石墨烯还是太阳能电池的理想选材。石墨烯薄膜的透明度高，用其制

造的电板比其他材料具有更优良的透光性，是制造优良太阳能电池的理想

材料。美国已开发出制造透明石墨烯薄膜的技术，制得 1-5nm 厚、几厘米

宽的平坦单原子碳薄膜，用于取代透明导电的 ITO电极用于有机太阳能电

池。根据 EPIA统计显示，2013年全球新增光伏装机容量为 37GW，较 2012

年增加 18.9%，预计 2014年及 2015年新增光伏装机分别为 49.5GW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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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GW，现在单位面积太阳能组件的功率一般在 140W/m2 左右，以此测

算，2014年透明导电膜潜在需求为 3532 万平方米（以太阳能电池均为薄

膜型测算），到 2015 年有望增长至 5357 万平方米。未来石墨烯导电薄膜

的优良性能有望驱动其在太阳能电池中的比例上升，需求空间值得期待。 

 

 

图 3  全球太阳能电池用透明导电膜潜在市场空间 

 

散热材料是石墨烯最具短期可行性的应用，而散热材料在消费电子领

域的需求仅2014年就高达33亿元。相对石墨散热片，石墨烯薄膜拥有更加

突出的产品特性，其在导热性、轻薄性和可挠性方面均具有明显的比较优

势。石墨烯散热薄膜的厚度可以控制在25微米左右，相当于普通A4纸的三

分之一厚，这将极大地有利于消费电子产品轻薄化。石墨烯散热薄膜与其

他石墨烯产品相比需要的质量要求较低，产业化应用可行性最容易达到，

通过制备高浓度不团聚的石墨烯溶液，形成有良好定向性的石墨烯微片层

状结构，然后在高温特定化学气氛下还原，使石墨烯微片边缘晶粒长大，

最后扩展成为大面积连续二维结构即可得到石墨烯柔性散热薄膜。由于技

术难度要求相对较低，产业化生产更易达到，预期未来将最有可能优先大

幅应用于消费电子产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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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消费电子用散热材料需求量 

 

综上，仅考虑石墨烯在锂电负极、超级电容、电子芯片、导电膜及散

热材料这五个领域的应用，2015年石墨烯的市场规模有望达到99亿元。由

于石墨烯应用领域广泛，一旦实现产业化，下游应用领域已有的产业规模

基础将带动石墨烯产业快速增长。据2012年Graphene Live会议预测：到

2018年全球石墨烯规模约329亿美元，其中能源存储领域约122亿美元，柔

性透明电极、柔性导线打印领域约83亿美元，散热管领域约64亿美元，太

阳能薄膜领域约46亿美元，生物医药、催化剂领域约14亿美元。算上全产

业链市场规模，未来石墨烯有望达到万亿级产能规模。 

目前，各国都在加大对石墨烯领域的投资。2014年02月11日，欧盟未

来新兴技术石墨烯旗舰计划发布了首份招标公告和科技路线图，根据路线

图，2013-2016年初始阶段资助5400万欧元，稳定阶段（自2016年4月起）

每年资助5000万欧元。2014年9月，英国宣布将投资6000万英镑在曼彻斯

特大学成立石墨烯工程创新中心，打造新的尖端石墨烯研究设施，以开发

和维持英国在石墨烯以及相关二维材料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2014年11

月12日，江苏常州第六元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正式挂牌，推动了资本与科技的结合，有助于加速推进国内石墨烯产业

化进程。 

有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对手机触摸屏的需求量大概在9.65亿片。到

2015年，平板电脑对大尺寸触摸屏的需求也将达到2.3亿片，为石墨烯的

应用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韩国三星公司的研究人员也已制造出由多层石墨

烯等材料组成的透明可弯曲显示屏，相信大规模商用指日可待。同样可以

做触摸屏的还有碳纳米管，因此降低石墨烯生产成本对于扩展石墨烯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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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范围是很有必要的，而水热法制备石墨烯就有成本低的优势，我们团队

在水热法制备纳米材料方面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用水热法制备的

石墨烯，产品质量高，成本低。 

另一方面，新能源电池也是石墨烯最早商用的一大重要领域。之前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已成功研制出表面附有石墨烯纳米图层的柔性光伏电池

板，可极大降低 制造透明可变形太阳能电池的成本，这种电池有在夜视

镜、相机等小型数码设备中应用。另外，石墨烯超级电池的成功研发也解

决了新能源汽车电池容量不足及充电时间长的问题，极大加速了新能源电

池产业发展。这一系列研究成果为石墨烯在新能源电池行业的应用铺就了

道路。 

随着石墨烯粉末和薄膜批量化生产以及大尺寸等难题的逐步突破，石

墨烯产业化应用步伐在加快，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最先实现商业化应用领

域可能会是移动设备、航空天新能源电池领域。消费电子展上可弯曲屏幕

受瞩目，成为未来移动设备显示屏的发展趋势。柔性市场广阔，作基础材

料成为未来移动设备显示屏的发展趋势也被看好。作为当前颇有景的高新

技术碳材料，石墨烯有望在半导体、光伏锂电池航天军工体、LED 和触控

屏等领域带来一次材料革命，一旦实现产业化，其市场规模有望达到万亿

级别以上。2013年7月份，在石墨烯产业发展趋势及投资论坛上，中国石

墨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正式成立。联盟发起方中，除多家大学科研单

位外，还包括上市公司如金路集团和中国宝安子公司深圳贝特瑞等成员。

联盟具有科研与资金相结合的优势，为进一步推进石墨烯产业化程打下了

坚实地基础。 

 

 

 

 

 

 

 

 

 

 



68 
 

5. 投资与成本估算，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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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是否有知识产权/专利 

已申请发明专利两项：一种利用插层法制备石墨烯的方法 ；一种利

用溶剂热法制备石墨烯的方法；另有四项石墨烯规模会制备的发明专利正

在撰写和预申请中。 

7. 预期定价或所需费用 

1) 融资额度 

种子轮已完成融资 20万元。 

天使轮：融资 100万元，完成了石墨烯粉体和薄膜实验室规模的生产。 

A轮融资：需要融资 2000万元，拟出让 20%～30%的股份，主要用于

完成第一阶段中试的规模生产。 

B轮：初步生产，拟完成融资 1-2 亿元，出让 20～25%的股份，用于

建设工厂，规模生产。 

2) 融资用途 

第一阶段：中试 

中试：四个月需要消耗原材料、水电费用 4万元，整套设备需要 40

万元，聘请员工、样品检测、交通、住宿等费用，合计约 60万元。 

第二阶段：初步生产（为期一个月） 

每台仪器每个月原材料、水电费，厂房费用若干，新产品研发费用合

计约 20万元。 

第三阶段：扩大生产 

依据订单决定生产规模，设备成本、研发成本估计在 1000 万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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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矿泉水源地流域集成管理示范项目 

1. 项目概述 

本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研究区水文地质补充调查；评价水源地资源

量、泉水水质及其影响因素；开发嘉泉水源地管理工具集；建立联结观测、

实验、模拟、情景分析以及决策支持等环节的小流域水文过程集成研究平

台；为广东矿泉水水源地流域集成管理提供示范，推动广东矿泉水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 

2. 应用范围 

通过本项目开发的嘉泉水源地集成管理工具集将包括：水源地水文观

测网络、水源地地下水动态监测系统、水源地土地利用跟踪调查与评价、

泉域土壤及地下水农药残留监测与评价、农药一维垂向渗流模型以及泉域

范围内三维地下水水流模型。这将形成针对广东省矿泉水源地乃至一般地

下水源地研究的方法体系，对广东矿泉水源地的管理和保护起到良好的示

范作用，也为中国和世界上其他类似矿泉水源地流域集成管理提供很好的

借鉴。 

3. 技术优势 

北京大学水资源研究中心自 2008 年起与达能和北水国际合作开展

“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嘉泉水源地地下水勘查”项目，以广东省龙门县历

史名泉——嘉泉为典型研究区，勘察泉域范围水文地质条件。三年多来，

经过三方的紧密合作，就嘉泉流域勘察取得了一部分阶段性成果。但矿泉

水源地的科学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集成包括地质勘察、水文

测量、遥感解译、地理信息系统、同位素指纹鉴定、水文地球化学聚类、

水流及溶质数值模拟、自动化监测及远程传输等在内的多领域多学科的先

进技术手段。因此借鉴国际食品企业的质量控制标准和管理经验（达能），

发挥科研院所的科技优势和技术储备（北大），依赖专业咨询企业的现场

管控经验（北水国际），实现复杂流域管理的系统化和规范化，建立广东

山区矿泉水源地管理的示范项目。 

项目拟解决的关键技术包括： 

1）流域水文地质自动监测网络构建；具体包括：长期观测井的安装；



71 
 

自动气象监测站构建；自动流量、水位、水温、电导率监测仪及远程传输

仪的安装；河水沿线流量监测；泉水、河水、观测井水样采集、化学常规

分析以及氢氧稳定同位素分析。 

2）流域集成管理平台构建；具体包括：观测规范和观测计划的制定

和发布；标准数据集（包括驱动数据集和参数集）的建立、发布和更新；

模型的对比和评估。 

4. 市场状况及市场预测 

广东境内饮用天然矿泉水资源丰富,其矿泉水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三

分之一，现开发、生产的总量不及勘明允许开发水量的 10.77%，发展前

景可观。广东省矿泉水行业迅猛发展的同时，暴露了水源地管理工作中存

在的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在对矿泉水空间分布规律和水文地球化学特征

的认识滞后于市场开发，以及水源地流域管理力度薄弱和体系不健全，导

致矿泉水资源的迅速枯竭和水质恶化。因此，开展广东典型矿泉水源地流

域集成管理研究，探讨流域内水循环及其在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下的响应

模式，研究水资源的演变规律，为从水-地质-经济的角度管好水、用好水

提供科学依据，已成为事关广东省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也

直接关系到广东矿泉水行业的发展前景。 

5. 合作方式 

项目建议合作单位：北京大学、达能益力（惠州）饮品有限公司、北

京水淼国际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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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环境分子诊断技术的污染场地 

调查和修复产业化构想 

1. 项目概述 

我国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场地数量巨大，场地修复产业的前景十分广阔。

本团队拟成立公司，基于环境分子诊断学的地下水污染自然衰减监测技术、

防止地下水污染范围扩大的渗透反应墙技术和去除污染源的抽提治理技

术，开展污染场地调查与风险评估、污染场地修复设计与工程实施、污染

场地修复责任判断与咨询等业务。 

2. 应用范围 

应用于污染场地的调查和修复。 

3. 技术优势 

1）核心技术：基于环境分子诊断学的自然衰减监测(monitored 

natural attenuation) 

地下含水层普遍存在能降解、转化污染物的微生物，含水层的固相介

质也能吸附、沉淀污染物。降解、转化、吸附、沉淀都是含水层中污染物

的自然衰减过程（如图 2 所示）。只要这些自然衰减过程足够快，那么污

染晕(plume)的扩散速度就比较慢，过了一定时间扩散还会停止并收缩，

这样就不会造成环境和健康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没必要进行主动的修复

措施，其相对成本之低可想而知。 

 
图 1  污染晕自然衰减示意图 

必须指出的是，采用自然衰减监测管控地下水污染并不是什么都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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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关键是必须准确把握和预测污染晕随时间的变化，这一方面需要详细刻

画含水层特征（透水性，非均一性，有机质含量、固相颗粒的矿物组成等）

和地下水的水流和化学特征(包括流速、流向、pH值、氧化还原电位等)，

更重要的必须准确掌握污染物的衰减机理和衰减速率。计算污染物的衰减

速率和阐明其衰减机制需要采用一系列高新技术，包括化合物特定同位素

分析技术(compound specific isotope analysis，简称 CSIA)；稳定同

位素探测技术(stable isotope probing，简称 SIP)；表征微生物群落结

构的原位荧光杂交技术(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简称 FISH)

和基因芯片(microarrays)技术等，这些技术统称环境分子诊断技术

(environmental molecular diagnostics,简称 EMD)。 

这些 EMD技术中最重要的是化合物特定同位素分析技术。这一技术的

基础是构成污染物如氯代烃、石油烃的碳(C),氢(H),氯(Cl)等元素都存在

稳定同位素(13C/12C,2H/1H;37Cl/35Cl)，并且污染物中这些元素的同位

素丰度比值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范围，通常用值即相对于标准物质的同位

素丰度比值的偏差来表示。下面是 C的值计算公式： 

100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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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R 是污染物中 13C 和 12C 的丰度比值，Rs 是标准物质中 13C 和 12C

的丰度比值。由于 13C 比 12C 稍重，在发生化学反应时优先转化的是含

12C的分子。这样随着反应的进行，剩余的污染物中含 13C 的分子的相对

含量不断增加，也就是值的绝对值不断增加。值相对于初值(即污染源

的值)的变化和污染物的剩余量(f)有如下关系： 

 

其中是 13C 的富集系数(enrichment factor), 不同反应或降解途径(好

氧降解、厌氧降解等)的已由实验室测定。而表征微生物群落的分子生物

学方法(如 FISH)则可用来确定反应或降解的途径。这样测定地下水污染

晕和污染源的值就有可以推算出污染物的剩余量。这一剩余量反映了自

然衰减的程度，可以根据下面公式分别计算出随距离和时间的衰减速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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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d是距离，v 是地下水流速。根据衰减速率，可以通过下面公式推算

出污染物衰减至风险可接受水平允许的最高浓度所需要的距离： 

 

其中 F是允许浓度和当前浓度的比值。通过同样的方法可以推算出污染晕

中某一点污染物衰减至允许浓度所需要的时间。如果衰减至允许浓度所需

的距离不致达到下游的受体，污染物衰减至允许浓度所需要的时间在可接

受范围以内，那么该场地就可以不必采取工程修复措施而完全依靠自然衰

减。 

美国著名的地下水污染调查服务机构 Groundwater Services Inc.的

调查统计显示，存在氯代烃(主要用作溶剂)污染地下水的场地中有 30%采

用自然衰减监测作为唯一的修复措施；47%的场地采用自然衰减监测和其

他技术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修复，即 77%的场地采用了自然衰减监测。而对

于石油烃(主要污染物为苯系物),几乎所有场地在去除污染源后均采用自

然衰减监测作为修复措施，可见这种技术应用之广泛。 

另外，不同污染源产生的污染物中，C、Cl、Pb 等元素的同位素比值

差别很大。这些元素的同位素比值差异就如同人的指纹，可以用来判断污

染场地的污染来源，即判断污染场地的修复责任。 

2）辅助技术：用于污染物去除的抽提技术和防止污染扩大的渗透反

应墙技术 

许多挥发性有机物和重金属污染场地并不能仅仅依靠自然衰减作为

风险管控手段。如果场地存在持续的污染物输入(即存在持续的污染源)，

或者自然衰减速率太慢，那么这样的场地就不能只采用监测的自然衰减作

为治理措施。对于存在污染源的场地，本团队将开发气相和气液两相抽提

技术，以去除土壤中的挥发性有机物和土壤与地下水界面的自由相有机物

(即所谓的非水相液体)，以及污染源附近的高污染地下水。这种技术的基

本原理是在污染源区域安装抽提井，用鼓风机/真空泵或抽提泵分别进行

气相和多相(气相、水相和非水相液体)抽提，抽提出的气体、地下水和非

水相液体在地面进行处理或回收(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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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两相抽提示意图 

对于污染源不存在或污染源去除后自然衰减速率较慢、污染晕扩大较

快的场地，本团队将开发渗透反应墙（permeable reactive barrier, 简

称 PRB）技术。该技术的原理是在垂直于地下水水流的方向，开挖壕沟并

填入反应活性材料，污染地下水流过反应墙时污染物被反应活性材料吸附、

降解和沉淀而被去除，因而下游的地下水不会被污染(即污染扩散得到阻

止)(见图 4)。该技术被动地处理地下水，具有不破坏环境、不需要动力

等突出优点，截止 2005年已在美国的 200多个污染场地得到应用。 

 

图 3  渗透反应墙(PRB)示意图 

4.  研究所处阶段 

技术研发进展： 

1）自然衰减监测相关技术的研发与示范： 

本项目团队已经获得中石化安全工程研究院资助，正利用北京大学考

古文博学院的气相色谱-同位素比值质谱仪，建立分析石油烃、氯代烃、

石油添加剂(如甲基叔丁基醚)的同位素比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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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团队将在中石化保定石油化工厂场地进行石油烃污染地下水

的自然衰减监测示范； 

目前团队正与北京勘察设计院合作并和北京市科委接洽，争取获得科

委的资助，开展氯代烃污染地下水的自然衰减研究和示范。 

2）抽提技术研发示范： 

李喜青课题组 2009年起在国家 863 计划支持下，研发了土壤气提成

套设备，并进行了现场示范； 

近期将在中石化提供的场地进行基于压缩-冷凝-吸附的尾气处理技

术和两相抽提技术示范。 

3）渗透反应墙技术： 

李喜青课题组开发了处理六价铬污染地下水的改性斜发沸石反应活

性材料； 

2013年开展了生物反应墙处理衡阳水口山冶炼厂污重金属染地下水

的可行性研究； 

近期将和湖南省澄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在湖南省环保厅和科技

厅支持下开展渗透反应墙技术和重金属污染地下水自然衰减监测的现场

示范。 

目前李喜青课题组有一名博士后、两名博士研究生、两名硕士研究生

和一名研究助理在开展上述工作。预计到 2016年底，团队将拥有自然衰

减监测、抽提和渗透反应墙这三种低成本、易实施技术组成的完整成熟的

地下水污染修复技术体系。 

5. 市场状况及市场预测 

本项目拟成立的公司将开展污染场地调查和修复业务。污染场地修复

是指利用物理、化学和生物的方法转移、吸收、降解和转化土壤和地下水

中的污染物，使其浓度降低到可接受水平，或将有毒有害的污染物转化为

无害的物质。污染场地修复是环境修复的一个分支(环境修复还包括农田

修复、矿山修复、污染地表水体修复等)。 

随着我国城市经济结构和功能的调整(如退二进三)，许多工厂需要搬

迁，也有一些工厂因为经营不善而倒闭。如北京市根据 2002 年制定的“奥

运行动计划”，到 2008年把 200多家工业企业搬出城区，遗留下约 800

万平方米的土地。又如重庆市到 2015 年共有 1300家企业实施搬迁。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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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后遗留的场地很多存在严重污染，如何妥善处置这些受到不同程度污

染的土地是各地城市规划部门、环保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面临的重要任务。 

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搬迁或倒闭企业留下的受到污染的场地会对周

边居民的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因此必须得到整治修复后方可进行重新开发。

由于污染场地的重新开发涉及较大的环境责任，开发费用和开发周期也存

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造成很多工业遗留场地的闲置、废弃或使用不充

分。这些闲置或废弃的场地在发达国家被称作棕地(brownfields)。我国

城市(特别是中等和大城市)土地是极度稀缺的资源，工业遗留场地的闲置

和废弃显然是极不可取的。更何况，棕地的存在会威胁周边居民健康，损

害城市形象，导致棕地周围地段土地贬值。所以，对我国工业遗留场地进

行整治修复并重新开发势在必行。 

美国约有 50 万块需要修复的场地，欧洲也有几十万块。根据中美两

国制造业历史对照，我国的污染场地总量应该至少与美国相当甚至更大。

以需要修复的场地数量为 50万块、单幅地修复成本 200万测算，我国场

地修复总投资按当前价格计算将至少达到 10000亿。 

我国场地修复产业大约从 2007年开始起步，成立了第一家专业的场

地修复公司-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在过去的几年里场地修复

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2009年我国的土壤修复项目不到 20 个，到 2014

年增加到近 400个，其中场地污染修复项目占 60%左右。已完成修复治理

的比较知名的污染场地有北京化工三厂、北京红狮涂料厂、上海市发电厂

等。不过总体而言，我国场地修复行业仍处在起步阶段，人员、技术和装

备积累较为薄弱，污染场地修复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尚不成熟。当前我国场

地修复产业的产值尚不及环保产业总产值的 1%，而这一指标在发达国家

已经达到 30%以上。可见，我国场地修复行业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下图为中国产业信息网发布的我国未来几年修复市场(包括场地、农

田)的资金预测。预计从 2014年至 2020 年，国内修复市场规模可达 685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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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投资与成本估算，效益分析 

公司将通过利用北京中恒鼎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现有市场，与目标核

心客户(中石化、中石油等大型企业以及军事部门(如军方的总装备部)的

下属环保部门)达成战略合作，在成立的前两年主要开展污染场地调查、

自然衰减监测、渗透反应墙和抽提技术示范，从第三年开始在调查、监测

和示范之外，承揽这些企业或部门下属的污染场地的修复工程。公司未来

五年营业收入和利润预测如下： 

1）第一年销售收入 600 万元，利润 100 万元 

 研发收入 200万元； 

 污染场地调查和自然衰减监测项目 5 个左右，平均每个项目

合同价格以 80万元计，合计 400万元。 

2）第二年销售收入 1200 万元，利润 250-300 万元 

 研发收入：300万元； 

 新增污染场地调查 10 个左右，平均每个项目合同价格以 80

万元计，合计 800万元； 

 原有自然衰减监测项目持续监测：5个场地，平均每个项目合

同价格以 20万元计，合计 100万元。 

 

图 4  2014-2020 年我国修复市场资金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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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年销售收入 3800-4800 万元，利润 800-1000 万元 

 研发收入：300万元； 

 新增污染场地调查 15 个左右，平均每个项目合同价格以 90

万元计，合计 1350万元； 

 原有自然衰减监测项目持续监测：15 个场地，平均每个项目

合同价格以 20万元计，合计 450万元； 

 场地修复工程项目一个：合同额 2000-3000万元。 

4）第四年销售收入 1.6-2.0 亿元，第利润 3000-3500 万元 

 研发收入：500万元； 

 新增污染场地调查 20 个左右，平均每个项目合同价格以 100

万元计，合计 2000万元； 

 原有自然衰减监测项目持续监测：30 个场地，平均每个项目

合同价格以 25万元计，合计 750万元； 

 场地修复工程项目 2-3个：合同额 1.2-1.5亿元。 

5） 第五年销售收入 2.4-2.9 亿元，利润 4000-5000 万元 

 研发收入：500万元； 

 新增污染场地调查 25 个左右，平均每个项目合同价格以 100

万元计，合计 2500万元； 

 原有自然衰减监测项目持续监测：50 个场地，平均每个项目

合同价格以 25万元计，合计 1250万元； 

 场地修复工程项目 4-5个：合同额 2-2.5亿元。 

7. 是否有知识产权/专利 

国家发明专利： 

 李喜青,隋红,李鑫钢,崔吉星,刘波,张涛，处理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废气的方法和设备(申请号：201410592287.1)； 

 卢晓霞,李秀利,裴祥宇,陈超琪,吴蔚,李喜青,修复卤代烃和硝

酸 盐 污 染 地 下 水 的 一 种 渗 透 性 反 应 墙 方 法 （ 专 利 号

CN201010259924）； 

 张巍，童银栋，王学军，胡丹，一种大气中气态汞的被动采样装

置（专利号 CN201010199231）； 

 张巍，童银栋，胡丹，欧浪波，王学军，一种大气颗粒物的被动

采样装置（专利号 CN201010599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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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预期定价或所需费用 

本项目拟进行两轮融资，融资额度和用途如下： 

1）第一年天使/创业投资 400万元，主要用于公司开办、房租、购买

部分采样和小型分析监测设备、收购中恒环科（预计 50万元）、流动资金。 

2）第三年创投/PE，2000 万元，主要用于购买设备和建立环境分子

诊断学实验室、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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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藻生物能源的开发与利用 

1. 项目概述 

世界各国对能源的需求与日俱增。对能源的争夺导致外交策略的改变、

战争的发生、以及社会不稳定等已远远超过其对经济的直接影响。因此，

发掘可再生、可持续、低碳、并且不影响粮食供应的新能源尤为重要。微

藻生物能源可以称得上是最佳的新能源选择。工学院陈峰教授（食品与生

物资源工程研究所“千人计划”教授）将采用结合光合生物反应器和开放

式大池的养殖模式，以梯度法扩大规模，同时也利用结合异养和光自养模

式，做到有效控制藻种质量和接种种子密度，务求加快藻类生长速率，这

样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微藻培养过程中的污染，使总产率提高，有效减少

生产费用。 

目前，技术研发的关键在于如何减低生产藻油的单位重量费用。这可

以从藻种的选育和生物工程修饰，以及生物反应器（池）的设计两方面入

手，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目标是在 3-5 年内争取得到可生产跟石油价

格相接近的生物柴油的技术。 

2. 应用范围 

发掘可再生、可持续、低碳、并且不影响粮食供应的新能源。 

3. 市场状况及市场预测 

据估计，微藻的光合作用效率可达高等植物的 100 倍以上。光合作用

所需的太阳光和二氧化碳均为“免费”的。同时由于微藻生长过程中对二

氧化碳的捕获利用，减少了环境的二氧化碳从而减少地球温室效应发生的

机率。此外，微藻可以生长在不适合耕作的贫瘠土地、或盐碱湖泊、或海

域，这样不影响粮食或其它农作物耕种。微藻含油可高达 77%，是地球上

“最肥”的生物，适合生产生物柴油。同时，微藻还含有大量其它功能活

性成分。地球上最少已知有 50000 个藻种，是一个巨大的生物、遗传和代

谢多样化资源。可是，到目前为止，用于工业化生产的微藻仅大约 20 个

藻种。所以，微藻资源具开发利用的巨大潜力，利用微藻生产生物能源以

及附带功能食品成分的前景十分广阔。 

根据美国能源部再生能源实验室资料，用微藻油脂来生产生物柴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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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价估计为每升 0.44–0.88 美元。这个价格跟目前石油价格已十分接近。

必须指出，生产微藻生物柴油的主要费用在于租用土地上。但是，在我国

不乏不宜耕作的土地，这些土地价格低廉。同时，我们也可以考虑利用盐

碱湖泊或海域，这样可以大大减少生产微藻生物柴油的费用。根据以往的

经验，微藻细胞生物量生产率可高达 80 克/平方米/天。如果假设藻油含

量为其生物量的 50%，那么，每年每公顷地面积（100 x100 平米）就可以

生产 146 吨生物柴油，折合 7.3 万美元(以每升 0.5 美元计算)。同时还可

以获得抽提藻油后的高附加值产品（如类胡萝卜素、藻胆蛋白等）。 

4. 是否有知识产权/专利（发明人） 

项目主持人陈峰教授已从事微藻生物技术研究近 25 年，发表 200 余

篇 SCI 论文，在中国第一个出书介绍《微藻生物技术》（1999），并出版英

文书籍推动世界微藻生物技术发展《Algae and their Biotechnological 

Potential》(2001)。拥有美国和中国专利若干。是世界上认可的顶尖微藻

生物技术专家之一。是即将在温哥华召开的“国际应用藻类学会第四届大

会”全体会议 4 位主旨报告人之一，也是唯一的亚洲人迄今为止应邀作该

学会大会主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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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压低温等离子体制备灭活疫苗 

1. 项目概述    

病毒的传播会给人类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同时对人畜的安全构成威

胁，这为人类面临大规模流行性疾病敲响了警钟。研发有效的控制手段，

对阻断疾病的爆发具有重要意义。接种疫苗是目前最为常用的抵御病毒侵

染保护人畜的方式。在未来的五到十五年中,新疫苗及其接种技术将从根

本上改变医生预防及治疗疾病的方式,对公共卫生产生巨大影响。传统疫

苗有灭活疫苗和减毒疫苗，减毒疫苗存在着毒力恢复的风险，灭活疫苗依

赖于甲醛等化学试剂，这些化学试剂的残留会引起机体的过敏反应，严重

时可能导致接种者伤残甚至死亡。因此，一种安全无毒且高效的灭活疫苗

制备方法对于保护机体，保护操作者以及提高疫苗产业经济效益具有重大

意义。 

为了预防、控制传染病的发生、流行，防控机体被病原体感染，本项

目采用先进的大气压低温等离子体技术制备活化溶液。该溶液中含有大量

的活性自由基，包括单原子氧、羟自由基等，它们不仅可以灭活病毒，而

且能够保留病毒的免疫原性。将制备的灭活疫苗接种到动物体内，在给机

体提供高保护率的同时，增强机体的免疫响应，使得该产品技术具有巨大

的应用潜能。 

2. 应用范围 

本产品适用于制备多种禽类灭活疫苗，同时该等离子体装置的效率高、

功耗低。动物实验表明这种物理化学方式制备的新型疫苗可以促进机体的

淋巴细胞增殖和免疫因子的增加，从体内实验证明了等离子体制备的灭活

疫苗具有安全性。 

3. 技术优势 

该项目产品的设计基于大气压低温等离子体技术，通过激发去离子水

产生包含丰富活性自由基的溶液，能够高效地灭活新城疫病毒等禽类病毒，

保留病毒免疫原性，无毒、无刺激、无异味，有效避免甲醛灭活病毒遗留

的毒副作用的问题，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和危害工作人员的健康。同时大

气压低温空气等离子体技术装置耗能低，操作简便，有效降低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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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项技术的产业化提升公共卫生安全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并具有巨

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 

4. 研究所处阶段 

产品研发计划： 

2018-2019：低温等离子体活化溶液制备灭活疫苗佐剂的优化； 

2019-2021：低温等离子体活化溶液的制备工艺优化和设备研发。 

研发内容： 

首要的研发任务是将目前的成果向产品转化，包括提高该装置的作用

效率，保证整个操作过程的一致性和重复性。 

（二）针对不同的佐剂（铝盐佐剂，蛋白类佐剂，含脂类佐剂等），

设计方案，优化佐剂的成分和比例。在应用对象方面，针对不同病毒，尝

试制备不同的疫苗。将这项技术建成一个平台，适用于广谱的病毒，并配

以相应的检测。 

（三）对低温等离子体活化溶液制备疫苗的储存期的研究。低温等离

子体活化溶液存在的各种自由基寿命短暂，随着时间而不断地衰减，那么

等离子体活化溶液的储存条件以及制备的灭活疫苗的保质期对未来的应

用具有重要的意义，相应地检测机体的免疫响应。 

5. 是否有知识产权/专利（发明人） 

正在实审的相关国家发明专利列述如下（专利申请单位均为北京大

学）： 

 苏霞等，一种基于大气压低温等离子体活化溶液灭活病毒的方法

（201710908806.4）； 

 王国敏等，一种基于大气压低温等离子体灭活病毒的疫苗制备方

法（201510727304.2） 

未申报的知识产权: 

 等离子体活化溶液用于灭活疫苗的制备 

6. 预期定价或所需费用 

本项目需要投入资金 400万元用于产品研发及产业化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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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压低温等离子体技术口腔应用简介 

1. 项目概述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以及文化、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口腔疾病的诊

疗技术及服务要求也越来越高。其中，龋病、牙周病和牙髓炎是临床的常

见高发疾病。目前，口腔临床疾病的诊治结果并不理想，且面临着种种挑

战。寻找一种新颖而高效的口腔疾病治疗手段已经成为当今口腔研究领域

的一大热点和难点。等离子体作为一种崭新的物理诊疗手段，在口腔牙齿

美白、根管杀菌剂义齿材料改性等方面都展现了卓越的优势，因此等离子

体在口腔治疗领域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2. 应用范围 

作为一种崭新的物理诊疗手段，等离子体在口腔牙齿美白、根管杀菌

剂义齿材料改性等方面都展现了卓越的优势。 

3. 技术优势 

大气压低温等离子体是一种由高电压激发而成的温度大致接近室温

状态的物质，近些年因其在生物医学的应用潜能而备受关注。 

 

（1）家用牙齿美白解决方案： 

牙齿美白技术或雪中送炭或锦上添花地为患者营造美丽笑容，然而，

现存技术因疗程长、美白剂浓度需求高，容易引发牙齿过敏，成为横亘在

患者面前的一道障碍。然而，随着等离子体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逐渐得到

认可，我们将等离子体技术应用于牙齿美白，开展了一系列基于浓度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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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梯度、安全性以及美白机理的实验，结果表明等离子体在牙齿美白方

面有明确的效果和优势，并且具有广泛的市场应用前景。 

 

 

 

 

（2）在根管治疗领域的应用研究： 

牙髓病和根尖周病是口腔科常见疾病，根管治疗术是目前国际上公认

的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但是临床根管治疗的失败率高达 20‐30%，其中粪

肠球菌又是导致感染根管治疗失败的首要原因。传统根管治疗方法，包括

机械预备、根管冲洗与根管内封药并不能够保证完全杀灭粪肠球菌。经过

传统根管治疗后的根管中仍然有 30%‐40%存在粪肠球菌，有的甚至高达

52.94%。我们课题组发现低温等离子体在 10 min 内就可以完全杀灭根管

内的粪肠球菌生物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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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型漱口水：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报道：龋齿(虫牙)和牙周病(牙龈炎、牙周炎)

被认为是全球最常见的口腔疾病。第三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报告

显示：我国人民的龋齿、牙周病以及其他口腔疾病的发病率已经达到了

97.6%，这就意味着几乎每个人都会受到口腔疾病的困扰。目前在临床上

常用的漱口水（如 0.12%洗必泰溶液、2.25–5.25%次氯酸钠溶液和 3%过

氧化氢溶液）不能长时间使用，否则会导致口腔黏膜黏膜脱落、牙齿染色、

味觉改变、口腔组织出血、水肿和溃疡等不良反应甚至是口腔菌群的失调。

低温等离子体作为一种新颖技术，用其处理蒸馏水，在水中产生可以杀灭

多种细菌及真菌的∙OH 和 1O2 等活性物质，此技术能有效避免长时间应用

药物型漱口水引起的药物性菌群失调，同时也能弥补日常型漱口水不能消

炎的不足。因此对低温等离子体活性水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4）对义齿基托材料改性的应用研究： 

热凝树脂是口腔临床上广泛应用于义齿修复的材料，一般用做活动义

齿、全口义齿的基托材料。热凝树脂因其性能稳定、价格便宜等优点而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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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用于临床，但是热凝树脂表面亲水性能不佳，导致固位差，真菌易附着。

在佩戴义齿的人群中，有 11%～67%的人会患有义齿性口炎，而且白色念

珠菌在义齿表面的早期粘附是义齿性口炎的重要发病原因。义齿性口炎的

主要临床表现为粘膜红肿，口干，口腔灼痛，直接影响患者的饮食和生活

质量。大气压低温等离子体技术作为新兴的物理技术，具有自由基等活性

强、效率高等特点。本课题组将大气压低温等离子体技术应用于义齿基托

材料的表面改性研究，结果证实低温等离子体能够有效提高义齿基托表面

的润湿性，并且有效降低了白色念球菌的早期粘附性。 

我们通过 X射线光电子能谱对热凝树脂表面进行分析，发现等离子体

处理热凝树脂表面后，表面有新的基团 C‐OH 和‐CF3 产生（C‐OH 是一

个亲水性集团，可能是由于等离子体中的活性成分∙OH与表面上C‐接枝，

从而改善表面的亲水性；表面形成的‐CF3 基团可能与白色念珠菌早期粘

附减少有关）。使用等离子体处理义齿基托材料，可以有效改善亲水性，

增加固位，增加显微硬度，减少致病菌—白色念珠菌的早期粘附，从而减

少义齿性口炎的发病率。 

 

4. 市场状况及市场预测 

近年我们的研究表明低温等离子体在牙齿美白、口腔修复材料的粘接

性能改善、牙科种植体的生物相容改善、口腔内致病菌的抑制等方面都有

较好的生物学效应，由此推测大气压低温等离子体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广泛

用于口腔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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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长程电子胎心监护系统 

1.项目概述    

电子胎心监护（EFM）是目前了解胎儿宫内情况和胎儿储备能力的重

要方法。利用胎心监护曲线可以判断胎儿宫内有无缺血缺氧状态，以及胎

儿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情况，为临床判断围产儿预后及指导治疗提供重要

依据。 

目前国内外广泛使用的是多普勒电子胎心监护，利用超声多普勒的原

理获得胎儿心率，描计出胎儿胎心率变化，并对其进行分析，以此判断胎

儿宫内情况。此方法的缺点是在监测过程中孕妇需采用固定的姿势，坐姿

或侧卧，不适合进行长时间监测。 

在临床工作中，产前监护国际上以 40~80 分钟、国内以 20 分钟作为

评判时间单位。但大量研究显示，现有 EFM技术虽然对预测胎儿宫内状况

有较好的敏感性，但其特异性较差，尤其是较高的假阳性率增加了许多不

必要的产时干预，使剖宫产率大幅度提高。目前国内足月妊娠孕妇，建议

每周进行一次胎心监护，如结果为可疑型，完善相关检查同时需要对孕妇

复查，部分患者为反复监护结果可疑。此类足月妊娠胎心监护“反复可疑

型”是临床处理难题，尚无确定处理流程。如何提高胎心监护预测新生儿

窒息的准确性和筛选出真正可疑需严密监测的孕妇和是临床急需解决的

问题。 

本产品采用国际领先的无创孕妇腹部心电（FECG）提取技术，可持续

24 小时分析、描记胎儿心电、母亲心电及子宫收缩情况，并可提取胎心

率变异曲线，提供全程监护解决方案。本产品相比于多普勒胎心监护，胎

心率准确率明显提高，对胎儿位置不敏感，且不受孕妇腹部脂肪厚度的影

响。 

2.应用范围 

本产品适用于胎儿/母亲连续长时间心率监测，主要目的在于记录“关

键时期”胎儿心率变异情况，避免不良结局发生。 

适用于所有单胎孕妇，尤其适用于： 

*高危孕妇、高危胎儿； 

*需要密切关注胎儿心率的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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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产及分娩期单胎孕妇； 

*肥胖单胎孕妇。 

3.技术优势 

1）胎儿和母亲的心率混合率低，可同时提供母亲心率变化趋势。 

2）肥胖孕妇的监护信号依然清晰。 

3）极大降低了医务工作人员的工作量。 

*胎心位置发生变化，信号质量不会受到显著影响； 

*电极粘贴简单，一次到位，监测期间无需调整； 

*电极持续接受信号，不受胎心位置移动干扰。 

4）孕妇更加舒适。 

监测期间，孕妇可以采用任何姿势和体位，并且可以自由活动，加速

产程进展。 

5）人工智能分析系统。 

* 可以连续 24 小时实时监测记录，监测结果异常系统自动报警，进

行事件标记； 

* 计算并记录各类胎心率变异、加速、减速发生的时间与频次等基本

指标； 

* 独创的胎心率-宫缩耦合因子，评估胎儿的功能活动情况； 

* 独创的长程胎心监护振幅整合图，评估胎儿的神经系统发育情况。 

4.研究所处阶段 

2014-2017，新型长程电子胎心监护仪原型机设计完成，与北京大学

第三医院妇产科合作验证了无创孕妇腹部心电（FECG）提取技术的有效性；

并结合临床经验开发评价胎儿功能活动情况、胎儿的神经系统发育情况的

新指标且验证了可行性。 

计划未来 2年内将目前的成果由原理样机向产品转化，包括产品的装

置设计、包装设计、安全设计等，产品的质量保证和稳定性、可靠性检验

等，以及申请 CFDA 认证、量产等。 

5.是否有知识产权/专利（发明人） 

1）发明专利：用于母体胎儿心率监测的系统 

申请号:201810021545.9 



91 
 

申请人：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大学 

发明人：王妍，陈坤，赵扬玉，陈练，王汉斌，张嘉宾，张珏，方竞 

 

2）发明专利：一种胎心率和宫缩信号的耦合分析方法 

申请号:201810014183.0 

申请人：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发明人：陈坤，陈练，赵扬玉，王妍，张珏，方竞 

6.预期定价或所需费用 

本项目需要投入资金 400万元用于产品研发及产业化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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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等离子体诱导酵母活性提取物 

—潜在的护肤化妆品交叉 
 

1. 项目概述 

微生物遇到紫外线用什么来抵御？它们的分泌物也能帮我们人类抵

御紫外线吗？答案是肯定的。活酵母细胞衍生物(Live Yeast Cell 

Derivative，即 LYCD)就是酵母活细胞对有控制伤害反应的产物。传统的

LYCD的制备是通过将酵母置于 286nm 的紫外辐射之下或者加入亚致死剂

量的过氧化氢，经可控制伤害培养，然后用蛋白酶进行酵母细胞破碎，经

离心分离去除固形物后浓缩得到。LYCD 是一种复杂的低分子量物质，由

氨基酸、单糖和双糖以及酵母特有的痕量维生素和矿物质组成，具有加速

伤口愈合、抗紫外、抗氧化的性能。大气压低温等离子体能够产生紫外辐

射，带电粒子，中性粒子，活性氧（ROS），活性氮（RNS）。因此将酵母

细胞置于亚致死剂量的等离子体处理(0,1,2,3,4 min)后，获得 LYCD，并

评估其特性。 

2. 应用范围 

利用大气压低温等离子体制备酵母活性提取物，应用于生物化妆品领

域研究。 

3. 技术优势 

与传统紫外、过氧化氢法制备产生的 LYCD相比，低温等离子体法更

加高效、方便、环保、安全。利用活酵母细胞产生出一种具有增强细胞活

性，抗紫外，抗氧化的酵母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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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发现，经低温等离子体诱导的 LYCD中抗氧化物质含量（SOD，CTT，

GSH）随着处理时间的增加而显著提高（图 2），并且可以促进酵母的生

长（图 4），保护金黄色葡萄球菌抵御等离子体的损伤（图 3）。 

4. 市场状况及市场预测 

我国在生物化妆品领域的研究起步于 90年代，但随着生物技术向化

妆品行业的不断渗透以及生物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以 LYCD 为代表的生物

保健型化妆品的生产必然会给化妆品行业带来一次新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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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微观结构的精准医学超分辨成像 

1. 项目概述 

层层放大下的医学影像，包含着数万个看似单调的均匀像素点。每个

像素都是一个大世界。多种成分、数万细胞，并伴有剧烈交换。掌控人体

微观世界运行是进行精准医学诊断治疗的重要基础。 

针对人体微观生理参数活体测量与调控的科学难题，申请人提出的磁

共振影像信号解析方法首次实现了无创条件下获取人体微观结构中不同

生物组份的多样化生理参数，并通过外周刺激实现了脑微观结构的人工调

控，此成果在探索生命运行机制、诊断细胞活性和病变、及制定精准给药

方案中有着巨大的应用前景。 

2. 应用范围 

预期可能的临床应用包括： 

 高毒性和昂贵药物的精准给药规划； 

 癌症早期小尺度非明显病灶的检测； 

 肿瘤的切缘识别； 

 脑部疾病（帕金森和艾尔兹海默症）的早期检测； 

 微创手术规划和术后评估； 

 心脏主动脉血管瘤破损检测等。 

3. 技术优势 

 新型的扫描激发信号序列设计，可提高信息采集丰度； 

 多成分的各向异性结构建模，可提供更多生理参数； 

 大批量图像数据处理、非凸化计算，可完成工程化实用。 

4. 技术水平 

如图所示，申请人提出的新型磁共振影像信号解析方法首次实现了

广域、无创的分辨不同生物组份的亚像素微观尺度下的有关空间结构和输

运性质的多种微观生理参数，其实际计算结果符合解剖学的结论以及目前

光学/离子方法的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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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研究成果，申请人的学术文章在 2015年 12月以来相继刊发于

Elsevier旗下的《Progress in Neurobiology》（IF=13.177，1区，第 1

作者）和 Nature 旗下的《Scientific Reports》（IF=5.578，2 区，第 2

作者）。2016年，申请人作为书籍作者还参与撰写了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出版的《磁共振成像设备方法学》。 

申请人的研究工作获得了《 Progress in Neurobiology》和

《Scientific Reports》审稿专家的积极评价，如“一个交叉研究的优异

范例，研究方法非常重要且具启示性”（This is an excellent sample in 

cross discipline research, and the methodology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nd indicative），“对理解脑功能和结构，以及对高效给药有

着巨大应用”（Their results may have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to 

understanding bra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and delivering drug 

molecules more effectively）等。 

在上述研究方向，申请人承担了国内外 3项纵向科研项目，包括：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基金项目（主持 30%经费的协作课题）；美国国家

卫生研究院（NIH）的 RO1 类项目（类似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日

本国家科学基金 A 类项目（类似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基于交叉学科的研究背景，申请人在中美日等国 4个学术机构中担任

学术兼职，包括：中国医疗装备协会磁共振方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大

学第三医院磁共振设备与方法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学术 PI；美国北德克萨

斯大学脑组织工程实验室学术顾问（academic consultant）；日本国立冈

山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实验室 Co. PI。申请人在国际期刊《Neuroscience and 

Biomedical Engineering》担任副主编（Associate Editor），并在 2016

年第 10届 ICME国际大会受邀担任公众主席（Publicity Chair）。 

由于申请人研究的新型磁共振影像信号解析方法在恶性疾病早期发

现和精确诊断上的巨大应用前景，申请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已吸引我国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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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领军性单位：华润万东医疗装备公司（中国最大的磁共振影像设备设计

制造单位）展开产业转化合作。 

5. 研究所处阶段 

本产品处在中试阶段。 

6. 市场状况及市场预测 

目前超分辨成像技术是热点领域，仅中国市场的规模每年就可达 100

亿元。国外已经有多家知名公司从事这一领域研究，正在尝试进入并占领

中国这一市场。 

7. 投资与成本估算，效益分析 

完成临床测试和产品化需要 500万元人民币。 

8. 是否有知识产权/专利 

三项专利申请准备中。 

9. 合作方式 

方式灵活，具体分析。 

10. 预期定价或所需费用 

参照现在磁共振扫描价格，每次扫描加读片分析，可以设定为人民币

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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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红外 LED 用于肺纤维化治疗的研究开发 

1. 项目概述 

LED 在医疗上的应用起始于 2000 年，最早见于报导的是美国航空航

天局有关近红外 LED 用于航天员和潜水艇员的伤口愈合，也有用于改善和

恢复由于心脏缺血造成的损伤与受伤视神经的衰减退化、骨髓移植患者的

溃疡性口腔粘膜炎、甲醇中毒造成的视网膜和视神经伤害等与线粒体密切

相关的多种疾病的临床试验报告。在化学药品研发难度大幅提高的现状下，

光物理方式对疾病的治疗具有安全无副作用、针对性强、疗效显著等优点。

2010 年以来，LED 在医疗上的科研报告呈快速上升趋势,行业未来 3 年左

右的增长潜力巨大。 

临床试验证明近红外光 LED理疗对多种疾病有康复和治疗效果，这是

一种治疗多种疾病的潜在、新颖、无创的治疗干预方法。其产业发展速度

可以达到几何级数的增长。国内外至今尚没有将近红外光 LED 用于肺纤维

化的临床报告，也没有相同类型的论文发表。 

2. 应用范围 

利用近红外光 LED技术应用于肺纤维化的治疗和辅助治疗。 

3. 技术优势 

近红外光主要通过线粒体中的细胞色素 c 氧化酶触发细胞内呼吸信

号机制，促进线粒体能量和细胞内生成氧化保护性物质的基因表达上调，

从而提高线粒体的功能。结果表明近红外光可以通过促进线粒体功能，抑

制基因变异和突变。 

将某些特定波长的 LED近红外光作用于受损的肺组织细胞，通过一系

列生化反应抑制白细胞介素 IL-6 的信号通路，有效地防止成纤维细胞的

增殖和过量的沉积，通过降低 IL-6的 mRNA水平防止异常愈合。同时 LED

近红外光刺激局部未纤维化的组织环境可以促使干细胞或祖细胞原位分

化成治疗性细胞类型，因此有可能恢复肺组织的正常解剖结构，也就是说

肺纤维化组织可以得到逆转，从而达到对肺纤维化治疗目的。 

该项目技术的独创性、先进性及创新点： 

国内外尚没有将近红外光 LED用于肺纤维化治疗的临床报告，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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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类型的论文发表。经中国科学院上海科技查新咨询中心查询，未见国

内外与项目方完全类似的报道，因此该项目具有新颖性。 

本项目技术的创新点在于将 LED 技术应用于肺纤维化的治疗和辅助

治疗。 

4. 研究所处阶段 

未来 2-3年内项目技术研究开发主要工作： 

完成《近红外 LED肺纤维化治疗仪》的临床验证和创新医疗器械的申

报、注册手续； 

完成《近红外 LED肺纤维化治疗仪》的工业化生产线建设的筹备工作； 

便携式可调脉冲双频谱治疗仪、近红外理疗栓塞和口腔咽喉病症的近

红外光照射理疗仪的开发生产； 

完善拟申报专利项目的前期验证和申报工作； 

近红外 LED在癌症、类风湿病等疾病治疗上的应用研究。 

5. 是否有知识产权/专利 

已授权专利： 

《一种穿戴式 LED理疗仪》（专利号：201420576865.4） 

《可调脉冲双频谱治疗仪》（专利号：03235906.3） 

《一种近红外理疗栓塞》 （专利号：2011220532671.4） 

进入实审专利： 

《一种穿戴式 LED理疗仪及用途》（申请号：201410523855.2） 

《一种治疗口腔咽喉病症的近红外光照射理疗仪》（申请号：

201420470711.0） 

拟申报专利: 

《近红外 LED 鼻炎治疗仪》、《近红外 LED脑卒中的预后康复》、《近红

外 LED肝硬化治疗仪》、《近红外 LED前列腺炎症治疗仪》、《股骨头 LED血

运恢复治疗仪》等。 

6. 预期定价或所需费用 

项目所需投资额为 15000万元。用于项目产品的生产基地建设、生产

线的设备投入、公司管理团队的引入、品牌建设及广告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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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城市社区的现代化家庭用医保检查诊断设备 

1. 项目概述 

加强基层卫生能力建设，提高群众自我健康意识，是我国“科技振卫”

战略的具体体现。根据国家卫生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全国医疗卫生机

构总数共计 95万多个，而截止去年底，城乡居民参加三项基本医保人数

已超过 13亿，医保覆盖率提升到 95%以上。因此，推广应用多参数家庭

个人健康监护终端，关乎国计民生，对全面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

义。 

针对社区医保应用及就医特点，研发家庭使用的个人健康数据采集系

统、多模式心电、脉搏、血压、血氧、体温、呼吸率生理数据采集设备，

研发个人健康诊断及健康监护的终端设备，为社区的本地常规医疗提供新

型的、先进的一体化检查服务和诊断服务；研发适用于社区健康管理信息

系统，包括针对社区的疑难病症患者、慢性病患者、急重病患者、重大疾

病患者、老年人等受众人群的实时健康信息监测、会诊、预警等，使社区

的非常见病患者和老年人能够通过健康信息管理系统及时得到先进、科学

的预防、诊断和治疗。 

2. 应用范围 

 研发家庭使用的多模式心电、脉搏、血压、血氧、体温、呼吸率

等生理数据采集与健康监护产品； 

 开发 2种支持急重病人的社区预警系统和院外救治服务的社区会

诊系统；  

 开发面向高血压、糖尿病和心功能不全的慢性病及特殊人群家庭

的社区健康管理系统；  

 开发健康数据的移动传输和信息安全解决方案，实现多种设备以

及网络制式下的数据无缝安全传输技术，实现海量个人健康数据

的并行高速传输和安全使用； 

 开发基于云平台的海量个人健康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实现可支

持海量健康信息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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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技术规范，包括个人生理数据采集智能化终端的健康信息采

集格式类规范、个人健康信息安全类规范、社区健康管理系统可

靠性测试规范等。 

3. 技术水平 

全部获奖人员排

名 

获奖时

间 

获奖项目类别

（国家、省部、

校） 

奖励名称和等级 

黄安鹏 2013.03 

国 际 奖 项 ：

OKAWA 

Foundation 奖

励 

研究助成奖证书、 

中韩获奖者中排序第一 

张颖睿、黄安鹏

（通讯作者）、王

道宪、段晓辉、焦

秉立、谢麟振、刘

帆、王杉 

2012.10 
国际奖项：IEEE 

机构 

最佳学生论文奖证书，

2012 年 第 14 届 IEEE 

Healthcom大会上，仅一

个最佳学生论文名额 

 

4. 研究所处阶段 

本项目目前已完成了部分产品研发。2014 年继续开展产品研发，临

床试验以及应用示范工作，2015 年实现量产，考虑到新产品入市的市场

培育因素，产量约为 4464套；从 2016 年开始主要进行产品大规模性市场

推广，产量增大，2017 年产量达到 12784 套，此后，随着市场培养的深

入，经过两年的线性增长，产品产量逐步增大。 

5. 市场状况及市场预测 

若每个家庭监护终端以成本价 300 元计算，健康监护终端市场规模约

在 2500亿元左右；若基层医疗机构每套社区健康看护系统按照 1.5万元

计算，保守估计本项目在国内的市场将达到 3千亿元规模，因而该项目最

终上市规模化生产后平均年利润将超过百亿元人民币。 

6. 投资与成本估算、效益分析 

下表为项目研究开发经费投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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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 —

2014.12 

面向远程医疗的健康信息

网络关键技术研究：

2012ZX03005013-001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关于无线医疗物

联网总体规划项目 

课题负责人： 

黄安鹏 
270万 

2013.01 —

2014.12 

无线体域网关键技术研究

及应用验证（极低功耗的

网络关键技术验证），课题

号：2013ZX03005008-003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课题负责人： 

黄安鹏 

100万 

2013.01 —

2015.12 

面向群众健康的移动数字

医疗示范工程，课题号：

2013BAI05B07-001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子课题负责人

：黄安鹏 
100万 

本项目总投资 1500 万元，根据市场预测的销售收入，预计研发及临

床结束后，在 2015 年投入生产，至 2016年 2年之间，总产量为 1.7万套，

总销售收入约 4194.16 万元，累积成本总额 1629.19 万元，累积利润

1755.11 万元，累积上缴税款 224.83 万元，可以看出本项目有很强的盈

利能力。 

本项目从 2015 年实现量产，产量约为 4464 套；从 2016 年开始主要

进行产品大规模性市场推广，产量增大，2017 年产量达到 12784 套，此

后，随着市场培养的深入，经过两年的线性增长，产品产量逐步增大。本

项目的销售收入、预测利润表如下： 

 

利润预测表  

单位：万元 

销售收入 2016 年 2017年 

产量 4464 12784 

销售收入 853.76  3,340.40  

营业税及附加 45.77  179.06  

项目成本总额 419.38  1,209.81  

项目当期利润 388.62  1,9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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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是否有知识产权/专利（发明人） 

已经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一种医疗服务信息精准发布的方法和发布服务器，已授权专利号

ZL200910235383.X，黄安鹏;焦秉立;段晓辉;谢麟振； 

 一种医疗专业信息的传递方法和系统，已授权专利号

ZL200910235392.9，黄安鹏;焦秉立;段晓辉;谢麟振； 

 一种疾病防控方法和系统，已授权专利号 ZL200910235391.4，黄

安鹏;焦秉立;段晓辉;谢麟振； 

 无线电子医疗监护设备，已授权专利号 ZL201020277463.X，焦秉

立;段晓辉;黄安鹏； 

 一种脑电控制摄像照相装置，已授权专利号 ZL201220370838.6，

李志男;黄安鹏;谢麟振； 

 一种便携式心电测量仪和心电测量系统，已授权专利号

ZL201120490523.0，段晓辉;焦秉立;黄安鹏;张颖睿； 

 一种防摔腰带，已授权专利号 ZL201220054373.3，黄安鹏;李志

男;焦秉立;杨贵亮;胡炜;吕征南； 

 一种便携式电子健康监护仪器，已授权专利号 ZL201220578542.3，

段晓辉;焦秉立;王道宪;黄安鹏;高虹桥;郭晓强； 

8. 预期定价或所需费用 

本项目所研发及销售的产品包括“社区远程会诊系统”、“社区健康

管理系统”、“家庭用多参数健康检测终端与看护系统”三类产品，其中

社区会诊系统分为高、中、低三档产品，分别按照 10万/套（含软硬件），

5万/套（含软硬件）和 2万/套（含软硬件）进行销售，社区健康管理系

统按 1.5 万元/套，血压、血糖、血氧及心血管疾病监测诊断终端分别按

300 元/台、800 元/套销售；对于每台终端收取 40 元/年的年度终端服务

费；另外，本项目计划提供针对急、重病患者的监护服务费用，分为高、

中、低的监护服务，年费分别为 960 元/年、600元/年、240 元/年。根据

电子产业的经营实际，随着时间的推移、竞争的引入，系统的单位售价会

降低，单位成本会提高，预计在 2017 年销售产品及服务单位价格会降低

10%，至 2018年为止逐年降低 10%。产品与服务整体的市场份额、受众人

群稳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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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用激光加速器癌症治疗设备 

1. 项目概述 

恶性肿瘤（癌症）是常见病、多发病，也是目前威胁人类健康最凶险

的疾病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每年大约有上 1000 万病人死于癌症。

在许多国家恶性肿瘤居居民死因顺位的第一位或第二位, 并且仍在逐年

增加。多年来，世界各国科学家为攻克癌症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目前取得

了长足发展。肿瘤治疗的方法主要为手术治疗、放射治疗和化学药物治疗。

其中放射治疗因具有在根治肿瘤的同时能有效的保存肿瘤相邻部位重要

器官而成为目前临床上应用最普遍和最重要的肿瘤治疗手段之一。 

随着核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发现离子束治癌是当今肿瘤治疗最科学、

最先进的有效方法之一，这是因为离子与 X-、-射线，光子，电子束和快

中子相比在物理学和生物学上具有一系列独特的优势。 

2. 应用范围 

在医学临床上开展应用激光加速器癌症治疗设备。 

3. 技术优势 

激光加速器的加速梯度比传统射频加速器至少高出 1000 倍，将掀起

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同时，激光不属于电离辐射，能在几十微米的距离内

加速离子到 100MeV 能量，需要防护的部件尺寸小，成本低。如果结合手

术治疗的成本优势和离子放疗的剂量分布优势，有望把癌症治疗装备的造

价降低到 4000万以下，从而能够大规模在医学临床上开展应用。 

4. 研究所处阶段 

在科技部重大仪器专项的支持下，已经建成激光加速器癌症治疗样机

一台，可尽快开展小动物研究，5年内有望向医院推广。 

5. 市场状况及市场预测 

至今基于质子和重离子的癌症治疗技术虽然已经基本成熟，然而以射

频加速器为主体的离子加速设备体积庞大、造价昂贵、维护和运行费用不

菲，这样的设备不利于临床治疗和普及推广。例如上海近期以 18 多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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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从 Siemens 购买了一套治疗设备，每个病人的治疗费用为 28.7 万元。

如果用一个高功率的激光器和固体靶组成的激光加速系统就可以替代体

积庞大的常规射频离子加速器，在价格和体积上将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未来医用的质子激光加速系统不仅造价远低于目前常规的加速设备，而且

体积小，维护方便、运行费用低廉，将十分有利于质子治癌和诊断技术的

普及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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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量遗传筛选技术 

1. 项目概述 

近年来，兴起的 ZFN、TALENs、CRISPR/Cas9 等技术从无到有，为高

等生物细胞靶向修饰提供了可能。我们团队基于 CRISPR/Cas9 原理自主研

发的高通量遗传筛选技术，能够稳定、高效地在全基因组范围内或者在指

定类别范围内对目标基因靶点进行功能性筛选，从而为下游药物设计或研

究生物医学相关机制提供至关重要的线索。 

2. 应用范围 

为医药企业及科研机构提供高通量基因及药物靶点筛选、筛选方案咨

询等服务。 

3. 技术优势 

1) RNA干扰技术 

RNA干扰（RNA interference, RNAi）是 1998年才被正式定义的生

物学现象，其主要发现者于 2006年获得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是遗传学

中一个划时代的发现，是研究者可以在真核细胞调解蛋白表达水平，从而

迅速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遗传学研究和靶点筛选的工具。 

它是利用双链 RNA诱发的基因沉默现象。当细胞内产生或者外源导入

和 mRNA序列同源互补的双链 RNA时，双链 RNA可以通过一系列机制来降

解该 mRNA 从而导致目的基因的表达沉默。在哺乳动物细胞中自然发生的

RNA干扰现象由非编码蛋白质的 RNA引起（图 2），这类 RNA 也被成为

microRNA。与其它种类的 RNA 相似，microRNA也由 DNA转录产生，然而

这类 RNA并不能被翻译成蛋白质，而是成为带有发夹结构的 RNA片段

（small hairpin RNA, shRNA）， shRNA 在 Dicer 等酶的作用下，进一

步被剪切成为小片段的双链 RNA（short-interfering RNA, si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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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NA与多种蛋白共同组成 RNA诱导沉默复合体（RNA-induced 

silencing complex, RISC），在 RISC 内，siRNA的一条链与 mRNA互补

结合并进一步导致其降解，从而起到基因沉默的作用。 

利用上述原理，人工合成小片段 siRNA 或表达 shRNA 的质粒并转入

细胞，通过模拟自然情况下的 RNA干扰过程，实现靶向调控（抑制）基因

表达的目的。这一方法的应用，为研究基因及其功能提供了实用的工具。 

常用的RNA干扰的方式主要有：双链RNA（double strands RNA, dsRNA），

shRNA，siRNA 以及通过内切酶处理的 siRNA （endonuclease-prepared 

siRNAs, esiRNA）。其中广泛应用的是 shRNA，可以通过质粒构建，进一

步通过转染或包装慢病毒感染的方式转入细胞。shRNA可以完整的模拟自

然条件下体内 RNAi 发生的全过程，并且通过质粒介导的方式不仅可以像

siRNA一样进行瞬时转染，同样可以挑选出稳定高表达 shRNA、即目的基

因被持续抑制的细胞株以便于后续实验的进行。  

shRNA是目前在基因沉默领域应用广泛的方法之一，也是目前基于

RNAi原理进行高通量筛选的基本方案。 

2) TALEN技术背景 

TALEN技术也是分子生物学技术中一个里程碑式的发明，它的基本原

理早于 1989年被发现，2010年解码成功，基于 TALEN技术对真核细胞特

定基因的修饰和敲除成为可能。  

转录激活因子效应物核酸酶（Transcription activator-like 

effector nuclease, TALEN）在植物病菌黄单胞杆菌（Xanthomonas）中

被发现，该病毒也利用这一策略侵染植物体。TALENs在通过细菌的第三



107 
 

类分泌系统进入植物体后，与靶向启动子结合并激活下游基因表达，对于

增强植物的易感性或有利于细菌增殖。  

TALEN蛋白的 N端和 C端区域分别负责定位与下游基因激活，而中部

区域则起到与靶向序列的结合的作用。中部区域由 5到 30个，通常是 17.5

个重复单位串联而成。每个重复单位包括 34个氨基酸，可以特异性的识

别一种碱基，其中第 12，13位的氨基酸决定碱基识别的特异性，被成为

高度可变双残基。2010年氨基酸和核酸序列的对应关系被解码，TALEN迅

速的发展成为一个有效的对真核细胞进行基因编辑的工具，是一次里程碑

式的技术进步。  

借助这一蛋白可以特异性识别碱基的特点，人们开发出了有效的基因

编辑（gene editing）工具，针对特定区域，设计一对识别该区域位点的

TALEN，并将激活基因表达的区域替换为核酸内切酶，如 FokI（图 3）。

这样当上下游 TALEN 均识别并结合到靶向位点之后，核酸内切酶可以造成

DNA双链断裂，因而激活细胞内 DNA修复机制——同源重组或非同源末端

连接，后者在修复中的保真性不高，容易造成 DNA片段的插入或缺失，从

而造成基因突变，达到基因敲除的目的。 

 

3）CRISPR/Cas9 技术  

CRISPR/Cas9 技术是近年来又一个技术突破，它以类似于 RNAi的生

物学机制实现了基因编辑的功能，它包含了 RNAi和 TALEN 的双重技术优

势，使得高通量基因敲除遗传筛选成为可能。  

CRISPR/Cas早于 1997年在细菌和古生菌中被发现，是细菌及古细菌

在获得性免疫系统中抵御外源病毒或质粒等基因侵染的重要手段。CRIS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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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系列短的正向重复序列和间隔序列间隔排列而成。CRISPR 前导序列

位于第一个 repeats 的上游，可以启动 CRISPR序列的转录，产生 CRISPR 

RNA（crRNA），而在 CRISPR位点附近有一系列保守的 CRISPR 相关基因

（CRISPR-associated genes，Cas genes）与 repeats相邻，Cas蛋白与

crRNA共同参与免疫防御过程，其中，crRNA具有序列特异性的募集 Cas

蛋白的作用，并利用其破坏入侵的病毒和外源质粒。 

 

上述 crRNA会与 trans-activating crRNA（tracrRNA）互补配对形

成双链 RNA的二级结构，并招募 Cas9 蛋白形成复合体，crRNA 识别双链

DNA中的特异性片段，Cas9可以识别 PAM（Protospacer adjacent motif）

序列上游 3 bp的位置并切割，从而造成双链 DNA的断裂。如果将 crRNA

与 tracrRNA通过 linker 整合为一条 RNA时，同样也可以造成有效的切

割，这也为 CRISPR/Cas系统在基因编辑中的应用打下了基础。 

利用这一特性，2013年以来，CRISPR 也被开发为基因编辑的工具。

分别构建 Cas9蛋白和 U6启动子调控的 sgRNA的表达质粒，其中 sgRNA表

达质粒包括与选取的以 NGG结尾的靶向序列互补配对的 RNA 序列（target

序列）以及 gRNA scaffold。两个质粒共同转入哺乳动物细胞内，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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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序列可以识别靶向位点并募集 Cas9蛋白对位点进行切割，从而造

成基因突变（图 5）。 

 

4. 预期定价或所需费用 

拟成立的 GenomiX 公司是一家定位于生物医药行业最上游的高科技

服务公司，基于真核基因定点修饰技术为医药企业及科研机构提供高通量

基因及药物靶点筛选、筛选方案咨询，以及基因筛选文库相关产品的销售

等服务。我们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其他基因组编辑技术也将为公司发展提

供广阔的利润空间。 

1）融资额度 

公司拟注册资本1500万元，其中首轮融资500万元，专利、非专利技

术等 

无形资产1000万元。 

公司核心业务在于高端科技服务，会针对每个客户指定个性化的技术

方案并签订合同。目前几家潜在客户，特别是几家顶级的医药企业，并且

均有积极的合作意向，且合作项目都达到数十到上百万美元，这些项目经

费的陆续注入可为公司的正常运转带来丰富的流动资金。 

预计公司成立后第二年，启动第二轮融资计划，拟融资300万元，共

投入资金500万元用于公司规模扩张所需的硬件投入。 

2）融资用途 

第一期融资500万元，主要用于设备采购及场地租金等； 

第二期融资500万元，主要用于设备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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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健康智能询诊和服务平台 

1. 项目概述 

传统看病流程一般为：预检分诊→挂号→候诊→交费→检查→治疗。

在这种就医方式下，患者需要亲自前往医院挂号就诊。在不明确身体具体

哪个部位出现问题时，可能还需要预检分诊。有时候检查结果显示就医者

并没有患病，只是个人的过度担心，这种情况下不必要的就医会消耗掉许

多原本紧张的医疗资源。 

精神健康智能询诊和服务平台主要针对传统就医方式中的问诊阶段

进行互联网改造：让用户能够使用智能询诊模型先进行自我询诊，确定是

否真正患病、具体患什么病、是否有必要去医院；确认可能的病人；病人

采用标准化在线电话咨询；对于高端用户提供 O2O 模式的线下咨询服务。 

本项目是一个智能筛选排除过程，自动交互和半自动交互，以免医疗

资源被不必要消耗，并提供线上标准化咨询和线下高端咨询。具体而言，

我们设计的是一个智能询诊模型自动和半自动交互平台，并提供线上和线

下咨询服务。平台上交易的是各种询诊模型，根据所属分为两类：一类是

平台自营，主要是通过机器学习方法得到，还有就是团队大夫定义询诊模

型；第二类是合作方(医生或者医院)提供的询诊模型，模型完全属于合作

方，由他们提供服务，平台收取管理费或者销售分成。根据使用模式分为

三类：一类是线上自我测试、一类是线上他人测试、还有一类是线下咨询。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情况选择询诊模型和类型进行询诊，根据不同的使用模

式和所属方式进入不同的收费模式，通过移动平台快速地给用户一个询诊

结果，让用户在很短的时间内对自己的病情有一个了解，再确定是否需要

与平台心理咨询师或者与大夫进行线下高端咨询。 

2. 应用范围 

精神健康智能询诊和服务平台客户有三类：医生、咨询师和（潜在）

病人。 

 医生：需实名认证，医疗模型的提供者和线下咨询。将自己的询

诊模型放到系统上（使用网页），并且可以查看模型的使用情况，

管理自己的模型（修改、删除等）。询诊模型是医生个人的且带

有专利性质的，在系统上可以完全保护医生的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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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师：需实名认证，线上咨询和线下咨询。根据询诊模型进行

网上电话或视频咨询服务，同时也可进行线下咨询工作。 

 病人：普通注册即可，医疗模型的使用者。自主选择模型进行询

诊，询诊模型可以快速地给用户一个询诊结果，让用户在很短的

时间内对自己的病情有一个了解。询诊之后如有需要可以主动预

约或者留下联系方式以便和医生进行线上或线下交流。 

3. 技术优势 

精神健康智能询诊和服务平台。 

1）提供的询诊模型分自营和合作方，提供常年维护和更新。 

 自营：通过前期的数据采集建立起相应的机器学习模型。此外，

也可以购买一些医生的模型。 

 合作方：由合作医生自己提供提交模型，或者由合作医院提供。 

2）病人购买询诊模型对自己进行询诊。购买只能获取使用权。购买

后可以享受后续服务，并且可以免费使用后续同一个模型的新版本。 

 用户端 APP 设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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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消息。 

医生/病友/圈子的聊天记

录 

搜索框，快速找到自己需

要的模型 

模型广告 

常用功能的快速入口 

热门模型的推广 

导航栏：五大栏目 

主页，分类搜索，圈子，购物

清单，我 

1 首页 

2 分类搜索 

条件筛选：医院/症状 

排序（价格，好评率，使用人数） 

筛选结果列表 

模型详细信息： 

医生:姓名，职称，单位 

模型：名字，版本，价格，好评

率，使用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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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消息 

 

热门圈子展示 

3 圈子_----社区社交功能 

4 购物清单 

模型列表，按医生分开 

圈子内的热门话题展示 

智能推荐相关模型 

结算。付款后即可开始使用模型 

圈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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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和游览记录，快速找到最近感兴

趣的模型 

询诊记录，分为三类：未开始，未完成和已完成 

未开始：随时可以使用。 

未完成：可以查看进度且继续完成。 

已完成：可以查看详情，包括询诊结果等 

5 我_----订单管理/健康管理 

健康管理功能，可以添加和查看自己

的健康信息 

我的关注 询诊记录 我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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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详情 

题目——2 选 1 选择题 

包括： 

医 生 简

介，得分 

模 型 介

绍 

模型开始界面 

模型标题 
题号 

题目内容 

回答选项 

笑脸反馈，根据目前询

诊情况，状态良好 

计时 

进度条，显

示目前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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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多选 1 选择题 

 

询诊结果 

其他题型： 

填空题 

矩阵题 

单选题 

多选题 

排序题 

比重题 

表格题 

评分题 

投票题 

图片识别等 

结论，方便

用户快速了

解病情。 

点击可以显

示详情询诊

报告 

疾病介绍 

留下联系方式（可选），

方便医生联系病人 
模 型 评 分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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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端有 APP 和网页： 

 APP：医生可以登录查看模型的使用情况，和病人的询诊结果。 

 网页端：除了拥有 APP 端所有功能外，还可以添加和修改模型。 

3）线下病人咨询服务。对通过平台模型测试确认为潜在病人的用户

提供线下咨询服务。 

4. 市场状况及市场预测 

根据 TalkingData 移动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5移动医疗行业数据

报告》： 

1）截止 2015 年 4月，移动医疗用户规模为 0.9亿，对比我国医疗高

需求人群规模以及年就医人次规模，移动医疗市场有较大增长空间。 

 

2）国民收入的不断提升带动医疗消费升级，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

移动终端快速普及加之网络环境、智能可穿戴设备等技术环节的逐渐成熟，

为移动医疗行业发展创造利好条件。 

 

3) 横向比较各类 O2O 应用的用户覆盖量，移动医疗虽然用户覆盖量

低于发展相对成熟的金融、餐饮、旅游等细分领域，但其过去半年内用户

覆盖量增速在 O2O 各领域居首位，达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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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移动医疗行业正由线上资讯入口向线上问诊、医药电商、预约挂

号等 O2O模式转变，借助移动端实现线上与线下资源联动的医疗服务闭环

是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5）移动医疗应用可按功能与受众的不同，分为预约挂号、寻医问诊、

医药服务、资讯文献、慢病辅助、医疗信息化等几大类别。 

 其中预约挂号类与问诊咨询类是移动医疗应用中款数最多的两类

应用，两者共占了大概 60%。 

 不同类型医疗应用用户的城市分布也体现出医疗资源的分布特点，

预约挂号类应用在一线城市的需求最旺盛，而问诊咨询、医药服

务在三线及以下城市的用户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类型。 

5. 投资与成本估算，效益分析 

本平台的主要盈利点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 自我测试模型的收入； 

2) 线上他测与咨询服务的收入； 

3) 线下咨询服务的收入； 

4) 合作方（医院或者医生）的模型销售分成； 

5) 客户端首页模型的推荐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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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是否有知识产权/专利（发明人） 

软件著作权： 

1) 软件名称：精神健康智能移动询诊 App 软件。 

2) 软件名称：精神科临床电子数据采集与管理平台软件。 

7. 预期定价或所需费用（单位：万元） 

项目融资 3 年计划： 

年度/ 内容 
项目实施阶

段 

团 队 自

筹 

风 险 投

资 

政 府 拨

款 
其他 

2015 业务起始 30 170   

2016 业务拓展 50 80 100  

2017 业务稳定 20 50 100  

项目投资 3 年计划： 总投资 1040 万元 

年度 /内

容 

项目实施阶

段 

投 资 额

度 
资金主要用途 

2015 业务起始 200万元 设备采购，人员工资，房租 

2016 业务拓展 130万元 设备采购，人员工资 

2017 业务稳定 170万元 合作方分成，人员工资和市场推广 

测算依据： 

 2015年 9月计划成立公司，招聘员工数为 10名，支出 70万元，购

买服务器和 PC 支出 20万元，房租和装修等 40万元，购买北大知识

产权 70万元。计划收入为 0元，总支出 200万元，亏损 200万元； 

 2016 年计划招聘员工数 5 人，员工数共计 15 人，工资支出 300 万

元；设备采购支出 10万元，房租等 20万元。计划收入为 100万元，

总支出 330万元，预计亏损 230万元； 

 2017年计划招聘员工 5人，员工数共计 20人，工资支出 400万元， 

设备支出 10万元，推广支出 100万元。计划收入为 550万元，总支

出 510万元，预计盈利 40万元。 



120 
 

六元精神健康移动智能询诊平台 

1. 项目概述 

六元精神健康移动智能询诊平台(简称“六元”)主要是对传统看病方

式中的问诊阶段进行互联网改造，形成一个智能筛选排除过程；通过智能

询诊模型自动交互和半自动交互平台，提供线上标准化咨询和线下高端咨

询服务。平台上交易的是各种询诊模型，根据所属分为两类：一类是平台

自营模型，通过机器学习方法得到的模型，以及平台自有大夫定义询诊模

型；第二类是合作方(医生或者医院)提供的询诊模型，模型完全属于合作

方，由他们提供服务，平台收取管理费或获得销售分成。根据使用模式分

为三类：一是线上自我测试，二是线上他人测试，三是线下咨询。用户可

以根据自己情况选择询诊模型和使用模式进行询诊，根据不同的使用模式

和所属方式进行不同的收费，通过移动平台快速地给用户一个询诊结果，

让用户在很短的时间内对自己的病情有一个了解，再确定是获得心理咨询

师还是精神专科大夫的专业服务。 

本项目团队核心成员黄雨负责管理一家软件公司，有一定的管理经验，

其带领技术团队开发的精神科临床电子数据采集与管理平台软件，具有临

床项目管理、数据采集、随访管理、数据分析等功能，已经在北京协和医

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等九家医院正式

使用，签订 4个相关合同。核心成员、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特诊科主任

田成华教授是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工作委员，有心理师技能培训、

认证工作经验。精神科专家顾问均来自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在精神心理科

相关专业协会任职，保证了高质量的医师资源。 

2. 应用范围 

本平台的商业模式是平台提供完善的服务吸引医生、医疗机构、咨询

室入驻；有需求的用户通过专业的模型量表，在平台上获得自动和半自动

的交互式医疗咨询服务，用户根据平台所给的询诊结果，确定是需要心理

咨询师还是精神专科大夫的专业服务，上述专业人员皆为平台入驻签约的，

保证质量。同时平台设立自营咨询室，为用户提供线上/线下的诊疗咨询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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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平台运行模式 

3. 技术优势 

（1）线上线下服务： 

六元健康线上、线下服务详见图表 2、3。 

 

图表 2 线上服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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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线下服务示意图 

 

a)线上服务平台提供的服务 

六元健康病人端：通用量表测试、专业量表测试、在线询诊、检索功

能、同病相连朋友圈； 

六元健康医生端：基本管理、病人咨询、电子病历、病人推荐、随访

管理、预约管理、高端 VIP 服务、临床项目管理、专业圈子； 

医院/咨询室：财务管理、预约管理、医生管理、数据加密、报表展

示、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流程管理。 

b) 自营咨询室线下服务 

远程语音咨询/网上图文咨询/网上视频咨询/咨询室线下普通咨询/咨

询室线下预约专家咨询。 

c)高端 VIP 服务（结合线上和线下） 

六元健康对于平台上有高端和个性化需求的患者提供更加专业周到

的个性化定制服务，专家资格由六元健康平台审核医生或者心理师的资格

证，医生须为国家二级以上（含）医院医生或具有医院主治级医师（含）

以上职称，高端患者需要与平台客服、咨询室联系签订协议，方可享受该

服务，服务的主要内容包括： 

移动端 app 一年内无限次图文、音视频线上咨询专家，医生助理 30

分钟内快速响应，优先预约线下专家号无限次，预约专家上门服务 5 次/

年； 

享受三甲医院的挂号/取药/病房预约等一条龙服务，医生助理每周线

上回访一次或现场关怀，专家每两个月定期回访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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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讯关爱  

 病患移动端打造专业精神心理科资讯，个性化定制大数据； 

 采用基于大数据的引擎推荐算法实现个性化定制资讯； 

 医生移动端打造精神卫生学术交流论坛； 

 转变服务理念，打造医生主动关怀病人的服务理念； 

 让病人直接体会到全方位高质量的 VIP高端服务； 

 建立医生和病患之间的长期持续的强关系； 

 建立六元健康关爱圈和宣传，让大众得到服务。 

② 培训认证 

 线下邀请国内知名的精神心理科专家作为讲师进行研讨式培训； 

 与中国心理学会签订合作协议，经六元培训合格后颁发认证证书； 

 六元健康移动服务协议中允许认证学员进驻。 

产品一期上线版本功能包括医生移动端、病人移动端和 web 端以及

PC后台管理，要点如下： 

  医生端 病人端 web 端 PC 后台管理 

主要

功能

点 

用户注册 量表检索 

六元健康的主

页，主要用来

网络宣传六元

健康的产品和

服务，提供

APP 下载 

医生认证 

认证提交 医生检索 注册管理 

订单管理 心理师检索 量表管理 

病人管理 线下预约 预约流程管理 

病历管理 订单管理 病人信息维护 

文字语音通信 文字语音通信 医生信息维护 

财务管理 询诊记录管理 医院入驻认证 

系统消息 系统消息 信息发布 

图表 4 上线平台主要功能 

 

（2）核心技术： 

a)全面、专业的精神心理科询诊模型库 

几十种量表模型，涵盖几乎精神科已有的所有专业询诊模型。包括抑

郁症调查表、心情恶劣调查表、自杀调查表、躁狂发作调查表、惊恐障碍

调查表、广场恐惧症调查表、社交恐惧症调查表、强迫症调查表、创伤后

应激障碍、酒依赖/滥用调查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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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智能交互式通用复杂量表技术 

可配置、智能跳转、动态计算的模版技术。 

（3）核心服务： 

对于用户，六元健康提供了一站式的精神、心理专科医疗服务，涵盖

了线上咨询、线上询诊、线上预约、线上支付、线下治疗和线上反馈的全

方位、跟踪式的服务。用户可以在平台上和任何一位专家级的医生沟通，

可以使用任何一位医生或者任何一家医疗机构的询诊模型而没有时间和

空间上的任何限制，同时还可以得到医生定期的关怀、复诊，对于有去线

下医院就诊的用户，平台提供了线下预约就诊的功能。对于具有个性化需

求的用户，六元健康提供 VIP 全天候服务以满足用户的各种需求。 

对于医生，六元健康提供了智能、便携式的工作平台。通过使用该平

台，跟踪询诊人的病情发展状况，通过语音、文字、图片、视频就可以高

效地和询诊人进行沟通，随时记录他们的生理体征数据，询诊人通过定期

上传测试数据就可以生成智能的电子病历；使用六元健康，医生可以将自

己学术见解和研究发布在平台上供同行交流，同时也可以发布相关疾病治

疗方案或生活感悟供感兴趣的询诊人阅读。 

（4） 运营管理： 

A.产品研发 

六元服务平台主要依靠现有技术团队，同时利用软件工程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的优质资源，结合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北大六院对精神疾病和心理健康诊疗现存痛点的分析，通过建立数据

库，不断优化该服务平台的功能，包括开发出专业自动化精神科量表

定制技术、专业智能化精神科电子病历软件、通用专业精神疾病筛查

模型以及基于数据挖掘、分析制定智能化的病人医生匹配方法，打造

个性化精神资讯推荐引擎技术。 

B.市场推广 

新公司在宣传推广方面主要采用线下和线上结合方式进行。 

 线下推广： 

医院推广：帮助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构建信息数据收

集平台，通过平台与医院建立信息化合作关系。研究中心旗下 30 家医院

包括北京安定医院、北京回龙观医院、深圳市康宁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精神病医院、哈

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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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南京脑科医院、太

原市精神卫生中心、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山东

省立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上海长征医院、广州市脑科医

院、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安徽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长沙市第一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杭州市

第七人民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医生口碑传播：六元健康平台给医生提供整套流程化的服务，依靠线

下医生的口碑带动品牌效应的推广。 

期刊和会议：中国心理卫生杂志、全国精神科学术会议推送广告。 

行业推广：组织座谈会，邀请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中国心理学会临床

心理学注册工作委员会、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协会的内部委员、专家

参加；通过专家顾问团队成员在协会报告会上进行推广。 

 线上推广： 

 开通微信公众账号，为产品上线预热； 

 开通微博账号，推广平台卖点； 

 在各大心理和精神健康论坛发表帖子，提高知名度； 

 请一线专家坐诊看病，提高平台关注度； 

 适当向各大广告商投放广告，加强网络点击量和曝光量。 

该服务平台的客户主要有两大类：医生、咨询师、医院为一类，询诊

人为一类。 

医生：需实名认证，线上咨询和线下咨询，通过平台进行询诊人管理、

加入医院、支付结算和专业工具使用。 

咨询师：需实名认证，线上咨询和线下咨询，通过平台进行客户管理、

支付结算和专业工具使用。 

医院：提供全套量表使用工具和 SAAS 服务，提供信息化平台。 

询诊人：普通注册即可，可以选择医生/咨询室/医院/自测模型/专业

量表模型，可以主动预约或者留下联系方式，以便和医生进行线上或线下

交流。 

该服务平台主要是同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特诊科合作讨论设计，并得到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回龙观医院和北京安定医院大夫共同认可。在

h6world 域名下，包括临床项目管理、数据采集、随访管理、数据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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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已经有 9 家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天津市安定医院、天

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山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正在使用，签订了 4 个相关的合同。因此，

在产品一期上线后，将主要依托专家团队品牌、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以及专业协会会议吸引医疗机构、咨询室进驻平台，医生自带

患者来开展服务销售。 

（5）业务管理： 

六元平台产品主要分为： 

 APP端，提供医生和病人的核心服务和入口； 

 Web网站，作为咨询室/医院/大夫专业服务窗口； 

 健康咨询室，线下咨询室/加盟咨询室、专业从业医生、医疗机

构接入。 

六元全权负责平台产品的设计和规划，定期制定宣传活动，提供平台

的客服服务，对用户问题及时反馈；同时该服务平台会定期与医生、医院、

心理师进行业务上的沟通，逐渐拓展新的精神健康项目。虽然目前自营咨

询室还没有医疗机构资格证，不能开展远程诊疗、线下诊断治疗的业务，

但是随着去政策化的市场逐渐形成，处方权门槛逐渐降低，未来该平台也

会取得资质；通过数据挖掘、分析，直接与药企、保险公司合作，为其提

供专业、可靠的数据服务。 

4. 研究所处阶段 

2016 年一期产品上线：首先将北京市作为一期上线运营城市，选定

北大六院、安定医院、回龙观医院作为合作试点，并且在北京市开 1 家自

营咨询室。平台入驻机构 50家，医生和咨询师 1000位，询诊人数突破 5

万，培训人次 1000 人次，自营咨询询诊 5000人次、会员 500 人和 VIP100

人。 

2017 年运营进入正规化流程阶段：重点拓展北京市其他医院接入平

台，另外重点推广上海、深圳、广州三个一线城市，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新华医院、深圳市康宁医院、广州市脑科医院建立合作关系，按照

市场容量再在上海、深圳、广州建设自营咨询室 4家。平台入驻机构达到

200 家，医生达到 5000 位，询诊人数突破 30 万人，培训 2000 人次，自

营咨询询诊达 20000 人次，会员 1500 人，VIP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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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高速发展阶段：重点拓展杭州、成都、武汉、南京等二线城

市，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武汉大学（中

南医院）和南京脑科医院建立合作关系，并再建立自营咨询室 5家。平台

入驻机构达到 1000 家，医生达到 10000 位，询诊人数突破 60万，培训人

次 3000人次，自营咨询询诊 20000人次、会员 3000人和 VIP1000人。 

2019 年稳定发展阶段：入驻机构达到 1500 家，医生达到 15000 位，

询诊人数突破 100 万，自营咨询室 10 个，培训人次 3500人次，自营咨询

25000人次、会员 3500人和 VIP1500 人。 

2020年成为精神心理科标杆企业：入驻机构达到 2000 家，医生达到

20000位，询诊人数突破 200万，自营咨询室 20个，业界产生良好口碑，

培训人次 4000人次，自营咨询 4万人次、会员 6000人和 VIP2000人。 

5. 市场状况及市场预测 

至今，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总人数已经超过一亿人，重症精神疾病

患者达 600 多万人，约占全部疾病总负担的 1/5，预计到 2020 年，这一

比例将升至 1/4，超过心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患跃居我国疾病

患者的首位。严重精神疾病患者可导致自杀，因心理原因引发的自杀成为

我国 15-34 岁人群的首位死因，全国平均每年有 30 多万人自杀，200 万

人自杀未遂；由精神因素引发的暴力事件呈逐年上升趋势，成为影响社会

和谐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近年来，在 2007-2012年间中国所

有医院精神科的门诊人数从 1752 万人增加到 3218 万人，增幅 84%，位

居康复、美容、肿瘤和急诊科之后，位列第五位。而门诊人数增加的同时，

扩大医疗保险范围的举措并未跟上。享受免费门诊治疗的只有 4.5 万人、

享受免费住院治疗的只有 7000 人。目前我国精神卫生服务资源严重短缺

且分布不均，全国共有精神卫生专业机构 1650家，精神科床位 22.8万张，

平均 1.71张/万人口（全球平均 4.36 张/万人口），精神科注册医师 2.05

万，平均 1.49 名/10 万人口（全球中高收入水平国家平均 2.03 名/10 万

人口），护士 3 万人，且主要分布在省级和地市级城市，精神障碍社区康

复体系尚未建立。但是即使是在北京，也有近 90%的精神疾病患者未住院

治疗，床位缺口达 6000 张。由于精神疾病治疗的需求巨大，未注册的、

未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心理医生日益增加，但他们无法为病人提供适当的诊

断和治疗，而精神疾病易反复发作，需要长期的管理。随着我国移动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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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的高速发展，根据目前我国精神科疾病患者当前的治疗方式，移动医疗

市场上涌现了一批问诊咨询类应用。 

根据 2015 年移动医疗行业 TalkingData 数据显示，问诊咨询类应用

当中“六元”询诊平台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平安好医生”和“春雨医生”，

详见图表 5。“平安好医生”以问诊咨询为核心，兼具医药服务与健康社

区功能，2015 年初正式上线，4 月份用户覆盖量增速达 166.8%，截至今

年一季度末,“平安好医生”注册用户已达 500 万，日均咨询量达到 3 万

人次，三甲医院知名专家 2000多位。“春雨医生”上线时间较早，移动端

用户已有 9200万，占整个用户市场份额的 60%。 

 

图表 5 2015年 4月问诊咨询类应用覆盖量 TOP10 

 

6. 投资与成本估算，效益分析 

（一）投资方案 

（1）投资计划 

本项目的投资方案为基金投资总额 300 万元，占股 20%；团队自筹

50 万元，以及软件著作权以无形资产注入公司，占股 80%；后期共同稀

释 15%作为团队激励。 

（2）资金使用计划 

北京六元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资金主要用于组建公司运营团队、产品

的销售推广、财务/行政/管理/研发人才工资、研发设备等各项费用。 

（3）主要附加权利 

①董事会 

在新公司，有 1 名由我方推荐的董事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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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需董事会 2/3 以上方可批准的事项 

A.任何可能改变股权结构或稀释股东权益的事宜； 

B.进入主营业务之外的新业务领域； 

C.主营业务范围及类型的重大变更； 

D.公司主要经营性资产的收购、出售、转让或放弃； 

E.公司及其存在关联关系的任何人之间超过人民币 20 万元的交易； 

F.为其他企业或个人提供金额超过净资产 10%的任何形式担保； 

G.同一年内超过 1/3 的董事成员变更。 

（二）退出渠道 

根据移动医疗中国天使投资市场的调查，目前移动医疗公司的主要退

出渠道为上市或者被大型医疗或者互联网公司收购。 

（三）投资回报测算 

（1）经营业绩预测 

公司未来五年经营业绩预测详见图表 6。 

 

 

图表 6 未来五年经营业务预测 

 



130 
 

（2）投资收益预测 

①五年平均投资利润率 

投资人五年平均投资利润率=年分红/投资总额³100% 

=2752.13*0.17/5/300*100%=31.2% 

②投资回收期 

静态投资回收期＝（累计分红额出现大于项目投资总额年份-1）＋

（项目投资总额-上年累积分红额）/当年分红额＝（5-1）+（300-232.458）

/118.626=4.57（年）。 

7. 是否有知识产权/专利 

 软件名称：精神健康智能移动询诊 App 软件。 

该软件主要通过移动手机实现病人和大夫之间的询诊交互，通过购买

和使用诊断模型进行诊治，完全自动化或大夫参与，用户能快速的得到结

果，进而判断是否需要进一步的诊断或治疗。 

该软件同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特诊科合作讨论设计，并得到北京大学第

六医院、北京回龙观医院和北京安定医院大夫共同认可。 

 软件名称：精神科临床电子数据采集与管理平台软件。 

该软件基于B/S模式协同工作平台。提供受试者管理、临床试验管理、

数据采集管理、文件管理、随访管理、信息管理、复杂展示功能、个人工

作台、财务管理等功能，集成精神科 40 多种量表。系统将数据文件以及

应用软件分散存放在不同的服务器上，用户只需要访问一个远程数据库，

即可完成对文件和数据的查询和检索，减少了搜索时间的同时提高了数据

的安全性。系统支持商用分析软件如SPSS，SAS等和自编分析软件的接口。 

该软件已经上线运行网址 h6world.net，已经 9 家医院正在使用，提高

临床研究效率。目前已经签订 4 个合同。 

未来计划申请的知识产权，详见图表 7。 

 

图表 7 计划申请专利、软件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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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预期定价或所需费用 

项目 单价 

基本服务授权使用费 1-5 万/家 

专业量表使用费 5 元/人次 

药厂和医院、咨询室广告费 20000 点击/年 

高端 VIP 管理费 10000 元/病人（4：6 分成） 

临床项目管理 5-10 万/年/项目 

业务技能培训费 2000-5000 元/人 

 

项目 
普通医生、咨询

师/普通会员 
高级/白金会员 专家/钻石会员 

图文咨询 1-5元/条 5-10元/条 10-20元/条 

电话咨询 300-500元/小时 500-1000元/小时 1000-2000元/小时 

视频咨询 350-550元/小时 600-1200元/小时 1200-2200元/小时 

线下预约咨询 400-600元/小时 700-1400元/小时 1500-2500元/小时 

会员制 2000元/年 3000元/年 6000元/年 

专业量表咨询 根据时间长短 20-100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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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精神科临床研究的业务过程与数据集成平台 

1. 项目概述 

本课题申请是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临床、软件工程和数据工程交叉方

向，将探讨临床研究业务过程与数据一体化集成平台的建设与实施，优化

临床研究数据采集、存储、交换、可视化和分析决策，为临床研究提供更

科学更高效的支撑方法与手段。 

项目现状： 

准确而迅速地采集数据对成功完成临床研究是至关重要的，是新药研

发和上市过程中的关键因素。随着计算机软硬件技术的快速发展，临床研

究中的数据管理逐渐由传统的以纸质病例报告表为基础的数据管理(PDC) 

转变为电子数据采集( EDC)和管理。目前，我国在 EDC 软件开发方面尚不

成熟，仍然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熟的符合中国特色流程 EDC 软件。

临床研究需要建立不断完善 EDC 数据标准化操作规程和工作流程，提升数

据管理，影响到监查员、统计师等临床研究人员工作方式。 

由于精神科数据采集主观性与客观性并重，与其他各科相比，其业务

流程和数据管理方式尤其复杂，国内尚缺乏较为科学实用的精神科临床研

究业务流程管理与数据管理相统一的支撑平台。当前，全国 26 家精神科

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中进行的国内药物的临床研究，对数据采集与管理尚处

于比较初级的以纸质病例报告表为主的现状，效率低、管理混乱的弊端仍

较为突出。虽然许多临床试验已经开始使用远程数据录入（remote data 

entry, RDE）系统，但并没有完全抛弃纸张 CRF，大量数据依然需要从其他

系统（如：医院电子病历系统或实验室系统）产生的报告中转抄到 CRF，

医生也只直接填写 CRF，取而代之的仅是 CRF 不再需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

另外一个地方进行录入，而转抄和数据延后录入所带来的问题并没有得到

根本解决。因此这种数据采集和管理方式不专业、不科学、不规范，并不

能满足国内临床应用的实际需求。由于所需数据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整合

和规范管理，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和数据交流障碍，阻碍了学科研究的

发展。 

2. 应用范围 

依据精神科临床相关研究的业务流程管理和数据集成的需求，结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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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数据采集技术发展情况，利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及北京大学软件工程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资源优势，在根据 ICH、WHO 及我国的 GCP 有关临

床试验数据采集、管理、统计分析的相关规定及目前国际通用的

HIPAA(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21 CFR Part 11 的

相关指导原则设计，以 EDC 技术与中央随机系统为核心，充分挖掘精神科

临床研究中数据采集方式及业务流程，建立精神科临床研究业务流程规范

和数据标准，研究支持固定和移动终端（手机或 pad）的多样化（文字、

图片、语音、视频）的业务流程与数据集成技术，搭建一个中国精神科临

床试验过程与数据一体化集成平台，贯通精神科临床研究数据工程的全生

命周期，挖掘精神科临床研究数据在智能诊断和个性化治疗方面的价值。 

面向精神科临床研究的业务流程与数据一体化集成平台建设，不仅能

提高精神科临床研究的效率，缩短临床试验研究周期以达到事半功倍的目

的，而且可通过所见即所得的流程定制功能，便于临床研究人员更加科学

的监控与管理整个临床试验研究进程，同时集成新技术支撑的数据采集、

存储、清洗、分析和决策等方法，形成精神科临床研究全生命周期数据链，

发掘临床研究数据价值。该平台将在全国精神科范围推广应用，并在其他

科临床研究进行辐射，将很大程度上节约临床医疗资源和成本。另外，在

国际大环境向数据一体化集成转变的时候，摒弃落后的PDC方式，直接采

用先进的流程和数据管理理念与高科技手段，可以抓住EDC发展带来的新

机遇，及时改变临床研究模式，促进我国临床研究发展，使得我国临床研

究与国际接轨。 

3. 技术优势 

关键技术： 

主要包括业务流程与数据标准化技术、流程可定制与柔性技术、交互

式数据清洗技术、基于数据谱系的过程数据处理技术、基于数据驱动的数

据处理分析技术以及基于物联网、移动技术、数据中心的业务与数据一体

化集成平台框架。 

创新点： 

本课题研究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适合精神科临床研究的业务流程

管理与智能化数据一体化集成平台，提出数据采集、数据管理、数据可视

化、数据处理和数据交换于一体的数据工程技术及其集成框架，提出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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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所见即所得的流程配制与量表定制等柔性技术，并运用数据中心技术

存储临床研究数据，实现国内患者的临床研究数据安全整合。 

4. 研究所处阶段 

（1） 第一年度： 

分析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已有的业务工作模式和前期数据，形成相关规

范和标准； 

总结整理适合中国临床研究并支持多样化非结构化数据的描述方法，

形成数据管理平台的可视化界面； 

研究数据采集及多中心中央随机系统所使用的关键技术，如工作流、

数据清洗、决策分析等； 

优化临床试验数据采集业务流程，实现其柔性的可定制功能； 

整理精神科临床试验常用量表，建立量表的不同的存储格式，形成临

床研究数据中心。 

（2）第二年度： 

实现平台主要功能可视化界面； 

建立临床研究的业务流程与数据集成平台，完成其核心功能：基于移

动计算、云技术的集成框架，中央随机子系统、数据采集子系统、数据处

理子系统、数据可视化分析子系统等； 

培养交叉科学研究人才； 

根据系统测试体验及用户需求进一步完善系统功能； 

通过联机分析处理的完成通用数理分析模型； 

发表学术研究论文，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申请国家重大科研计划。 

（3）第三年度： 

培养交叉科学研究人才； 

进行调研宣传，提出推广理念和思路； 

发表研究论文，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借鉴国外先进创新理念，加强国

际交流； 

临床研究的业务流程与数据集成平台的系统再优化及进一步推广； 

申请国家科技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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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是否有知识产权/专利 

软件著作权： 

软件著作权，软件名称“协同设计平台软件 V1.0”，编号 2011SRBJ0088。 

软件著作权，软件名称“一体化协同仿真平台软件 V1.0”，编号

2012SR069083。 

软件著作权，软件名称“仿真建模可视化环境软件系统 v1.0”，编号

2012SR071660。 

6.合作方式 

北京大学软件工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依托北京大学，成立于 1996 年，

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软件工程”一级重点学科的建设单

位。中心教学任务是培养软件工程人才，科研任务是针对计算机软件工程

开发环境，软件产品的测试和维护、标准和规范、质量保证和应用集成等

技术进行工程化开发，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软件工程开发环境，

为我国软件产业的发展提供标准化、实用化的软件开发平台。中心面向国

家和领域行业信息化建设需要，推广软件工程技术，承担领域信息化建设

工程。 

本课题建设平台技术部分由北京大学软件工程研究中心黄雨副研究

员负责和王平教授作为顾问的团队进行研发，该研究团队已经同北京大学

第六医院合作北京市科委项目“精神科临床电子数据采集与管理平台的研

发”项目，熟悉精神科临床研究业务，并开发电子数据采集平台原型，该

团队协作能力强，具有很强的技术基础，能确保本课题相关软件平台建设

工作。 

合作方式：技术合作或技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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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口腔引导组织再生材料研发 

1. 项目概述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在口腔

临床中，牙周炎是口腔临床中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牙周炎也是造成牙齿脱

落的主要原因，而牙齿丧失已成为影响现代人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据估

计我国每年硬组织（骨、牙）修复至少要花费150－250亿元，因此如何修

复被破坏的口腔骨组织（如牙槽骨、牙周支撑组织）已成为当今一大研究

热点。目前，引导组织再生术（GTR）和引导骨再生术（GBR）是牙周组

织和颌骨缺损再生的最有效临床解决方法，其中，引导组织再生膜材料和

骨填充材料是实现上述治疗的关键材料。 

本项目组前期依据骨组织形成所依赖的电学环境，基于压电聚合物聚

偏氟乙烯三氟乙烯P(VDF-TrFE)的良好生物相容性和柔韧性以及铁电陶瓷

钛酸钡（BaTiO3）突出的电学微环境保持性能，采用“纳米颗粒表面改性

技术”和“界面相容”理念设计制备出可“原位电刺激成骨发生”的引导

组织再生纳米复合膜材料，通过体外、体内生物学性能评价证实了该复合

材料可以极大地改善骨缺损修复效果，实现最佳的引导组织再生功能，具

备在口腔牙周组织再生临床中的应用潜能，材料成型工艺及各项性能稳定。 

2. 应用范围 

再生纳米复合膜材料可以极大地改善骨缺损修复效果，实现最佳的引

导组织再生功能，材料成型工艺及各项性能稳定，具备在口腔牙周组织再

生临床中的应用潜能。 

3. 技术优势 

目前临床常用的引导组织再生膜材料和骨填充材料分别以进口的胶

原膜和进口的煅烧小牛骨为主，不仅价格昂贵（临床最常用进口Bio-Gide®

胶原膜，规格1.5cm×1.5cm售价2000～3000元人民币；进口小牛骨来源骨

填充材料Bio-Oss®规格0.5g售价1000元人民币左右），而且胶原膜机械性能

欠佳，不利于临床操作，同时缺乏生物响应性，临床长期效果差。煅烧小

牛骨产品在取材过程中需要屠杀动物，由此引起的动物伦理问题是其用于

临床最明显的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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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组基于来源可再生的鹿角，发明了具有天然多孔结构的钙磷陶

瓷骨修复填充材料，规避了常规异种骨充填材料的伦理和宗教问题（Int. J. 

Oral Maxillofac. Surg., 2012; 41: 1330-37；授权专利 1 项 ZL201010560866.X.）。

后续针对该材料的骨传导性、骨诱导性及骨修复性能相继展开一系列研究，

相关成果发表在生物材料领域顶级期刊 Bioamaterials（Biomaterials, 2013, 

34: 9103-14 ，不久后被加拿大 Global Medical Discovery （ GMD ）

[ISSN1929-8536]选中作为 Key Scientific article 进行介绍）、组织工程领域权

威期刊 Tissue Engineering（Tissue Engineering Part A. 2015. 21:1810-21）。

目前该材料来源稳定、加工工艺成熟、骨修复性能稳定，具有一定的临床

应用潜能和优越性。 

4. 技术水平 

本项目组长期致力于口腔生物材料研究，在基础理论方面系统研究了

生物材料的组织适配机理，在临床转化方面设计制备了系列口腔生物复合

材料，形成了特色研究方向。经过多年建设与发展，人员队伍具备一定规

模，已经形成一支集口腔医学、材料学、物理学、生物学为一体的、结构

合理的创新性科研团队。团队负责人邓旭亮目前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获得者，获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入选科技部“中青年科

技创新领军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和北京市优秀中青年医师。

本项目组十分注重团队合作，与清华大学材料学院南策文院士课题组已经

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合作方在电活性陶瓷材料研究方面处于国内外

领先地位。 

5. 市场状况及市场预测 

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适合口腔临床治疗使用的新型生物响应性

引导组织再生膜材料和新型骨填充材料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关系我国

口腔卫生事业及患者福祉的重要课题。其将会使我国更多的口腔医生使用

先进的骨引导再生技术，极大地降低材料成本，造福更多的牙周病、牙齿

缺失、颌骨外伤等常见口腔疾病患者；也能够降低目前由于引导再生膜材

料主要依靠进口的现状而导致的高昂的口腔医疗费用，为解决目前老百姓

“看病贵”问题提供解决方法。 

目前我国治疗牙周病、颌骨缺损等口腔疾病所需植入材料仍依赖进口，

导致医疗费用高，急需自主知识产权引导组织再生材料及产品，该研究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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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自主研发的具有电活性反应性的引导组织再生膜材料和可再生来源的

新型骨填充材料具有良好的前期工作基础，材料成型工艺稳定，组织修复

效果好，采用的材料制备技术先进性高，具备足够的技术成熟度。 

6. 是否有知识产权/专利 

相关成果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CN2014104826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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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骨再生用生物材料的产业化 

1. 项目概述 

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关节软骨损伤和退行性病变给社会带来越来越

大的劳动力损失和医疗成本，以及患者的生活质量下降。现阶段虽然有国

外的生物材料已经用于临床软骨修复和再生，但效果都不尽如人意，而且

国产产品尚处于空白。本项目依照关节软骨的生物学特点将生物材料功能

化和产业化，有望填补这方面的空白。 

2. 应用范围 

 技术目标 

用于关节镜下微骨折手术中在软骨缺损处填充功能性生物材料（三类

医疗器械）以辅助微骨折疗效，包括： 

1) 壳聚糖多孔支架； 

2) 增强版的壳聚糖多孔支架，促进骨髓细胞的进入和软骨分化； 

a) 具备局部抗凝和理化指标优化 

b) 材料表面接枝生长因子或者生长因子亲和性多肽 

3) 应用于关节镜的液态环境下的水凝胶。 

 经济目标 

本产品为现在临床上广泛使用的关节镜下微骨折手术提供配套的生

物材料。现有国外产品效果都不尽如人意，国内空白。为了恢复运动和生

活自理能力，医生和病人都有迫切的需要治疗关节软骨缺损。 

3. 技术优势 

目前国内没有在CFDA注册的同类产品。同时葛子钢实验室是国内软骨

再生医学最好的研究团队之一，已经有坚实基础。申请人在前期研究中通

过活性微球调控支架材料内部细胞浓集，提升了软骨细胞表型维持。 

 

壳聚糖多孔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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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孔支架的生物相容性良好 

 

 

多孔支架材料中物质交换性能良好 

 

 

细胞增殖性能显著好于壳聚糖的水凝胶 

 

 

动物实验显示壳聚糖的生物相容性良好，能够促进软骨再生 

Cells Behave Distinctly within Sponges and Hydrogels due to differences of 

Internal Structure. Tissue Engineering, Part A,19(19-20):2166-2175(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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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实验显示壳聚糖多孔支架较水凝胶显著促进了干细胞的软骨分化 

The influence of scaffold microstructure on Chondrogenic Differentiation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s. Biomedical Materials. 9:035011 (2014). 

 

 

复合 PHBV微球的 PLCL 支架制备示意图 

 

 

微球的扫描电子显微镜照片 A 分辨率 200 B 分辨率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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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照片显示软骨细胞在支架材料中的积聚； 

活细胞（绿色）/死细胞（红色） 

 

 

体内种植四周后组织学染色软骨形成主要发生在微球周围 

上述信息摘自申请人前期发表的文章，Biomedical Materials, 8(2):025005(2013) 

4. 技术水平 

目前欧洲有微骨折辅助支架产品在临床上应用（ChondroGide，三类

医疗器械-胶原蛋白纤维支架），临床表明此支架有助于软骨修补，但是此

支架材料缺乏生物活性，其结构也有待优化，导致临床修复效果仍不理想。

而本项目的材料不仅优化了支架结构，而且采纳了可降解支架和活性微球

的复合技术，在软骨修复微骨折辅助生物材料领域是一个崭新的技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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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开发能用于关节镜的液态环境的水凝胶。成功产业化此产品不但将导入

一个比现有欧洲技术更成功的软骨修补产品，而且同时填补了中国软骨修

补术的空白。 

5. 研究所处阶段 

年份 2015 2016 2017 

季度 
一

季 

二

季 

三

季 

四

季 

一

季 

二

季 

三

季 

四

季 

一

季 

二

季 

三

季 

四

季 

壳聚糖

多孔支

架 

产

品

定

型 

小动物实验（兔

膝关节） 

大动物实

验（狗、

猪） 

    

  形式检验 行业标准/临床实验  

液态环

境下水

凝胶 

体外实验 动物实验     

      形式检验 临床实验 

增强型

多孔支

架 

体外实验/专利

申请 
动物实验   

  形式检验      临床实验 

6. 市场状况及市场预测 

软骨修补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在美国，软骨损伤的病人数量庞大，

单单微骨折手术量就达到每年 25 万例。如果辅助生物材料能够提高微骨

折治疗的疗效，扩展其适用范围（如损伤部位大小，病人年龄等），其手

术量预测会超过一百万例。在中国，人口是美国的数倍，保守估计此技术

（微骨折加辅助材料）可应用于一百万以上病人。运动医学手术公认的增

长率是 25%以上。因为目前国内尚未有类似的技术/产品，我们研发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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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一旦成功上市，应用于临床，其市场潜力可以达到每年 20 亿元（按每

例 2000 元生物材料费用估计），年增长率 25%以上。因其技术难度较高，

市场占有率会很高（50%以上）。同时，因为临床注册等的困难（资金/时

间/技术），短中期内竞争对手会寥寥无几。 

微骨折技术广泛应用在关节软骨缺损的临床实践中，它主要依靠在关

节缺损处钻洞直达骨髓，让骨髓和其中的间充质干细胞在关节缺损处凝集，

在局部的生长因子作用下长出新的软骨来。它成功的关键是要在软骨缺损

处能有足够的生物组织量以及干细胞向软骨分化的微环境，而适合的生物

材料应该有这两个特点，但现有生物材料效果不显著。我们的目标产品就

是要通过改善这两个指标提升软骨形成能力。 

7. 投资与成本估算，效益分析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年 
2016

年 

2017

年 

一、主营业务收入（不含税） 0  0  0  

    减：主营业务成本 0  0  0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0  0  0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 0  0  0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

号） 
0  0  0  

    减：营业费用 0  0  0  

        管理费用 150 250 300 

        财务费用 0  0  0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填列） -150 -250 -300 

四、利润总额（亏损以“-”填列） -150 -250 -300 

    减：所得税 0  0  0  

五、净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50 -25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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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是否有知识产权/专利 

 葛子钢，李超。一种能够定向调控软骨细胞积聚的活性微球及其

制备方法，中国，北京大学，201210190733.7，发明专利。 

 葛子钢。软骨细胞仿生培养模型及其制备方法，ZL 

201010245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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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癌细胞富集器的研发及产业化 

1. 项目概述 

本项目团队所开发的产品是一种从人体血液样品中分离、提取循环癌

细胞（CTC）的微流芯片。该芯片根据 CTC与普通血细胞（红细胞和白细

胞）在尺寸及通过狭缝能力方面的差异，利用特殊设计的微结构对血液中

的 CTC进行快速、高效地分离富集，不但可以准确检测出血液样品中 CTC

的数量，而且可对检测到的 CTC进行无损伤回收，可应用于肿瘤细胞的个

性化分析和癌症的辅助诊断。本产品是国内首个自主研发的 CTC检测产品，

对患者无毒副作用，应用范围广泛（可检测肝癌、肺癌等无法使用国外系

统检测的肿瘤细胞），并具有性能优异、自动化程度高、操作简单、成本

低廉等优势，能够打破目前 CTC检测市场中完全依赖进口设备的现状，开

拓国内空白市场。 

2. 应用范围 

本产品主要面向临床诊断以及癌症研究的相关领域。主要客户包括医

院、医学院及研究所、医药企业及医疗器械企业、CRO。 

本产品在癌症的临床辅助诊断中具有巨大市场。癌症的辅助诊断对于

患者病情的监测和治疗方法的评估十分重要。目前癌症的辅助诊断主要依

赖于影像学方法（如 CT），但由于此类检测方法具有辐射等副作用，每

次检测需间隔数月，不能及时评估治疗效果，极大延误了患者的治疗。本

产品属体外检测仪器，对患者无任何毒副作用，可快速准确地从癌症患者

的血液样品中检测出 CTC的数量，由此预测癌症患者体内肿瘤的生长情况，

帮助医生实时了解患者病情发展及肿瘤转移情况，同时还可以评估治疗效

果，指导癌症治疗。 

本产品在癌症研究的相关领域也具有巨大市场。本产品可获取结构完

整、生物性能良好的 CTC，具有完整结构及生物活性的来源于血液的原始

肿瘤细胞在肿瘤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探索肿瘤的转移机制、新型肿瘤标志

物的发现、抗癌药物研发、药物靶向识别及肿瘤抗药性等方面具有重要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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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优势 

癌症患者血液中循环癌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 CTC）的数

量（浓度）对癌症的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肿瘤转移是癌症患者致死

的主要原因，调查显示超过 90%的癌症患者死于肿瘤转移。CTC在肿瘤转

移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患者血液中 CTC的浓度

与肿瘤转移情况及患者存活率密切相关。因此，检测人体血液中 CTC的数

量（浓度）对癌症患者的病情预测及治疗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 

本项目研发的产品是一种从人体血液样品中分离、提取 CTC，并应用

于癌症的辅助诊断的仪器。该仪器根据 CTC与普通血细胞（红细胞和白细

胞）在尺寸及通过狭缝能力方面的差异，利用特殊设计的微结构对血液中

的 CTC进行快速、高效地分离富集。一方面可以准确检测出血液样品中

CTC数量，另一方面能够对所检测到的 CTC进行无损回收,获得结构完整

的、具有生物活性良好的、最原始的癌细胞，经过更进一步地分子生物学

研究提供辅助诊断信息。 

首先，作为一种癌症研究的辅助工具，本产品对血液进行液体活检，

能够直接获得病人血液中癌细胞的数目，更重要的是，能够从血液中分离

提取出循环癌细胞，这些细胞在提取过程中不会受任何损害，保持了细胞

原有的一切分子生物学特性，作为癌症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再进行更多的

分子生物学研究，为癌症研究打开了另一扇门。 

其次，本产品是一种潜在的医疗检测设备。这种来自于血液、正在参

与癌症转移的细胞对于癌症转移的预判、跟踪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以

监控癌症患者病情发展情况，结合血液中癌细胞的浓度是否有减小、基因

是否发生特异性突变，来帮助判断患者的预后及治疗效果，同时也能够作

为早期诊断的辅助手段。 

项目的核心技术主要包括以下四点: 

1)微流分离技术：目前，芯片采用先进的微流控技术，依据循环癌细

胞与正常血细胞尺寸与变形能力上的差异，设计、加工出微流控芯片。此

方法不依赖与特定的抗体，因此癌症适用范围更广泛，对细胞无损害，能

够实现细胞提取之后的其他研究操作。此项技术最核心、难度最大，团队

已经攻克并掌握，并且申请了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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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细胞回收技术：采用侧向流动的方式将被芯片内微柱捕获的循环癌

细胞冲出，进行回收。团队创新性的提出该项技术，并且已经得到实验的

验证，成熟稳定。 

3)流动控制技术：在芯片外，微流系统需要稳定、可控的动力，并且

对流量按照应用标准精确控制。项目拟采用气压驱动的方式实现液体的流

动；在芯片内，需要优化流道的设计，使得流动稳定、均匀，并且避免激

发凝血反应。此项技术难度较大，但经过团队各方面努力，已确立了解决

方案。 

4)肿瘤细胞计数：对于采集到的细胞，首先需要鉴定区分肿瘤细胞和

残留白细胞，随后对肿瘤细胞进行计数，并和现有标准进行比较。本机在

临床上采用负筛选的方式计数，即排除 CD45阳性的白细胞，其他细胞皆

计为 CTC，对此将在样机上开展验证实验证明其效率和准确率。在计数方

式上，为了方便用户使用，将采用自动图像识别系统。对于计数结果，我

们将在样机完成后尽快进行临床实验，建立 FDA批准的三种癌症之外的癌

症的数据库，以争取早日建立国内标准。 

项目的创新点： 

目前，用于转移性癌症检测主要采用的是影像学的方法，如 X 射线、

PET等，这些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其本身对人体有危害，无论是 X射

线还是放射性元素，其本身都有可能提高肿瘤的发病率。且年检测次数有

限，如 CT半年内只能做一次， 

本产品转移性癌症病人血液中的 CTC及其生物信息学特性为主要关

键检测指标，可通过类似常规无副作用的血液样本检查方法得到实时的血

液 CTC浓度及长期的浓度变化指标，有望成为一种简便、高效、无副作用

的辅助治疗和术后评估手段。 

与对标产品 CellSearch 相比较，我们采用的 CTC微流芯片富集技术

无需使用磁珠和大量的细胞表面蛋白抗体标记物对 CTC进行层层包裹似

的标记，能很好地保持 CTC的细胞活性和表面生物学特征。 

我们创新性地设计了梯度分布的具有特殊结构的微阵列，能够实现高

效率与高准确率的检测。利用侧向回流技术，实现了细胞无损回收。 

4. 市场状况及市场预测 

CTC检测技术作为一项新兴的肿瘤体外辅助诊断技术，其对转移性肿

瘤患者治疗过程中的整体预后、疗效评估和个性化医疗辅助诊断均得到了



149 
 

肿瘤医学界的认可；基于 CTC的癌症病理学、药理学和细胞学等研究在近

年来成为了肿瘤研究领域的主流方向之一，相关文章在全球顶级期刊上频

频出现。因此，国内相关临床医学和研究领域对于经济实用的可实现 CTC

的检测和活性细胞提取的高技术产品产生了旺盛需求。然而目前国内市场

上出现的所有进口品牌产 CellSearch、ClearCell不但功能无法满足需求，

而且价格昂贵。所以我团队在国内自主研发的、基于简单物理原理检测和

提取活性 CTC的系统将凭借低成本优势和技术优势获取该领域更大的市

场份额。 

根据国家工信部统计，2012年全国医疗器械产值为 1398.6 亿元，其

中与癌症医疗相关器械产值为 323.2亿元；根据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保

守估计，到 2015 年医疗器械产值将达到 4500-5000亿元（年增长率为

43.2%），其中与癌症医疗相关器械产值将达到近 1000亿元（年增长率为

48.7%）。 

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中国未来 10年内癌症患病人数的年增长率在

8.6%左右，到 2025 年预计总患病人数将达到 800万，总死亡人数超过 500

万。因此癌症医疗市场也将出现快速增长以满足越来越多患者的治疗需求。 

目前，国内市场的 CTC检测产品有 CellSearch、Isoflux和 ClearCell

等三个品牌，其中仅有 CellSearch已被 CFDA认证，但三种产品均尚未进

入癌症医疗市场，现在只在科研市场销售。 

据权威统计数据保守估算，2015 年癌症医疗诊断市场中 CTC检测仪

器及耗材总体市场规模将达到 1080.6 亿元（仪器：248.2 亿元；耗材：

832.4亿元）。其中已被 FDA的可引进 CTC检测技术作为临床诊断手段的

转移性乳腺癌、前列腺癌和结直肠癌的检测总体市场规模分别为 116.1亿

元（年增长率 4.1%）、77.4亿元（年增长率 6.4%）和 143.19 亿元（年

增长率 7.3%）。科研市场目标客户定位为有 CTC研究需求的医院（三甲/

特医院及专业肿瘤医院）、高校（211 工程类和/或 985工程类）及研究

院所和公司企业（国内抗肿瘤药物生产厂商及第三方检测公司），市场总

体规模（保守估计）为 66.4亿元（仪器：44.1亿元；耗材：22.3亿元），

其中耗材为年需求规模。 

以上市场规模的统计数据显示，国内 CTC检测市场总体规模（仪器+

耗材）有近 1000 亿元，其中医疗市场总体规模 1080.6亿元，科研市场总

体规模 66.4亿元。目前医疗市场尚未有产品进入，市场完全空白（但离

医疗市场最近的是产品 CellSearch）；科研市场三种产品的现有市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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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为 6690万元，占总规模的 10.0%，90%的市场空白。由此看来，循环肿

瘤细胞检测技术作为一项新兴检测技术，若其相关产品定位于科研市场，

则产品进入市场相对简单，但是市场总体规模较小（<100 亿元），后续

发展空间不大；若其相关产品定位于医疗市场，则产品进入市场相对困难

（步骤：大量临床病例实验数据积累→FDA批准（欧盟 EMA 批准）→CFDA

批准→物价局批准定价→进入市场），但市场总体规模巨大（>1000亿元），

后续发展空间巨大。 

因此，我团队拟开发的 CTC微流富集器以及配套耗材将以极具竞争优

势的价格（仪器终端售价 80万元、耗材终端售价 1000元），推进低成本

战略，首先进入科研市场，站稳脚跟，再次进入癌症医疗诊断市场，扩大

规模。 

5. 投资与成本估算，效益分析 

医疗器械不同于其他工业品，我公司在不同阶段、针对不同客户采用

直销和代理销售及租赁模式。公司在创业初期的主导营销策略依靠医院及

研究机构合作在医疗业宣传、推荐将机器租赁渗入医疗市场，利用芯片耗

材的销售获取高额利润，再以项目合作的形式帮助客户获利。具体来说，

我们以校际（北京大学与医院及研究机构）或者校企（公司与医院及研究

机构）合作的形式申请研究项目，以研究项目的经费购买或租赁富集器和

芯片耗材，减少我们的用户经费少的压力，有助于我们迅速占领市场、获

得行业内认可、积累数据库数据。其二，前两年机器主要以租赁为主，一

方面利用控制样机，随时根据开发需要可以进行召回改进；一方面减少合

作单位经费压力；后两年在经费充裕的下，利用与研究机构合作过用户在

同行业彼此熟悉、口碑宣传、推荐和强劲的代理商推动下逐步开展样机的

销售市场。 

在开展研究机构合作市场的销售的同时，公司将全力办理医疗器械生

产许可证和医疗器械注册证，以获得进入医疗市场的许可。取得注册证后

将主要通过大量销售检测耗材（芯片）的形式获利。预计耗材的毛利率能

达到 75%以上，每台充分使用的富集器年耗材利润接近 500 万元。 

6. 是否有知识产权/专利 

项目前期工作专利申报已经受理（申请号 201410326028.4）。由于

本项目的技术是项目申请人及团队成员在北京大学的职务发明，申请权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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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北京大学。根据与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签订的转让意向协议，筹建的公

司将以一次性支付 20万元、后续相关销售额 1%的形式支付转让费获得申

请权转让。本项目拟申请发明专利 1-2 项，实用新型专利 2-3项，软件著

作权 1-2项，所产生的专利将在北京大学申请，并以类似的形式转让到公

司支持产业化。 

7. 预期定价或所需费用 

本项目申请的经费，将主要用于微流芯片改进和大规模生产芯片技术

的研发、富集器整体技术开发、系统在癌症辅助诊断的应用开发以及临床

测试费用。其中的实验数量、条件要求均按照医疗器械研发、注册的科学

要求制定。主要包括以下部分： 

 

微流芯片大规模生产技术的开发 

通过外协加工、自行试制、精密分析测试提高芯片加工可靠性，使其达到

大规模生产的要求，并通过对标实验与进口产品对比（数量和价格根据市场惯

例估计），以验证量产芯片的性能。 

设备（真空搅拌器、体视显微镜等） 40万元 

芯片加工、材料、测试费（含外协加工及自制材料、测试） 70万元 

CellSearch对标实验 4000元/例 50例 20万元 

小计 130万元 

富集器整体技术开发 

在已经开发的第一代样机的基础上，委托具备医疗器械生产资质的企业整

体开发富集器第二代样机及软件，达到高度自动化的商用水平，进入医疗器械

注册流程。 

试\制\费 35万元/台 4台 140万元 

软件开发费 30万元 

小计 170万元 

癌症辅助诊断应用的开发 

在专科医师的指导下，对捕获的 CTC 的 DNA 进行定量扩增或测序，开发富

集器在临床诊断中的应用。 

设备 （含 DNA提取、纯化、定量扩增等设备及配套设备） 50万元 

测序实验费 6000元/例 150例 90万元 

耗材试剂费 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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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160万元 

临床测试费用 

临床测试富集器的功能，准备医疗器械注册，数量和价格根据咨询公司的

建议估计。 

临床测试 2000元/例 600例 120万元 

专利申请费用 

国内、国际专利申请律师费、申请费 

拟申请发明专利 1-2 项，实用新型专利 2-3 项，软件著作权

1-2项，既有及未来的发明专利还拟通过 PET申请国际专利保

护。 

40万元 

其他（业务费、人员工资） 

实验室装修费（含办公家具及计算机等办公设备）16万元； 

细胞间装修费（含家具及细胞间使用的设备）30万元； 
46万元 

房租 100平米、 

水、电、电话、邮

寄费 

5.2元/平米/天，计 18.5万元/年*4年 

2万元/年*4年 82万元 

劳务费 6人 

（研发部 5人， 

行政、财务 1人） 

 

50000元/年 *5人*4 年 = 100万元 

30000元/年*4年 = 12万元 

112万元 

差旅费、会议交流 15万/年*4年 60万元 

小计 300万元 

总计 

 9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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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技术在隐裂牙综合症中的应用 

1. 项目概述 

最近的流行病学调查资料显示，随着口腔卫生状况的改善，龋病和牙

周病的患病率逐渐下降，牙折成为工业化国家人们牙齿丧失的重要原因之

一。美国牙髓病学协会（AAE）把牙齿的折裂根据程度和所涉及组织的不

同分为釉质的龟裂、牙尖折裂、牙隐裂、牙齿劈裂和牙根纵裂 5种。根据

牙髓状况和折裂程度又分为活髓牙和死髓牙的完全和不完全折裂。其中，

活髓牙的不完全折裂被称为牙隐裂，有临床症状的牙隐裂则称为隐裂牙综

合症 (cracked tooth syndrome，CTS) 。1964 年，Cameron 提出了隐裂

牙综合症的概念，并得到普遍承认。其定义为：累及前磨牙或者磨牙牙本

质的不完全折裂（有时折裂也会扩展到髓）。2001 年，Ellis 提出了隐裂

牙综合症的新定义，即累及前磨牙和磨牙的深度、方向以及所涉及组织不

确定的不完全牙折，随着其发展会涉及牙髓和牙周组织。CTS 的早期临床

症状不明显，很容易与牙髓炎、牙周病、根尖周炎等其他疾病的临床症状

发生混淆。牙齿隐裂症的早期诊断非常重要，诊断越早，经过适当治疗，

保留牙齿的可能性就越大。早期牙齿隐裂症尽管裂纹是极细的，医生一般

只能通过照明放大镜、染色法等使它显示出来。其余很多情况只能依靠经

验和一些辅助手段，比如可以让病人咬一个木楔、牙签、棉卷等，然后从

侧方叩击牙齿，或者用冷、热刺激的方法而检查出来隐裂牙。对于隐裂牙，

早期时医生可以通过调磨过陡的牙尖和降低咬合面，并且立即作一个全冠

将牙齿包起来，使牙齿不再裂开。也可以将裂隙处磨去，再用树脂补牙材

料或合金材料将牙齿作适当的修补。若已产生牙髓炎症时，则需要作牙髓

治疗，然后再作全冠修整。当裂纹已涉及到龈下、根尖组织或牙根已裂开

时，患牙往往就只好拔除了。可见早期诊断有困难，终可引起牙齿完全折

裂或累及牙髓诱发牙髓炎。最近的研究显示，CTS已经成为继龋病和牙周

病之后导致牙齿缺失的第三大因素。因此，及早对 CTS进行预防、诊断和

治疗具有深远的临床和社会意义。 

北京大学工学院安亦然课题组研究拟综合交叉不同研究领域的成果，

将航空无损探伤技术设备和临床医学经验相结合，在课题组长期从事 CST

临床医学诊断和超声波无损探伤检测技术的基础上，研究超声波在牙科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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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医学 CTS 诊断上的应用，开展的工作包括确定牙齿检测的超声波参数、

探讨超声波探头的技术指标和材料特性、牙体不同介质中超声波回波特性

和相关信号特征，以及开发针对回波的快速信号处理方法，用于 CTS位置

和特征的描述。 

2. 应用范围 

将超声波技术应用于牙隐裂综合症（CTS））的诊断和治疗设计；为龋

齿诊断提供循证医学的证据；为寻找钙化根管提供帮助。 

3. 技术优势 

通过超声波无损检测牙齿研究，在临床医学方面可以达到以下三个目

标： 

第一，将超声波用于牙隐裂综合症的诊断和治疗设计。目前牙隐裂综

合症的诊断仍采用排除性方法，缺乏定量、客观的证据，并且对于隐裂纹

的深度、走行，与牙髓、牙周组织的关系不明，使得临床中治疗计划带有

不确定性，影响对预后的判断。超声波运用于牙隐裂综合症无损检测方面，

从技术研发者和临床医生的角度来说希望能逐渐解决以下两方面问题： 

（1）目前文献研究仅仅在模拟材料上检测到隐裂纹的声学行为差异，

通过比较超声波在离体的正常牙体组织和有隐裂纹的牙体组织中声学行

为的差异，使得超声波具有检测到牙体组织隐裂纹的能力，并有很高的特

异性和敏感性，为临床医生的诊断提供循证医学的客观证据。 

（2）通过分析超声波在有隐裂纹牙体组织中声学行为的改变，获得

隐裂纹在牙体组织中的走行、深度，与髓腔、牙周组织的关系，为临床医

生的治疗计划提供量化的证据。根据隐裂纹的深度、走行等信息，决定牙

齿是否保留，是否进行根管治疗，以及对治疗的预后进行预测。 

第二，超声波为龋齿诊断提供循证医学的证据。目前龋齿的诊断标准

是以龋损到达牙体组织的深度来确立的。去除龋坏后剩余健康牙本质（洞

底距牙髓的距离）厚度决定了对细菌侵入的抵抗能力。当细菌侵入牙本质

的深度距髓腔小于 1.1mm，牙髓中即可出现轻微炎症；当细菌距牙髓小于

0.5mm，牙髓出现明显炎症；当细菌距牙髓小于 0.2mm 时牙髓出内可以找

到细菌。但是牙齿各个部分牙体组织厚薄不均，所以临床实际工作中对龋

坏深度的判断多是根据医生的感性经验来决定。龋病深度的判断目前并没

有准确切的量化证据，使得临床医生在对龋齿制定治疗计划时带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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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性。超声波运用于检测剩余牙本质的厚度，有助于临床医生评估牙髓

感染的风险，并给予有效的保存牙髓的干预措施。 

第三，超声波为寻找钙化根管提供帮助。长期的慢性刺激和持续的低

强度刺激会诱发修复性牙本质的形成，导致牙髓腔的部分闭锁，尤其是在

根管口附近，使临床中寻找根管口和通畅根冠困难。目前对于钙化根冠的

寻找和定位还是试探性的，无明显的指向性。在显微镜，放大镜的放大视

野下，试探性地去除部分钙化牙本质，探查钙化根冠口。治疗中可能发生

髓底穿孔、侧穿、根管偏移等并发症，增加治疗失败的风险。超声波运用

于探测钙化根管口的位置，为寻找钙化根管提供指向性。 

在上述基础理论以及精密实验的支撑下，可以进一步提出一套完整的

超声波 CTS诊断设备的设计，从而能够为 CTS诊断寻证医学和相关设备的

研制和开发提供理论依据。 

在本研究中涉及很多理论和技术，主要包括有关无损探伤的声波传播

理论、机械振动与相关信号处理原理、模拟和数字电路技术、精密机械设

计和加工，以及数据处理和计算机技术；在临床医学领域涉及 CTS临床诊

断方法和经验，特别是仪器和设备在使用中对病人的安全和舒适问题。 

基于超声波探伤原理具有如下主要特性： 

（1）超声波在介质中传播时，在不同质界面上具有反射的特性，如遇

到缺陷，缺陷的尺寸等于或大于超声波波长时，则超声波在缺陷上反射回

来，探伤仪可将反射波显示出来；如缺陷的尺寸甚至小于波长时，声波将

绕过射线而不能反射。 

（2）声波的方向性好，频率越高，方向性越好，以很窄的波束向介质

中辐射，易于确定缺陷的位置。 

（3）超声波的传播能量大，如频率为 1MHZ（100赫兹）的超声波所传

播的能量，相当于振幅相同而频率为 1000HZ（赫兹）的声波的 100万倍。 

这种超声波探伤仪主要组成部分包括：电路同步电路、发射电路、接

收电路、水平扫描电路、显示器和电源等部份组成。探伤仪最重要的性能

指标是分辨力、动态范围、水平线性、垂直线性、灵敏度、信噪比。其中

超声波探头是最为核心的部件，超声波探头是一个电声换能器，并能将返

回来的声波转换成电脉冲；控制超声波的传播方向和能量集中的程度，当

改变探头入射角或改变超声波的扩散角时，可使声波的主要能量按不同的

角度射入介质内部或改变声波的指向性，提高分辨率，同时进行波型转换。

超声波探伤仪中另一个主要部件是同步信号发生器，它同步电路产生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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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信号，用以触发仪器各部分电路同时协调工作，它主要控制同步发射

和同步扫描二部分电路。 

无损探测技术在航空工业中已经得到了成功的应用，至今已经有多种

成熟的无损探伤技术广泛采用，其中有超声波、声发射、x光、红外成像、

振动、激光全息、无线电等，其中超声技术引入到临床探测牙齿裂纹，通

过努力有望实现。超声波探伤技术在航空中是成熟而且都已广泛应用，但

是对于在牙科临床应用仍旧存在很大的技术难点，主要包括三个个内容：

第一，超声波在健康牙体和病态牙齿结构上传播和反射的规律；第二，实

现探头（传感器）小型化甚至微型化的问题；第三，探头工作时病人的安

全和舒适问题。 

由于计算机应用技术迅猛发展，以往难于实现的设计和加工精密、微

型的工件都能得以实现。航空工业中加工直径小于头发丝一半的轴可以实

现，十年前上海已经制造成功只有大头针针头一样大的电动机，放于手掌

上的微型无人侦察机也已实现，笔记本上的摄像头只有黄豆大小。这些都

为我们实现微型化探头带来希望。微型化最主要的困难是为超声探头的压

电晶体加工微型模具。它无论在工艺上，还是时间上和经费上都会付出比

较大的代价。还有探头相应支架的设计加工也难于常规的，体积小巧，形

状怪异。其工作时因为超声激励是否反过来对信号产生影响，都是需要深

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一旦这些问题都得到解决，将来若能投入临床使用，

生产成本肯定大大下降。除研制设备（主要是微型探头）外，还需要存在

的主要问题是必须研究信号分析和图像处理。超声波回波的信号需要实现

实时分析和处理，需要实现裂缝的立即定位，如果信号处理速度过慢，造

成医生无法在接诊过程中得到结论，此设备也就失去了应有的实用价值，

因此实现信号的实时处理是必要的，这可以借用（引入）航空技术中的“故

障诊断技术”，传递函数以及相关分析等确定裂纹的空间位置，形状等临

床信息，同时使用先进 GPU计算加速技术大幅度提高信号处理能力。最后

可以将有关信息和图形显示于屏幕上。 

4. 研究所处阶段 

北京大学工学院安亦然课题组在长期从事 CST 临床医学诊断和超声

波无损探伤检测技术的基础上，研究超声波在牙科临床医学 CTS诊断上的

应用，开展的工作包括确定牙齿检测的超声波参数、探讨超声波探头的技

术指标和材料特性、牙体不同介质中超声波回波特性和相关信号特征，以

及开发针对回波的快速信号处理方法，用于 CTS位置和特征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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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热型脉冲式体表肿瘤治疗服务平台项目 

1. 项目概述 

“非热型脉冲式体表肿瘤治疗服务平台”项目以纳秒脉冲电场技术对

肿瘤进行辅助治疗系统为核心，开发出非热型脉冲式体表肿瘤辅助治疗增

敏仪、非热型脉冲式体表肿瘤治疗仪和纳秒脉冲电场个性化电极等三个产

品。本项目围绕肿瘤疾病的治疗，主要开展以下业务：一是非热型脉冲式

体表肿瘤治疗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二是依托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院

跨学科研发平台，联合医院的肿瘤治疗相关科室共建非热型脉冲式体表肿

瘤治疗服务室。三是构建医疗大数据，首先，通过建立网络医疗大数据管

理平台，依托合作医疗机构收集肿瘤治疗数据资料、升级产品、为肿瘤患

者提供一对一专家在线咨询服务、提供在线预约治疗服务；其次，通过开

发移动医疗 APP，借助互联网普及生物电肿瘤治疗技术知识，推广非热型

脉冲式肿瘤治疗系统产品。本项目突出了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医疗设备

加连锁医疗服务再加互联网的有效商业模式，以此尽快打通线上及线下有

效连接，占领国内外市场，服务老百姓。 

2. 应用范围 

应用于肿瘤疾病的辅助治疗，服务肿瘤患者。 

3. 技术优势 

非热型脉冲式体表肿瘤治疗系统的基本原理是，脉冲电场技术在体外

诱导细胞发生程序性死亡，通过抑制肿瘤血管形成和促进肿瘤细胞凋亡，

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肿瘤最终消失，且对正常组织无明显副作用。国外现

只有美国有相应的纳秒脉冲电场肿瘤治疗设备专利，主要针对黑色素瘤，

但至今尚未通过美国 FDA 认可；在国内，脉冲肿瘤治疗仪设备设计、电极

设计以及肿瘤治疗的脉冲序列设计等相关技术专利尚不存在。该项目团队

掌握了纳秒脉冲设备的搭建原理并成功搭建了实验级别的纳秒脉冲发生

器。 

该产品的核心技术包括： 

 高瞬时功率纳秒脉冲电场发生器，特点为非热效应。 

脉宽为纳秒级别，场强为 kV/cm 的可调式脉冲电场发生器，治疗温度



158 
 

为 35 摄氏度左右。 

 适应于肿瘤治疗的脉冲序列设计。 

针对不同肿瘤细胞的特有电学属性，设计了一系列的脉冲电场治疗方

案。 

 个性化电场分布电极设计。 

对电极的电场分布进行合理设计，适应于不同大小肿瘤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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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资与成本估算，效益分析 

 

1）五年平均投资利润率 

投资人五年平均投资利润率=五年分红/投资总额³100%=5791.91³

0.15/5/500³100%=34.75%。 

2）投资回收期 

静态投资回收期＝累计分红额出现大于项目投资总额年份－1＋（项

目 投 资 总 额 － 上 年 累 积 分 红 额 ） / 当 年 分 红 额 ＝

5-1+(500-334.45)/534.34=4.31（年）。 

5. 是否有知识产权/专利 

拟在国内外同步申请 15 个与纳秒脉冲电场在头颈部及乳腺癌肿瘤治

疗技术相关的专利，主要包括脉冲发生器、脉冲个性化电极等技术专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