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校园的信息化建设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
众多信息化系统给校园管理师生教学活动带来了
便利和效率。然而，在门的管理上，大部分校园还
在使用传统的机械钥匙，不但交接使用不方便，耗
费管理人员精力，还存在“易复制，难追溯”的安全
漏洞。校园智能门联网系统就是为了解决校园门
点的管理问题而推出的。

该系统为三级架构，从底层开始分别是：1.物联
网无线门锁；2.校园门点管理数据中心；3.门联网应
用模块。

物联网无线门锁：基础硬件，安装在校园宿舍、
办公、教室、实验室等门上。通过刷卡、手机等去钥
匙化方式开门。权限远程管控，状态实时上传到数
据中心。设备专门为校园场景和使用情况设计，适
配于多种门点，适合改造、维护，可满足长时间高强
度使用需要。

校园门点管理数据中心：中间平台，可给无线
门锁进行权限下发、注销、挂失、远程开门等操作。
可收集全校门点开门状态、进门数据、设备信息、报
警情况等信息。可对接校园其他平台，例如一卡

通、节能等，实现数据共享，设备互动。
门联网应用：校园内各不同职能部门使用的门

联网应用，例如宿舍中有学生批量入住、批量退宿、
寝室调换等日常管理应用；教室有定时开启、定时
关闭、一卡多开等应用。实验室有预约系统、组权
限管理等应用。这些不同应用可满足学校对门点
的管理需要。

校园智能门联网综合管理系统

杭州增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坐落在杭州市富
阳国家级开发区—东洲工业区东桥路18号，是一家
专业研发生产有机（厨余）垃圾智能化生态处理设
备，提供工业三废处理技术服务、垃圾生态处理站
房设计建造、垃圾收集运输处置、垃圾就地资源化
运营服务、PPP模式智慧环境运营服务、垃圾三化
处理培训于一体的浙江省科技型企业，已通过质
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是杭州市

“雏鹰计划”培育企业。
企业管理团队具备十多年环保产业实体企业管

理经验，自主研发生产的有机（餐厨）垃圾智能生态
处理设备已注册商标3项，企业标准备案1项，申请
软著及专利27项，关键技术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且
以每月不低于2项的创新技术申请国家专利保护。

公司致力于餐厨垃圾、农业废弃物、果蔬等有
机垃圾的综合利用和生态处理技术的研发、创新和
推广，所有增霖服务项目均纳入增霖智慧环境运营
服务云平台管理，用户（业主）可通过增霖APP系统

远程控制各站点运营，包括巡维派单、在线监控、视
频录制、数据报送、统计分析智慧售后技术服务系
统等多功能数据化网格管理，真正体现智慧运营和
科技管理。

美丽生态环境、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是推进新时
期生态文明建设的民生大事，是未来很长一段时期
内国家持续推进节约型社会的千年大计，是增霖永
恒不变的追求目标。

有机垃圾资源化处置智慧运营管理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杭州点厨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实现智能
厨房的综合性高新技术企业，是中国研究与开发智
能厨电的先头企业之一。

“无人炊”系列产品是点厨科技针对当下上班族
的生活特性，以实现“下班回家、即可用餐”为目标，
为节约人们需要在厨房花的时间所研发的智能炊
具。通过对智能厨房生态圈的建设，从而实现了厨
房真正的智能化，解决了厨房生活在时间、空间的品
质上的难题。

“无人炊”团队拥有多年的产品研发与制造经
验，并在创意与技术上拥有强大优势。团队成员在
各自负责的领域都有非常成熟的技术和经验。

“无人炊”旗下目前拥有两款智能厨电产品，能
实现无人化煮饭的“无人炊·饭宝”和能实现无人化
做菜的“无人炊·菜宝”。目前，已经获得三十余项国
家专利。“饭宝”已完成量产，即将投入市场；“菜宝”
已完成产品研发，明年将会投入市场。后续无人炊
团队将会研发和生产更多种类的智能厨房产品，覆

盖整个智慧厨房生活。
无人炊项目的核心是以全自动无人烹饪终端为

信息终端，动态掌握用户家庭饮食数据。基于云端
数据平台分析，精确支配产业链条合作，引导并重构
家庭煮饭做菜习惯。实现从田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
供应，提供安全、健康、便利的厨房生活服务。

无人炊项目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自己的健康问题越来
越关注。尤其是现在人们生活步入小康，对新装修
的房屋、汽车驾驶室内的甲醛、细菌的去除和空气
净化更加格外关注。智能电解水空气净化器、消毒
器产品就是将新型的电催化材料应用于电解水的
阳电极，同时结合市场领先水处理技术及智能化技
术。水通过复合材料物理净化，产生的矿物质水在
电场的作用下，在阳电极表面产生大量的羟基和次
氯酸等具有强氧化性质的物质，使得电解水具有杀
菌、氧化甲醛等作用。将这种水进行雾化，对房屋
室内、汽车驾驶室内等空间进行杀毒、去甲醛等净

化空气措施，同时将该产品融入智能化控制系统，
实现无线无源终端控制。产品使用简单方便，不需
要专业人员进行操作，适合所有人群。

该项目具有以下几点优势：
1.产品灵活性强。产品可以开发成大型的空气

净化器、消毒水器，也可以开发成小型、微型的设
备，用于家庭空气净化、消毒水使用。

2.产品绿色环保。由于电解的是自来水，不需
要添加任何化学物质，所以在电解水空气净化器和
电解消毒水的使用过程中都没有二次污染物产生。

3.产品使用非常简单。对于一切使用者都没有
任何专业知识的要求，只需轻轻按下开关就可以使
用。适合一切人群。

4.杀毒，降解甲醛等效果非常显著。本产品产
生的消毒水，空气净化器能在5分钟内对细菌、病毒
进行杀死，且能在短时间内对甲醛的有害气体进行
去除。性能远超于现有的国际产品。

5. 产品成本低。本项目产品与国际上现有的
产品比较具有非常低廉的成本，只需现有产品
50%的成本。这使得我们的产品具有绝对的成本
优势。

智能电解水空气净化器、消毒器产品

“青瓷智造”项目是浙江理工大学东西设计工作
室和龙泉金宏瓷业有限公司合作的以设计驱动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龙泉青瓷生产性保护、传承与创新项
目，以现代化、生活化的新型产品设计，智能化的创
新生产模式，基于“互联网+”的个性化定制，开拓龙
泉青瓷的产业发展新方向。

龙泉青瓷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传统瓷器珍品，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
传统青瓷产业生产模式仍然没有突破传统半手工半
机械化的生产形式，产品器型的复杂程度很大程度
上依赖于青瓷手工艺人高超纯熟的技艺，一些复杂
新型3D造型受制于手工艺，难以在产品上完美展现
与批量生产，因此市场上青瓷产品器型与产品品类
同质化趋向严重，产品良莠不齐。

“青瓷智造”项目针对上述问题，通过引入工业
设计文化产业创新理念，将青瓷产品曲高和寡的艺
术品性质迁徙成适合当代人们生活使用方式和审美
的兼具艺术与实用的设计产品，借助3D陶泥打印技

术，突破传统工艺限制，实现复杂3D肌理等传统工
艺难以表达的器形，达到产品的市场差异化，寻求新
的市场机遇点，引发产业设计研发、生产、销售的全
产链模式的创新性突破升级。

青瓷智造

记者 胡筱璐

为全面提升富阳区创新创业氛围，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整合创新创业资源要素，全力助推富阳“高新工业强区”战略，由杭州市科委、富阳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17年富阳创新创业大赛历经两个多月的“鏖战”，即将上演巅峰对决。

自9月20日大赛开锣以来，经过广泛项目征集和严格筛选，共有81个项目通过资格审查进入初赛，其中“市长杯”推进项目32个，富阳区创新创业大赛项目49个。通过10月29日初赛，决出15家创业企业（团队）进入决赛。

决赛开始在即，本报先行“探营”，亮出各具特色的15个决赛项目，邀您先睹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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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雕塑产品开发项目以研究和开发互动核心
模块为主要方向，应用范围小到家居雕塑产品，大到
景观雕塑产品，深入家居和旅游的整条产业链做系
统性研究与探索，将雕塑的观赏功能升级并拓展为
产业功能。

以下图“流浪歌手”为例，放置在公共空间的流浪
歌手雕塑，当游客在椅子上休息的时候，流浪歌手感
知到有人靠近，会以语音问候，并提示游客，扫描二维

码关注公众号（旅游产业公众号）后，进入点歌页面即
可由流浪歌手雕塑免费播放您想听的歌曲。这类交
互方式可以变化拓展到很多公共雕塑上去。而公众
号的关注度上升之后又可以收集到更多的服务类智
能雕塑的需求。当智能雕塑形成网络后，又会衍生出
更实用，覆盖范围更大的系统型智能化方案。

该项目以家居功能需求以及公共空间游客需求
为研究对象，家居类的小型智能雕塑主要在线上进行
销售，主要用于满足装饰家庭，具备较强的实用功能
以满足家庭需求。而大型公共空间雕塑则以研究其
交互系统，整合各类交互功能选项并封装系统，开发
便于安装在各类雕塑上的交互套装。并进行相关交
互软件开发，扩展其软件接口，能够满足当代网络推
广营销模式需求。针对有形态、动态变化的智能雕塑
则以开发其运动骨架以及结构件为主要产品，提高集
成度，能够运用于各种材料以及形态变化需求。

项目团队由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中国美术学院
的师生共同组成，具有丰富的雕塑项目经验以及智
能化产品开发的经验。在智能技术研发上有杭州电
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的自动化实验室以及计算
机专业实验室做坚强后盾。

智能雕塑产品开发

2017年杭州市富阳区创新创业大赛暨“市长杯”创投基金项目路演“鏖战”在即
各具特色的15个决赛项目亮出来，邀您先睹为快

材智建筑科技公司专注为社会提供低能耗、无
污染、可持续发展的新一代绿色建筑。产品以建筑
工业化为核心，融合新材料技术、低能耗被动技术
和全生命周期居住技术。公司主推新型绿建房屋，
具备大空间无梁无柱、户型可变、全保温低能耗以
及工业品高标准等特点。房屋包含四大类产品：异
型钢管混凝土柱、两用型空腹桁架梁、无支撑自保
温楼板、节能隔声整体墙。产品含5项专利，其中发
明专利一项。与市场竞争产品比，成本降低40%，
工期减少58%，保温隔声性能提高40%；生产、运输
效率提高5—8倍，具备明显优势。为目前政府、市
场急需的高技术产品，具备广阔的发展前景。

公司搭建“1338“合作平台，快速扩大产能，目
前具备50万方建筑面积的生产、采购、设计、施工能
力。公司负责项目运营以及建筑体系、新材料的研
发与推广、核心建筑构件的生产。通过平台分解生
产、设计、施工任务，由3家材料生产企业、3家设计
公司、8家施工单位分包。

公司双线战略：“千家万户，城市高层“与“百镇
千村，秀美民居”，分别针对城市与乡镇两大市场。
为社会提供绿色环保、节能节材、低价优质的新型
科技住宅。通过三年的发展分别为城市、乡村各一
万户居民、家庭提供优质住宅。

节能型“建筑积木”房屋工厂

“安幼宝”多功能婴幼儿保护器是一款集防止
宝宝走失、蹬被、尿湿、发烧、睡醒提醒、定时喂奶提
醒、全天候温度、湿度监测等随时掌握宝宝状态的
多功能育婴神器。

产品特点如下：
1.温度、湿度监测：宝宝衣服内微气候温度、湿

度监测。可设置温度、湿度安全范围值。冷了、热
了及出汗都能及时提醒。让宝宝远离感冒、发烧、
中暑等疾病；

2.防走失：宝宝超出安全距离立即提醒。防止熊
宝宝在妈妈逛街、游玩等人群比较拥挤的场所走失；

3.蹬被提醒：设定光照值，光照度超出该值即为
被子已没有盖住宝宝。及时快速提醒宝宝已蹬
被。另外也会使微环境温度下降，温度检测也会作
辅助提醒；

4.尿湿提醒：宝宝嘘嘘后提醒妈妈及时换尿布
湿，消除因未及时更换尿布湿带来的宝宝不适和相
关疾病。注意：宝宝嘘嘘后会延时一段时间提醒，
以免产品的提示惊吓到正在嘘嘘的宝宝；

5.睡醒提醒：宝宝睡着了，妈妈可能不再身边或
在附近做些其他事情。当宝宝醒来时发出声音即
提醒妈妈已经睡醒了；

6.定时喂奶：提醒妈妈定时给宝宝喂奶的间隔
定时闹钟；

7.震动提醒：切换成震动模式下不会吵到宝宝
或影响身边其他人。

多功能婴幼儿保护器

全球正由信息化向智能化迈进，世界处于万物
互联的发展时代，体系框架逐步培育构建，运维模
式陆续优化完善，“在哪里，向哪去，怎么去”的问题
得到初步解决。我国正积极开展智能化领域的理
论探索和研发应用，深寻科技认为，智能化时代创
新发展，基础在于精准的位置展现，精确的辅助决
策，精细的目标规划.

深寻科技立足智能领域中定位技术体系应用，
通过融合量子信息通信网络、利用大数据辅助分
析成果，开展面向不同层次用户，面向多样化需求
的系统研发运用。该项目重点深度拓展定位科技
在军事、民用领域的态势感知、指挥控制、信息传
输、监测遥控等核心业务上的运用，为精确打击、
人员和仓储管控、智能辅助决策等活动提供系统
产品支持。

融合信息通信的高精度定位系统
iLabService是一家专业的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公司。怀着改变国内实验室

现状的初衷，iLabService2015年底在美国新泽西成立，通过借鉴欧美相对先进的
管理理念及方法并结合sensor fusion、物联网、大数据、云服务、机器学习以及机
器人自动化等技术，打造了智慧、智能、开放、共享的实验室整体解决方案。

iLabService核心团队成员均毕业于浙大、中科大少年班、CMU等国内外知
名高等学府，并曾于Thermo Fisher、Agilent、3M、Microsoft、KPMG、浙江大学等
知名企业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

iLabService于2016年5月加入微软全球Bizspark扶持计划并于同年9月份
落地中国，加入张江功夫国际孵化器。目前拥有多项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
2016年11月在重庆参加微软首届全国双创峰会及DEMO DAY，入选全国十
强并获得“最具投资潜力奖”。

作为业内首家提供端到端整体解决方案的公司，基于自主研发的硬件、软
件及算法，致力于将实验室中离散的数据采集、整合、分析并应用到实验室的
实际运营管理中，打造一个基于数据的新模式，帮助实验室用户更高效更智能
地管理实验室，并联接上下游企业一起重塑实验室生态圈。

产品于2017年5月份上线，至今已服务了包括Honeywell、ABB、Thermo Fisher、
极地研究中心等行业标杆客户，实现累计150余万元的营业额。同时也与Merck、
Baxter、AstraZeneca、罗欣制药等客户开展了合作试用。

智慧实验室

拓垣团队致力于打造24小时无人零售的终端
门店实体网络，将自动化技术引入零售终端，代替
营业员，同时结合云计算大数据处理技术开发商业
决策云平台，在取代营业员的同时，取代更多的决
策者。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结合代替了人工，率先
将零售终端开启“工业4.0+AI”的时代，因此被命名
为“自在购”。

“自在购”志在打造24小时营业的微型超市，
即不受时间、地点的先知，能节省人力、方便交易，
只需要手机扫码就可以出货。可销售鲜食、快消
品、应急药品和烟酒等商品。同时做到线上和线下
全渠道打通，可线上下单，线下终端点自提。在大
量终端投入使用后，形成无人化零售解决方案的巨
大网络，定义新零售线下新入口。

基于AI 的无人零售终端

全球医疗在向精准医疗方向发展，与此相对
应的体外诊断行业正在飞速发展，其中快速诊断
（POCT）产品在家庭和基层医疗中发挥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医改的推进和国家对基
层卫生建设的投入，我国 POCT 产业正在快速增
长。与此同时，传统基于胶体金技术的 POCT 产
品由于只能定性、不能定量，进入了发展的瓶颈
期。市场亟需能够准确定量的 POCT 产品，对现
有的 POCT 产品进行升级换代。据此，荧光微球
团队依托前期研发的一种新型荧光微球制备技
术 ，致 力 于 开 发 诊 断 用 功 能 微 球 以 及 下 一 代
POCT 产品，用于肿瘤精准医疗和心血管等疾病
的快速诊断。与市面上其它 POCT 产品相比，团
队研发的基于荧光微球技术的POCT产品能够准
确地定量检测疾病靶标，有望大幅提升疾病诊断
的灵敏度和准确度。

创业团队由浙江大学教授和海归博士共同领
衔，团队成员包括具有十年以上诊断试剂研发和生
产经验的核心人员2名，以及其他博士和硕士生研
究人员10余人，承担过多项国家和省部级项目，在
国际期刊上发表了40多篇论文，获得过发明专利授

权10余项，并成功开发过20余种POCT产品，具有
强大的技术研发和科技攻关能力。与此同时，团队
还有长期从事POCT行业的经营和管理人才，确保
团队研发的产品能够快速的注册和上市。我们致
力于做全球最好的诊断微球产品。小微球，大梦
想，期待您的加盟与合作！

面向POCT的荧光微球及其相关产品的开发

博雅百川堂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并
拥有成熟的调香技术。从功效香层面看，百川堂合
香以大量中药材为原料，运用西方调香术与气相色
谱分析，制作具有审美与效用的传统合香。合香具
有提神醒脑、安神助眠、预防感冒、防治晕车、净化
环境等作用。它以更科学，更安全，更便捷，更精美
的形式走入老百姓家里，并通过商品的广泛流通，
为中医药行业的发展带来新的生机。

从产品结构方面来看，百川堂合香形态多样，
如有使用便捷的香膏，有装饰作用的香珠手环与香
珠发饰，以及熏用香丸、香包、衣香、线香等等。

从气味审美层面观察，百川堂合香有别于西方
香水的甜腻轻浮，它深沉拙厚的香气更契合东方文
化内敛的表现形式。并在西方花果调香气市场饱
和与民众审美疲劳的今天，以壤香与木香为特征的
东方香气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从文化传播方面思考，百川堂以合香为载体，
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中心，以时令节气为起点，纪念
并探讨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比如重阳节，百
川堂以登高怀古为主题，以隐逸集为名，讨论古代
各名士。取陶潜东篱之意与李清照东篱之象调制
有菊花特征香气的《东篱》；以张良运筹帷幄，决胜
千里之大洞见创造气味飘逸的《白鹤仙》；以及象征

唐寅的香水《桃花坞》，象征庄子的香水《蝴蝶与
蓝》，象征李白的香水《且放白鹿青崖间》等。

博雅百川堂的创立，在乎以香之形，流传推广
中医药文化；在乎以香之名，汇世界文化百川于一
堂，求古今中外之是非。

芳香性中药吸入疗法的研究与应用

浙江新锦颐控股有限公司致力于发展高新技
术、智慧产业。潜心打造一个高新技术产业联盟，
利用自身优势，精准发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脉搏，
敏锐感知行业发展前景，集聚政策、项目、人才、资
源、资本优势。

无人机技术由多名知名大学教授，以色列高端
技术团队共同研发，根据国内市场实现本土化。

无人机的诞生正在改变人类社会，这种改变
将会越来越明显。随着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的实施
和推进，近几年无人机技术在民用领域的应用获
得长足发展。此款无人机用于救灾救险，灾后搜
救。

2014年中国民用无人机销售规模已经达到40
亿元。2015年全球无人机销售额达70亿美元，同
比增长9.4%，2016年达到了76.3亿美元，预计2020
年将超过600亿美元。

新锦颐无人飞机

Neusense 智慧枕是由留美医学博士后领军人
才团队发起成立的项目，该团队拥有强大的医疗技
术研发实力，并以传承中医理念、光大中医文化、惠
及大众健康为己任。团队一直致力于中医信息技
术开发、智能医疗硬件研制、智慧医院诊疗平台、中
医膏方膳食食谱研究、云端健康管理、大健康产品
交互平台等六大领域。

Neusense 智慧枕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全球
颈椎疾病人群13.8亿，其中1.6亿人在中国，同时患
病率也是居高不下。另外，中国有3.2亿人存在睡
眠障碍问题，都市白领、商旅人士、学生是失眠患者
的主力军，睡眠不好严重影响工作、学习和生活，影
响身心健康。除此之外，居家老人健康监护也是一
个社会问题，全国有留守老人、独居老人、失独老
人、空巢老人2.8亿人，没有子女陪伴生活，存在健
康隐患。

针对以上市场需求，Neusense智慧枕的设计符
合人体工程学，并通过经络、穴位、理疗起到保护用
户颈椎的作用，同时还可以通过手机绑定智慧枕，
查看用户的睡眠情况和身体基本参数，例如浅睡、
深睡的时间、心率、呼吸率等。

Neusense智慧枕还具有云端数据分析预警功
能，可远程监护用户的健康状况。当智慧枕检测到
用户的某一项参数发生异变时，第一时间向被绑定
的终端设备发出预警，收到警报的用户可以第一时

间作出反应。这一功能可用于医院以及养老院的
看护室，通过网络化管理、自动报警，医护人员可以
实时观测病人或老人的健康状况并及时做出判断。

Neusense智慧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