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中科院合肥研究院王俊峰
课题组对糖尿病候选药物 FGF21 进
行改造后制成 FGF21ss， 糖尿病小鼠
实验结果表明 FGF21ss 表现出更加优
异的降血糖、减体重效果，具有良好的
成药性， 未来有望为糖尿病患者带来
福音。 相关研究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和国际专利保护， 目前已与多家企业
达成初步意向， 共同推进临床试验和
产业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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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成像”技术走进百姓生活、产业互联网赋能企业、一秒识
别违禁物品、让铝里“长”出陶瓷……

高科技成果花开江淮

医疗器械创新成果
加快转化落地

■ 本报记者 罗宝

全省医疗器械创新发展对接会近日在滁州市举行 ,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蚌埠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 合肥中科离子医学技术装备有限公司等省
内相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疗与研究机构，以及近百家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与合同研发生产服务组织负责人参会。

对接会上，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院合肥物质科
学研究院、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合肥中科离子医学技
术装备有限公司等有关单位的 13 个医疗器械研发团队，现
场展示了新冠抗原检测系统、器官芯片、皮肤胆固醇无创检
测系统、面向癌症治疗的紧凑型硼中子俘获治疗系统、微型
载药机器人等 40 多个科技含量高、创新能力强、市场前景
好的创新产品。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部金腾川教授团队
在新冠肺炎抗疫攻关过程中， 首次发现患者血清中存在较
高浓度的新冠特异性免疫球蛋白 A（IgA），可以用于新冠肺
炎早期诊断。2020 年 2 月份开始研发新冠 IgA/IgM/IgG 抗体
诊断试剂盒（化学发光法），目前已完成四家医院临床验证，
得到钟南山院士高度认可。 4 月份取得欧盟认证，是国内首
个新冠 IgA 定量诊断试剂盒。 “感染率较高地区需要开展感
染率的流行病学筛查， 疫苗接种后需要检测疫苗免疫的效
果，这些都对我们的技术设备需求很大。 然而我们研发的试
剂盒虽然世界范围内领先，但是仪器很大，检测时间长，只
能在大型医院检验科或第三方检测机构开展检测， 急需研
发小型化、便携式设备，从而实现快速多指标现场检测。 ”金
腾川说。

与金腾川教授团队面临的情况一样， 我省一大批与医
疗器械产品创新有关的先进技术成果急需转化落地。 如何
与大批亟待技术支持的医疗器械产业成长型企业对接，打
通技术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成为推动我省医疗器械
产业由“技术优势”变成“市场优势”的关键。

我省坚持“保安全底线、推质量高线”两大目标，认真
执行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促进医疗器械产业
发展的重磅政策 。 持续实施医疗器械创新优先审批 ，稳
步推进告知承诺、 并联审批和在线申报等制度。 在创新
监管制度方面 ， 沪苏浙皖四省药品监管部门联合印发
“跨省 ” 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试点实施方案 ， 引入更多
“放管服 ”新措施 ，大胆探索区域性协同监管的新模式 。
此外，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先后与亳州、 滁州市人民政府
签署合作共建战略协议， 大力支持和服务亳州中药产业
高质量发展和中新苏滁高新技术开发区医疗健康产业园
区建设， 倾力打造我省创新药械产业集聚地， 引领带动
全省药械行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科技创新贵在研产学用协作， 难在打通技术成果转化
的最后一公里。 此次对接会正是针对当前我省医疗器械产
业创新研发与生产制造两者平行推进、 交叉甚少的突出问
题，促进双边的科技联姻、深化研产学用合作的一次有益尝
试。 对接会上，很多生产企业负责人就创新产品预期用途、
设计开发进程等与研发专家进行深入沟通并就合作事项进
行交流与磋商。“我们将把政研产学用五方交流的形式固化
下来并常态化推进，把创新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把深化政研
产学用合作作为关键举措，把引进、吸收、转化创新资源作
为重要突破口，推动高校院所、第三方组织和企业建立更加
紧密、全面、深入的合作关系，坚定走联合创新的路子，主动
发挥市场主体地位，让新产品、新应用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得
到推广使用， 加快提升我省医疗器械行业自主创新能力和
核心竞争力， 努力打造我省医疗器械创新发展与合作的典
范。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人介绍说。

上千次试验 十五项专利

安徽“智”造登月国旗

■ 本报记者 汪永安

近日，国家航天局公布“嫦娥五号”传回地面的国旗展
示影像， 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闪耀月球！ 一时间， 这面
“‘biu’一下弹出来的可爱的五星红旗”在网络刷屏。 日前，
记者在安徽华茂集团“月面国旗工作室”，亲眼看到了一面
与登月国旗同款的长 30 厘米、 宽 20 厘米的精致又可爱的
五星红旗。

“这是我国在月球表面首次实现五星红旗的 ‘独立展
示’，也是第一面在没有温控的严酷环境条件下的“织物版”
国旗成功在月球上展示。 ”华茂纺织染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关辉告诉记者，为了给“嫦娥五号”制作一面可以经受月面恶
劣环境考验的国旗， 她和项目团队的同事进行了 8 年攻关，
做了上千次试验，申请国家专利 15 项。

由于月球表面电磁辐射强， 环境恶劣， 温差可达正负
150 摄氏度，这就决定了普通五星红旗在月球上无法使用。
“如果把地球上使用的国旗放在月球上，它的颜色在很短时
间内就会褪色、串色。 ”据关辉介绍，为制造登月国旗，光选
材就用了一年多时间，因为既要耐高温又要耐低温，这样的
材料很难找。 技术人员经过反复比选、试验，最终挑选出两
种符合要求的纤维材料。此后，在纺纱、织布、染色、切割、印
制、缝纫的每一个工序环节，华茂人都经历了百余次试验，
攻克了纺纱生产难关，解决了染色、鲜艳度、缝纫平整度等
技术难题，满足了近于“苛刻”的质量要求，终于成功研制出
符合登月要求的第一面“织物版”五星红旗。“仅印制这一环
节我们就进行了上千次试验，从 2014 年到 2016 年，我们天
天都在做这个试验。 ”

“我们研制的国旗，在 200 摄氏度的高温下不变色、不
串色，在零下 150 摄氏度的极低温下不会变脆，仍能保持较
强的柔韧性。 ”关辉介绍说，研制登月国旗过程中产生的多
项专利技术，现已在企业大量推广使用并取得良好成效。

始建于 1958 年的华茂集团， 迄今已创造了连续 47 年
盈利的业绩，先后荣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国家知识产权
优势企业”和工信部“智能制造试点示范”等多个奖项，连续
多年跻身“中国棉纺织行业竞争力 20 强企业”。

■ 本报记者 汪永安

我省扶持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在
皖创新创业项目自 2014 年实施以来，
共立项扶持 220 个省级高层次科技人
才团队，累计引进院士等各类人才 2000
余名。 这些高层次人才团队落地安徽，
让一批高科技成果迅速在江淮大地开
花结果。

“空中成像”技术
画面充满未来感

人类与空气中清晰的影像交互 ，
像极了科幻片的场景， 这个充满未来
感的画面已经在现实世界栩栩如生 。
在安徽 16 个市的多家三甲医院、武汉
肺科医院等地，“空中成像” 自助挂号
机让就诊患者大开眼界： 挂号机屏幕
画面悬浮在空气中， 人们不需要与设
备接触 ，直接在空气中比划 、点击 ，就
能完成挂号 、预约 、缴费等流程 ，从而
有效避免交叉感染。

“传统的全息投影是一种有介质
的成像，与此不同，我们的空中成像技
术是通过一个特殊的透镜， 把光线汇
聚在空中，形成一个实像，人们可以通
过这个空中的影像进行人机互动。 ”29
岁的东超科技董事长韩东成介绍 ，这
项空中成像技术具有以下优点 ：“空 ”
———完全不用实体屏幕， 用全球领先
的可交互空中成像技术， 全部操作均
在空中完成；“灵”———设备安全稳定，
可与原系统无缝联网对接，响应迅速；
“净 ”———完全切断接触式污染源 ；
“密”———设备有特定的可视角度可保
护用户界面，预防偷窥！

除了无接触挂号机，“可交互空中
成像”技术也应用到了电梯轿厢。 2019
年 3 月 2 日， 全球首台空中成像无接
触电梯按钮终端在合肥高新区正式投
入使用，电梯乘客想去几楼，面对悬浮
的 “空中屏幕 ”就能按键选择 ，再也用
不着借用纸巾、 钥匙扣等触摸电梯按

键。 “东超科技正在进行二代技术的研
发， 这种三维空中成像技术将能突破
尺寸限制， 在户外呈现任意尺寸的三
维实像， 从而彻底实现人类视觉用户
界面在生产生活中的变革， 真正让科
幻电影中的场景走入各行各业。 ”韩东
成说。

一秒识别违禁品

太赫兹技术显神通

一秒过安检， 就能被探知身上是
否携带了金属、液体等违禁品。 2020 年
11 月 5 日至 10 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
心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上， 安徽造太赫兹安检系统一秒识别
违禁物品，为博览会保驾护航，这已是
安徽造高科技安检系统连续三年助力
进博会。

这款“非接触式”太赫兹人体安检
系统采用被动式太赫兹成像技术 ，接
收人体散发的太赫兹波， 实时快速转
换、处理成视频图像，人体表面携带的
物品会遮挡人体散发的太赫兹波 ，从
而在图像中形成阴影， 结合人工智能
算法， 可以判断出隐藏在衣物内的可
疑物品。 在这一技术支持下，人只需步
行通过安检通道， 无需停留、 无需触
摸，即可完成安检。 相对于传统安检，
太赫兹人体安检系统不仅可以检测金
属，还可以检测液体、陶瓷、胶体、粉末
等非金属物品。 无需停留的安检通过
速度， 将安检效率从传统的 240 人/小
时提升到不低于 1500 人/小时，有效改
善公众安检体验度， 也大大减轻了安
检人员的工作负担。

博微太赫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
立时间不长，但发展迅速，这和我省引
进高层次人才团队政策对公司研发在
资金、政策等多方面的扶持分不开。“现
在我们在国内太赫兹安检领域处于领
先地位，除了大型安检设备外，我们还
研制出体积较小的地铁安检仪、车载移
动安检仪以及用于学校、医院的壁挂式

安检设备，国内市场占有率保持在 80%
以上。 ”公司总经理武帅说。

产业互联网平台

赋能万家企业

“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区块链，这些高大上的技术整合在
一起，就变成了产业互联网平台。 ”近
日， 在位于芜湖市的安徽共生物流科
技有限公司大数据中心， 董事长卢立
新指着一面长 12 米、宽 3 米的大屏幕
说。 在安徽省扶持高层次人才团队创
新创业政策的支持下，这家 2015 年成
立的公司迅速成长， 目前在无车承运
人 （网络货运） 领域综合排名安徽第
一、国内第九。“截至去年底，我们共纳
税 19803.51 万元 ，成为安徽省第一家
达到业绩奖励条件， 并兑现股权奖励
的高层次人才团队。 ”

36 平方米的液晶显示屏占据了
共生物流大数据中心的一面墙， 上面
显示着物流价格指数、实时交易额、在
线车辆数量、 车辆状态、 车辆行驶轨
迹 、交易热图 、车辆异常监控等 ，覆盖
全国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屏幕上密
密麻麻移动的亮点多如满天的繁星 。
“那亮点就是一辆辆满载货物，奔驰在
大江南北的货车， 平均每天大屏幕上
实 时 监 控 到 移 动 轨 迹 的 大 货 车 有
8000 辆至 10000 辆 。 ”卢立新告诉记
者， 目前在共生物流产业互联网平台
上注册的货车已超过 30 万辆，服务的
企业有上万家。

“共生物流平台通过系统的全链条
服务可以做到合同、回单、运输轨迹、资
金流与运输业务一一对应，真正实现了
资金流、物流、单据流、交易合同流四合
一，这在国内物流平台中屈指可数。 ”卢
立新介绍，产业互联网平台既可赋能制
造企业， 也能赋能中小物流企业和车
主，帮助他们提质增效。 据初步测算，通
过产业互联网平台能为制造企业降低
物流成本 9%，提升物流企业车、货匹配

效率 10 倍左右。 “预计 5 年内可以为 10
万企业用户提供物流产业互联网服务，
降低物流与供应链成本 20%以上，努力
打造百万物流共赢生态圈、千亿物流共
享大平台。 ”

让铝里“长”出陶瓷
新材料领域领风骚

“陶瓷很脆，一摔就碎；铝很软，一
掰就弯———这是普通人对于陶瓷和铝
这两种材料的印象。 我们通过多年攻
关，在铝里加上纳米陶瓷粉体，研制出
强度高、韧性好的陶铝新材料。 ”在位
于淮北市的安徽相邦复合材料有限公
司， 公司负责人王浩伟教授拿起一块
外观像铝的金属告诉记者，通俗地说，
这项成果就是让铝里 “长 ”出陶瓷 ，造
出一个陶铝 “大力士 ”，这个 “大力士 ”
身轻如燕却力大无穷， 比强度和比刚
度甚至超过了“太空金属”钛合金。

“大家小时候都玩水玩沙子，我的
专业就是把‘水’和‘沙子’掺在一起玩
儿。”王浩伟教授所说的“水”正是用于
铸造的金属铝，“沙子”则是陶瓷。铝里
“掺”陶瓷，能提高材料的强度和刚度，
可是同时会出现加工成形困难、 强度
及塑性差和性能不稳定等一系列问
题，阻碍了这种材料的工程应用。 “既
然用物理方法从外面往铝里掺陶瓷的
路走不通了， 我们又想了另外一个办
法———‘无中生有’， 让陶瓷自己从铝
里 ‘长 ’出来 ，这样两种材料就能相容
了。 ”王浩伟教授介绍说，他们最终采
用了 “原位自生技术 ”，通过熔体控制
自生， 陶瓷颗粒的尺寸由外加法的几
十微米降低到纳米级， 从而突破了外
加陶瓷铝基复合材料塑性低、 加工难
等应用瓶颈。

目前，该公司生产的纳米陶瓷铝合
金材料已广泛应用于天宫一号、天宫二
号、量子卫星、国产大飞机等航空航天
和军工国防领域。

糖尿病治疗药物
研究有新进展

茛 科研人员做数

据分析。

▲ 科研人员展示 FGF21ss。

荩 科研人员保存

菌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