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南沙区科技项目配套公示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项目级别
配套经费
(万元)

1

高性能长寿燃料电池发动机系统的开
发研制——关键部件、电堆及系统集

成
广州市香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 国家级 103.41

2
含碳超临界流体的第一性原理分子动

力学研究
广州市香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 国家级 37.2

3
填埋场植物-建筑垃圾相互作用机理

及生态覆盖系统研发
广州市香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 国家级 37.2

4
含硫含盐废水中碳氮磷同步去除：新

型颗粒污泥的开发与机理研究
广州市香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 国家级 36

5 细菌在多目标优化下的资源分配策略 广州中国科学院先进技术研究所 国家级 34.1

6
大气细颗粒物中毒性有机物分子水平
组分分析：基于超高分辨质谱的研究

广州市香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 国家级 22.7175

7
中国东南沿海极端降水灾害时空变异

的天河水汽输送机制
广州市香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 国家级 16.8

8
内预热式超临界水膜反应器内水膜边

界层的防护机理和调控机制
广州中国科学院先进技术研究所 国家级 15

9
蛛丝定向集水启发补丁银纳米线柔性

透明电极及其智能开关行为研究
广州中国科学院先进技术研究所 国家级 15

10
泥石流与多重防护系统相互作用机理

的研究
广州市香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 国家级 14.4

11
锂离子动力电池自动化生产线关键技

术创新基地
广州中国科学院工业技术研究院 省级 126

12
空中-水面跨域无人系统自组织协同

作业关键技术研究
广州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分

所
省级 126

13
精密压铸行业打磨机器人应用示范生

产线关键共性技术的开发研究
广州中国科学院先进技术研究所 省级 98

14
基于无人机航测的三维实景重建平台

关键技术研究
广州全成多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省级 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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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新能源汽车电池系统安全性关键技术

研究及应用
广州中国科学院工业技术研究院 省级 84

16
纺织印染定型机废气处理及余热回收

成套技术开发与应用示范
广州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分

所
省级 84

17
东方重机核电设备焊接技术院士工作

站
东方电气（广州）重型机器有限公司 省级 70

18
生物材料与组织工程产品产业化基地

的建设
广州中大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省级 70

19 移动互联网取证关键技术研究 广州中国科学院软件应用技术研究所 省级 70

20 “广东特支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广州市健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省级 40

21 冲压成型CAE仿真技术示范应用 广州中国科学院工业技术研究院 省级 35

22
基于3D打印技术的多孔金属骨科植入

物核心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广州中国科学院先进技术研究所 省级 28

23

太阳电池辅助光功能材料的太阳能转
化与光催化降解有机污染物的系统耦

合与调控研究

广州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分
所

省级 24.5

24
基于区块链的食品质量可追溯平台关

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广州中国科学院软件应用技术研究所 省级 21

25
智能化节能型污泥分区干化设备关键

技术的研发及应用示范
广州市香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 省级 12.25

26
珠江口水产源乳酸菌肽生物合成基因

库的构建
广州中国科学院先进技术研究所 省级 7

27
基于人工智能模型的原核启动子强度

预测及定量设计
广州中国科学院先进技术研究所 省级 7

28
计算机辅助菌种设计：算法设计及工

具开发
广州中国科学院先进技术研究所 省级 6.65

29
智能仿生眼应用于广域周界监控的关

键技术问题研究
广州中国科学院先进技术研究所 省级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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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油田过滤和反冲洗设备理论和工艺应

用研究
广州市香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 省级 3.5

31
基于超算的视频图像深度学习关键技

术研发
广州中国科学院软件应用技术研究所 市级 100

32
有机柔性TFT及柔性电子纸关键技术

研究及产业化
广州奥翼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市级 75

33

有效提高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回收设备
的切削刀具耐磨性和使用寿命技术工

艺联合研发及产业化
广东隽诺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市级 50

34
基于互联网的提前放电避雷针及其遥

测设备的研制与应用
广东立信防雷科技有限公司 市级 50

35 基于电泳显示的柔性电子纸显示模组 广州奥翼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市级 50

36
电子产品光反射膜专用色母粒技术开

发
广州保亮得塑料科技有限公司 市级 50

37
大功率、高速、高机动、长续航里程

新能源摩托车的研制
广州雷利诺车业有限公司 市级 50

38
一种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卧式拉力试验

机的设计与研发
广州市广材试验仪器有限公司 市级 50

39
基于4G网络远程控制和高清视频回传

技术的智能无人机
广州市华科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市级 50

40
面向柔性自动化装配的发动机装配

AGV研发及产业化
广州市井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市级 50

41 基于媒体矩阵的网络音频传输系统 广州微数电子有限公司 市级 50

42
广州市科技金融综合服务中心南沙分

中心建设
广州南沙置业有限公司 市级 50

43
面向船舶制造的磁吸附轮式移动焊接

机器人系统研发及示范应用
广东新船重工有限公司 市级 16

44
基于3D打印技术的钛牙种植体核心技

术研发及产业化
广州中国科学院先进技术研究所 市级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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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面向3C行业产线的双臂柔性协作机器

人关键技术研发
广州中国科学院先进技术研究所 市级 35

46
无源元器件嵌入式MEMS功能组件基板

研发与产业化
安捷利（番禺）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市级 30

47 光纤激光器建模仿真与辅助设计软件 广州中国科学院软件应用技术研究所 市级 30

48
创新靶标高效低毒抗癌一类新药EZ-

001的临床前研究
广州市香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 市级 28

49
基于多菌种混合发酵技术的新型植物

酵素
广东正当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市级 25

50
基于PWM技术的双变频水泵等系统套

件研发及产业化
广州奥姆特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市级 25

51
环保型高强度玻璃纤维增强材料制备

方法的研究与应用
广州孚姆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市级 25

52
3D打印个性化纯钛口腔植入材料的设

计开发及应用
广州市健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市级 25

53
一种可用于路面修建的双向塑料土工

格栅
广州市特帅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市级 25

54
一种新型润滑机理的全自动喷淋水基

润滑剂的科技攻关
广州泰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市级 25

55 智能充电桩运营管理平台 广州智客云软件有限公司 市级 25

56
有机碳源对单级自养脱氮运行性能的

影响研究
广州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分

所
市级 10

57
超临界水氧化水膜反应器内亚临界水

膜的防护机理和优化机制
广州中国科学院先进技术研究所 市级 10

58
用于医学成像的曲面多谱复眼视觉系

统及其关键技术研究
广州中国科学院先进技术研究所 市级 10

59
紫外光绿色印刷全聚合物柔性透明电

极及其智能特性研究
广州中国科学院先进技术研究所 市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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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可触控式电子纸显示屏关键技术研究 广州奥翼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市级 7.5

61
共享应用实例的云计算多租户构建模

型及其关键技术研究
广州中国科学院软件应用技术研究所 市级 5

62
工业无线网络复杂交互式错误诊断分

析方法
广州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分

所
市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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