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类 序號 成果名称 学术领域 应用行业 项目内容及特点 技术成熟度及应用范围
技术成熟度

阶段

意向合作方

式

（请参考意

向合作方向

分页）

意向合作

伙伴类别

（企业／

其他：）

预计经费投

入
合作形式

A1

环境友好型绿色农药的开

发 生物科技 绿色农药

目前世界范围农药中有一半是高毒农药，尚无理想替代品。 本专

案以高毒性除草剂百草枯为例，首次提出利用紫外光敏感型材料

对百草枯进行包裹，在喷洒于杂草表面之后，由于长时间暴露于

太阳光找下，光敏感型材料被裂解，从而释放出被包裹的除草剂

，达到除草效果。 然而太阳光中的紫外线的穿透能力较差，无法

透过皮肤致使光敏感型材料裂解，因此大部分被人体误吸入的百

草枯仍然以被包裹的形式排出体外， 从而达到降低对人和动物毒

性的目的，因此其可作为市售百草枯的新一代安全替代品应用。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技术还可被推广应用于其他高毒高效农药，

使其转变为低毒高效的绿色农药，在尽可能保留原药效果的同时

，降低消费者因接触或误服所引起的中毒几率。

研究成果已经获得中国专利，并发表于国际权威杂志 Nature 

Communications，并且荣获了澳门科学技术奖-技术发明奖三等奖

（2020）。 依托该技术，在澳大创新中心资助下成立了 RJC 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按照已定技术方案进行实验室规模小试（

500mL 规模），初步制备出小试样品，还与中实化学有限公司进

行合作实地考察并探讨大规模生产该纳米百草枯制剂的可能。 

为优化配方和控制配方成本，基于前期研究基础和理念正进一步

的开拓低成本安全光敏材料用于光回应型绿色除草剂剂型的制备

， 开发高毒高效农药新配方。

作为世界首次提出并开发的人类友好型纳米农药，市场前景广阔

，有望占据市场上各类高毒农药的市场份额。

TRL4
技术转让；

合作开发
企业

500-600万澳

门币

课题转化资

助或参股

A2
用于活细胞药物递送的超

分子细胞试剂盒产品开发
生物科技 生物医药

细胞作为生命的基本单位，正以新的药物载体的形式受到关注。

本团队前期首次提出了「超分子细胞」的概念，利用超分子技术

提供了一个利用活细胞递送纳米药物的平台。并设计成有利于临

床使用的试剂盒，可简单的基于超分子作用构建细胞-脂质体结合

体用，是一种全新的且无损细胞功能的药物载体构建模式，可于

高效靶向递送药物治疗恶性肿瘤以及难治性炎症。该试剂盒能在

临床上方便的、快速的将患者自体细胞与载药纳米粒子结合再输

回人体治疗。该技术提供了一个利用活细胞递送纳米药物的平台

，可用于不同种细胞与纳米药物的偶联递送治疗不同疾病。作为

一项高创新、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该试剂盒将能为社会提供一种

治疗多种难治性疾病的新思路和新的希望。

研究成果已经申请了中国专利（实际审查中）并同时在申请PCT

专利，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权威杂志 Nature Communications、 

Materials Today、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等杂志。目前该项

目技术已经完成了实验室的部份动物学实验包括完成基于有效性

和安全性的动物学实验，团队根据技术特性和临床需求已经初步

成功开发出试剂盒形式的小试样品，还与医院合作完成了人体临

床样本的治疗效果评价。目前正在进一步完善临床前研究并积极

准备推进临床试验。作为世界首次提出使用“超分子技术”概念

开发可用作细胞治疗的试剂盒，该产品具有省时高效、操作简便

的优势，市场前景庞大，因此我们的技术和产品产业化后将具有

更大的临床应用价值和经济效益。

TRL4
技术转让；

合作开发
企业

1000万澳门

币

课题转化资

助或参股

A3
空间单细胞病理数据分析

软件
生物科学 疾病研究

空间单细胞技术不仅可以获取单细胞的信息，还可以得知细胞之

间的空间关系信息。使得生物学家的研究不局限于一个个的细胞

，而可以直接研究整个细胞网络，组织微环境以及组织微观结

构。现阶段空间单细胞技术种类繁多，产生的数据量较大。分析

空间单细胞数据的难度大和成本高，我们通过开发可以使用于多

种空间单细胞技术数据，适用于大数据的分析软件。软件不仅包

含了传统的空间分析方法来分析单细胞的空间特征，也整合了许

多业界先进的基于机器学习的分析算法来分析细胞网络的互作关

系。帮助生物信息学家提高分析效率同时也帮助非数据科学家独

自开展空间单细胞的数据分析工作。

项目已完成所有的原型模块的开发，其中核心算法均完成原型开

发，可视化模块原型代码已全部完成，且上述模块仍在持续迭代

中。完成主框架的研发及原型系统的思想，在预期功能均已全部

实现的基础上，我们核心算法全部采用了 Rust 语言实现以达到

极高的性能。软件提供了Python的API以供用户调用。部署了持续

集成的工作流，每一次修改提交都将进行自动化测试与构建。现

阶段测试覆盖率超过80% 。软件的架构文档与使用指南已完成撰

（https://spatialtis.readthedocs.io/），并针对该软件包撰写了相关的

教程和样本数据。基于原型系统开展相应的验证分析，项目已对

市面上大部分空间测序技术的数据进行了验证和测试。软件已足

够在学术界用于数据分析。

TRL4
技术转让；

合作开发
企业

200万人民

币
投资

生物医药及中医药



A4 穿心莲内酯新制剂 药剂学 生物医药

穿心莲内酯是爵床科植物穿心莲中的主要有效成分，在水中溶解

性差，人们通常称之为“苦中之王 ”，其具有解热，抗炎，抗病

毒，抗血小板聚集，保肝利胆等功效。实验表明，穿心莲内酯具

有抑制和延缓肺炎双球菌或溶血性乙型链球菌所引起的体温升高

作用，并且具有一定抗 HIV 作用。穿心莲内酯在临床上主要用于

治疗细菌性痢疾，急性肠胃炎，流行性腮腺炎，扁桃体炎，咽喉

炎，上呼吸道感染，泌尿感染等，现作为中药抗生素而应用广

泛。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推荐用于新冠病毒（COVID19）治疗。

中国药典中收录剂型包括滴丸，片剂、胶囊、滴丸和中药注射剂

等。在我们的试验中，通过计算模拟和体内外试验，已经在实验

室获得一个具有高溶解性(体外实验)和高生物利用度（大鼠实

验）的新处方，并且申请中国发明专利。

完成实验室研究，即将开展小试和工艺放大研究和开展临床实

验。
TRL3

技术转让；

合作开发
企业 500-1000万 面谈

A5
T-MSC干细胞球软膏治疗

糖尿病足
干细胞治疗 医疗

近年来，干细胞-尤其是组织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MSC）-已广泛试

用于糖尿病足溃疡（DFU）的治疗。参赛团队负责人徐仁和教授于

2013在美国康乃迪克州立大学开发了由人胚干细胞经滋养层细胞分化

为间充质干细胞（T-MSC）的技术。据此技术徐仁和教授在美国康乃

迪克州成立了爱姆斯坦（ImStem）生物科技公司并申请专利，后在珠

海横琴成立了分公司，对T-MSC进行开发和转化。去年，T-MSC获得

美国食药监局（FDA）批准进入多发性硬化症的临床试验。这是同类

干细胞产品首次获批。我们在澳门大学的研究发现干细胞（包括T-

MSC）成球后进入类似动物的冬眠状态而在常温、缺氧条件下存活10

天还能维持生物功能，这一专利技术被用于细胞的常温运输，能取代

昂贵且繁琐的冷链运输。在临床应用中，干细胞常以单细胞状态通过

静脉给药，细胞球显然不合适。为此，我们在小鼠和恒河猴开发出多

条途径将干细胞球局部用于疾病治疗：（1）经脊髓腔注射治疗猴子

多发性硬化症；（2）经关节腔注射治疗猴子骨关节炎；（3）用干细

胞球表面涂抹治疗正常和糖尿病小鼠的皮肤损伤。这些实验均取得显

著疗效，在国际一流学术期刊上发表。因此，T-MSC球可以作为DFU

的新型治疗剂型。

糖尿病患者常因血液粘稠、血管炎症和局部血栓而形成糖尿病足

（DFU），表现为足部缺血、溃疡、 感染，甚至坏疽。目前治疗

主要包括足部护理和使用扩血管药，但药物很难有效达到溃疡部

位。为此，多种成体组织干细胞已试用于DFU 的治疗，它们通过

分泌细胞因子促进局部细胞增殖和血管再生，还可直接分化成多

种功能性细胞。但成体组织依赖捐赠，难以量产成药。本团队利

用可长期增殖的人胚干细胞，经滋养层细胞源源不断地分化成 

MSC（T-MSC），T-MSC成球后能耐低氧和低温，与赋形剂混合

形成软膏涂抹伤口，可治疗正常和糖尿病小鼠的皮肤损伤。据此

，本团队拟使用专利研发制作的T-MSC 球软膏，用于DFU的局部

治疗，通过其高存活率，调节免疫、促进再生来加快DFU的愈

合。

TRL3 合作开发
其他：投

资

1000 万澳门

元

我们（制作

干细胞球软

膏）拟与有

兴趣者（提

供资金）、

横琴爱姆斯

坦公司（提

供医疗级T-

MSC）和珠

海市人民医

院（开展临

床研究）合

作转化本产

品。

A6

干燥综合征患者自身免疫

相关干眼症的新型眼部用

药（滴眼液）的研发

生物医学 生物医学

干眼病是一种由泪腺或睑板腺功能障碍导致的眼部疾病，患者会

出现眼部不适，视觉障碍和过多眼泪产生等症状，如果不及时治

疗会导致失明。近年来电子设备的快速发展，干眼病已成为全球

流行疾病，并具有年轻化的趋势，但目前单一药物尚无法治疗干

眼症的所有症状。可以治疗与干眼病有关的所有症状。因此，本

项目旨在从多种具有抗炎，抗血管生成和细胞保护作用的传统中

药里寻找能安全有效地用于眼部病症的药物。在实验性研究结果

中，我们利用两种中药来源的主要化合物进行联合治疗，以改善

干眼病造成的眼表症状，达到联合用药更优的治疗效果。。我们

所有的初步研究均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美国专利(granted)，该联

合治疗有效抑制疾病中（例如，干眼症和干燥综合征）炎症的发

生，这将涉及新的化学组成用途。我们的研究提供更多可行性的

科学数据，对进一步药物开发发展以及临床治疗有可靠的参考。

在本项目中，我们分别利用化学分析以及生物评价两方面对新型

眼部用药（滴眼液）在干眼病治疗进行实验。化学分析主要利用

质谱以及蛋白组学方面的知识对该治疗的化合物进行分析。生物

评价，主要利用杯状细胞体外实验，以及干眼病动物模型的体内

实验，深入研究该治疗的效能和治疗机制。本项目的联合疗法最

终会以滴眼剂的形式在临床上应用。当局部使用时，滴眼剂的能

对干眼症所引发的炎症、免疫反应有较好的抑制作用。新型眼部

用药（滴眼液）为治疗干燥综合征提供新的思路，可广泛应用于

各大医院及药房。

TRL3
技术转让合

作开发
企业

500万人民

币

技术转让合

作开发

A7
基于微流控技术的大规模

活生物体筛选系统
生物医学

医疗，化妆

品，环境

本项目是以高通量活体芯片和细胞芯片为主体的实验平台，由成

像仪、注射泵、活体及细胞微流控芯片和软件四部分组成，可针

对性地通过个体化微流控芯片为药物研发、食品及化妆品检测、

环境监测等多领域提供分析检测平台。本项目具有配套的程序化

软件和高通量筛选专利的全自动成像设备，通过电脑控制实验图

像/影像的获取，实现“芯片实验室”的目的。本项目具有以下创

新点：①芯片结构多样化，可实现高通量筛选；②自动化快速分

析，活体实时、高效、自动采集数据，极大提高实验效率，节省

人力物力成本；③微流控技术的支持减少样品消耗，节省成本并

降低实验产生废料对环境的污染；④设备高度集成化，操作简单

方便。

本项目由硬件（成像仪、注射泵、活体及细胞微流控芯片）和软

件两部分组成，目前已成功推出原型机并通过第三方检测，其中

硬件部分技术成熟度达到TRL7等级，即已形成整机产品工程样机

，在真实使用环境下通过实验验证；软件部分技术成熟度达到

TRL6等级，即已完成正式版本软件研发，满足需求，达到设计目

标。研究成果已获批中国、美国和欧洲共3项专利，获得第47届

瑞士日内瓦国际发明展特别嘉许金奖，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科学技

术奖技术发明奖三等奖。本项目可应用于药物研发、食品及化妆

品检测、环境监测等多个领域，可用于科研使用，也可用于企业

检测及作为检测平台开放使用。

TRL6

合作开发合

资生产/技术

转让合作开

发

企业
500万人民

币

合作开发合

资生产/技术

转让合作开

发

生物医药及中医药



A8
澳大“益智素”誓破神经

退行性疾病难题
生物医学

生物医学，

膳食补充剂

帕金森氏症和阿尔兹海默症的病因尚未明确，目前，临床治疗以

缓解症状为主。澳门大学李铭源教授团队花了超过十年时间，从

“四大南药”益智仁中发现了全新活性成分“益智素＂，研究结

果发现“益智素”在多种帕金森氏症与阿尔兹海默症动物模型的

防治作用，“益智素”已成功获得多项专利，获欧美、日本及内

地的知识产权保护。此项目获得澳门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企业创新

研发资助及重点研发专项资助(项目编号:0016/2019/AKP)，李铭源

教授团队围绕益智仁及“益智素”开发不同剂型的药品和保健

品。2014年，在葡国总统席尔瓦（Aníbal Cavaco Silva）见证下，

澳门大学与葡萄牙公司TechnoPhage签署合作协议 ，双方正式展开

中医药方面的合作，并就“益智素＂新研发达成技术转移共识。

这将有助“益智素＂打进欧洲市场。

1. 已研发出的产品一：益智素（冲剂）——欧盟新颖食品

产品简介：项目团队从益智仁中分离提取获得全新小分子益智素PD-

001。研究表明益智素可提高老年人的认知能力、改善记忆和行为障

碍、频尿失禁等症状。益智素符合欧盟对新颖食品成分注册要求。

此产品将针对迅速扩大的老年保健市场，提高长者的生活质量。目

标于一年内在欧洲成功注册及销售相关产品

2. 已研发出的产品二：益智素（咀嚼片）——美国新药申请

产品简介：帕金森氏症主要表现为静止性震颤，运动迟缓，肌肉强

直等。中国药典、世医得效方均记载了益智仁对颤振的功效。阿尔

兹海默症（失智症）主要症状为认知功能下降、精神症状和行为障

碍等。益智仁是治疗老年性痴呆症最常用的中药之一，例如方剂

“补元聪脑汤”, ”补肾益智汤”, “健脑益智颗粒”中都包括益智

仁。项目团队从益智仁中分离提取获得全新小分子益智素PD-001。

研究表明益智素缓解帕金森氏症和阿尔兹海默症的病情进展、改善

帕金森及阿尔兹海默症状，将能补充抗神经性退行性病产品市场的

空白。目标于一年内获得美国IND, 开始一期临床试验

TRL4-5
技术转让合

作开发
企业

1500万人民

币

技术转让合

作开发

A9
口服治疗多发性硬化症新

药
新药研发 医疗

多发性硬化症（MS）是一种严重、终身、进行性、致残性的中枢

神经系统脱髓鞘疾病，好发于 20-40 岁的中青年人群。该病被列

入我国第一批罕见病目录。诺华研发的捷灵亚（商品名：Gilenya

，又名芬戈莫德）于 2019年7月12日，在中国正式获批用于治疗10

岁或10岁以上患者的复发型多发性硬化 (RMS)。诺华 2019 年财报

显示，芬戈莫德全球销售额达到 32.23 亿美元。

本项目为一种新型口服治疗多发性硬化症的新药，包括以下优

点：

1.首次发现，机制新颖、明确，靶点清楚

2.口服有效

3.疗效显著，几乎能够完全缓解多发性硬化症症状

4.毒性低、可全合成，可结构修饰

5.符合专门通道进行加快审评审批的要求

6.将可能是国内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口服治疗多发性硬化

症药物

完成动物药效、毒性、细胞及靶点等实验。作用效果显著，毒性

低，耐受性好，机制新颖，靶点清晰。可全合成，可结构修饰。

应用范围：口服治疗多发性硬化症药物

TRL4 合作开发 企业

A10
具神经保护作用的中药有

效活性部位
中药药理学

开发成国家

新药或保健

品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老年痴呆症协会提供的数字，预计到

2030 年，全球老年痴呆症患者将达 

7500 万人。而目前，仅有少数几个药物可用于个别神经退行性疾

病。其中化学类药物长期服用具有严重的副作用，而且不能治

本。到目前为止，国家已批准的神经保护药物多为中药复方，市

场上缺少安全，疗效高的抗老年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药物。因此开

发单味中药有效部位的意义重大。本项目最终

从 150 多味传统安神益气中药药材中，鉴定出远志具有神经保护

作用的活性部位，能有效地通过细胞之自噬及补体系统调控功能

，高效地分解能引致巴金森症之错误折迭突变型 a-突触核蛋白，

阻断其聚合能力，并减轻其神经毒性及调控免疫系统。因此，本

研究成果将为开发远志活性成分，用作为治疗老年相关疾病，如

阿兹海默症及巴金森症等之新药或保健品研发领域，提供重要科

研实证及开发基础。

此项目项目已获澳大利亚及美国专利共 2 项，发表 SCI 文章 2 篇

1、科技含量高：本品可开发成国家新药或保健品。

2、低毒、高活性：具有明显的神经保护活性，可以有效地减轻

神经退化性疾病的症状及调控免疫，且毒性低。

3、天然药物，资源丰富：本品药材来源丰富，为天然药物经提

取、分离、纯化后所得的总有效部位。

TRL4
技术转让；

合作开发
企业

A11 健参宝 应用科学 膳食补充剂

「健参宝」是一种增强 PD1 抗肺癌疗效的药食同源中药多糖饮食

补充剂，由澳门科技大学副教授、澳门药物及健康应用研究院助

理院长梁丽娴博士领衔，团队由跨学科优秀科学家组成，团队经

过艰辛研究,发现从中药人参中提取的人参多糖(GPs)可以重塑 PD1 

无应答患者肠道菌群功能。这个发现增加了抗 PD1 免疫疗法在肺

癌治疗中的敏感性，这也是首个经证实的临床前报导。这项研究

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并投稿至著名期刊“Gut”（影响因子为 

19.819），并成功申请了一项中国专利。这是全球首个有关中药人

参提取物 GP 可以重塑抗 PD1 无应答患者肠道菌群功能的研究报

告。

「健参宝」作为膳食补充剂已获取澳门卫生局批文，可以在澳门

作为食品补充产品类别进行销售和使用。并已成功吸引天使轮投

资与科大成立合股公司。另外还在进行临床试验研究其他功效。

TRL5 合作开发
250 万澳门

元
投资

生物医药及中医药



A12

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多时

间序列单细胞测序分析技

术

计算机、生

物

单细胞测序

分析

项目内容：单细胞测序是在细胞层面，对治疗疾病的潜在药物和

靶点进行挖掘与分析的一种方法。单细胞测序的关键是找出可能

造成样本差异的关键抗原。现有的单细胞分析技术不能很好地同

时分析多时间序列样本数据。但在实际中，多数情况下，研究者

都会为每个样本采集多时间序列数据。在这样的情况下，本项目

基于组稀疏的机器学习方法，开发单细胞测序分析软件。该软件

可以同时对于多个时间序列的单细胞数据样本进行分析，得出统

一结论，以期能够挖掘出在多个时期内造成样本差异的关键抗

原。特点：本项目的主要特点在于，与传统的单细胞分析方法相

比，本项目开发的软件具有同时分析单细胞时间序列数据样本的

能力，直接找出全时域上药物与生物靶点的关系。

软件的研发模式：由于本项目的目前群体所采用的采集器械，样

本数量，抗原数量都有较大差异，因此本项目采用快速原型模型

开发软体。我们已经开发出一个初始的原型软件并进行了试用，

后续会根据用户的具体需求进行调整和改进。原型系统研发：本

项目已经完成了原型系统的研发并已经投入实际的测试。验证分

析：本项目目前已经与其他生物科研课题组合作，收取到了相关

单细胞测序的数据，并进行了相关的数据处理和分析，初步分析

结果较好。

应用范围：本项目开发软件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单细胞 RNA 

测序技术

(scRNA-seq)和质谱流式检测技术(CyTOF)都可以使用我们的软

件。本软件既可以分析多时间序列数据样本也可以分析单一时间

序列样本。

TRL4 合作开发 企业

A13
自动检索科技文献，提取

潜在知识的机器学习技术
材料、生物

生物信息、

药物研发、

材料基因组

项目内容：在生物、药物研发领域，有大量文献致力于筛选与疾

病相关的靶基因、靶蛋白。由于庞大的文献数量，因此科研工作

者无法翻阅所有文献，来获取感兴趣的知识。我们的目的是开发

一套系统，该系统能够帮助研究者查找文献，并且能根据研究者

感兴趣的方向挖掘相关的信息，例如：在输入‘cancer’关键字

后，能够输出与癌症相关的潜在靶基因、靶蛋白或者药物名称。

基于这个理念，我们使用word2vec 方法，自动阅读文献并筛选信

息。随后该技术会评估词与词的相似性，建立文本数据库。根据

使用者输入的词汇，该技术会从资料库中查找并输出与之最相关

的信息。特点：本项目开发的软件可以极大地节省科研工作者查

找文献的时间，帮助研究者从大量文献中提取潜在知识。

软件的研发模式：由于本项目面对的用户需求范围较广，开发的

软件需要根据使用者的实际需求建立本文数据库。因此本项目采

用快速原型技术开发软件。由于该技术允许软件在需求分析阶段

对于软件的需求进行初步而非完全的定义。因此该技术的优点是

尽可能快的先开发一个可以运行的软件原型，接下来可以根据使

用者的实际需求逐步完善。

原型系统研发：本项目已经完成了原型系统的研发并已经投入实

际的测试。验证分析：本项目目前已经与其他生物科研课题组合

作，建立了一个基于钙离子通道的肺癌文本挖掘库并投入使用。

初步反应良好。

应用范围：本项目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例如：癌症靶基因点的

筛选，潜在靶向药物的筛选，基因点之间的关系预测等。

TRL4 合作开发 企业

B1 机器人显微注射系统
机器人与自

动化
生物医疗

细胞显微注射是现代生物医疗研究中的一种关键技术。目前该操

作主要是由操作人员在显微镜下手动进行的。手工操作主要存在

着操作人员训练周期长、工作效率低、易受人为因素影响以及微

注射细胞的存活率低等问题。本成果为一种新型细胞显微注射智

能机器人，采用显微视觉回馈、人工智能技术、高精度运动和力

控制，具有注射速度快、均一性好、可重复性高、细胞成活率高

和成本低等优点，可代替人工完成批量细胞（如斑马鱼卵细胞

等）自动化显微注射操作，有效消除人工操作差异对显微注射质

量的影响。

现有显微注射操作产品多为手动或半自动化操作，全自动化细胞

微注射产品只存在于研究实验室，且造价高。面向实际应用需求

，本项目所研发的机器人显微注射系统技术兼顾性能与价格优势

，样机已在实验室应用验证。可广泛应用于生物医疗相关研究

所、实验室、医院、企业等。

TRL6

技术转让；

合作开发；

合资生产

企业 ##########

技术转让；

合作开发；

合资生产

B2 消毒机器人
机器人与自

动化
公共卫生

针对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危机，在澳门科技发展基金抗疫专项资助

下，本项目研制出一种智慧移动机器人，可代替人工实现室内空

间的空气和物表自动化消毒灭菌工作，人机分离，大幅降低医护

人员风险，避免交叉感染。自主研发的智慧消毒机器人能超干雾

化多种消毒液，幷通过高速气流将雾化后的雾滴弥散到消毒区域

，具有智慧移动消毒、检测环境和自身状态的功能，其成本低、

功能全、适用于复杂环境下消毒灭菌，可以有效地节省人力成

本、减少感染风险和隔绝病毒传播途径。

该消毒机器人运行稳定，已应用于澳门医院、酒店、政府办公室

等场合的空间消毒。批量生产，可大规模应用于室内消毒领域，

阻断病毒的传播，幷有效降低人力成本和提高人员安全，可广泛

应用于医院、家庭、学校、商场、酒店、公共交通车厢、室内广

场及运动场等人员活动场所。

TRL8

技术转让；

合作开发；

合资生产

企业 ##########

技术转让；

合作开发；

合资生产

生物医药及中医药

节能环保、新材料与先

进制造等



B3
市政污泥中的高附加值资

源回收系统

水处理与资

源化

环保、资源

回收

污泥工业级硫酸多糖回收技术实现了污泥中高附加值资源-硫酸多

糖的回收。以污水厂二沉池浓缩液为原料，通过整套技术流程，

提取纯化出工业级硫酸多糖，并分离得到工业级海藻酸钠、卡拉

胶、海藻酸钾等产 品，实现高价值的污泥资源化。本技术主要优

势：

1）本技术可实现污泥减量指标~30%；

2）回收工业级硫酸多糖量为 40kg/吨污泥，品质优于工业级硫酸

多糖国家质量标准，纯度与市售工业级硫酸多糖相同；

3）回收的工业级硫酸多糖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市售约 12000 至 

16000元/吨；

4）污泥脱水性能提高约 20%，有利于后续污泥处理。

本产品技术成熟的达到了 TRL6，实际产品设计定型，通过功

能、性能测试；可进行产品小批量生产。技术团队于 2017 年设

计制造了整套污泥工业级硫酸多糖回收小试设备；于 2018 年进

行了中等规模试验，处理规模为 2 吨

（含水率 80%污泥）/天，累计处理污泥 150 余吨。中试回收的工

业级硫酸多糖经第三方检测，质量满足国家工业级硫酸多糖质量

标准，纯度与市售海藻产品相同。相关实验数据见：

https://doi.org/10.1016/j.watres.2019.114889 和中国发明专利（CN 

109231737 A）（CN 109180831 A）。本技术以二沉池的浓缩污泥

为原料，因

 

此污水处理厂均可运用此产品，以处理污泥量为 100 吨/天计（含

水率 

80%），工业级硫酸多糖价格以目前市售产品价格的 80%计，可

实现硫酸多糖产量1300 吨/年，总收益>1040 万元/年。

TRL6 合作开发 企业
700 万澳门

元

希望企业给

予资金支持

，完善技

术；然后共

同推广

B4
垃圾渗滤液膜浓缩液处理

系统
水处理

化工、食品

加工

垃圾渗滤液膜浓缩液处理系统能同时去除浓缩液中难生物降解的

有机物与高浓度的无机盐（包括磷，氮与重金属等），彻底解决

生产过程中废水处理问题，为浓缩尾水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本项目计划解决传统相关处理工艺的核心问题：

（1）传统技术流程复杂、耗时长（＞4 小时）；

（2）单一技术无法完全达标排放。

针对上述处理工艺发展技术问题，本产品通过利用有前景的电极

和独有的处理工艺实现同步电化学和电絮凝，操作与维护简单、

价格低廉，能够在短时间内处理有机物，使重金属达标排放。其

中，突出的优势是：

（1）装置基建成本低廉（<30000 RMB/t）；

（2）难降解有机物与无机盐同步处理。

操作与维护简单

本产品的工艺技术成熟的达到了 TRL5，已经形成产品初样，验

证了在实验室条件下的实际废水处理。已初步搭建适合实验室的

小型系统，并验证了在不同环境 (温度。电流等)  中处理效果，

明确了处理机理与中试要求。涉及高难降解有机物高盐度废水的

相关产业均可使用本工艺，包括但不止垃圾渗滤液膜浓缩液，水

产养殖加工废水，纺织工业废水等行业。保守估计，当提供产品

及工艺设计超过 10 次，营业额将过亿！

TRL5 合作开发 企业
180 万人民

币

希望企业给

予资金支持

，完善技

术；然后共

同推广

B5
挥发性有机酸 (VFA) & 碱

度在线监测系统

水处理及资

源化

食品药品加

工、环保、

清洁能源

挥发性有机酸 (VFA) &  碱度在线监测系统可以实时监测厌氧发酵

行业的 VFA 含量和碱度，其目的是在于保证发酵系统的高效运行

和提前预警，并能大规模生产。

本产品计划解决传统相关技术监测的核心问题：

（1）传统产品检测流程复杂、耗时长（15-30 分钟）；

（2）无法实现实时监测。

针对上述产业发展技术问题，本产品基于滴定理论，结合数值模

拟， 并集成于模块化测定装置内，操作简单、经济实用，能够在 

3 分钟内完成一次 VFA 及碱度的测定，测定过程快速并且测定结

果准确。其中，突出的优势是：

（1）短时间（<3min）内精准测定 VFA 和碱度含量；

（2）装置成本低廉（<50000 RMB）；

本产品技术成熟的达到了 TRL6，已经形成产品正样，产品技术

状态接近最终状态。已初步搭建适合实验室的在线监测界面及系

统，并确定样机的组装工艺，各部分的装配器件。实验室 1.0 版

本已经使用 3 年，跟随完成多个研究项目（如香港小蚝湾污水厂

硫化氢检测项目；香港东涌污水厂碱度及硫化

氢检测；厨余垃圾与城市生活污水综合管理项目等）并提供文章

发表数据

（相关实验数据见：https://doi.org/10.1016/j.biortech.2019.122536 和

https://doi.org/10.1016/j.watres.2018.04.028）。涉及厌氧发酵技术的

相关产业均可使用本产品，及食品药品加工、环保、清洁能源等

行业：抗生素生产、面包厂、酿酒厂、酸奶加工厂、咖啡制造

厂、有机废物处理、甲烷、VFA 生产等。保守估计，当产品卖出 

50 台时，营业额可达千万；当提供产品或服务超过 500 次，营业

额将过亿！

TRL6 合作开发 企业
260 万人民

币

希望企业给

予资金支持

，完善产品

，讨论合作

模式

B6
大规模生产低成本高催性

能催化剂

催化、储能

材料

燃料电池、

金属空气电

池

本项目的目标是利用简单的水热方法和高温热解法制备廉价的单

原子催化剂材料，使其催化氧气还原的性能与商业 Pt/C 贵金属催

化剂相媲美， 但其价格远低于贵金属催化剂。项目执行过程中，

设计先进的电池模具和优化电池组装技术，来降低锌空气电池的

成本，提高锌-空气电池的电极反应速率，放电电压，功率密度和

长时间的循环稳定性。同时制备出先进的电池模具，优化高性能

锌-空气电池结构和性能，组装出性能优异的锌-空气电池并应用

于助听器。或者实现电池堆的尺度 158 mm * 117 mm * 95 mm，重

量小于 1.8kg，放电电压 24 V，能量密度达到 700 Wh/kg 和较大的

电池容量 72 Ah。

完成各功能部件开发，形成产品初样。合成了高效氧还原反应 

(ORR) 功能的催化剂；设计并利用 3D 打印技术制备锌-空气电池

模具； 将催化剂应用于空气电极，并组装锌-空气电池初样。如

应用“离子修饰”和“纳米级缺陷” 技术已经制备了一系列新

型的催化剂，在 0.1 M KOH 电解液中， 催化 ORR 反应的起始电

势略低于商业 Pt/ C，而极限电流与 Pt/C 一致；催化析氧反应（

OER）的性能明显优于商业 Pt/C。在模拟使用环境条件下完成产

品初样的功能、性能试验或仿真验证。在电池测试系统中系统全

面分析锌-空气电池的放电电压/电池容量/能量密度等性质；然后

将锌-空气电池堆在风扇和灯模拟测试其性能。

TRL5

技术转让；

合作开发；

合资生产

企业
500 万澳门

元

投资,共同开

发等

节能环保、新材料与先

进制造等



B7 高性能吸水树脂 高分子化学

农林、环

保、医疗、

日用、工业

等

高性能吸水树脂是由传统特定吸水树脂经千分之一水泥产生的纳

米粒子改性后形成。该树脂的吸水能力由之前世界纪录的5000倍

提升至13600倍，膨胀后含水率可高达99.994%。在土壤中仅需添加

0.012%该吸水树脂，即可保持其40%的水分不流失。由于采用性价

比极高的纳米粒子，该树脂的原料成本远低于市面产品售价。其

应用范围广泛，目前该项目已于珠研院建立小型生产线，与广东

维生、北京奇想达等企业用户建立了意向供销关系。已获得首轮

投资，正在设计建造生产线。

目前高性能吸水树脂已基本完成中试，未来将应用于农林、日

用、医疗、环保、工业等领域。例如在农林方面，该吸水树脂具

有超强的保水能力，可以用于农林抗旱保水、节水、植树造林、

沙漠治理、土壤改良等方面；日用及医疗方面，由于其卓越的吸

水性能及成本优势，可广泛应用于女性卫生用品、医用冰垫、尿

不湿等需求量极大的产品制造；基于其在盐水中膨胀倍数远超过

同类产品，还可用于盐碱地油田采油。

TRL6

合资生产其

他：寻求客

户、拓宽市

场

企业 0

拓展应用场

景，开发市

场

B8
轻质纳米混凝土墙板及工

程现浇技术
建筑材料

建筑材料、

建造工程

纳米泡沫混凝土的优势是通过对纳米颗粒进行精确的表面改性，

控制其团聚行为，把用于混凝土中稳泡的纳米颗粒用量从文献中

的30%降低到符合工业生产成本的0.06%。用该纳米泡沫在自然条

件下浇筑制造纳米泡沫混凝土墙板，可以大大提升产品性能并降

低成本，例如在满足 7.5 MPa 内隔墙强度标准时，该产品密度仅

为 750 kg/m3，与市面上 1100 kg/m3以上的常规产品相比，其原料

成本、运输装配成本均降低 30%左右。在工程现浇领域，浇筑的

纳米泡沫混凝土湿容重仅为450kg/m³，强度为≥2.5MPa，而市场的

现浇泡沫混凝土在相同强度必须湿容重达到600kg/m³或更高。现

浇纳米泡沫混凝土在降低了水泥用量的同时还提升了保温层的保

温效果。

用于制造泡沫混凝土的纳米发泡剂已经投产，进入市售阶段，年

产能约25万立方米。使用该发泡剂的建材企业遍布江苏、山东、

广东、福建。用该发泡剂所制造的轻质纳米混凝土墙板可用于建

筑及日常工程等多方面领域，真正在建造行业做到高质低价。目

前纳米泡沫混凝土建材项目已获得珠海高栏港区支持，在当地策

划建厂。正在与珠海科创投、澳门南光集团、广东能源集团进行

二轮融资流程。现浇技术则在澳门路环长江混凝土搅拌站的试点

应用，将助力于澳门经济多元化及大湾区科技产业发展。

TRL8

其他：寻求

建造商客

户、拓宽市

场

企业 0

寻求及拓展

该技术的应

用工程，开

发市场

B9
智能无人售卖奶茶饮料机

器人
机电工程 服务、旅游

1.快速制作各类不同的饮料，同时原材料及操作手法与传统人工

饮料店相同，确保出品口味与传统饮料店一致。

2.顾客可以根据需求选择自己喜欢的口味，糖量等，实现真正的

精准客制化

3.网络支付，在线下单，操作简洁，方便。 机器物联网化易于在

各种使用环境下部署工作，同时管理简便 

在技术创新方面：为保证机械臂的精确运动控制不会洒出饮料，

他们在机械手运动轨迹的关键节点设红外传感器，通过开发相应

的控制程式确保机械手可准确地停靠在各个空间位置上；为了满

足提供多种个性化选择的需求，设计了桁架结构及夹具；在智能

控制方面，采用温度和容量传感器，实现多个液体容器在物联网

平台上的远程监控。为配合城市智慧化，设备除了可以自动冲制

奶茶外，顾客可随意选择加入珍珠、椰果及黑糖等配料及选择奶

茶以外的其他饮料 。此外还配备了数字支付如微信、澳门通及澳

门钱包支付等。

技术上的诸多革新！

1.新型桁架机器人结合自动控制系统和诸多传感器可以稳定高效

的运送盛有液体原料的杯子。不晃，不撒。

2.蠕动泵精确流量控制的实现使如果葡糖浆等浓稠原料可以按照

不同需求精确定量挤出。

3.模块化设计技术并参考国家标准设计保证了未来批量生产的需

求，耐用且易于维护。

4.物联网系统应用使“控制中心-原料补给及维护人员-机器”三

位一体联网，随时随地掌控任何一台终端的实时情况。同时终端

在出现故障及原料即将不足时也会将信息反馈至附近维护人员及

控制中心。

已完成第二代样机开发和测试。

TRL7
合作开发；

其他：投资
企业

800万澳门

元

投资、合作

开发

B10
高强度运行城市机电设备

安全监控装备及系统
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

机电工程、

公共安全

研究内容:

将实际工程问题凝练成关键科学问题。

优化感知 ---智慧体狭小环境中轨迹自我调整智慧规划与控制策略

及强干扰“短天窗”下智慧体多维资讯高效感知分析技术

智能决策 --- 快时变工况下机电设备服役性能劣化智慧精准监测

技术及机械结构的全域故障发展智慧类比推演方法

研究方案：

故障与劣化规律和机理研究 ---复杂工况下城市机电设备服役性能

劣化与全域故障发展

基于物联网数据驱动建模与推演 --- 基于物联网多源大数据融合

的设备数字孪生模型构建与特征挖掘

数模（虚实）联动运维智慧精准决策 ---广义特征孪生驱动的故障

检测与精准状态评估与全寿命预测与集群化维修策略

1.智慧楼宇电梯安全卫士智能监控装备及系统

强干扰环境下电梯设备运行状况的多维信息高效感知

强差异性环境下电梯设备服役性能劣化智能精准预测

面向差异对象的电梯密闭空间内人文安全的预警及保护

2.机电设备多模态感知缺陷检测装备

声音、振动、气压等多模态信息感知

基于神经网络的精准专家评估与决策系统

TRL6
合作开发；

其他：投资
企业 待定

投资、合作

开发

节能环保、新材料与先

进制造等



B11
再制造计划、调度与动态

重调度系统
信息科学

高价值大型

复杂设备再

制造

该软件系统主要包括生产制造过程的计划和调度两个关键环节。

计划环节以找到可行的生产加工方案为目标，主要方是法啓发式

规则；调度环节以找到最优（或次优）的生产加工方案为目标，

主要采用智能优化调度方法与算法求解，以问题特征为导向的邻

域搜索策略提高算法性能。

该系统已成功应用到新加坡 Riso Seiki (S) Pte. Ltd. 和 CKE 

Manufacturing Pte Ltd.等多家制造和再制造企业，在帮助企业缩短

交货周期、降低生产成本和承接客户订单等方面做出显著成效。

TRL6
技术转让；

合作开发
30 万澳门元 灵活形式

C1
宽频连续时间 (Continuou s-

Time)Δ-Σ调制器
集成电路

集成电路芯

片设计

对于极宽带无线通讯应用，我们提出了具有多级噪声整形 (Multi-

Stage Noise-Shaping) 的连续时间Σ-Δ调制器来实现稳定的高阶噪

声整形. 本项目同时研究多级之间的匹配要求，考虑运算放大器

和元件不匹配的容错量要求进行研究，以避免第一级量化噪声泄

漏。我们提出在第一个环路中实现的一阶噪声耦合，使（1-z^-1）

Eq1(Eq1 为第一级的量化噪声)成为第二个环路的输入而不是 Eq1 

的输入。本子项目已完成 28nm 芯片测量结果展现出在

50MHz 带寛下达到76.6dB 之信噪失真比, 其功耗为 29mW.

形成单元并验证: 形成了功能性单元并证明可行, 功能性单元检测

或运行测试结果或有关证明

应用范围: 宽带无线通讯应用

TRL4
技术转让；

合作开发
企业 面谈

技术转让, 合

作开发

C2 时间交错型 ΔΣ调制器 集成电路
集成电路芯

片设计

本项目提出的创新在于将数字前馈概念演变为时间交织型（TI）

结构。数字前馈去除了量化器前面的模拟加法器，从而也简化模

拟器件及达到功率节省。 此外，数字前馈所需要的额外辅助量化

器的原始缺点在此 TI 计划方案中不再是一个问题，因 TI 结构本

身固有亦需要并行量化器，提出的结构充分利用了 TI 结构和数字

前馈的优势。本子项目已完成 28nm 芯片测量结果展现出在 5MHz 

带寛下达到86.1dB 之信噪失真比, 其功耗为 23mW.

形成单元并验证: 形成了功能性单元并证明可行, 功能性单元检测

或运行测试结果或有关证明应用范围: 传感器/物联网信号采集应

用

TRL4
技术转让；

合作开发
企业 面谈

技术转让, 合

作开发

C3

用于音频/ 语音交互识别/

传感器信号采集之高精度

增量累加型模数转换器

集成电路
集成电路芯

片设计

传统音频处理模数转换器以过采样模数转换器为主流，但高阶噪

整声形的带外量化噪声需配合以后端数字端的高阶 Comb Filter 以

进行数字滤波，这样导致后端高阶数字滤波长的时延及高功耗的

问题, .而带外高通量化噪声难以消除。

本项目提出了以增量累加型模数转换器

(Incremental Converter)来取代传统的 Delta-

Sigma 噪声整形模数转换器。增量累加型模数转换器会以过采样

方法以累加输入的模拟语音讯号，以达到高讯号增益以及高精度, 

并大大简化了后端的

数字滤波的阶数，复杂度，功耗与时延。

本项目已完成 65nm 芯片测量结果展现出在 20kHz 带寛下达到 

100dB之信噪失真比, 其功耗为 

0.55mW。

形成单元并验证: 形成了功能性单元并证明可行, 功能性单元检测

或运行测试结果或有关证明

应用范围: 音频/语音/传感器/物联网信号采集应用

TRL4
技术转让；

合作开发
企业 面谈

技术转让, 合

作开发

C4

基于高输入阻抗 Non-

Inverting 积分器的心电图采

集过采样模数转换器

集成电路
集成电路芯

片设计

本成果包括了一项连续时间 Sigma-Delta 过采样

模数转换器的设计。采用了高输入阻抗的 Non-

Inverting 放大器/积分器技术。其成果已于 65nm 制程中流片, 并完

成测试。在芯片实测量中测量结果证明该设计能达到整体 99dB 

(包括 PGA 的增益贡献)的动态范围。功耗是 5.4-22W.

形成分系统并验证: 形成了功能性分系统并通过验证, 功能性分系

统检测或

 

运行测试结果或有关证明应用范围: 心电图信号/传感器/物联网信

号采集应用

TRL5
技术转让；

合作开发
企业 面谈

技术转让, 合

作开发

节能环保、新材料与先

进制造等

信息通讯与集成电路



C5

用于高能效 ADC 的免 LDO 

的电源管理 DC-DC 纹波较

正技术

集成电路
集成电路芯

片设计

本项目介绍了一种用于管道型模数转换器（ADC）的高能效电源

管理解决方案，其仅采用开关 DC-DC 电源转换器, 避免了耗电的 

LDO 的使用。本项目提出的前景 ADC 校准可修正从电源转换器

引起的纹波误差, 通过使用升压 DC-DC 转换器直接为 

ADC 供电，送电网路 （PDN） 具有整体高功率效率。

本项目在 65 nm CMOS 中实现(芯片包括 DC-DC 及 ADC)。在芯片

实测量中，升压转换器以 31.25MHz 的速度切换，将 0.5V 输入转

换为1.2V，并将 

22.8mW 的功率传送至管道 ADC。由此产生的系统整体电源功率

效率为 78.6%。ADC 以500MS/s 采样，经纹波较准后 SFDR 从 

39dB改善到 49dB。

  

形成分系统并验证: 形成了功能性分系统并通过验证, 功能性分系

统检测或运行测试结果或有关证明  应用范围: 视频信号传感器/

物联网信号采集应用

TRL5
技术转让；

合作开发
企业 面谈

技术转让, 合

作开发

C6
超低静态电流集成直流-直

流转换器
微电子 集成电路

在物联网，可穿戴设备等应用即将爆发式普及的时机下，超低功

耗高效能直流-直流电压转换器作为这类产品的电源管理模块的基

石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由于此类设备长时间处于待机睡眠

状态，因此降低静态电流成为了延长电池使用时间的关键因素。

同时，转换器在如此低的静态电流下还应该同时具备唤醒重载工

作模式的能力，并能达到一定的负载瞬态变化速度，以满足此类

设备瞬间启动的需求。本项目于 2017 年启动，2019 年成功流片，

设计了一个双模式控制的集成 BUCK (降压)转换器。该双模式控

制 BUCK 转换器”使用中芯国际 SMIC 180nm CMOS 技术流片，

已经完成测试并发表论文。此转换器包含大多数集成直流转换器

的电路模块，只需从外部接入一个输入电压即可工作。

1.输入电压范围 2-5 V ，符合锂电池及大多数市面上电池电压的

范围

2.静态电流 < 300 nA（参考顶级业界标准美国德州仪器产品 350 

nA）

3.效率 > 80% @ 输出电流范围 10 µA-1 mA （参考顶级业界标准美

国德州仪器产品 TPS62736）

4.效率 > 90% @ 输出电流范围 1 mA-100 mA （参考顶级业界标准

美国德州仪器产品 TPS62736）

5.精度 < 2%（参考顶级业界标准美国德州仪器产品 TPS62736）减

小面积尺寸，使用更小的无源元件（如电感从 2.2µH 到 1µH，电

容从 4.7µF 到 

2.2µF）

应用于可植入式医疗设备，可穿戴式设备和物联网设备。例如：

真蓝牙无线耳机，智能手表等。

TRL6
其他：合资

开发
企业

500万澳门

元
投资入股

C7

智慧物流仓储中自动导引

车(AGV)不间断无线充电方

案

微电子
无线电力传

输技术

随着智能设备对物流，巡检及服务行业的重塑，各行业对更高效和自主的

充电解决方案的需求日益增长，传统上需要人工管理手动插电以及全天候

轮换处理更换设备的电池方案也逐渐变得不可行。因此，充电方案未来应

该增强自主性，即在无人手操作下，仍使设备保持高效率工作。团队主打

研究一种高相容性及传输效果更佳的无线充电方案，务求令不同型号的设

备在不同时间均能使用同一无线充电基座充电。另外，针对物流仓储中的

智慧导引车，团队研究出高效动态无线充电技术，着手实现“边走边充，

浅充浅放”，为其场景提供7 x 24小时充电方案，提升工作效率。未来，

团队将结合其他辅助技术多元发展至不同的应用场景，为推动电子设备无

线充电发展及普及作出贡献。项目获澳门特别行政区科学技术发展基金及

澳门大学资助，相关项目成果已在国际一流电力电子学术期刊上发表了 3 

篇论文，亦在国际会议上发表及将发表共8 篇论文，其中一篇更获颁第11

届IEEE PES 2019 亚太电力与能源工程会议最佳论文奖 [电动和混合动力汽

车主题]。另外，2 项中国发明专利及 1 项美国发明专利正在申请中。团

队已成功将所研究的无线充电技术改装至现有的小米电动卡丁车、物流仓

储的自能导引车及物流仓储展示沙盘模型上，初步验证了自主研发的无线

充电技术的可行性及有效性。此外，团队亦分别参加多个地区性/全国性

创业比赛并多次获得奖项。

项目所研究成果包括：

1.可支持的充电协议有 恒流-恒压充电（CC-CV）、恒功率充电（

CP），符合市面上锂电池对充电协议的要求；

2.传输效率：最高可达94%，实现了最优负载的匹配；

3.抗偏移能力 > 20%，设备偏移能满足锂电池充电要求，并传输

效率能保持86%以上；

4.固定工作频率控制，而频率可设计范围为50kHz-100kHz，设计

能确保环境磁感应强度符合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ICNIRP 

2010的要求；

5.实现零电压开关（软开关）设计，降低高频元件的电流电压应

力；

6.实现电流电压零相角特性，即整个系统的无功功率降至最低；

此项技术成果适用于动态无线充电场景，主要应用于物流仓储中

的自动导引车（AGV），医疗机构中的医护机器人，各服务行业

的机器人等。

TRL4
其他：合资

开发
企业

500万澳门

元
投资入股

信息通讯与集成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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