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版
Composite Version

2017 年 10 月 15 日D4

www.861718.com（让制造业不缺测试测量工程师）

Industry Trends
行业动态
Industry Trends

2017-2018 年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大学竞争力排行榜

近日，立式机动车尾气遥感检测设备在合肥面世，与以

往机动车尾气检测不同的是，这项技术设备无需拦停行驶中

的车辆，通过遥感检测设备便可测试出尾气排放状况。该检

测设备在技术上填补了国内空白。据悉，该设备可以对行驶

中的机动车实时全覆盖检测，并解决了水平遥测设备无法满

足多车道同时检测的问题。

据该项技术的

研发企业介绍，这

一检测技术具有全

覆盖式检测，无需

对光，操作、维护

简便；反射装置安

装简单，不会破坏

路面；每个测量通

道独立工作，互不影响，检测效率高等优势。

汽车尾气是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更是造成城市

雾霾天气的重要原因。以往，机动车尾气检测需要现场停

车进行，即由执法部门拦停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随后对

机动车尾气进行检测。立式遥感检测设备则不同，机动车

行驶经过时，就能自动检测出机动车排放的尾气标准，既

方便又准确。

据了解，立式机动车尾气遥感检测设备的投入使用，有

利于高效筛选高污染、高排放车辆，遏制超标机动车的排放

行为。该设备将为环保部门实时全面掌控行驶中的机动车尾

气排放情况提供有力支撑，并可为组建机动车尾气检测网络

系统提供数据和技术支持。

据悉，这款立体汽车尾气遥感设备打破了国内的技术空

白，让汽车尾气检测不再向传统检测那样费时费力。相信这

款产品在实际应用中得到良好的效果之后，必将在我国汽车

尾气检测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国内首个立式机动车尾气遥感检测设备问世

2017年大学评价将发布包括中国大学教育地区竞争力排行

榜、中国本科院校竞争力总排行榜、中国一流大学竞争力排行

榜、中国重点大学竞争力排行榜、中国一般大学竞争力排行榜、

中国民办院校竞争力排行榜、中国独立院校竞争力排行榜、中国

高职高专院校竞争力排行榜、中国高职高专教育地区竞争力排行

榜、中国大学科技创新竞争力排行榜、中国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创

新竞争力排行榜、中国大学分类型竞争力排行榜、中国大学分地

区竞争力排行榜、中国大学本科教育分学科门类竞争力排行榜、

中国大学本科教育分专业类竞争力排行榜、中国大学本科教育分

专业竞争力排行榜等16类共617个排行榜。

有关本次大学评价的两本专着《中国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价报

告(2017-2018)》、《2017-2018大学排名与高考志愿指南》将

由科学出版社于近期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RCCSE）是我国高等院

校中第一个综合性的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是集科学研究、人才培

养和评价咨询服务于一体的多功能中介性实体机构。中心由武汉

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图书馆、计算机中心、图书

情报研究所、数学与统计学院等单位有关学科的研究人员组建而

成，是一个文理交叉的跨学科重点研究基地。自2004年起，武汉

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开始按年度连续发布《中国大学及学

科专业评价报告》。

2017年1月12日，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RCCSE）、武

汉大学中国教育质量评价中心（ECCEQ）联合中国科教评价网

隆重推出《中国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2017-2018)》。这是

RCCSE连续第14次发布中国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价结果。这一结

果是各种中国大学评价中评价指标最系统全面、评价思想最科学

先进、评价方法最合理严谨、评价结果最准确权威的。

本次大学评价的院校对象为国内具有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资格

的院校（不含军事类院校和港澳台地区高校），总计达到2581

所，其中含973所普通本科院校（包括136所重点大学，681所一

般大学，156所民办本科院校）、262所独立学院、1346所高职

高专院校（包括310所民办高职高专）。分10种类型、12个学科

门类、92个专业类和近523个本科专业分别评价其实力和水平。

近期，"基于CMC的工业自动化仪器仪表的研制及应用

"技术应用验收通过，据了解，这是在国家863计划支持下

的项目。该技术解决了基于CMC的智能仪器仪表的低功耗

防爆技术、高级故障诊断技术、抗电磁干扰技术以及EPA和

MODBUS等工业网络通信技术问题。

近年来，随着

信息、互联网、物

联网等技术的快速

发展，工业控制系

统的智能化、网络

化和安全性成为了

各国政府和企业关

注的焦点，工业自动化仪器仪表则是工业控制系统的核心关键部

件。长期以来，该领域中高端产品均被国外垄断企业把持，挟

持着我国工业控制系统的发展水平和安全能力。

在国家863计划的支持下，上海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与浙江

大学共同合作，在研发自主可控的片上控制系统(Control Module 

on Chip，简称：CMC)和符合IEC61131-3的软件开发技术的

基础上，围绕温度、压力、液位及电动执行机构等四大类工业自

动化仪器仪表，建成了基于CMC的智能仪器仪表软硬件开发平

台，并解决了基于CMC的智能仪器仪表的低功耗防爆技术、高

级故障诊断技术、抗电磁干扰技术以及EPA和MODBUS等工业

网络通信技术等，提高了国产智能仪器仪表的电路集成度，产品

的可靠性和适用性，并提升了产品的性能和功能。

CMC自主核心软硬件的智能仪器仪表研制及应用，实现

了智能仪器仪表核心技术国产化，提升了国产仪器仪表的自

主可控能力和水平。目前该课题组研制的智能温度、压力、液

位变送器和智能电动执行机构等四大类工业自动化仪器仪表产

品，已经在流程工业中实现了规模化的工程应用，并呈现出在

火电、石化、化工和环保等行业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CMC 智能仪器仪表软硬件开发平台解决防爆抗干扰问题

立足当前仪器行业发展现状，技术、人才、资金仍是行业

发展的重要突破口，而资金则是前两项的重要保障。在充足的

科研资金保障下，才能加速科研成果转化、鼓励创新研发和人

才培养。

我 国 金 融 市

场取得了突破性进

展 ， 在 科 技 发 展

过程中扮演重要角

色，被视为促进科

技型中小企业发展

的“助推器”。

科技与金融两

者均是国家发展的

重要“法宝”，两者的融合更是发挥着“1+1>2”的效果。

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便提出，要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推

进自主创新，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撑和引领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据了解，目前各地政府也积极相应国家号召，加速科技与金

融融合，鼓励支持科技创新发展。充分激发科技企业创新创业的

活力，助推其得到快速健康发展。其中，作为中国五大自治区的

其中之一，宁夏回族自治区便积极开展金融与科技融合工作。近

年来，该区通过引导科技与金融机构合作，加之，自治区财政科

技累计投入10725万元，通过科技金融专项补贴等方式，撬动了

49亿元金融资金对608家科技型创新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持。这

一大进展充分激发了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的活力源泉，

成为推动科技企业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助推器”。

目前，国家正积极鼓励科技创新发展，各项政策和规划

相继出台落地，为科技发展提供了条件和保障。而仪器行业

作为科技发展的重要部分，也正是国家积极鼓励创新发展的

行业之一。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也势必将促进我国仪器行

业发展。具体来说，首先科研成果的转化少不了资金支持，

积极引导金融资本和民间资金可以为科研成果转化提供资金

支持，为仪器设备成功研发提供坚实“后盾”。其次，我国

仪器行业中小型企业占据多数，金融资金的支持，可以有效

激发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从而促进整个仪器行业的创新发

展。最后，我国仪器行业的发展还需注入更多新活力，积极鼓

励创业、行业优化整合同样需要金融支持。

如今，国家正积极鼓励科技创新发展，提高国家整体科技实

力，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作为国家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对我

国仪器行业的发展也是百利无害。立足当前仪器行业发展现状，

技术、人才、资金仍是行业发展的重要突破口，而资金则是前两

项的重要保障。在充足的科研资金保障下，才能加速科研成果转

化、鼓励创新研发和人才培养。为此，相信在科技、金融二者融

合的不断推进下，势必还将带给仪器行业更大的惊喜。

金融与科技融合对仪器行业发展的助推作用

国家“跨境货品多参量无损检测仪的研制与应用”项目由国

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推荐，钢研纳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牵头

承担；于2017年7月开始，2021年6月结束；总预算3990万元，

其中中央财政专项经费1890万元；项目负责人为钢研纳克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陈吉文。

项 目 分 为 “ 单 波 长

全 聚 焦 高 灵 敏 度 X R F

检测模块研制”、“双

波 长 瞬 态 差 分 高 信 噪

比 R a m a n 检 测 模 块 研

制”、“跨境货品多参数

无损检测仪器工程化及产

业化”等5个课题；项目

参与单位还有中国检验检

疫科学研究院、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业品检测技术中心、天

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化矿金属材料检测中心、中检国研（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山东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

业品与原材料检测技术中心。

“跨境货品多参量无损检测仪”基于单波长全聚焦XRF和双

波长瞬态差分Raman光谱技术的一体化复合，以实现分子结构和

元素含量的同步检测。其中，通过单波长全聚焦弯晶XRF技术以

提高低含量轻元素的检出限；以双波长瞬态差分Raman技术克服

复杂基质荧光背景干扰、准确提取Raman弱信号；研发XRF和

Raman同位聚焦一体化复合技术、并消除所产生的信号干扰；建

立跨境货品多参量现场快速、准确、高灵敏度的检测方法。

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推进及国际贸易快速发展，通关

货品种类和数量激增，通关检测任务繁重，实验室送检分析速度

已经不能满足进出口贸易的需求。同时，现有的快速检测仪器大

部分存在着检测参数单一、检测灵敏度较低的问题，难以满足新

形式下的需求。面对此需求，为了弥补现有口岸现场检测技术的

不足、提升通关效率，钢研纳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牵头的项目组

以“跨境货品多参量无损检测仪的研制与应用”申报了国家重大

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2017年度项目，并获得了支持。

国家重大科学仪器专项“跨境货品
多参量无损检测仪的研制与应用”项目启动

近日，863计划先进制造技术领域“基于CMC的工业自

动化仪器仪表的研制及应用”课题通过了技术验收。

近年来，随着信息、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的快速发展，

工业控制系统的智能化、网络化和安全性成为了各国政府和企

业关注的焦点，工业自动化仪器仪表则是工业控制系统的核心

关键部件。长期以来，该领域中高端产品均被国外垄断企业把

持，挟持着我国工业控制系统的发展水平和安全能力。

在国家863计

划的支持下，上海

自 动 化 仪 表 有 限

公司与浙江大学共

同合作，在研发自

主可控的片上控制系统(Control Module on Chip，简称：

CMC)和符合IEC61131-3的软件开发技术的基础上，围绕

温度、压力、液位及电动执行机构等四大类工业自动化仪器

仪表，建成了基于CMC的智能仪器仪表软硬件开发平台，并

解决了基于CMC的智能仪器仪表的低功耗防爆技术、高级故

障诊断技术、抗电磁干扰技术以及EPA和MODBUS等工业

网络通信技术等，提高了国产智能仪器仪表的电路集成度，

产品的可靠性和适用性，并提升了产品的性能和功能。

CMC自主核心软硬件的智能仪器仪表研制及应用，实现

了智能仪器仪表核心技术国产化，提升了国产仪器仪表的自主

可控能力和水平。目前该课题组研制的智能温度、压力、液位

变送器和智能电动执行机构等四大类工业自动化仪器仪表产

品，已经在流程工业中实现了规模化的工程应用，并呈现出在

火电、石化、化工和环保等行业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我国工业自动化仪器仪表研发获新进展

项目启动

9月14日，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基金启动大会在

北京举行。该基金由中国科学院控股公司（以下简称“国科控

股”）代表中科院直接出资，联合中央和地方政府引导基金、

金融资本及社会资本，最终撬动200亿左右的基金总规模。

该基金旨在为院属科研单位开展成果转移转化提供系统支

撑，孵化一批有影响力的高新技术企业，推动科技经济融通发

展，进一步提升科

技创新对经济发展

的贡献和支撑。

记者在启动会

上了解到，该基金

预计母基金的规模

为30-50亿元，基

金还将围绕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设置20到30支子基金，母基金和子基

金合计撬动的总资金规模，形成200亿人民币左右的基金总规

模。目前，基金的募资目标已经基本达成，计划于10月份完

成第一批合伙人合伙协议的签署和基金的工商注册。

该基金已和中科院相关部门及研究所合作，构建了重

点备投项目库，其中包括量子测量技术应用、大型先进质子

治疗仪、高性能锂电池、激光电视、先进芯片技术等一批前

沿科技产业化项目。同时，该基金将与地方政府建立密切合

作、共建子基金，选择一批产业化条件较好、合作基础扎实

的地方政府或科技园区，通过项目集中落地和全方位服务，

更好地促进科技企业的成长。

此外，据了解，基金将由专业团队来管理，通过投资具

有应用前景的前沿科技成果，占据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实现

基金竞争优势、保障较高收益。

中科院“撬动”200 亿人民币促成果转移转化

启动仪式现场

机动车尾气遥感检测设备

2017-2018年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大学排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