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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米网、宗申集团、中国信通院

合作共建

全国首个动摩行业
标识解析二级节点

滚蛋吧
甲醛君
重庆高新区企业
敏与骏研发出新
材料专
“治”
甲醛
郑绍辉正在做实验

新房装修好之
后 ，就 怕 甲 醛 超
标。这些年，甲醛
已深入到我们生活
的方方面面，它可
能存在于沙发、床、
衣柜、窗帘等地方，
甲醛超标会危及健
康，新房如何去除
甲醛成为一个至关
重要的问题。重庆
高新区企业重庆敏
与骏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生产出一款无
毒 、透 明 、常 温 可
用，能大规模制备
的新型甲醛降解材
料——倍半硅氧烷
和氧化锌纳米复合
材料。该款新材料
可直接与乳胶漆或
木器漆混合刷在墙
上或家具表面，通
过可见光的照射，
激发材料中活性成
分，从而实现对甲
醛的主动催化分
解，让室内甲醛无
处可藏。

投身材料与能源领域
为了孩子健康发现新材料
“其实‘敏’与‘骏’分别是我女儿和
儿子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也是因为他
们，我才发现了除甲醛的新材料，成立
了公司。”敏与骏负责人郑绍辉现在是
西 南 大 学 材 料 与 能 源 学 部 教 授 ，在
2015 年之前，郑绍辉在美国从事太阳
能材料相关研究。
2015 年回国后，一次装修经历让
他意识到除家装甲醛的重要性。
“ 我装
修的时候，身边的朋友都告诉我要多选
择环保材料，房子装好后要多放一段时
间才能入住，甲醛超标对孩子成长有很
大危害……”听到这些，郑绍辉便上网
搜索了甲醛超标对人体的危害。
“ 不查
不知道，一查吓一跳。”郑绍辉说，目前
一般用通风换气净化方法、物理吸附、
化学吸收法、植物吸收净化方法、热破
坏法、空气负离子技术、材料封闭技术、
光催化技术等来处理甲醛。但是一般
的方法处理效果不佳,而且存在二次污
染，为了自己孩子的健康，一定要找到
消灭甲醛的办法。
于是郑绍辉带领团队，用了一年时
间终于发现了新型甲醛降解材料——
倍半硅氧烷和氧化锌/氧化镁纳米复合
材料。

新材料主动降解室内甲醛
降解率达 80%
“以倍半硅氧烷为基底的纳米氧化
锌颗粒作为涂料，在可见光照射下可催
化分解甲醛。”郑绍辉介绍说，倍半硅氧
烷的材料中有空腔，而纳米锌可融合嵌
入空腔，在可见光的照射下能激发电
子，就能实现对甲醛的催化，催化后的
甲醛会变成无毒的二氧化碳和水。
记者在郑绍辉的办公室，看到这款
新材料呈白色粉末状，闻起来没有特殊
味道。郑绍辉告诉记者，这款新材料可
直接与乳胶漆混合，刷在墙面上，只要

有光，新材料就可以发挥它的作用，催
化分解室内空气中的甲醛。但是该材
料催化甲醛是有时间限制的，因为新材
料中的活性材料寿命只有半年，因此新
材料的有效期为半年，经过实验，该材
料对室内甲醛浓度的降解可达
80%。
“目前市面上有许多除甲醛的产品
或者材料，例如采用吸附的方式，但这
是被动吸附，且都是一次性产品。”郑绍
辉解释说，目前化学分解甲醛的产品会
在家具表面形成密封层，只能氧化分解
浅层甲醛，深层甲醛无法去除，仍会慢
慢释放出来，但甲醛在通风条件好的情
况下，自行散发到安全浓度需要至少两
三年的时间。敏与骏的新材料，则在有
光的时候，将室内甲醛催化分解，降低
室内甲醛浓度，加速甲醛的挥发，且催
化后的甲醛变成了无毒的二氧化碳和
水，这对空气环境没有影响。目前，敏
与骏研发的这款新材料正在申请发明
专利。

主动智能化甲醛清除仪
“白+黑”全天候除甲醛
新材料要在可见光的情况下才能
发挥作用，那晚上室内关灯了怎么办？
记者提出了疑问。郑绍辉说，尽管夜晚
室内开灯就会让新材料发挥作用，但许
多人不喜欢夜晚室内亮堂堂的，所以针
对这个问题，敏与骏研发出了一款主动
智能化甲醛清除仪，通过升温控湿的方
式来加速甲醛的挥发，并用化学方法演
化分解甲醛。
郑绍辉表示，室内家具及家装材料
能容忍的温度大约在 35-45℃，而这也
对甲醛释放比较适宜。除了温度之外，
甲醛释放还需要合适的湿度。经过实
验发现，湿度在 70-80 度左右，也是最
适合室内装饰释放甲醛，因此，敏与骏
的主动智能化甲醛清除仪，通过控制室
内温度及湿度来逼出甲醛。
逼出来的甲醛，通过换气通风装

置，最终被化学氧化剂演化为二氧化碳
和水。
“ 使用主动智能化甲醛清除仪两
个月的时间，就相当于自然通风散发甲
醛一年。”郑绍辉说，由于甲醛净化仪的
体积较大，不建议私人家用，该款甲醛
净化仪面向商业用户。未来，敏与骏将
和家装公司合作，将除甲醛的工作交给
家装公司，在业主入住前，就让甲醛“滚
蛋”
。

新材料进入中试阶段
今年实现量产
记者了解到，敏与骏成立于 2016
年。郑绍辉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其研
究方向为有机硅聚合物和有机太阳能
材料、能源材料（纳米、储氢、石墨烯和
燃烧机理），因为专业相关性很高，所以
对新材料的研发有非常大的帮助。为
有效降低室内甲醛，郑绍辉团队用了将
近一年的时间才合成出这种新材料。
“第一年我们只是把材料做出来
了，但材料的稳定性没法保证，因此我
们又用了一年时间来控制材料的稳定
性。”郑绍辉说，今年新材料终于进入了
中试阶段，年底将会实现量产。与主动
智能化甲醛清除仪一样，新材料同样是
面向 B 端，公司正在跟油漆生产企业接
洽，未来新材料与乳胶漆混合为成品，
顾客可直接购买有除甲醛新材料的乳
胶漆。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除甲醛的
环保公司至少上千家，分布在全国各个
省市，但真正有实力的并不多，从除甲
醛公司的数量可以看出，现在室内除甲
醛市场有多大。郑绍辉表示，未来室内
除甲醛市场容量一定是千亿级的，谁有
实力就能占领市场，相信敏与骏新材料
及主动智能化甲醛清除仪上市后，一定
会经受住市场检验。今后，敏与骏将走
技术驱动的道路，在技术授权和申请专
利的同时，
不停迭代和完善产品。
记者 廖婉廷/文 周邦静/图

本报讯 （记者 涂馨）近日，忽米网与宗
申产业集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简称“中
国信通院”
）签署了初步合作协议，共同建设
动摩行业标识解析二级节点项目，这也是全
国首个针对动摩行业的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二级节点项目。
根据三方协议，忽米网承接工业互联网
标识解析二级行业节点的建设与运营，负责
平台运营搭建，
维护以及应用推广；
中国信通
院作为顶级节点运营单位，为二级节点提供
指导和咨询；而宗申产业集团将开放旗下 70
余家子公司的产线应用场景，同时联动 1000
余家摩托车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将生产数据
接入二级节点平台，实现人、机、物唯一身份
识别和解析。
据了解，该项目将围绕小型动力加摩托
车行业，通过云技术平台，为企业、用户提供
灵活的标识编码注册和标识解析服务，促进
供应链上下游及用户间的信息共享和信息交
易，
并能够与国家顶级节点和企业节点对接。
“标识解析是工业互联网的基础共性支
撑技术。
‘标识’就是产品、设备的身份证，记
录从生产开始的全生命周期信息；
‘解析’则
是利用标识进行定位、查询。”忽米网董事长
胡显源介绍，
目前全国有北京、上海、广州、重
庆、武汉五个顶级节点，
顶级节点下正在加快
建设应用于各个行业的行业/区域二级节点
平台，目前已建设的二级节点项目覆盖航天
制造、高速列车、食品药品、通信设备、家电制
造等领域。
“标识解析将有效解决防伪问题，
实现全
生命周期管控，
同时实现智能生产、行业协同
和高效协作的需求，
减少流通环节，
实现行业
转型升级。
”胡显源说。
目前，标识解析的技术已经在宗申集团
多个场景得到深度应用。比如，在位于宗申
发动机公司的 101 厂房的智能总装生产线
上，通过零部件一维码标识、成品激光二维
码、设备二维码标识、RFID 等标识基础，可
以自动完成上料、组装、仓储等十多个工序，
同时可以追溯从研发、质检、装配到出厂使用
整个生命周期的数据，并实现成品及配件防
伪，
设备运维，
提高设备的可靠性。
标识解析改造后的智能生产线人均效率
提升 2.2 倍；自动纠错防错能力提升了 10.6
倍；作业自动化率增长了 10 倍；过程装配质
量数据采集分析点提升了 10.8 倍；一次下线
合格率提升了 2 个百分点。
据悉，忽米网建设的动摩行业标识解析
二级节点平台在今年底将接入国家一级的标
识解析的系统。在 2020 年，其新增加的标识
注册量将达到 10 万条，标识日均解析量力争
达到一天一万条，从而让每个产业链的各个
环节，
都可以实现信息的储存、可利用以及可
视化。

启迪数华
落子宁波高新区

键合科技

定制化功能表面改性技术
热阻降低 40%

掌握金属增材制造底层技术

键合科技的产品

8 月 28 日，记者从重庆键合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了解
到，该公司正在筹备建立第四条生产线，并于今年 7 月成
立了一家专做半导体开发的科技公司-重庆赛米半导体
有限公司，打造全产业链体系。
键合科技成立于 2016 年，作为一家在重庆高新区本
土发展起来的科技公司，键合科技专注于功能表面及功
能梯度表面制造技术及应用，自主开发了拥有完全独立
知识产权和全国产业化的表面定制化智能制造平台，并
建立了重庆加工中心。键合科技相关负责人关戎告诉记
者，
该公司后期还将建设华东加工中心和华南加工中心，
提供优质的表面定制化智能制造服务。

“核心在于按预先设计的表面图形
及功能特性，将固态功能材料颗粒依次
在基体材料表面准确、快速沉积成型，
从
而实现功能表面及功能梯度表面的智能
定制化制造。”关戎告诉记者，该技术作
为金属增材制造的底层技术，相当于是
一个“门槛”，这个技术的突破，就意味
着，增材制造技术在不同领域的应用衔
接更顺畅。
以该技术在 IGBT 等功率电子模块
中的应用为例。关戎告诉记者，由于电
子模块在运行过程中存在功率损耗，损
失的电能以热的形式耗散到周围环境
中，
而半导体材料对温度反应敏感，
一旦
散热不充分就会造成设备性能下降，甚
至造成模块损毁。
“IGBT 半导体功率器
件使用时结温每升高 10℃，使用寿命降
低一倍。”关戎表示，控制半导体器件使
用时的结温对于系统的可靠性及使用寿
命非常重要。
而键合科技的技术，相当于给原有
器件增加了一个“缓冲层”，把半导体功

率器件用锡膏焊接到散热器上实现整体
导热。
“ 由于目前市场上 95%的散热器
是铝材产品，
而铝材不支持锡焊，
因此我
们通过冶金结合方式在铝散热器基板表
面键合一定厚度的铜覆盖层。”
关戎告诉
记者，
铜表面可以非常可靠地支持锡焊，
因此该公司创造性地实现把器件或芯片
与散热器焊接在一起，
实现
“低温整体焊
接”和
“DOH 封装”。而这项技术的作用
是显而易见的。关戎告诉记者，目前已
经应用的案例显示，使用该公司定制化
功能表面改性技术的散热器，整体热阻
降低 40%以上，
寿命提高 4 倍。
除此之外，键合科技定制化功能表
面改性技术还应用在电动汽车上，以解
决目前动力电池组件汇流排成本高、重
量重、能量密度低的问题。关戎说，宇
通、恒通今年出产的所有电动大巴，
都应
用了这一技术，
“ 一个电动大巴，8 个电
池包，16 块导电排，应用了键合技术之
后，重量会减轻 10 公斤，实现轻量化需
求，
成本降低 30%。
”

致力于技术民用化
今年将进入高速发展期
键合科技的前身是重庆海虹科技。
彼时，海虹科技在首席科学家陈清华的
带领下成功研制出国内首台全国产化的
定制化功能表面改性技术工程样机，但
当时，
这项技术用于相对尖端的领域，
比
如航空航天。
而键合科技所做的，就是专注于技
术的民用化研发和推广。在成本、智能
化控制和加工效率方面有了优势。关戎
表示，目前键合科技的技术已经应用在

多个领域，
与华为、艾默生、比亚迪、世菱
电子等，
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甚至
歼 20 隐形战斗机上的某些器件都使用
了这一技术。目前，键合公司已经建立
了 3 条生产线，年加工产能能达到 100
万件以上。
“之所以着手建立第四条生产
线，
就是目前技术已经相对成熟，
公司即
将进入高速发展期。
”关戎说，
今年，
该公
司的产值将超过一千万元。
记者 周双双 文/图

本报讯 （记者 范坤民）9 月 6 日，2019
世界数字经济大会暨第九届中国智慧城市与
智能经济博览会在宁波正式开幕。在会上，
启迪数华与宁波高新区签订了战略合作协
议。将引入启迪数华落户宁波，
助推宁波
“数
字经济”一号工程，推动宁波数字经济、智能
经济发展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在本次会议的签约环节，双方就共同推
进宁波
“数字经济”
，签订了《宁波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启迪数华科技有限公司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启迪数华科技有限公司与相
关技术管理团队将共同在宁波高新区投资设
立宁波启迪数华科技有限公司（以工商最终
核名为准）。公司围绕数字运营战略定位，
依
托清华大学的科研与人才优势、启迪控股的
产业与资本优势、启迪数华的技术与产品优
势，以智能产业与智慧应用融合发展为主要
业务范围，立足宁波、面向华东，为推动宁波
智能经济的发展和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贡献
力量。

创新奇智
上榜2019 科创先锋企业
本报讯 （记者 范坤民）9 月 6 日，在澎湃
新闻主办的“新局·新势—2019 科创领袖论
坛”上，创新奇智荣获“2019 科创先锋企业·
新锐潜力奖”
。
记者了解到，2019 科创先锋企业评选，
基于科技实力、商业模式、团队潜力、投资价
值、可持续发展能力五重维度建立评选标准，
经历长达 2 个月的甄选，
挖掘科创新引擎。
评选特邀评委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创业学
院、法国里昂商学院、国科嘉和等学术及投资
机构专家，并通过澎湃新闻自身权威性和社
会影响力，聆听行业意见领袖与大众舆论评
价，
研判科创先锋与行业新秀企业，
助力新经
济的崛起与未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