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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港杯”2017年“创青春”上海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闵行、浦东、嘉定各赛区选手展开激烈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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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是一名85后海归，通过朋
友介绍，他抱着锻炼自己的心态，作
为上海信传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联
合创始人、销售总监，带着项目“优
原：制造业原材料成本优化系统”参
加了此次大赛。

该项目成立于今年年初，专注于
钢铁行业炼铁原材料成本优化服务，
形成了以利用原材料配比为抓手实
现成本优化的方法论，建立起铁水成
本模型，自主开发了自动优化算法，

利用智能算法寻找单吨铁水成本最
低的原材料配比组合。

“钢铁有许多复杂的变量，我们
主要是通过算法优化原材料的配
比，达到节约成本的目的。”李剑举
例说，“类似于调制柠檬茶时，计算
出放几片柠檬，口感能够达到最
佳。”

据介绍，该软件已经在一家钢铁
企业试用了一个季度，经过跟踪统
计，企业采用优化后的最佳炉料结

构，实际能够降低生产成本5-10元/
吨，年可降成本近千万。

如今，信传信息已经完成了天使
轮融资。已经是二次创业的李剑感
到，创业团队的成员能力非常重要，
他认为，“创业公司初期规模不宜太
大，不然人力成本负担过高。”随着公
司的发展，他预计后期将会扩展技术
团队。李剑表示，希望未来能够把软
件打造成平台，在数据方面精细化地
管理钢厂。

在上一期的《梦创周刊》中，本报记者对静安、徐汇、长宁三区
举行的“临港杯”2017年“创青春”上海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分赛
区）复赛进行了详细报道。在上两周，闵行、浦东、嘉定三区也分
别就智能制造、生物医药和大健康、节能环保的领域，展开了单元
赛（复赛）活动。比赛现场，创业队伍展开激烈角逐，现场评委“妙
语连珠”，让参赛者们受益匪浅，也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陆安怡 吴怡敏

闵行 智能制造单元赛复赛
“工业4.0”、“中国制造2025”……这些创新热词都体现了智能制造行业具有广阔前景。日前，“临港杯”2017年

“创青春”上海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在上海临港浦江国际科技城创新创业园举办。25组智能制造类创业者在这里华山

论剑，角逐10强名额。

真金投资合伙人杨世先表示，比

赛中，一些项目的产业化前景不错，

而且他们在经营过程中，也得到了商

业模式的初步验证。

同样，接力金融投资总监秦湘奇

认为，总体而言，参赛项目都挺不错，

有些已经开始了商业化应用，商业逻

辑比较清楚。

他注意到，一些项目立足细分领

域，属于“小而美”的类型。对此，他

表示，从创业者的角度而言，这不失

为一个较好的选择。

“智能制造属于朝阳行业。”秦湘奇

认为，“在大环境下，人力成本越来越

贵，同时产业发展对于自动化的要求也

在逐步提高，所以现在是一个投身智能

制造领域的时机。”而创业者要搭上产

业发展的趋势，就要找到垂直的细分领

域，努力打拼成为细分领域的前几名，

那么，公司至少能够在这一领域存活，

而后再进行横向拓展，扩大规模。

另外，他提醒道，智能制造行业

的发展周期很长，这一领域创业者需

要拥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

先立足细分领域 再进行横向拓展

和李剑这样的创业老兵不同，上
海焕巍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邱
长伍还处于首次创业的阶段中，他打
趣道，“之前读博士、做博士后、搞研
究，花费了太多时间”。

邱长伍在校时一直从事机器人
研究，直至博士毕业。2013年下半
年，国家逐步推出各类机器人产业引
导与扶持政策，令他感到技术与社会
发展已经到了机器人广泛应用的前
夜，“这个时间点，如果再不加入机器

人创业的潮流，估计以后就没有机会
了。”

于是，邱长伍在2014年6月成立
了上海焕巍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从机
器人应用项目解决方案做起，考虑到
机器人领域最具研究与平台价值的
还是核心控制器，便全力投入机器人
控制系统开发。

谈及项目优势，邱长伍介绍说，
他们开发的核心控制器在应用功能
上与国际厂商对标，采用嵌入式的解

决方案，突出性价比以及灵活定制与
扩展能力，在简单配置后，可以适用
于各类不同构型的机器人系统和1
至12轴各类多轴设备的运动控制，
还可实现单台控制器控制多台机器
人实现协调任务操作。

邱长伍坦言，当前公司规模较
小，今年将持续招聘，扩充团队。
值得一提的是，公司今年三季度已
获得风投投资，能够助推企业后续
发展。

开展机器人控制系统开发 适用不同构型的机器人系统

用智能算法优化配比 降低钢铁企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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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乐趣做”，消费者可以通过
观看视频学习如何应用产品，而不用
翻阅纸质说明书，既方便，又能节约
用纸。当天的参赛项目“乐趣做”是
一个以产品视频说明书为入口的厂
家售后服务平台。

“乐趣做”创始人陈越2005年从
美国回国后，在教育培训行业创业。
近年来，他注意到视频领域呈现出的
爆发性趋势，便想打造一款教育视频
平台。

但是，一次逛宜家的经历让他改
变了创业方向。2015年年底，他在
宜家发现很多家具都需要顾客自己

按照说明书，动手拼装，于是萌发了
开发视频说明书的想法。2016年，
他开始创办“乐趣做”，搭建视频化说
明书平台。

陈越介绍说，公司里有专业的团
队研发视频，他们按照标准化的模板
制作视频，主要流程包括脚本编写、
拍摄、后期制作和上传。这样通常一
天能够拍摄8至10个视频。

消费者则可以通过扫描相应的
二维码、条形码、企业的微信公众号，
以及APP站内搜索等方式，找寻产品
的视频说明书。

此外，“乐趣做”还将以视频说明

书作为入口，打造整合平台，串联起
产品的后市场服务链，包括维修保
养、以旧换新等等。

自去年 9 月上线以来，“乐趣
做”已有近800家企业客户，上架总
产品视频数超过 4 万，预计今年年
底可超越 1500 家企业客户。陈越
感概地说，从构想开始，把这个商业
模式逐渐地实施和验证，看到它被
市场认可，并且创造价值，感到非常
欣慰。

他表示，这次很高兴能够参加比
赛，认识了不少创新企业，同时还在
评比中验证了商业模式，收获颇丰。

嘉定 节能环保单元赛复赛
土壤修复、水治理、垃圾处理、新能源等都属于节能环保的领域，这些创业项目大多都包括技术创新，有着较高的

技术壁垒。近期，“临港杯”2017年“创青春”上海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节能环保单元复赛在TEEC上海中心大厦成功举

办，25组参赛项目代表在此纷纷亮剑，展示着技术革新和行业前沿。

上海仪器仪表自控系统检验测

试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辛磊夫表示，

自己比较关注技术层面，这次注意到

一些项目的参数很是亮眼，希望能和

创业者进一步沟通。例如，迈珐盾的

底漆（200μ左右）能够完成耐盐雾试

验2500小时，这一参数在国际上处于

较为领先的水平。

辛磊夫认为，节能环保产业属于

比较传统的行业，初期的成本和投资

较高。对创业者而言，如果缺乏足够

的行业资源和背景，很难仅靠理念、

运营和技术突破切入行业，所以建议

创业者组建团队时，要吸纳具有深厚

的行业背景，能对接业内资源的成

员，这样有利于项目的运营。

上海创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战

略投资部总监程悦认为，从行业趋势

而言，未来，环保行业要借助商业逻

辑来推进市场，而不再是依赖政府补

贴。尤其是新的创业项目进入市场

时，要明确自己的成本和行业壁垒。

还有现在很多项目对标国外的

技术，并通过国内垄断优势，切入市

场，那他们自身的商业逻辑就显得尤

为重要。

此外，这类创业项目都存在一定

的技术壁垒，而不仅是商业模式的创

新，所以创业者要先行专利保护，防

止项目被抄袭。

节能环保项目要借助商业逻辑推进市场

无独有偶，迈珐盾研发防腐涂料
的创业经历也是一次美丽的意外。

迈珐盾新材料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负责人林峰介绍说，他过去在北
京创办了一家技术公司，该公司在研
发一种特殊用途的高分子材料时，意
外发现将该原理用于制备防腐涂料
时，效果非常理想。经过了几年的实
际应用验证，他于2016年底创办了
迈珐盾公司，并将这种防腐涂料转入
了新公司运营。

据了解，这种新的防腐涂料，能
够实现带锈、带湿涂装，将有害活跃
的锈层转化为封闭稳定的有益保护

层，解决了设施现场维护时“外防里
锈”的难题。而且这种涂料还能省去
重污染的钢铁表面处理工艺，从而提
升施工效率，这不仅省去了一部分人
工费用，而且更为环保。

但是，要让严谨的工业用户接
受新材料并不容易。林峰介绍说，
产品在批量生产后，找了很多客户
试用，在这个过程中，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以此不断地改进项目。此
外，行业中存在着稳定的模式，旧有
的工艺流程对于新材料而言是一种
禁锢，而新材料的出现也打破了这
种传统的操作体系，所以有些人可

能会对新材料感到不信任，从而不
愿接受。

“我们这次参加比赛是为了能够
让更多人了解‘迈珐盾’项目，并认识
到它的价值所在。”林峰说。

他表示，未来，希望能够在工业
领域搭建起一个体系，就是持续开发
高性能产品解决不同行业的防腐问
题，并通过收集整理各地区、领域的
腐蚀问题和现象反馈，由技术部门定
制出适用的方案，形成防腐涂料领域
的研、产、控闭环，最大程度地减少各
类损耗和污染，同时增加设备设施的
使用寿命。

防腐新涂料 省去前期污染的除锈步骤

以视频说明书为入口 串联产品后服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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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克服目前临床上常用的
磁共振造影剂可能存在的重金属残
留体内、成像时效短、肾源纤维化风
险、功能单一等缺陷，上海羧菲生物
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出了一种新
型磁共振造影剂，其试图解决钆剂的
临床痛点。

参赛代表李钦山告诉评委：“我们
采用微波多元醇制备方法，发明了超
羧化氧化铁注射液，使药物的合成时

间缩短到20分钟内，反应的“得率”比
传统方法提高了几十倍，且合成得到
的超羧化氧化铁均一性良好。”

李钦山在现场介绍说：“我们的
产品具有成像窗口宽、生物安全性
好、功能较多等特点。”据了解，与现
有的钆剂有部分功能互补，利用药物
本身的代谢特点，可用于肝癌早期诊
断、心血管疾病的影像检测、冠脉狭
窄的磁共振成像、肿瘤淋巴转移早期

诊断等适应证。
据介绍，该项目设计了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微波合成反应器，而拥有
合成纳米级大分子功能的反应器是
目前国际上的首套装备。

复赛结束后，李钦山向青年报记者
表示：“感谢团市委提供了专业平台，评
委针对该药物的市场对接以及后续发展
方向，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这能让项
目在后续推进中少走些弯路。”

浦东 生物医药和大健康单元赛复赛
本次“临港杯”上海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复赛设置了生物医药和大健康单元。近日，此单元的复赛在“张江·中国药

谷开发主体”上海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开发有限公司顺利举办。比赛当天，25个入围复赛的项目悉数到场，25个项目代

表与评委在一楼会议室进行面谈，路演现场，项目陈述个个精彩，参赛队伍角逐激烈，评委点评含金量高。

如今人们对健康的需求与日俱

增，在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和大健康领

域创业前景颇好。作为本场复赛评委

之一的上海海脉德天使基金管理合伙

人翟靖波在接受青年报记者采访时

说：“精准医疗、数字化医疗、微创介植

入器械、康复设备、慢病管理等可能是

目前比较有发展潜力的领域。”

问及在创业过程中最需要注意

的方面，翟靖波表示，早期医疗创业

项目无论在商业模式、团队建设、盈

利生存等方面会比较弱势，尤其是一

些早期的医疗创业项目具有投入大、

周期长、风险高等特点。

上海张科领弋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于晓勇则提醒那些怀有创

业梦想的年轻人：“项目优势可能成

为创业成功的关键因素。创业者还

需要了解所涉领域的前沿情况，不断

提高自身的商业敏感度和整合资源

的能力。”

深耕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大有可为

“哮喘管家”是一个支气管哮喘数
字化管理平台。赛后，“哮喘管家”创始
人兼CEO吕亮对青年报记者说：“我当年
上大学的时候，来到北京的一家器械类
公司兼职，参与过一个关于远程医疗的
项目，也正是在那时我开始接触哮喘、
慢阻肺等呼吸类慢病。我的本科毕业
论文写的也是一套哮喘家庭管理系统，
就是哮喘管家的雏形。”

路演现场，吕亮介绍说：“哮喘管

家的目标是构建一套医院之外的慢
病服务体系。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技术，通过医疗级的传感器采集患
者在院外的病理信息。”

该产品采用了“智能硬件+APP+
服务”的方式，通过智能设备采集哮喘
患者的数据，包括家庭环境下的肺功
能波动、用药数据等，借助疾病发作模
型和数据分析技术实时地评估患者的
病情，并在第一时间，通过云端进行预

警、连接医生提供远程服务，以及调整
患者的治疗方案等后续步骤。

“哮喘管家”目前已有4000个注
册医生，其核心产品家用肺功能仪和
智能用药吸入器已用于临床。

对于此次复赛结果，吕亮比较淡
定，他说：“通过比赛，让我结识了一
些志同道合的创业者，相互交流创业
心得，我们更多地把它当成是一个展
示产品的机会。”

开人工智能化管理哮喘病患

为疾病早期诊断提供医学影像支持

不同的医疗软件系统收集到的
医疗数据，没有一个统一的监测和统
计标准，无法为肾内科医生提供可
靠、有效的判断依据，可能导致无法
对肾脏病患者实现精准的治疗。

齐济数据平台是一个针对肾脏
病医疗领域，致力于打造信息化、数
据化、智能化的肾脏病管理平台。齐
济数据平台创始人刘翔告诉青年报

记者：“我在前期拜访过许多三甲医
院的肾内科医师，他们带我参观了血
液透析病房，并向我介绍了医务人员
的工作流程。”正是在调研的过程中，
刘翔发现现有的HIS系统已经无法匹
配肾内科精准治疗的需求。肾脏病
患者每周的治疗记录、居家随访信息
没有得到合理的管理。

齐济数据平台通过互联网接入，

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目前已经实现了
一位专科医生远程服务5至10家血
液透析中心的可能性，缓解了肾内科
专科医生缺口的问题。刘翔表示：

“为肾内科患者提供远程医疗监控、
就近透析、最惠购药推荐、居家检测
和肾病保险等服务，是齐济数据平台
的下一步计划，预计在明年底前完
成。”

利用大数据助诊肾脏病

创新创业大赛现场。

参赛者正在介绍自己的创业项目。

评委对参赛项目进行认真评审。 本版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