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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湖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制

提名单位（专家） 邵阳市科技局

项目名称 一种智能安全用电设备的研发和产业化

主要完成人 江世军，李修连

主要完成单位 湖南小快智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省财政资金拨款单位 邵阳市本级及市辖区

项目密级 非密 定密日期

保密期限(年) 定密机构(盖章)

学科分类

名称

1 用电技术 代码 4704061

2 电工学 代码 4704011

3 电路理论 代码 4704014

所属国民经济行业 其他未列明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所属国家重点发展领域 公共安全

任务来源 省、市、自治区计划

具体计划、基金的名称和编号：
湖南省科技创新计划2018GK3067
邵阳市科技计划项目2017NS2
邵阳市科技计划项目2019CG33

已呈交的科技报告编号：
无

授权发明专利（项） 1 授权的其他知识产权（项） 8

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    2017年3月29日 完成：    2020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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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名意见
 

提名单位 邵阳市科技局

通讯地址 湖南邵阳大祥区城北路16号 邮政编码 422000

联 系 人 熊云辉 联系电话 0739-5360552

电子邮箱 295106428@qq.com 传　　真 0739-5363522

提名意见：
      湖南小快智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3月21日，注册资金3000万元，是邵阳市重点招商战略性
新兴产业，公司位于邵阳市经济开发区湘商产业园，拥有2万平方米标准厂房用于研发和生产。小快智造
是湖南省高新技术产业标准化试点示范单位，邵阳市政府指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市科技局对口招商的重
点企业。公司主要对全球首创、拥有自主发明专利、可以让电从根源上做到“触电不伤人、不起火、不漏
电、能报警、防雷击、可智控”的“电能过滤器”技术进行产业化。其研究和产业化项目对用电安全具有
非常重要的革新，对社会公共安全事业将具备时代性的意义。特同意提名科学技术发明奖，并建议考虑为
二等奖候选项目。

　　 提名该项目为湖南省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声明：本单位遵守《湖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
，所提供的提名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
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
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调查处理。

　　　　　　　　　　　　　　　　　　　　　　　　　　提名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提名项目等级（请在相应栏打“√”进行选择）

一等奖
　　第一完成人签字：

　　　　　　　　     　     　　　　　　　　　　　
　　　　　　　　年　　月　　日

二等奖 √

三等奖

　　说明：实行“定标定额”评审，一等奖评审落选项目不再降格参评二、三等奖，二等奖评审落选项目
不再降格参评三等奖。评审公示后不受理对评审结果中有关提名等级的异议。请认真对照省技术发明奖授
奖条件，填写提名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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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简介

（限 1页）

一种智能安全用电设备的研发和产业化

一、项目背景

湖南小快智造是邵阳市科技局重点对口招商企业，2018 年“创

客中国”全国 200 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创始人江世军先生

自小受同学触电身亡事件所影响，立志研发一种触电不伤人、不漏电

的技术，彻底改变电的负面属性。经过几年的努力，江世军带领的研

发团队终于取得了技术上的突破，发明了一种可以理论上实现保护功

能的用电技术，“一种智能保护电路”（专利号 ZL201510311685.6），

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智能化控制装置“一种物联网智能家居控制器”（专

利号 ZL201721829064.8）并申请了国家专利，获得了授权。

二、项目立项的准备工作

有了技术背景，要转化成可应用的产品并产业化是第二次的研发

过程。在此情形下，湖南小快智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决定成立“一种

智能安全用电设备的研发和产业化”项目。项目立项后，为确保项目

的稳步推进和尽快取得成绩，首先公司成立了项目实施领导小组，由

项目负责人即公司董事长江世军任组长，积极组织项目实施；然后，

公司制订了详细的项目实施方案，对各项任务进行分解，将任务细化

和量化到每个项目组成员，做到层层有任务，个个有指标；最后，建

立了项目实施考核制度，对项目进度完成情况定期考核。以确保公司

集中力量全力推进项目按计划实施。

三、项目的关键技术和创新点

1.关键技术：在通用电能通过该设备后，在不改变电压电流，不

影响电器设备正常使用的前提下，可以让普通电源绝对做到“触电不

伤人、不起火，不漏电、不断电，识故障、能报警，防雷击、防浪涌，

节能并能通过物联网系统远程监测和控制”。

2、技术创新点：高压、低压的交流电源经由该设备后，人在

接地的情况下，单独接触火线，不会造成伤亡；火线发生金属性接地

时，不会产生强大电流和电火花，引发火灾；火线触地时，不会产生

漏电，从而节省电能；能在雷电等超高压电涌和尖峰电流出现时，保

护电器设备，延长电器设备使用寿命；用电线路出现过压欠压超载情

况时，能报警；用电线路出现漏电现象时，能报警并能精准识别异常

线路并推送到显示屏上；能改善电源质量，降低电气设备损耗；可通

过 wifi 或数据卡模块，跟 APP 云平台进行数据交互，实行总开关或

分回路的远程智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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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技术发明

1.主要技术发明（限 5页）

一种智能保护电路（专利号 2015103116856）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智能保护电路，包括变压器 W、芯片 IC1、电阻 R1 和二

极管 D1，所述变压器 W的绕组 N1 的一端连接电容 C4、双向晶闸管 Q1 的一个主

电极和 220V 交流电，变压器 W的绕组 N1 的另一端连接负载 RL，变压器 W的绕

组 N2 的两端分别连接整流桥 T的第一端口和整流桥 T的第三端口。本发明智能

保护电路不仅结构简单、元器件少、制作成本低，而且电路还具有过压保护、

欠压保护和软启动的功能，有效的防止了电网波动对用电负载的影响，因此电

路具有功能多样、使用寿命长和简单实用的优点。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电工学，是一种保护电路，具体是一种智能保护电路。

研发背景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家用电器逐渐进入人们的家庭，可以是说

电能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最常用的能源，但是电能在电网中传输的过程中经常

会出现电网波动，从而使得原本稳定的 220V 电压会出现过压、欠压的情况；不

仅影响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而且还会严重降低用电负载的使用寿命。

发明内容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结构简单、功能多样的智能保护电路，以解决

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

种智能保护电路包括变压器 W、芯片 IC1、电阻 R1 和二极管 D1，所述变压器 W

的绕组 N1 的一端连接电容 C4、双向晶闸管 Q1 的一个主电极和 220V 交流电，变

压器 W的绕组 N1 的另一端连接负载 RL，变压器 W的绕组 N2 的两端分别连接整

流桥 T的第一端口和整流桥 T的第三端口，整流桥 T的第二端口连接电阻 R1、

电阻 R2、电阻 R3、电阻 R8、电容 C1、芯片 IC1 的引脚 4、芯片 IC1 的引脚 8和

芯片 IC2 的引脚 1，电阻 R1 的另一端连接二极管 D1 的阳极，二极管 D1 的阴极

连接电容 C1 的另一端、电容 C3、电容 C5、电容 C6、电阻 R5、电阻 R6、电阻

R7、电阻 R10、二极管 D2 的阳极、整流桥 T的第四端口、芯片 IC1 的引脚 1 和

芯片 IC2 的引脚 4，电阻 R2 的另一端连接电阻 R4、电阻 R5 的另一端和芯片 IC1

的引脚 6，电阻 R3 的另一端连接电阻 R4 的另一端、电阻 R6 的另一端和芯片 IC1

的引脚 2，芯片 IC1 的引脚 5 连接电容 C6 的另一端，芯片 IC1 的引脚 3 连接电

容 C2，电容 C2 的另一端连接电阻 R7 的另一端、电容 C3 的另一端、二极管 D2

的阴极和二极管 D3 的阴极，二极管 D3 的阳极连接芯片 IC2 的引脚 5，电阻 R8

的另一端连接电容 C5 的另一端，芯片 IC2 的引脚 2 连接电阻 R9，电阻 R9 的另

一端连接二极管 D4 的阳极，二极管 D4 的阴极连接双向晶闸管 Q1 的控制极，电

容 C1 的另一端连接电阻 R10 的另一端，双向晶闸管 Q1 的另一个主电极连接负

载 RL 的另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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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所述芯片 IC1 的型号为 NE555，芯片 IC2 的型

号为 TWH8778。

2.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所述二极管 D4 为发光二极管。

本发明的优点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智能保护电路不仅结构简

单、元器件少、制作成本低，而且电路还具有过压保护、欠压保护和软启动的

功能，有效的防止了电网波动对用电负载的影响，因此电路具有功能多样、使

用寿命长和简单实用的优点。

安全用电装置（专利号 201821536537X）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安全用电装置，其包括用于对交流电进行过滤处理

的电能过滤器、用于对安全用电装置输出的交流电进行切换的转换开关、用于

控制安全用电装置输出线路通断的电控开关元件、电路板、电路板包括用于检

测电能过滤器的输出火线和输出零线的对地阻抗的对地阻抗检测电路和用于起

主控功能的控制器，控制器中预存有设定值，当对地阻抗检测电路检测到电能

过滤器的零线输出端和火线输出端的对地阻抗均低于设定值时，控制器控制电

控开关元件断开电能过滤器的电能输出。本实用新型的安全用电装置实现自动

化控制，可以有效地保护用户的生命财产安全。

技术领域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工学安全用电技术领域，特别地一种安全用电装置。

研发背景

目前，在普通接入的电路中，人或动物在接地的情况下如果单独触碰火线

会导致触电，容易造成人员伤亡。另外，火线在触碰到接地的金属时，会漏电

并且会产生电弧火花而容易引发火灾、爆炸等严重事故。虽然现有的跳闸开关

技术可以在火线触地后给予断电保护，但是人在触电的一瞬间还是会受到伤害，

火线在触碰到接地金属时电弧火花已经产生了，再跳闸断电也于事无补。而且，

现有的跳闸开关技术容易发生故障，在关键时刻不跳闸或者延迟跳闸，无法做

到充分地保护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

实用新型内容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安全用电装置，以解决现有的跳闸开关技术无法安

全地保护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的技术问题。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方面，提供一种安全用电装置，安全用电装置包括

用于对交流电进行过滤处理的电能过滤器、用于对安全用电装置输出的交流电

进行切换的转换开关、用于控制安全用电装置输出线路通断的电控开关元件、

电路板，电路板包括用于检测电能过滤器的输出火线和输出零线的对地阻抗的

对地阻抗检测电路和用于起主控功能的控制器，控制器中预存有设定值，当对

地阻抗检测电路检测到电能过滤器的零线输出端和火线输出端的对地阻抗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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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设定值时，控制器控制电控开关元件断开电能过滤器的电能输出。

进一步地，电路板还包括与控制器连接的报警控制电路，报警控制电路用

于在对地阻抗检测电路检测到电能过滤器的零线输出端或火线输出端的对地阻

抗低于设定值时起到报警提醒的作用。

进一步地，安全用电装置还包括套设在电能过滤器的火线输出线路上并用

于检测电能过滤器的输出电流的电流检测元件，电路板还包括用于与电流检测

元件连接的电流检测电路，电流检测电路还与控制器连接。

进一步地，安全用电装置还包括与电能过滤器连接并用于将电能过滤器输

出的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且起到供电作用的电源电路，电源电路包括用于将电

能过滤器输入的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的第一整流模块、用于进行直流电压调节

的第一电压调节模块，第一整流模块与电能过滤器连接，第一电压调节模块与

第一整流模块连接。

进一步地，电路板还包括用于检测电能过滤器的输出电压的电压检测电路

电压检测电路分别与第一整流模块、控制器连接。

进一步地，安全用电装置还包括用于检测其温度的温度传感器，电路板还

包括用于与温度传感器连接的温度检测电路，温度检测电路与控制器连接。

进一步地，安全用电装置还包括用于在检测到安全用电装置的温度超过阈

值时对其进行降温处理的降温元件，电路板还包括用于与降温元件连接的降温

元件控制电路，降温元件控制电路还与控制器连接。

进一步地，安全用电装置还包括用于显示数据的显示元件，电路板还包括

用于与显示元件连接的显示元件控制电路，显示元件控制电路还与控制器连接。

进一步地，对地阻抗检测电路包括第二整流模块、第一稳压模块、第一驱

动模块、分压模块、常开继电器模块、第三整流模块、第二稳压模块和第二驱

动模块，第二整流模块与电能过滤器的火线输出端连接，第一稳压模块和第一

驱动模块与第二整流模块连接，第一稳压模块和第一驱动模块与分压模块连接，

分压模块与常开继电器模块连接，第一驱动模块、常开继电器模块还与控制器

连接，第三整流模块与电能过滤器的输出零线连接，第二稳压模块和第二驱动

模块与第三整流模块连接第二驱动模块与控制器连接，第二稳压模块与分压

模块连接。

进一步地，转换开关包括应急开关和输出开关，应急开关和输出开关两者

无法同时闭合，应急开关和输出开关都断开时，安全用电装置不输出电能，应

急开关闭合时，安全用电装置直接输出市电的交流电，输出开关闭合时，安全

用电装置输出经电能过滤器过滤处理后的交流电。

本技术的优势

本实用新型的安全用电装置，其通过电能过滤器对市电的交流电进行过滤

处理，将危险的交流电过滤为安全的交流电，另外，其通过检测电能过滤器的

输出火线和输出零线的对地阻抗电路来控制电能过滤器的输出线路的通断，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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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到电能过滤器的火线输出端和零线输出端的对地阻抗均低于安全的设定值

时，此时如果人在接地的情况下无意中触碰到火线和零线中的任意一根都会导

致触电事故的发生，此时断开电能过滤器的电能输出可以有效地保护用户的生

命财产安全。

另外，本实用新型的安全用电装置还设置有报警控制电路，当检测到电能

过滤器的零线输出端或火线输出端的对地阻抗低于安全的设定值时，人在接地

的情况单独触碰火线或者火线会有可能导致触电，此时通过控制报警控制电路

来进行报警提醒，以便于用户及时检修安全用电装置。

另外，本实用新型的安全用电装置还设置有电流检测元件和电流检测电路

来对电能过滤器的输出电流进行检测，当电能过滤器的输出电流过大或者过小

时可以及时反馈给用户，以便于用户及时检修安全用电装置。

另外，本实用新型的安全用电装置还设置有电压检测元件来对电能过滤器

的输出电压进行检测当电能过滤器的输出电压过高或者过低时可以及时反馈

给用户，以便于用户及时检修安全用电装置。

另外，本实用新型的安全用电装置还通过温度传感器和温度检测电路对其

工作温度进行实时检测，便于用户对安全用电装置的工作温度进行实时监控。

另外，本实用新型的安全用电装置还设置有降温元件，当安全用电装置的

工作温度超过阈值时，控制器自动控制降温元件对安全用电装置进行降温处理，

使得安全用电装置在安全的温度范围内工作，控制过程实现自动化。

电能过滤器（专利号 201821564673X）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电能过滤器，其用于对交流电进行过滤处理，电能

过滤器包括用于分别与市电的零线和火线连接的输入线、用于输出电能的第一

输出线和用于对市电的交流电进行过滤处理的线圈本体，线圈本体包括用于闭

环传输磁场的磁场传导层、用于基于变化的电场产生磁场的电能输入层和用于

基于变化的磁场产生电场的第一磁电转换层，电能输入层和第一磁电转换层依

次缠绕在磁场传导层上，输入线与电能输入层连接，第一输出线与第一磁电转

换层连接，第一输出线输出的对地的电流小于人体安全电流值。市电经过本实

用新型的电能过滤器过滤处理后人或动物单独触碰火线或零线不会发生触电事

故。

技术领域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工学安全用电技术领域，特别地一种电能过滤设备

研发背景（参照第二点安全用电装置）

实用新型内容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电能过滤器，以解决现有的跳闸开关技术无法安全

地保护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的技术问题。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方面，提供一种电能过滤器，其用于对交流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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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处理，电能过滤器包括用于分别与市电的零线和火线连接的输入线、用于

输出电能的第一输出线和用于对市电的交流电进行过滤处理的线圈本体，线圈

本体包括用于闭环传输磁场的磁场传导层、用于基于变化的电场产生磁场的电

能输入层和用于基于变化的磁场产生电场的第一磁电转换层，电能输入层和第

一磁电转换层依次缠绕在磁场传导层上，输入线与电能输入层连接，第一输出

线与第一磁电转换层连接，第一输出线输出的对地的电流小于人体安全电流值。

进一步地，第一输出线的火线输出端和零线输出端的对地阻抗均大于安全

设定值。

进一步地，磁场传导层包括用于闭环传输磁场的环形铁芯和缠绕在环形铁

芯上并用于对环形铁芯起到绝缘保护作用的第一绝缘层。

进一步地，磁场传导层还包括用于对环形铁芯起到绝缘保护作用以及加强

环形铁芯和第一绝缘层之间粘合紧密度的第一黏胶层，第一黏胶层缠绕在环形

铁芯上，第一绝缘层缠绕在第一黏胶层上。

进一步地，电能输入层包括用于基于变化的电场产生磁场的初级绕组和缠

绕在初级绕组上并用于对初级绕组起到绝缘保护作用的第二绝缘层，初级绕组

缠绕在第一绝缘层上并与输入线连接。

进一步地，第一磁电转换层包括用于基于变化的磁场产生电场的第一次级

绕组和缠绕在第一次级绕组上，并用于对第一次级绕组起到绝缘保护作用的第

三绝缘层，第一次级绕组与第一输出线连接。

进一步地，电能过滤器还包括缠绕在第一磁电转换层上并用于基于变化的

磁场产生电场的第二磁电转换层和第二输出线；第二磁电转换层与第二输出线

连接；第二磁电转换层的结构与第一磁电转换层的结构一致。

进一步地，电能过滤器还包括用于检测电能过滤器温度的温度传感器和用

于传输数据的第三输出线，温度传感器与第三输出线连接并通过第三输出线将

温度检测结果传输出去。

进一步地，电能过滤器还包括设置在环形铁芯中空位置处并起到绝缘作用

的绝缘内芯。

进一步地，电能过滤器还包括设置在线圈本体相对的两个端面上并起到绝

缘保护作用的绝缘保护件。

本装置优势

本实用新型的电能过滤器通过将市电的交流电输送至电能输入层，电能输

入层中会基于变化的电场产生磁场，产生的磁场再沿磁场传导层进行闭环传输，

第一磁电转换层再基于变换的磁场产生交流电经第一输出线传输至用电设备，

并且第一输出线输出的对地的电流小于人体安全电流值，人或动物在接地的情

况下单独触碰火线或者零线时不会发生触电事故，另外第一输出线触碰到接大

地的金属时不会产生电弧火花而导致引起火灾、爆炸等严重安全事故，从而可

以最大程度上安全地保护人类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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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局限性（限 1页）

（1）本项目在现阶段存在的技术局限性

目前湖南小快智造的技术发明集成转化的产品是“电能过滤器”，电能过滤

器包括用于分别与市电的零线和火线连接的输入线、用于输出电能的第一输出

线和用于对市电的交流电进行过滤处理的线圈本体，线圈本体包括用于闭环传

输磁场的磁场传导层、用于基于变化的电场产生磁场的电能输入层和用于基于

变化的磁场产生电场的第一磁电转换层，电能输入层和第一磁电转换层依次缠

绕在磁场传导层上，输入线与电能输入层连接，第一输出线与第一磁电转换层

连接，第一输出线输出的对地的电流小于人体安全电流值。市电经过电能过滤

器过滤处理后人或动物单独触碰火线或零线不会发生触电事故。

由于电能过滤器的工作原理依赖于线圈的作用，就目前的研究成果，线圈

的体积比较大，质量较重，造成的产品技术局限性有：

1 家庭用 8千万、1万瓦电能过滤器体积较大，分别有 0.032m³和 0.09m

³；质量较重，两款主要规格产品重量分别有 53公斤和 90公斤。家庭安装影响

居家美观且不便移动。

2 理论上电能过滤器适用的功率越大，线圈的体积也就越大。因此工业用

电能过滤器目前存在适用功率较小、能耗较大、散热不够影响设备稳定性等问

题。

（2）今后的主要研究方向

针对上述的局限性问题，电能过滤器往后主要的技术攻关方向主要有：

1 家庭用电能过滤器的体积、质量小型化研究。

2 家庭用电能过滤器的外观结构与居家环境相匹配的研究。

3 工业用电能过滤器的适用功率不断提高的研究。

4 运用新材料、新工艺促使电能过滤器节能降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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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客观评价

[限 2页。围绕技术发明点的创造性、先进性、技术价值做出客观、真实、准确评价。

填写的评价意见要有客观依据，主要包括与国内外相关技术的比较，国家相关部门正式作

出的技术检测报告、验收意见、鉴定结论，国内外重要科技奖励，国内外同行在重要学术

刊物、学术专著和重要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等公开发表的学术性评价意见等，可在附件中

提供证明材料。非公开资料（如私人信函等）不能作为评价依据。]

一、项目创新性、先进性

本技术关键点是：在通用电能通过该装置后，在不改变电压电流，不影响

电器设备正常使用的前提下，可以让普通电源绝对做到“触电不伤人、不起火，

不漏电、不断电，识故障、能报警，防雷击、防浪涌，节能并能通过物联网系

统远程监测和控制”。

本技术的创新点：高压、低压的交流电源经由该装置后，人在接地的情况

下，单独接触火线，不会造成伤亡；火线发生金属性接地时，不会产生强大电

流和电火花，引发火灾；火线触地时，不会产生漏电，从而节省电能；能在雷

电等超高压电涌和尖峰电流出现时，保护电器设备，延长电器设备使用寿命；

用电线路出现过压欠压超载情况时，能报警；用电线路出现漏电现象时，能报

警并能精准识别异常线路并推送到显示屏上；能改善电源质量，降低电气设备

损耗；可通过 wifi 或数据卡模块，跟 APP 云平台进行数据交互，实行总开关或

分回路的远程智控。

本技术的先进性：在电源技术中，隔离变压器已经运用了几十年，主要用

于安全电压(通常不超过 54V)输出，用于 1:1 输出 220V 或 380V 的隔离变压器也

有应用，但一旦用户的用电线路对地异常，就会发生触电事故并同时有可能引

发电器火灾。而电能过滤器技术基于对电能过滤处理的线圈本体，将市电的交

流电输送至电能输入层，电能输入层中会基于变化的电场产生磁场，产生的磁

场再沿磁场传导层进行闭环传输，第一磁电转换层再基于变换的磁场产生交流

电经第一输出线传输至用电设备，并且第一输出线输出的对地的电流小于人体

安全电流值，人或动物在接地的情况下单独触碰火线或者零线时不会发生触电

事故，另外第一输出线触碰到接大地的金属时不会产生电弧火花而导致引起火

灾、爆炸等严重安全事故，从而可以最大程度上安全地保护人类的生命和财产

安全。

二，技术价值

电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逐渐成为了人民生活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水和空气一样，成为了现代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要素之

一。用电也是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衡量指标，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用

电量是十分惊人的，2020 年 4 月份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超过 5572 亿千瓦时，每小

时用电功率达 7.74 亿千瓦。电能过滤器作为一种可过滤电的负面属性产品，理

10

202
0年
度提
名书
正式
版



论上可应用于所有需要用电的场景环境中，为用电安全提供最高级别的技术防

护。如果按照我国全社会用电功率每十千瓦所需电能过滤器成本 5000 元计算，

我国电能过滤器总体市场技术价值将近四千亿元。我国 GDP 占世界 GDP 总量约

16%，以此计算，电能过滤器的全球技术价值约 2.5 万亿元。其所能带动的产业

链价值将无法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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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广应用情况及效益

（请依据客观数据和情况准确填写，不做评价性描述。）

1．推广应用情况

单位名称 应用的技术 应用情况 应用的起止时间 应用单位联

系人

邵阳市科学技

术局

电能过滤器 安装电能过滤

器产品

2018年 11月 29

开始安装

段邵宁
13907390207

东莞市纬线

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电能过滤器 安装电能过滤

器产品

2018年 4月 21

签约安装

刘绍林
18665163803

深圳市速盟信

息技术有限公

司

电能过滤器 安装电能过滤

器产品

2018年 6月 18

日至 22日安装

邓贻波
13113217555

湖南小快智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 2018 年内，智能安全用电技术初步实现

转化成可推广应用产品“电能过滤器”。在 2018 年初步推广下，全年实现销售

收入 629 万余元，创造利税 56 万余元。2018 年末公司总资产 1011.79 万元，资

产负债率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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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三年经济效益
单位：万元人民币

 

自 然 年 新增销售额 新增利润

2017 0 0

2018 629.22 51.23

2019 1,602.42 153.28

累    计 2,231.64 204.51

主要经济效益指标的有关说明：
　　湖南小快智造的智能安全用电技术在2017年立项后，当年仅有研发投入，没有实现转化，所以未能产生销售
收入；2018年在项目初步实现转化的情况下，实现销售收入629万余元，利润50余万；2019年该项目产品实现产
业化，销售收入突破1600余万，利润150多万元；至2019年底，项目共建立了2条电能过滤器生产线，产品已实现
规模化生产，2018-2019年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2231万余元，销售收入2231万余元，新增利润共计超200万元。

其他经济效益指标的有关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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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或国家安全效益

该研发项目自 2017 年实施以来至 2019 年底止，实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1）研发项目实现成果转化为产品“电能过滤器”通过国家科技部

国际查新检索，产品属国内首创，技术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围绕电能过滤器产品，已申请 12 项国家专利(11 项获得授权)，

其中发明专利 2项，授权 1项，还有 1项待授权。仅 2019 年就获得实用

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 7项。

（3）成立了技术中心和实验室，培养创新型人才 10 人，突破了 2

项电能过滤器关键技术瓶颈。

（4）产品通过了国家质量认证，制订了产品技术标准并通过了国家

技术监督局审核备案。

（5）2019 年公司被评为湖南省战略性优势产业链小巨人企业和国家级知识

产权优势企业，并通过了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6）研发项目实施期内公司建立了 2条电能过滤器生产线，产品已实现规

模化生产，2018-2019 年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 2231 万余元，销售收入 2231 万余

元。2018 年在项目初步转化的情况下，实现销售收入 629 万余元，利润 50 余万；

2018 年末公司总资产 1011.79 万元，资产负债率 19.89%。2019 年产品逐渐成熟，

年销售收入突破 1600 余万，利润 150 多万元；2019 年末公司总资产 1186.8 万

元，资产负债率 18.89%。2018-2019 两年间累计研发投入 150 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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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不超过10件）
 

  

知识产权
（标准）

类别

知识产权
（标准）
具体名称

国家
（地区）

授权号
（标准
编号）

授权
（标准
发布）

日期

证书编号
（标准批

准
发布部门

）

权利人
（标准

起草
单位）

发明人
（标准

起草人）

发明专
利

（标准
）

有效状
态

发明专利 一种智能保护
电路 中国 104901

280B
2018年
06月05日 2951590

湖南小快智
造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江世军、李
修连

有效专
利

实用新型
专利 安全用电装置 中国 208782

459U
2018年
09月19日 8757824

湖南小快智
造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江世军、李
修连

有效专
利

实用新型
专利 电能过滤器 中国 208835

752U
2018年
09月19日 8820669

湖南小快智
造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江世军、李
修连

有效专
利

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

安全用电节能
智能系统V1.0 中国 2018SR

635780
2018年
03月15日

软著登字
第
2964875
号

湖南小快智
造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湖南小快智
造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其他有
效的知
识产权

实用新型
专利

一种物联网智
能家居控制器 中国 207473

460U
2018年
06月08日 7456818

湖南小快智
造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江世军 有效专
利

实用新型
专利

报警控制电路
和安全用电装
置

中国 208834
471U

2018年
09月19日 8811200

湖南小快智
造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江世军、李
修连

有效专
利

实用新型
专利

检测供电设备
输出电能的电
路

中国 209086
339U

2018年
09月19日 9058807

湖南小快智
造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江世军、李
修连

有效专
利

实用新型
专利

检测供电设备
温度的电路 中国 208780

362U
2019年
12月31日 8768722

湖南小快智
造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江世军、李
修连

有效专
利

　　承诺：上述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用于提名湖南省技术发明奖的情况，已征得未列入项目主要完成人的
权利人（发明专利指发明人）的同意。

　　　　　　　　　　　　　　　　　　　　　　　　　　　第一完成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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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江世军 性别 男 排　　名 1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4年04月21日 出  生  地
湖南省邵阳市新
宁县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430528197404210510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技术员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湖南师范大学 毕业时间 2010年06月30日 所学专业 中文

电子邮箱 764925781@qq.com 办公电话 07395181055 移动电话 13397397766

通讯地址 湖南省邵阳市经开区湘商产业园 邮政编码 422000

工作单位 湖南小快智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总裁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群众

主要完成
单位

湖南小快智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湖南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7年03月29日　至 2020年04月10日

对本项目主要技术发明的贡献：
江世军先生为本项目的牵头人和负责人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主要完成人排名，遵守《湖南省科
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
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
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
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
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团
队）。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
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
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主要完成
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
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主要完成人被提
名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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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李修连 性别 男 排　　名 2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5年06月27日 出  生  地
湖南省岳阳市钟
鼓楼区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430602196506271514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湘潭大学 毕业时间 1988年06月30日 所学专业 计算机软件

电子邮箱 L6906@163.com 办公电话 07395181055 移动电话 18676972117

通讯地址 湖南省邵阳市经开区湘商产业园 邮政编码 422000

工作单位 湖南小快智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总工程师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群众

主要完成
单位

湖南小快智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湖南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7年03月29日　至 2020年04月10日

对本项目主要技术发明的贡献：
李修连先生是本项目的技术负责人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主要完成人排名，遵守《湖南省科
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
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
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
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
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团
队）。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
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
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主要完成
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
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主要完成人被提
名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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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湖南小快智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排　　名 1 法定代表人 江世军 所  在  地 湖南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传　　真 07395181055 邮政编码 422000

通讯地址 湖南省邵阳市经开区湘商产业园综合楼1楼

联  系  人 江世军 单位电话 07395181055 移动电话 13397397766

电子邮箱 764925781@qq.com

对本项目技术发明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本研发项目由湖南小快智造电子科技公司独立完成，在本项目上湖南小快智造公司累计投入近两百万元用
于研发，并倾全力予以产业化和推广。成立了一个技术中心，和两个实验室，吸收和培养创新型技术人才
15人，攻坚克难。突破了两项技术瓶颈，才形成技术转化成品“电能过滤器”。并在产品不管功能完善的
过程中，克服了技术人员不足的风险，和研发初期资金供应困难的财务风险，还有产品成型后市场质疑的
推广风险，亦步亦趋，一步一个脚印，终于在目前实现了规模化生产；累计工业总产值超过两千万元。后
续，公司将继续着力于产品的节能环保功能的完善，和应用于工业电源体系的产品线进行拓展。争取把湖
南小快智造的电能过滤器应用于全社会各个场景环境。不断朝着“安全用电、节能用电、智能用电”的研
发方向前进，以“高新化、规模化、国际化”为方向扩大纵深，争取运用高新技术为国争光，为全社会安
全用电事业做出贡献。

　　声明：本单位同意主要完成单位排名，遵守《湖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
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
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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