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苗注射枪
高速射流无针电驱

“科创中国”技术路演



桑达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公司致力于光学稳定、控制软硬件技术、控制系统相关产品研

究和开发。公司拥有研发人员12人、其中湖南省百人计划人才1名、云南省千人计划人才1名、法

国留学归国人员2名。公司主要服务于中国航发集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

国兵器工业集团、国防科大旗下多个研究所。

昆明桑达科技有限公司 
KUNMING SONGDA SCIENCE & TECHNOLOGY

研发地点和办事处： 昆明 、长沙、洛阳



    

    
• 九三学社、正高级工程师、硕导

• 曾任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型号副总设计师

• 云南省机械工业学会理事、自动化学会会员

• 云南省科技管理系统专家库成员

• 云南机电专业中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

• 云南省“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入选人才

• 湖南省百名科技创新人才

• 云南省第九届青年科技奖

• 云南（昆明）王仁臻专家工作站负责人

总经理和研发负责人

    



研发基地建设
 KUNMING SONGDA 



PART 02
服务领域



ü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云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企业

ü 云南省机械工业学会理事单位、实用新技术协会理事单位

ü 航天彩虹无人机公司合格供应商

ü 中国好设计奖全国70强、2020年度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优秀科技成果

ü 2020年云南省科技厅—“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

ü 2019年、2020年两年获云南省工信厅—创客中国“云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

ü 2020年获云南省人社厅—中国创翼云南省企业组第一名，代表云南参加国赛



电机智能功率驱动器国产化

光学瞄准和指示用快速反射镜

无人机发动机应急点火设备

稳定平台\转台、非标测试设备

合作单位



PART 03

 电机智能
功率驱动器

软硬件国产化



双通道各300W直流有

刷电机智能驱动控制器

450W直流有刷

电机智能驱动控制器

300W直流无刷电机

智能驱动控制器

150W通用型电机

智能驱动控制器

200W定制型有限

转角电机驱动器

600W有刷无刷电机智能

驱动控制器

200W直插型通用 
电机驱动控制器

300W永磁同步 
电机驱动控制器

军用驱动器产品研发
 KUNMING SONGDA 



小型低功耗连续变焦红外热像仪

伺服控制系统

连续变焦红外控制系统
 KUNMING SONGDA 



以色列Elmo系列驱动器 美国Coply系列驱动器

替换国外驱动器
 KUNMING SONGDA 



150W通用型
35X35X16mm

小尺寸、低功耗、大功率密度、高集成、异形定制智能功率驱动/控制器

两通道各50W、两通道位置传感接口  
35X35X11mm

卡片型、蝴蝶形异形驱动器

两通道各1200W
双增量/绝对编码器接口 

55X55X26mm

驱动器特色
 KUNMING SONGDA 



实现指标和核心技术
 KUNMING SONGDA 

PWM频率：200KHz（max）

供电电压：150VDC（max）、连续电流：200A(5s)

电流环采样和算法时间：20us（min）、带宽： ≥10KHz    电流环 多电阻采样 

和电流 补偿 技术、电流 追踪滤波 技术

电机控制 一体化 技术（兼容有刷、BLDC、PMSM） 位置环多状态反

馈 非线性动态规划控制 技术



经典控制算法实测运动过程

定位误差＜0.1°

超调量37%

过渡过程时间0.36s

高 速 高 精 度 动 态 规 划 定 位 控 制 算 法
实 测 运 动 过 程

定位误差＜0.036°

超调量1.5%

过渡过程时间0.22s

采用先进运动控制算法，可以提高产品的注射效率，减低每次注射所需时间；接近零超调，可以大大减小

产品的运动空间需求，同时保证有人参与环境下的安全性。

非线性动态规划控制算法
 KUNMING SONGDA 



PART 04

 光学瞄准和指示用
快速反射镜



应用场景：激光武器、稳瞄设备  

精度：优于2urad     带宽：优于200Hz

快速反射镜研制
 KUNMING SONGDA 



PART 05

 无人机/车辆发动机
应急点火设备



500W
应急点火设备

无人机/车辆发动机应急点火设备
 KUNMING SONGDA 

高低温工作试验 振动和冲击试验

800W应急点火设备 

协同总体竞标



PART 06

 巡检机器人
控制系统



实现机器人沿固定轨道运动，并执行巡检

任务，降低人工巡检作业中的高风险、高

强度，提高巡检的质量和效率。

ü 机器人钢缆轨道驻车或导航定位

ü 机器人钢缆轨道匀速行走

ü 机器人一键返航或链路中断返航

ü 机器人斜坡轨道掉电抱闸功能

ü 机器人倾角和垂直地面距离上报

ü 防碰撞功能

ü 温度和湿度上报

ü 声光报警功能

ü 机器人自主充电功能

ü 自检功能

巡检机器人控制系统
 KUNMING SONGDA 



PART 07

 云南首家
外骨骼机器人



生物医疗产品
 KUNMING SONGDA 

下肢辅助外骨骼 智能拐杖 信息采集鞋

外骨骼机器人
云南首家



PART 08

非标产品
和测试设备



多光谱转台
 KUNMING SONGDA 



单轴稳定平台\精密转台
 KUNMING SONGDA 



用于各种高精度军用角度传感器的标定和测试。

军用测角器精密测试转台
 KUNMING SONGDA 



发动机部件测试设备
 KUNMING SONGDA 



PART 09

高速射流
无针电驱

疫苗注射枪





痛点分析恐惧 出血

疼痛 水肿

注射感染 针头断裂

皮下硬结 资源浪费

传统注射方式

痛点分析

1 欧美等国已开始应用

3 本项目技术特点的产品在国内尚属空白

我国发展起步较晚

且产品性能水平不高

（目前主要是机械弹簧驱动）

2

无针注射方式



项目背景
新冠肺炎仍在全球肆虐

持续扩散

新冠病毒可能会长期存在

目前尚无新冠肺炎特效药

寄希望于疫苗研发

协同推进新冠肺炎防控科技攻关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科技支撑

防治新冠肺炎的科技攻关
习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强调：

项目背景



项目建设内容
1 研制高速射流无针电驱疫苗注射枪

2 研究形成电磁力作为动力源的无针注
射装置

3 解决对注射全过程进行药物射流能量
的控制

项目完成后实现驱动及关键技术国产化

整机及核心部件替代美国垄断产品，整机

填补国内空白
4

建设内容



使用场景临床医疗        家庭保健

胰岛素注射

局部麻醉注射

疫苗接种注射

传染病专用注射

对创伤、感染要求较高的精细注射(科、口腔科)

医护疫苗注射
MEDICAL PURPOSES

动物园

畜禽养殖场

动物饲养保护基地…

兽用防疫注射
VETERINARY

使用场景

战场及野外条件的卫勤保障……

野外战勤保障
WAR LOGISTICS



市场容量
我国糖尿病患者超过1亿人

且每年呈递增趋势。

其中约4000万患者需要长期注射胰岛素

且每天注射一次或多次

2.5%定位成未来的目标人群

即100万人

产品定价低于2000元人民币/套

且远低于国外同类产品

以此分析

已有20亿元人民币的市场空间

100亿
胰岛素注射仅仅是无针注射的一小部分应用市场

更广阔的空间应该在后续的产品上

无针注射器的国内市场有超过100亿元的空间

市场容量



项目创新性

项目创新性

注射深度可调节
（可皮内、皮下、肌肉注射）

注射时间不大于0.1s
（比传统注射快8倍以上）

注射剂量0.5mL(疫苗枪）2mL(重型）

记录使用次数

一键触发注射

枪式外形结构

按键自动吸入药液和排除药液中的气泡



无痛或微痛，避免注射感染、组织损伤、

出血、疼痛、水肿、皮下硬结等问题

注射
更安全

注射剂量和注射深度可精确调节，注射
更加迅速准确

注射
更有效

注射的药物在人体组织内弥散分布，
吸收曲线更接近于生理分布状态

药物
易吸收

操作方便简捷，注射安全，可以在任
何地方使用，注射效率高

操作
更便捷

项目产品特点



经典控制算法实测运动过程

定位误差＜0.1°

超调量37%

过渡过程时间0.36s

高 速 高 精 度 动 态 规 划 定 位 控 制 算 法
实 测 运 动 过 程

定位误差＜0.036°

超调量1.5%

过渡过程时间0.22s

注射器核心技术

采用先进运动控制算法，可以提高产品的注射效率，减低每次注射所需时间；

接近零超调，可以大大减小产品的运动空间需求，同时保证有人参与环境下的安全性。

非线性运动控制算法



注射器核心技术

尺寸:＜35mm x 35mm x11cm 重量:＜50g

内嵌先进控制算法 适用于不同接口

最小直线移动距离：小于3μm

实现精确控制无针注射器注射深度和剂量

控制驱动一体化设计理念， 实现小型化、

智能化、模块化、国产化设计。

电机微小型驱控一体电路国产化 精密机械传动设计



技术查新及评价
 KUNMING SONGDA 

云南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出具的
科技查新报告

高速射流无针电驱疫苗注射枪研发与
应用项目技术评价意见

技术评价专家名单
（西北工业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专家）



项目商业模式及预测

商业模式及预测

产品推广模式

医疗机构

医疗器械厂商

PRODUCT PROMOTION MODE

生物疫苗制剂厂商

规模化畜禽养殖基地

现有数据

已签协议：1家单位 ，实现收益280万元       

意向单位：在谈3家，意向收益800万元

AVAILABLE DATA 



产品推广计划
POPULARIZATION PLAN

产品持续改进

2020年

2022年    

疫苗枪销售定价：2000元人民币/套

（比弹簧式低3000元/套）

安瓿瓶定价：22元

预计收益
ANTICIPATED INCOME

2022年：

疫苗枪生产20000套，实现营收4000万元；

后续每年：

还可配套生产和使用安瓿瓶2000万套

实现营收4亿元；

财务预测

进入临床试验并取得

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



项目社会价值

社会价值

提升注射质量及效果
社会价值  

直接、间接带动就业100余人
社会价值  

减少有针注射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
社会价值  

降低有针注射成本、避免有针注射安全医疗事故
社会价值  

快速响应和实现大规模注射，解放和减轻医务工作者
社会价值  

实现关键技术、产品国产化，促进“中国制造2025”的进程
社会价值  



企业科研成果
 KUNMING SONGDA 



序号 专利名称

一种小型双通道驱动控制器

一种脚底压力信息采集鞋

一种基于人体下肢外骨骼的(康复)机器人

一种下肢外骨骼膝关节步态曲线规划方法

一种下肢外骨骼智能拐杖

一种驱动器高精度电流采样处理方法

下肢辅助外骨骼机器人的传动方法

下肢辅助外骨骼机器人控制系统

一种基于人体下肢外骨骼的康复机器人

一种脚底压力信息采集鞋

一种电磁撞击式无针注射装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专类类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

专利号/申请号

ZL201920675379.4

ZL201920407771.0

ZL201920407311.8

201910393310.7

201910242623.2

201910393648.2

201910242667.5

201910242604.x

201910242985.1

201910242605.4

202010277243.5

序号 专利名称

一种无针注射器机械传动方式

一种无针注射器最速位移曲线控制方法

一种编码器的测试系统和测试方法

一种工业巡检机器人的控制系统

一种电磁撞击式无针注射装置

一种无针注射器机械传动方式

一种无针注射器最速位移曲线控制方法

一种编码器的测试系统和测试方法

一种工业巡检机器人的控制系统

人体下肢外骨骼康复机器人 无针注射器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专类类型

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外观专利 外观专利

专利号/申请号

202010277363.5

202010277226.1

202010277244.X

202010277364.X

202020515753.7

202020515751.8

202020515570.5

202020515958.5

202020515746.7

ZL201930134674.4 ZL202030138539.X

企业专利明细
 KUNMING SONGDA 

一种下肢外骨骼智能拐杖 实用新型 201920407772.5一种小型双通道驱动控制器 发明专利 201910393269.3



请 专 家 批 评 指 正

微信二维码

手机：186 3888 6797 (微信同号)

邮箱：wangrenzhen1983@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