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 

生產力局於「日內瓦國際發明展 2022」獲奬項目內容 

獎項 項目 簡介 合作研發夥伴 

評審團 

嘉許金獎 

SMART PATCH 

 

「SMART PATCH」是一種兼容 5G 通訊

的通用工業物聯網設備，用於收集來自生

產設備的實時數據並將其可視化，更可根

據生產設備的能力及實時狀態自主安排及

執行生產訂單工作。此研發旨在以最小的

投入為設備增添智能元素，以實現機器互

聯的能力，從而降低因系統故障而導致停

產的風險。 

/ 

金獎 堆填區垃圾滲濾液嶄新化學 

處理方法 

 

 

本研發是一種創新及高效率的堆填區垃圾

滲濾液化學處理方法，透過加入特定化學

藥品配方，將堆填區垃圾滲濾液中的有色

和不可降解的有機物去除，從而減低對環

境帶來的污染。 

/ 

金獎 第二代智能機械臂系統 

 

第二代智能機械臂系統是首個組裝在工程

車上的全自動機械臂系統，設有視像鏡

頭、激光雷達、機械臂、系統監察傳感器

和自動化存放區，能夠識別四周環境，可

在高速道路上放置及收回超過 200個交通

圓筒和100個危險警告燈，從而減低道路

工人的工作風險。此系統採用了人工智能

傳感器融合運算法來識別交通圓筒和危險

警告燈，能夠實時處理訊息。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路政署 

金獎 自動側縫壓線縫紉機 使用傳統縫紉機縫紉側面壓線時需要操作

員在整個過程中進行折疊壓線，效率低、

亦無法保證折邊的一致性。自動側縫壓線

縫紉機為操作員一次過完成定位、折疊壓

線，同時平均地移動兩邊布料，大大降低

操作員技術要求及提升生產力。機器採用

創新獨特的垂直車頭安裝方式，運用地心

吸力，配合特別設計的送料及定位裝置，

藝誠（余氏）發展 

有限公司 



 

有助操作員快速定位、平穩送料。整體產

量提升 80%，良品率更由以往 90%提升

至 99%，造出專業而一致的「明線」側

縫效果。 

金獎 多種金屬板材 

累積疊軋與沖壓技術 

 

這種全新的沖壓板生產技術可將鋁、銅、

鋼等金屬材料疊壓成完整的合金板材。板

材可用於製作具備不同強化功能要求組合

的沖壓產品。這項技術亦令合金板材的製

造更具彈性，提高沖壓廠內部批量製造複

合合金板材的成本效益。 

/ 

金獎 多段式等離子拋光技術 

 

多段式等離子拋光技術應用於金屬表面拋

光時能降低金屬物體的表面粗糙度，達致

精細的效果及高尺寸公差，符合多個行業

對金屬部件表面拋光的要求。與傳統方法

比較，此技術效率更高、效果更佳，而且

過程中不會產生粉塵爆炸或高濃度廢水。 

/ 

金獎 超輕鎂鋰合金材料 

 

本發明是在穩定的惰性氣體環境下，在手

套箱內的熔煉爐中不間斷地製造鎂鋰

（Mg-Li）合金錠，有效地避免了元素損

失和污染。這種超輕的鎂鋰合金具有超越

傳統合金的高強度、硬度和抗震性能，能

為航天、汽車、醫療和電訊數碼行業帶來

改變。 

/ 

銀獎 人工智能師傅 

 

人工智能師傅兼備人工智能運算和深度學

習能力，能夠學習人類師傅在汽車維修工

場的工作流程；並能自動識別每個加工步

驟中取出的零件或者組裝模塊的次序和位

置是否正確，藉此檢查及指導學徒工作。

人工智能師傅不僅能確保產品質素，還可

/ 



將所學的知識用於培訓新學徒，從而協助

許多製造或組裝工序邁向自動化。 

銀獎 智能的士咪錶 

 

此發明集智能的士咪錶及雲端後台綜合系

統於一身，利用物聯網技術，結合召喚的

士服務、實時路程地圖、車隊管理、電子

支付及收據等功能，對比現時市面上純粹

用作記錄里程和計算車費之的士咪錶，這

款智能的士咪錶能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士

服務。 

移動商店集團 

有限公司 

銀獎 香燭除煙器 

 

這款新型高效除煙裝置，能去除四成由燃

燒香燭時所產生的懸浮粒子，提升廟宇內

的空氣質素及減低環境污染之餘，亦無阻

傳統宗教儀式的進行。此裝置省電，體積

細小且易於安裝，無需配置大型設備，適

合應用於缺乏設備安裝空間的中式廟宇建

築。 

/ 

銀獎 低煙冥鏹 

 

這款新型冥鏹內含回收無機填料及助燃

劑，燃燒速度加快四成，能顯著減少在燃

燒時釋放的煙塵及降低兩成熱能，以更環

保及可持續方式進行燃燒冥鏹活動，減輕

對化寶爐的損耗。這項物料技術也能應用

於其他以焚燒方式處置的紙料，減少二氧

化碳的排放。 

/ 

銀獎 創新分散式廚餘回收系統 

 

本發明徹底改變了現時極耗費體力及高成

本的廚餘收集方法，促進了廚餘回收的發

展。透過此技術，所有種類的廚餘都能從

源頭進行分類，並預先處理成為漿液，方

便運送至分散式的小型無人廚餘回收系

統，從而產生再生能源及動物飼料。 

聯誼工程 

（國際控股） 

有限公司 

銀獎 延長鮮食保質期 

冷電漿滅菌系統 

 

冷電漿滅菌系統是一種非加熱型物理的滅

菌方式，利用高活性帶電粒子破壞食品表

面的細菌及胞子。此方法能有效在三分鐘

內，無須加入任何防腐劑，便可延長食品

保質期達 100-300%。 

/ 



銀獎 智能隧道質量檢測系統 

 

「智能隧道質量檢測系統」是首個採用無

人機搭載人工智能力處理技術的隧道檢測

系統，促使隧道檢測提升至數碼化，讓工

程師能夠安全和謹慎地進行隧道襯砌缺損

的檢測工作。「3S」是指「安全」、

「智能」和「現場」。系統無需設置傳統

目測巡查所需的大型工作平台，大大節省

檢測時間和空間需求，同時大幅提高施工

現場的安全性、準確度、效率及操作靈活

性。此外，系統將檢測結果自動整合成電

子缺損報告，使整個檢測過程的數碼化，

方便日後資產管理。「智能隧道質量檢測

系統」已成功開發，並應用於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土木工程拓展署管理的 T2 主幹

路及茶果嶺隧道工程項目。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土木工程拓展署 

及 

安誠-邁進聯營 

銀獎 近視風險因素監測智能眼鏡

 

本發明是一副專為兒童度身定制的智能眼

鏡，旨在監測兒童的觀看習慣及近視風險

因素，從而減慢兒童近視加深的速度。通

過此智能眼鏡，閱讀距離、光暗度和頭部

角度等數據可以被收集並儲存在雲端資料

庫中，以供日後分析。此發明還採用了特

殊鉸鏈設計，可以靈活及方便地與任何兒

童眼鏡結合使用。 

香港中文大學 

銀獎 多功能自動道路維修機械人 

 

自動多功能道路維修機械人是一款全自

動、高效、多功能的人工智能機械人，能

夠執行一系列道路維護工作。透過採用自

動化及 5G 遙距操作技術，此機械人可以

深層清洗街道、清除道路上的障礙物、鋪

上瀝青、進行路面劃線及油漆工程。它亦

配備物體感應器，可識別損毀的路面及障

礙物，以及妥善執行路面劃線工作。 

香港華科發展 

有限公司 

銀獎 智能無線護士站呼叫系統 

 

智能無線護士呼叫系統，外型小巧及方便

攜帶，具有電力持久及極低時延的獨特優

勢，能夠確保在醫院環境內遠距離穩定傳

輸訊號。它符合嚴格的電磁兼容標準和通

訊事務管理局規定的測試要求。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機電工程署 

及 

威迪科技有限公司 



銀獎 KetoMetrics 高性能減脂管理 

解決方案 

 

KetoMetrics 是便攜式的高性能呼吸酮分

析儀，透過測量呼吸酮濃度，監察人體的

減脂速率，從而協助減肥人士規劃健康飲

食，有助應對全球人口肥胖趨勢。它使用

突破性的光子傳感專利技術，只需一下呼

氣即可隨時隨地準確測量，並快速得知結

果。其應用程式更可提供度身訂造的個人

報告，從用戶的飲食和生活習慣分析出最

有效的減脂方案 。 

澳科環球有限公司 

銀獎 人工智能金屬製品表面缺陷檢

測系統 

 

此系統通過完整的人工智能圖像分析技術

對金屬斷口圖像進行分析，能有效及快速

為金屬斷裂缺陷作初步分析，並減少因長

時間工作或疲勞造成的人為分析誤差。此

系統可在 15 秒或更短時間內快速斷定金

屬斷裂缺陷的類型，將金屬斷裂缺陷分析

的時間和成本降低了 50%，並能取得優

質、可靠和一致的斷裂分析結果。 

/ 

銀獎 先進雙重激光混合打磨 

 

先進雙重激光混合打磨是一種環保、低成

本及高速的打磨拋光技術，可達致不同表

面光潔度的要求。此技術可打磨複雜的立

體幾何形狀、微細特徵和紋理表面，並提

高品質穩定性及精準度。 

/ 

銀獎 低溫金屬-塑膠包覆成型技術 

 

此技術能於單一生產周期內一站式生產含

複雜金屬導線的塑膠件，有效降低生產及

硬件設置成本，並提高設計複雜 3D 導電

路徑產品的靈活性和功能性。 

/ 

銀獎 異種材料回填式攪拌 

摩擦焊接技術 

 

這是一種非常具有成本效益、高質量和可

靠的內部車輛、飛機、建築和其他工業部

件的焊接技術，用於焊接不同的輕質材

料，如碳纖維板、鋁、鋼和塑料。異種材

料連接可以提高接頭的可靠性和質量，使

汽車部件更輕，並擁有更高的強度、抗疲

勞能力、抗腐蝕性能和更長使用壽命，同

時有助節省燃料和保護環境。 

/ 



銀獎 機械人升降機通用平台 

 

與博歌科技有限公司共同開發的機械人升

降 機 通 用 平 台 ， 可 讓 自 動 導 引 車

（AGV）、服務機械人或移動設備在對

升降機控制系統作出最少修改下，同時並

自主地操作不同品牌或型號的升降機。它

使用無線技術和氣壓傳感器，為 AGV 於

多層建築物中自由穿梭提供一個無需要對

現有電梯進行重大改裝，具成本效益的解

決方案。 

博歌科技有限公司 

銀獎 人工智能輔助虛擬試衣 

流動應用程式 

 

FitEasy 是一個專門為行動不便人士而設

計的人工智能輔助虛擬試衣手機應用程

式，讓他們可以隨時隨地找到自己喜歡的

適應性衣服和試著不同的服裝風格。它採

用人工智能換臉技術配合數據分析，讓行

動不便人士無需前往實體店進行試衣，亦

能享受到不同的適應性服裝和配飾；同

時，透過 FitEasy 亦能提高相關行業的形

象和公眾對該群組所遇到的問題之認識。 

/ 

銀獎 高導熱、低膨脹鋁-矽-石墨 

複合材料 

 

本發明是在氬氣環境下，通過真空熱壓燒

結，製作具有高導熱性和低熱膨脹的鋁-

矽-石墨片狀複合材料，可廣泛應用於汽

車、電子封裝設備、大功率微電子設備和

5G 通訊產品的熱管理系統。 

/ 

銀獎 智能污水除泡機器人 

 

本發明乃污水處理行業首創，幫助解決全

球污水處理行業中存在已久的生物泡沫問

題。此研發搭載了人工智能影像分析系統

以進行泡沫分類及追蹤，配合智能控制及

特製破泡裝置，能有效地進行全自動的除

泡工作，節省用水及減少人力資源。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渠務署 

銅獎 5G 遙距駕駛 這是香港首個 5G 遙距自動駕駛汽車應

用，利用 5G 網絡低時延和高速傳輸的優

/ 



 

點，駕駛者可觀看由車輛發送的實時路面

高清影像，實現安全可靠的遙距駕駛。此

應用兼容多種 5G 通訊頻段（3.5 吉赫 / 

4.9 吉赫 / 26-28 吉赫），駕駛者可衝破

地域界限，在模擬駕駛艙遙距操作車輛，

同時享受真實的駕駛感。 

銅獎 駕駛睡意偵測助理 

 

這是一套先進的嵌入式司機睡意偵測系

統，利用人工智能深度學習和傳感器融合

技術，實時監察司機的精神狀況，並在偵

測到任何睡意行為（如雙眼合上、打呵

欠、持續點頭）時以聲音提醒司機，以減

低駕駛時發生意外的風險。此低成本、低

功耗的系統更可輕鬆安裝在任何汽車上。 

/ 

銅獎 雷達視覺 

 

香港首套基於 79 吉赫雷達訊號和人工智

能圖像處理的先進嵌入式 機械人視覺系

統，探測在車輛前方出現的物體，即時提

供各個物體的全面資訊（速度、距離、類

型、位置和大小），並發出精準及時的危

險預警，即使在惡劣天氣下仍能運作，提

升駕駛安全。此低成本系統更可輕鬆安裝

在各種汽車上。 

/ 

銅獎 智能衝燈警報系統 

 

 

此系統利用邊緣運算、人工智能圖像處理

和 V2X 技術，偵測十字路口的潛在衝紅

燈情況，並及時發出預警。系統成本便宜

而且安裝簡單，只需配備圖像處理器的攝

影機，就能準確檢測在十字路口中駛向不

同方向的車輛類型，以及計算車輛與停車

線的距離和所需煞車時間，並透過路側單

元和車載單元發佈預警。 

/ 

銅獎 合乎中成藥 GMP 規範 

的智能包裝系統 

 

首創的智能自動化 GMP 產品包裝生產系

統研發並建立全自動智能包裝設備，採用

機器視覺系統及高速的包裝模組，能精確

地模擬細緻的手工包裝工序及兼容多種不

同尺寸的包裝物料，滿足複雜和嚴格的中

成藥產品包裝驗證要求，同時延續過百年

歷史的中成藥品牌獨特產品形象。系統更

保心安藥廠 

有限公司 



成功增加產量並減少六成三人手，紓緩技

術人員短缺。 

銅獎 適用於食品及保健食品的高效

率高壓萃取技術 

 

此高壓萃取技術可以提高保健食品中生物

活性物質及有效成份的提取效率，包括把

傳統中藥靈芝中的靈芝胞子破壁而獲得內

在的成份。比起普通溶劑提取方法，此技

術能增加保健食品中的有效成份提取率高

達 200%，而靈芝胞子破壁率亦高達

95%。 

/ 

銅獎 智能精品茶藝機械人 

 

此研發透過應用傳感器和人工智能，讓機

械人學習及模仿中國茶藝師沖泡不同種類

茶葉的泡茶技巧及手藝，無需手動輸入參

數，機械人便能根據茶葉的性質浸泡出該

茶品最佳的色、香、味，從而提高公眾對

傳統茶文化的認識，傳承傳統飲茶文化。 

福茗堂茶莊 

銅獎 帽子 LOGO 三維列印系統 

 

此發明旨在透過三維帽子標誌直接列印系

統，滿足小批量生產定制標誌帽子的即時

需求，從而節約成本，減少浪費。這新系

統利用帽子定位技術來識別準確印製位

置，並將帽子的曲面壓成平面以便打印。

系統亦具備三層噴嘴配置，採用了高粘性

的 PCL（聚己内酯）打印材料，能印製出

不同顏色及三層印刷品。 

飛達帽業控股 

有限公司 

銅獎 通用機械人與電梯互動運算法 

 

通用機械人與電梯互動運算法是一種建基

於影像及人工智能的電梯控制系統，通過

無線連接，讓機械人可以安全地乘搭電

梯，達至與途人和諧共存。 

 

此系統亦可以讓機械人透過人工智能掌握

電梯動態，從而通過畫面及聲效提醒身邊

的行人。 

/ 

銅獎 智能雞蛋仔製作機器人 這是世界上第一台自動製作雞蛋仔的機器

人，除有助提升整體產能及節省生產成

本，亦協助客戶將香港地道美食拓展至世

界市場。此智能機器人可同時製作 9 底雞

香港街食有限公司 



 

蛋仔，生產力提高 450%，同時節省 70%

廠房空間。此系統能將蛋液泵送過程自動

化，精準而有效地將蛋液注入模具；並能

高度模仿經驗豐富的師傅的雞蛋仔製作技

術，包括180度翻轉模具、微小而重要的

搖勻動作，以及精確的溫度控制等。 

銅獎 數碼化精益分析器 

 

這是一台結合軟件及硬件開發的發明，應

用於需要人手操作工序的廠房或生產線。 

透過設置於生產線的傳感器，收集各項生

產數據，例如每個工作崗位的運作時間、

閒置時間、產能、不良率等，收集的數據

會自動進行整合並圖像化顯示出來，讓企

業利用實時數據進行分析，制定生產線設

計，優化排程。 

/ 

銅獎 光敏抗菌塗層 

 

這種長效保護塗層具「自我殺菌」功效，

能在無紫外光及只有弱光的室內環境下抑

制細菌生長，經證明能有效抑制不同種類

的細菌和病毒，包括金黃葡萄球菌、甲型

流感 H1N1、人類冠狀病毒 HCov-229E

等。光敏抗菌塗層防水、洗潔劑及酒精，

並適用於木、金屬及塑膠等不同表面。 

/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