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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智能化无人系统解决方案定制和运营自动驾驶系统、远程遥控系统、人工智能调度系统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国定东路200号1号楼1611室
网站：www.sahefut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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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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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1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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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TC1904C） （型号：TC20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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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RS2003A）（型号：RS2004）



航拍飞行器（型号：TW302）
四轴⻜控器件:

1、主控芯片:STM32F 103C8T6 
2、6轴陀螺仪:MPU6050—
QFN24 3、2.4G通讯模块

:NRF24L01 4、电机驱动:MOS管
S12302 5、开关:主板集成电源开

关 6、电机保护支架 7、电机

:8520电机

8、3.7V 600MA电池 9、4个螺旋

桨(加送两片备用) 10、wifi摄像头

(非标配) 

配件器件: 1、主控芯片:STM32F 

103C8T6 2、2.4G通讯模块

:NRF24L01 3、2校准按键、4个微

调按钮 4、1个油⻔摇杆，1个方向摇

杆 5、蜂鸣器

6、3.7v380MA电池 

尺寸: 98×92.5×41 mm

最大飞行距离: 100米

最大飞行速度: 8m/s

最大飞行时间: 13分钟

最大飞行高度: 30米

可拆卸电池: 1.1Ah/3.8V

摄像头: 500万像素

视频: HD720P30

格式: JPG（照片），MP4（视频）

电子防抖: 支持

编程控制电脑：I5,8G内存，2G独显，21.5

寸显示器

飞行区保护网：宽6m，深4m，高2.5m，

材质：尼龙 7

穿越飞行器（型号：RS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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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RS1904A飞行模拟器简介及主要功能：
1)双座单人电控操作系统
2)塞斯纳172型动力学仿真和操纵响应
3)飞行仪表，发动机仪表和机载导航仪表仿真
4)通航飞机航电系统仿真
5)国内外机场飞行场景仿真
6)气象条件仿真
7)飞机操纵模拟：发动机开车程序，起降，导航与航线飞行，转场飞行，恶劣气候仪表飞行等科目仿真
8)飞行姿态运动仿真（选配）。

QMRS1904A飞行模拟器基本配置
1)外形尺寸：长2200mm，宽2000mm 高1800mm
2)服务器：I5 9400，GTX1050高性能显卡，8G内存
3)视景显示：双屏液晶折幕拼接视景仿真屏
4)操控设备：盘式主驾驶杆，节流阀-混合比-桨距杆油门弧座，驾驶舱无线电模拟控制器，自动导航模拟控制器，模拟开关控制器，模拟方向舵踏板

及脚舵制动
5）仪表：中央嵌入式液晶仪表盘配模拟显示仪表
6）座椅：双座A-06-260型黑革座椅
7）运动仿真：6自由度运动平台（选配）

飞行模拟舱（型号：RS190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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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模拟舱（型号：RS1904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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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航空模拟舱（型号：Tw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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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RS2006） （R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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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RS2011) （型号：R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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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RS2012) (型号：RS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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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RS2013)

型号：RS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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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风载荷测量、压力分布测
量、流场测量， 开口试验段除
定常风外，
还可生成具有周期性变化的脉
动风，平均风速20m/s时，
12秒内瞬时风速在14～26m/s
间周期变化
2）风洞设备系统是一种用于力
学、工程与技术科学基础学
科、
材料科学领域的物理性能测试
仪器

(型号：TCT01) 型号：TCT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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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TCT03) (型号：TCT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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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2



18

环境工程2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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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展示系统（型号：TH001）
尺寸：
长宽高（1500*600*600mm），占
地面积约1平方。空气质量检测约1
平方。合计约2平方（内含：提升
泵、MBR膜组、气泵、产水泵、电
磁阀、PLC电控柜、透明箱体）

说明：

污水处理工艺展示装置主要用于
向受众生动展示污水处理工艺流程
各个环节，让大家对污水处理工艺
流程有个更加详细清晰的了解，其
中包含了调节池、MBR膜处理池、
清水池等各个池体，另外为了方便
教学还增加配置了10寸的触摸屏用
于工艺演示。

检测原理：CO，SO2，NO2，03:电化
学：PM2.5，PM10:光散射：TVOC：PID
光离子；
传感器寿命：2年；
线性误差：《+2%；
零点漂移：±2%（F.S/年）
供电电压：12V（配套系统采用太阳能
供电电池）；
信号输出：GPRS信号

（型号：TH002）



20

城市污水处理模拟设备（自动控制，型号：TH003）

产品描述：本装置是A2O工艺演示和动态
实验设备，通过装置实验希望达到以下目
的：
1）了解A2O工艺组成、运行操作要点；
2）确定去除率高、能量省的运行参数，
指导生产运行；
3）针对一些工业污染源对该工艺运行中
的冲击，提出准确的判断，避免造成较大
的事故；
4）用实践经验培训学生，考核其独立的
工作能力，提高人员的技术素质和企业水
平；
5）利用模型运输方便的特点，可以在拟
建污水厂的现场，进行污水处理可行性实
验

5G传输系统环境工程仿真与控制（仿真实验）
型号：TH004

可视化实训仿真实验：
1）简单系统建模仿真；
2）控制系统仿真；
3）实验虚拟溶解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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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水系统科学套件（型号：TH005） 

尺寸：205*160*60（mm）；
包含：活性炭、石英砂、小苏
打、钾明矾、海绵、滤纸等；
基础净水过滤套件

离心喷泉实验套件（型号：TH006）

尺寸：215*167*70（mm）
包含：电池盒、开关、防水罩、
电机、喷泉底座、蓄水盒、喷
嘴；
实验内容：
原理一：离心水泵；
原理二：抛物运动；
原理三：能量守恒；
原理四：简单串联电路；
微型太阳能喷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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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基础材料包（型号TH007）

1、水质检测工具箱tds*1；
2、自动浇花器*1；
3、迷你生态池*1；
4、砂石英、竹炭过滤器*1套；
5、肥底沙*1；
6、硝化细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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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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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3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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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展示中心（型号：TA001）

数据分析展示区：采用4块大屏全方位360度展示分析内容，在同一平台可完成即时信息展示、
信息共享。
数据分析处理区：4个双屏工作站，支持I7/I5/I3等系列CPU，支持6核处理器及32GB内存可保
证数据的高效处理；内置固态硬盘和3T机械硬盘，可保证软件的高效运行、重点数据的快速读
取和提供大量数据的存储能力。
张扬的底座区：造型科幻，独特底部镂空，将线条与底座完美地结合起来，层次分明、彰显魅
力。
一体式设计：产品由4个双屏工作站、4块大屏、软硬件配置、多种USB接口等，根据造型结构
巧妙的集成。
独特的工艺和材质：产品采用高强度金属结构、先进的烤漆工艺和精密的加工工艺，使产品线
条流畅、设计合理、色彩分明、时尚大气。
LED氛围灯：产品独特的LED氛围灯设计，使产品极具科幻和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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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4

实验室主要面向土木工程专业、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专业开设结构力学类实验，

实验内容包括钢筋混凝土超筋梁、少筋梁、适筋梁受弯实验，钢筋混凝土柱抗压

实验，钢结构力学实验等，主要设备有YJ-ⅢD-3型结构力学组合实验装置、电液

伺服压力机、力学分析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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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土木工程4



28

模拟地震振动台（型号：TT001）

地震模拟振动台是用于模拟各类工程结构在地震下的动
力行为的实验设备，类似于人类的运动，振动台系统要动
起来，需要提供动力的心脏（油泵），输送血液的血管
（动力油管），实现运动的肌肉（作动器），以及控制运
动和记录运动结果的大脑（控制系统和数据采集系统），
感知运动的神经元和神经网络（传感器和传输线），用来
表现运动的是手和脚（类似于振动台系统的台面），所有
这些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振动台试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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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模拟振动台阵虚拟仿真器（型号：TT002）

地震模拟器仿真产品包括三种类型，
分别为标准振动台、半定制振动台和
全定制振动台。这些地震模拟器产品
可以用于评估非建筑结构对象、建筑
部件和子结构、缩比建筑模型和足尺
建筑结构等对象在实际地震条件下的
行为和表现。半定制和定制的系统具
有多自由度地震事件精确复现能力，
也可结合作动缸实现针对子结构的混
合仿真加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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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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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5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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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TN001
型号：TN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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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TN003

型号：TN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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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TN005） （型号：TN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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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TN008）（型号：TN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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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TN009） （型号：TN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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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TN012）

（型号：TN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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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TN013）

（型号：TN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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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TN015） （型号：TN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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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TN018） （型号：TN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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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TN020）（型号：TN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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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TN021）

型号：TN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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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TN023

（型号：TN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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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工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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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工程6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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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铁路列车受电弓滑靴与接触网之间的触点构成了一种最复

杂也是最有挑战性的环境，其弓网关系尚未充分认知。下面所示

是业内首个 高性能高速铁路弓网关系测试系统，由MTS系统公司

为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CARS) 设计和制造，旨在可控的试验室

环境内复现车受电弓滑靴与接触网所处的真实严苛环境，获得受

电弓磨损以及工作性能的深入见解。

高速铁路受电弓磨损与性能模拟仿真器（型号：TR001）
在可控、可重复的试验室环境中精确复现受电弓滑靴与接触网架空线之间的高动态力学环境。

该系统将架空线安装于直径为4m的圆盘边缘，该圆盘旋转时最高可以模拟550kph的时速。转盘
的旋转运动可以通过编程来模拟真实列车的运营过程。为了能够模拟接触网的垂向位移或刚度，
转盘被安装在可以垂向运动的托架之上，也通过编程来复现接触网的垂向位移时间历程或模拟刚
度时间历程。转盘托架同样以“之”字形往复运动，以复现架空线和接触网之间的相互运动。完整
的受电弓安装在振动台上，振动台模拟列车在轨道运行时的垂向振动。整个系统可通过受电弓滑
靴传输高达 2,000 安培的电流，而高速吹风装置对受电弓滑靴与接触网的接触区域提供冷却，并
模拟车辆走行过程中的气动力。测试系统的仪器仪表架跟随架空线进行“之”字形往复运动，对受
电弓滑靴和架空线的磨损情况进行实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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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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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7

实验内容 高级生化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教学以研究生的实验室实践为主,力求发挥其主体作用；教师只作必要的实验原理和注意事项的讲解,并注意引导学生结合实际工作需要拓展所学内容。完成本实验学习内容后，要求学生掌握生化与分子生物学关键实验流程及各主要技术手段，提高其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目的基因的获取及重组质粒构建：

1、PCR引物设计——掌握PCR引物设计原理及设计流程，在授课教师指导下完成实验所需目的DNA的引物设计及优化
2、目的基因克隆、酶切、连接——掌握质粒DNA提取、聚合酶链反应（PCR）、目的基因与质粒的限制性内切酶消化、目的基因与质粒DNA的连接等实验操作技巧
3、重组体鉴定（酶切、PCR）——通过限制性内切酶消化及PCR方法结合核算电泳鉴定前述步骤中构建的重组质粒
重组菌株表达条件优化：

1、重组质粒转化——学习感受态细胞制备原理，掌握质粒DNA的转化和筛选
2、高产重组菌株筛选（保种）——通过小量菌体培养诱导，结合蛋白质电泳筛选高产重组菌株，同时掌握菌株的低温保藏
3、表达条件优化（蛋白质电泳）——掌握促使异源蛋白可溶性重组表达的常规摸索方法，并通过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检测

生化实验涵盖范畴：

1、分子筛的灌装、柱效测定及分子量标定——通过学习凝胶层析法的基本原理，掌握分子筛凝胶的特性、如何灌装高柱效层析柱
2、硫酸铵沉淀法梯度分离蛋白质——学习盐析生物学方法分离纯化蛋白质，特别是对原料的初步分离
3、四种方法平行测定蛋白质相对浓度——掌握不同的蛋白质含量测定方法
4、Crosslink方法确定蛋白质聚集特性——学会巧妙运用交联剂（辛二酸二琥珀酰亚胺 (DSS，Disuccinimidyl suberate)）突破蛋白质结构、蛋白质间相互作用、细胞膜结构等研究。

课程



49型号：TS001 型号：TS002 型号：TS003 型号：TS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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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此类系统，研究人员可通过长期的磨损测试，实现
人工关节植入物的部件优化和材料表面力学性能参数测
量，不断完善人工关节的设计，提升产品质量和使用寿
命。系统提供的方案现实可行，符合行业标准和规范的
要求，助力实现人工关节的力学仿真与模拟，开展更加
深入的研究。

应用
• 长期磨损
• 疲劳测试
• 日常生活活动仿真
• 失效表征

测试样件
• 外科植入物
• 医疗器械组件

Bionix 多站台磨损测试系统（型号TS005） Landmark® 电液伺服测试系统（型号TS006）

电液伺服力学测试系统可满足多领域的力学
测试需求，提供准确、可重复的测试结果，
从复杂的热机械耦合疲劳研究到标准拉伸或
压缩测试，不一而足。Landmark系统采用可
靠的 SureCoat® 技术制造，与传统的镀铬工
艺作动缸活塞杆相比，其作动缸使用寿命延
长了 1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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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测试系统
型号：TS006 型号：TS007 型号：TS008 型号：TS009

型号：TS003 型号：TS002 型号：TS004 型号：TS010

型号：TS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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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地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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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地球8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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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化学分析仪（型号：TH002）

主要测定水体中的亚硝酸盐、硝酸盐、磷酸盐、氨氮、硅酸盐、总氮、总
磷等环境因子。可以完全消除了分析过程中的交叉污染、人为操作误差，
自动实现取样、稀释、混匀、比色过程。

X射线荧光光谱仪（TH001）

主要是对土壤、沉积物中的40余种主微量元
素的测定，用于地球地质成分、化学、环

境、生物、材料等领域研究，同时实验室配
有样品制备的研磨机、压片机和熔样机，可

实现样品的快速，准确分析与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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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消解仪（型号TH003）

全自动消解仪是ICP-MS的前
处理装置，仪器可自动完
成加酸、混匀样品、程序
升温消解、赶酸、定容，
全程实现无人操作，最多
可同时处理60个样品。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
型号：TH004

可以高精度测试几乎全部元
素，包括常量、微量元素和
部分同位素。主要用于地球
物质成分、化学、环境、生
物、材料等领域研究。强大
的全基体进样系统
（AMS），无需手动稀释，
实现高固体溶解含量样品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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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TE001） （型号：TE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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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TE003） （型号：TE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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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TE005） （型号：TE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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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TE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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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TE008） （型号：TE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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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TE010） （型号：TE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