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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市 2017 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科普 

项目立项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1 
《大自然物种》和《探索药物的奥秘》系

列科普教育课程和课件开发  
上海市女科学家联谊会 

2 生活中的材料科学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3 探索地铁奥秘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

研究院 

4 “七彩之光”系列在线科学课程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

研究所 

5 流动科技馆精品课程的开发与推广  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 

6 
计算机科普教育与创新能力培养课程和课

件开发  

上海浦东复旦大学张江科技研

究院 

7 
上海市公共安全教育实训基地消防实训馆

实训课程研发  
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8 航空科普系列课件  上海航宇科普中心 

9 灵丹妙药动手做  上海中医药大学 

10 
基于文化传承和健康引领的中医药科普传

播体系构建  
上海市中医药学会 

11 
“达医晓护伴成长，医学新知常科普”系

列主题医学科普教育课程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12 
“趣玩编程”上海科技馆场景式课件开发

及教学  
上海科技馆 

13 
心脑血管疾病急救知识科普系列课程及课

件的开发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14 
健康有约--明亮眼睛,需要你我共同呵

护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15 《一展一讲一互动一体验》  上海纺织博物馆 

16 出发吧！汽车人——系列课程课件开发  上海市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17 
商用航空发动机科普教育课程和课件开

发  

上海中航商用航空发动机制造

有限责任公司 

18 
“探索邬达克”系列建筑科学创意普及课

程  

上海长宁区邬达克文化发展中

心 

19 《名医护航丛书》医学科普宣教 I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20 家庭创客嘉年华系列活动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

指导站 

21 科创小达人 TED 演讲秀第二季  
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上海市

青年发展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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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017第六届上海市防灾减灾系列科普活

动暨百人百场市民应急宣教活动  
上海科协事业发展中心 

23 科学探索人人秀  上海爱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4 
上海市老年人慢性疾病系列科普健康教育

活动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上海市闵

行区传染病医院） 

25 区校联动郊区大型青少年科普服务行动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6 
上海医联体合作模式下的健康知识精准科

普宣传活动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27 2017第二届张江汇智科技文化节 
上海浦软汇智商业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 

28 桌剧场陶瓷大型公益科普活动展示秀  
上海陶院艺术品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29 海派中医地铁专列公益宣传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 

30 悦读城市——规划展示巡展  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 

31 
《冠心病防治系列科普视频》制作与推

广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

医院 

32 
向肺癌宣战，你赢得了吗？系列科普动画

视频开发与推广  

上海市肺科医院（上海市职业病

防治院） 

33 中华星梦科普短片  上海科技馆 

34 
关于老年髋部骨折预防及治疗微电影的制

作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35 小小蚊子，你知多少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

院 

36 
“分娩那些事”——“温柔分娩”系列科

普微电影的创作与推广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37 
上海特色马铃薯主食化战略的新媒体科普

宣传与推广 
上海交通大学 

38 妙穴奇效系列科普视频  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 

39 
预防儿童意外伤害，为孩子创造健康未

来  
上海市儿科医学研究所 

40 科普摩天轮  
上海《华东科技》杂志社有限公

司 

41 科普电视栏目《哈哈！我喜欢》  上海炫动传播有限公司 

42 
“嫦娥奔月，再探苍穹”——上海广播电

视台探月工程全媒创新科普节目  
看东方（上海）传媒有限公司 

43 颈椎病科普微视频内容开发和推广  上海开元骨科医院有限公司 

44 
“解码科学实验室”（第二、三季）制作

和推广  
上海牵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5 科普影视内容创制和融媒体传播  上海撷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46 
“青春张江园 追梦廿五载”张江综合性国

家科学中心科普推广微电影  
上海沪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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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新能源汽车科普视频制作与传播  
上海国际汽车城（集团）有限公

司 

48 
胃肠肿瘤的预防和早期发现相关系列科普

视频开发与推广  
上海同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49 《掌知识-萌萌分不清》系列科普视频  上海科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50 趣味科普 智慧生活—系列科普微视频  上海爱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51 
“警惕身体发出的癌症信号”系列视频制

作  

上海高教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

公司 

52 自闭症四十二章经  上海柒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3 
世博实践区绿色低碳示范项目科普视频内

容开发和推广  

上海世博城市最佳实践区商务

有限公司 

54 咕力咕力和智慧小精灵  
上海亲宝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

司 

55 法医 DNA的魅力  上海市刑事科学技术研究院 

56 公共安全科普宣传项目  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 

57 
用健康生活方式防治肿瘤及质子重离子技

术的健康守护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临床技术研

发中心 

58 
“记得我爱你” --认知障碍科普微视频开

发与推广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上海市心

理咨询培训中心） 

59 纳米科技的奥秘  上海师范大学 

60 基因资源微视频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 

61 
上海辰山植物园系列植物科普微视频策划

制作  
上海辰山植物园 

62 蓝色药苑系列科普 I：海洋无脊椎动物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63 
“惠及大众的日间手术模式”科普视频创

作及推广应用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 

64 
“人机大战”背后的杀手锏——人工智

能  
上海大学 

65 
《言归“震”传》科普动画系列短片（第

二季）  
上海市地震局宣传教育中心 

66 合成生物学系列科普视频--《人造生命》  上海市生物工程学会 

67 
东广新闻台《极客叨科学》科普音视频节

目 
上海东方广播有限公司 

68 “追光逐梦”科学实验系列微视频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

研究所 

69 《化学总动员-少儿版》系列科普动画片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

所 

70 雾霾认知与日常防护科普视频开发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71 
医生最懂你的心——心血管科普故事系列

视频  
上海市影像医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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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探索激光世界”科普系列视频短片制

作  
上海市激光技术研究所 

73 糯玉米与糯玉米文化科普微视频制播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74 肾脏健康科普知识微视频创作与推广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75 中医辨证防治大肠癌  华东医院 

76 
“氧护健康，扶正生源”科普影视内容开

发和推广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

医院 

77 
泌尿生殖系统系列科普公益广告：我对疾

病有话说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分院 

78 
营养捉“谣”记——全媒体时代狙击食品

营养与安全谣言  
上海市同济医院 

79 中医养生科普系列视频开发及推广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80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的防治  上海长征医院 

81 小心吃出来的药物性肝损伤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82 关爱女性盆底生殖健康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83 老年人居家意外伤害事件防范方法推广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上海市静安区

红十字老年护理医院） 

84 
中风 120-中风快速识别和立即行动之中

国策略  
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 

85 动漫系列“健康解码”-血压揭秘篇  华东疗养院 

86 

“生活方式病”的防治——骨健康：脊柱

及关节健身操微视频的 

开发和推广  

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 

87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大肠癌筛查科普微视

频宣传教育活动策划方案  

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同济大

学附属杨浦医院） 

88 
“0-3岁婴幼儿早期发展和家庭育儿支

持”系列科普微课  
上海市儿童医院 

89 科普公益广告内容制作与推广 上海明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90 
科普 VR影视开发——“新视界之深度看科

学”系列  
上海科技馆 

91 
国家光子科学中心科普微电影及科普 VR

视频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

所 

92 外滩科普之窗  上海滨江星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93 VR科普系列（少儿篇）  上海瑞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94 新能源汽车科普系列公益广告  
上海新能源科技成果转化与产

业促进中心 

95 “地球村”里的医食住行探秘  上海动物园 

96 
“目”浴阳光-预防近视系列青少年爱眼健

康促进科普公益大行动  
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 

97 可视化科普创新实验室 VR系列视频  上海汉图装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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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昆虫 VR系列视频创作与应用 上海科技馆 

99 
普及心血管危险因素知识的舞台剧的创新

与推广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崇明分院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崇明分院、上海市崇明区第二人

民医院） 

100 
青春强“心”计——心理科普相声剧校园

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101 科学广播剧 上海东方广播有限公司 

102 科普剧展演  
上海智品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 

103 
思想性科技新媒体“三思派”内容开发及

运营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 

104 
上海市优秀科技成果科普内容新媒体开发

及推广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有限责任

公司 

105 漫画医学科普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06 
女性生殖健康科普在微信公众平台的推广

运用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107 新媒体科普内容开发  上海易班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108 
驰骋百年魅力依然——汽车文化新媒体科

普内容开发  
上海国际汽车城发展有限公司 

109 国门生物安全新媒体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 

110 基于微信平台的公共卫生科普信息推广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11 肿瘤科普丛书的“新媒体化”呈现  上海长征医院 

112 “舟楫致远”航海科普伴我行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 

113 高端科普新媒体“世界科学”微信公众号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 

114 儿童康复科普内容开发和推广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

医院 

115 脊柱疾病的预防及治疗  上海市同仁医院 

116 
“幸福生活 从“齿”开始”系列口腔健康

科普内容的制作及应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

人民医院 

117 
为上海建设特大型健康城市服务的新媒体

科普宣传——以心胸疾病为例  
上海市胸科医院 

118 “北斗人家”科普特色示范区创建  
上海西虹桥导航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119 
睡眠促进智慧—“脑科学时代”孕婴睡眠

科普模式的构建及应用  
上海市松江区妇幼保健所 

120 长风海洋世界科普体验中心  上海长风海洋世界有限公司 

121 嘉定区科普特色示范展示区创建项目  上海遥薇（集团）有限公司 

122 明珠创客走廊科普特色示范展示区  上海明珠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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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航天科普特色示范展区创建  上海埃依斯航天科技有限公司 

124 
智造智荟智旅——上海高端装备产业科普

示范展示区  

上海国际传媒产业园文化装备

管理有限公司 

125 以 MOOC为核心的科普资源云平台搭建 上海科技馆 

126 肺科科普在线 
上海市肺科医院（上海市职业病

防治院） 

127 
医路守望——儿科医学科普体验平台建设

项目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128 青少年家庭综合科普平台建设 上海科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29 喜马拉雅科普音频云服务平台 喜大（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30 健康科普公众服务平台 上海汽笛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31 健康科普自媒体服务平台 新闻报社 

132 Me++平台 
上海知汇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133 
基于“互联网+”的社区创新屋运行服务平

台(O2O平台)建设 
上海科荧多媒体发展有限公司 

134 积木机器人氪系列科普产品  上海未来伙伴机器人有限公司 

135 
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儿童合作性益智棋设

计与应用  

上海启幼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136 陶瓷马赛克手工益智套组  上海好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37 巴氏刷牙法的新型教具的制作  同济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138 3D打印小短腿家族超声波传感机器人 上海寰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39 “机器动力结构”科普创新屋材料包  上海励志青年服务中心 

140 “行星探索”科学课程实验活动包  上海天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41 自然探索坊  上海林佳美术设计有限公司 

142 
地铁建设及运行模拟展示及互动平台研

制  
上海席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43 
基于增强现实技术儿童教育科普系列绘

本  
上海历影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144 《科学就医 分级诊疗》益智游戏棋  

上海人口和计划生育宣传教育

中心（上海人口视听国际交流中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