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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共和国白俄罗斯共和国

白俄罗斯共和国地处欧洲中心。国家的交通线路，将俄罗斯和亚洲大

陆国家和最短的连接了起来。白俄罗斯与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

俄罗斯和乌克兰交界。

白俄罗斯共和国的首都明斯克市。

白俄罗斯领土总面积为20万7千平方公里，人口总数近一千万，

70%的国民居住在城市。

白俄罗斯按照行政区划分为6个省。

官方语言为白俄罗语和俄语,最普及的交际语言为俄语，英语和德语。

白俄罗斯为总统共和制。白俄罗斯共和国总统为国家首脑、宪法保人、

享有权利的自由人和国家公民。按照宪法规定，白俄罗斯共和国的立

法机构为上下两议院。

政府行使国家权力, 部长委员会为国家管理的核心机构。

白俄罗斯是一个友好独立的经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领域中，工业产

值占民族产业的1/3。主要支柱产业为：汽车制造业、拖拉机制造业和

农用汽车制造业，机床制造和轴承制造业，电工技术工业，石油开采

和加工，合成纤维制造，矿物质肥料，制药工业，建筑材料制造，

食品轻工业。

Республика Беларусь расположена в центре Европы. По ее территории 
пролегают самые короткие транспортные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связывающие 
Россию и страны азиатского континента с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Западной Европы. 

Территория Республики составляет 207 тыс. кв. километров, численность 
населения  около 10 млн. человек, 70 % его сосредоточено в города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и языками являются белорусский и русский. 

Беларусь - президент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Президент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еларусь является глав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гарантом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прав и свобод человека и гражданина. Согласно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м органом власт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еларусь является Парламент, состоящий из двух палат.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ую власть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 Совет Министров, который является центральным орган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Беларусь  одно из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 развит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В ее экономике 
дол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оставляет около 1/3 объем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продукта. Наибольшее развитие получили 
такие отрасл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как автомобилестроение, тракторостроение и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е 
машиностроение, станкостроение и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подшипников, электротехническ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добыча 
и переработка нефти,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синтетических волокон, минеральных удобрений, фармацевтическ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строитель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легкая и пищев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еспублика Беларус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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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斯克市--白俄罗斯共和国的首都

明斯克坐落在斯维斯洛奇河岸, 面积256平方公里, 人口为1百72万8千9百人。

明斯克的历史从1067年已载入史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明斯克遭到了极大的摧毁，有三分之一

的白俄罗斯人在战争中牺牲。   为纪念城市居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功勋,

明斯克被授予英雄城市称号。

白俄罗斯国家政府、      议会还有独联体执行委员会多坐落在明斯克市内。

明斯克地处由西到东从南至北的战略要道交叉口，他也是从莫斯科至华沙、

基辅至维尔纽斯的重要交通枢纽。

明斯克有发达的工业、  科技、  交通、 管理和金融业， 这里有机械制造、

汽车制造、电子仪器、纺织、建筑、 食品加工的等行业的超过300家企业。

明斯克著名的科技中心，这里有国家科学院和164家科研单位。

在明斯克有34家高等学府，

其中包括白俄罗斯国立大学、

白俄罗斯民族技术大学、

白俄罗斯国立信息与无线电大学、

明斯克国立语言大学。

Город Минск  Столиц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еларусь.
Минск расположен на берегах реки Свислочь. Площадь Минска составляет 

2256 км . Население 1728, 9 тысяч человек.
Впервые Минск упоминается в летописях в 1067 году.
Во врем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инск был сильно разрушен, погиб каждый 
третий житель Беларуси. В ознаменование заслуг жителей города в борьбе с 
фашизмом Минску было присвоено звание города-героя.
В Минске расположены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и парламент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еларусь, а 
также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ый комитет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Находясь на пересечени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путей с Запада на Восток и с 
Севера на Юг, из Москвы в Варшаву и из Киева в Вильнюс, Минск является 
крупным транспортным центром.

В городе развита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наука, транспорт, управление, финансы.
Здесь работают более 300 предприятий следующих направлений: машиностроение, автомобилестроение, 
электроника, текстиль,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пищев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и других.
Минск  крупнейший центр науки и технологий. Здесь находитс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работают 164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х учреждения.
В Минске 34 высших учебных заведения, в том числе Белорус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Белорус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техн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Белорус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нформатики и 
радиоэлектроники, Мин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明斯克市 Город Минс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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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国立大学为教育部、 经济、 文化、 财政、 工业、 内务部、

司法系统、信息、外交部等部门和领域，还有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

以及各种形式的企事业单位培养55个学科、47个专业研究方向、

以及246个专业的专家和人才。

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有16个系和3个学院, 共超过2万4千名学生就读。

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有近3000名教职员和1000名科学工作者，

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活动的有近400名科学博士和超过1600名副博士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是白俄罗斯重要的科研创新中心，  总共有63个学

术流派。在各系中共有41个科研实验室。大学里还有3个科学研究院,

4个科研中心，7个产品制造加工的科研生产企业。

有关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的详细情况可以查看网站：www.bsu.by 

进行了解。

在这个产品名册中将给您介绍了部分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的科研开发

的产品。                                                    更详尽的有关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科

                                                    技研发信息的介绍  （俄语和英语）

                                                    可以登录网站 www.bsuproduct.by

                                                    进行查询。

Белорус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ведущий класс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в системе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страны, основан в 1921 году.
Белорус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готовит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по 
55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ям, 47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ей, 246 специализа-
циям для министерств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экономики, культуры, финансов,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юстиции, информаци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дл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еларусь, для 
учреждений и предприятий различных форм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В Белорус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высше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на 
16 факультетах и в трех институтах получают более 24 тысяч студентов.
В БГУ работают около 3000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ей и 1000 научных сотрудников. 
Учебно-педагогическую и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у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в БГУ 
осуществляют около 400 докторов наук, более 1600 кандидатов наук.
БГУ  крупный научно-инновационный центр Беларуси, в составе которого сформировались 63 научные школы. 
В структуре факультето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действуют 41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ая лаборатория.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работают 3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х института, 4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х центра. 7 научно-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
ных предприятий выпускают продукцию, разработанную в БГУ.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是白俄罗斯教育体系中卓越的重点大学，  

创建于1921年。

Белорус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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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suproduct.by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Е И 
КОНТРОЛЬНО-ИЗМЕРИТЕЛЬНЫЕ
СИСТЕМЫ И ПРИБОРЫ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

БЕЛОРУС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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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检验测量仪器分析和检验测量仪器

多功能综合测量仪 UNIPRO

用途： 

应用领域：

   用于数字模拟通信的研究和开发

无线电电子、无线电工程、仪表制造、

机械制造、动力技术，科学研究

。

。

数字示波器 BORDO

用途：

应用领域：

记录和处理电子信号

无线电电子、无线电工程、仪表制造、

机械制造、动力技术，科学研究

。

。

10

任意类型的信号发生器 AGENT

用途：

应用领域：

在宽幅和临时波段内-

次性或周期性的电子信号发生器

无线电电子、无线电工程、仪表制造、

机械制造、动力技术，科学研究

。

。

www.bsuproduct.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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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检验测量仪器分析和检验测量仪器

 噪音分析器 M-105

多频模拟数字变频器B-480

用途：

应用领域：

向电脑输入和记录模拟信号

无线电电子、无线电工程、仪表制造、

机械制造、动力技术，科学研究

。

。

小型激光距离和速度测量器检测仪

用途：

应用领域：

用于测量时间间隔和速度变化的测量

距离测量范围（时间间隔） 1米-----100千米

（6.6那诺秒��.666微秒）

速度测量范围  0.5米/秒----1千米/秒

在微处理器的基础上保证其的使用韧性

工业、机械制造

。

。

。



分析和检验测量仪器分析和检验测量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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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产品燃烧温度自动记录器
VSPYSHKA-A

用途：

应用领域：

自动记录在开放或封闭炉中的石油产品的

燃烧温度（ISO2592和ISO2719）

石油化工

。

。

石油产品成分自动分馏分析器
AFSA
用途：

应用领域：

在没有操作员的情况下，

快速精确地进行复杂的、

多因素的蒸分馏过程,

全自动化过程。

石油化工。

用途：

应用领域：

测量和保持在测定石油产品的实际焦油浓

度时所需的实验室温度。

石油化工。

恒温检测装置POS-A 和PO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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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检验测量仪器分析和检验测量仪器

用途：

应用领域：

测定在实验室条件

下石油产品流动时

的温度。

石油化工。

石油产品流动温度自动检测仪

检验石油产品粘度的恒温装置 
TERMOSTAT-A2

用途：

应用领域：

用于创设并保持指

定的温度为15－

100度的工作环境，

作为测定石油产品

的手段。

石油化工。

低温恒温器KRIOSTAT

用途：

应用领域：

用于建立恒温环境，

在工作中测量温度

或保持所需温度。

保障温度测量数值

的准确性以及在一

定时间内可保持所

需温度。

化学工业。



分析和检验测量仪器分析和检验测量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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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模拟输出信号的航向形成系统
CFK

用途：用于国际宇宙飞船空间站施实�腔

宇宙空间试验，预先制定记录空间羟基放射物以

及氧原子放射的光谱分布，加工压缩以数字信息

的模式注册载入。应用领域：光度学，宇宙研究。

用于紧急状况区以及紧急全自动

监测系统-ЧС�监测该状况后果的

航空监控系统

用途：用于航空载运类型的飞机安东诺夫-2在海拔

100到3000米对紧急状况区，通过实施光学放射的

远距离诊断工艺，在不同强度下对紧急情况进行范

围测定和后果估算。
应用领域：用于解决修正以下问题的紧急状况：

森林和泥碳火灾热地以及其他严重受烟熏客体

的有效简略制图，并捆绑燃烧源坐标，测定火

灾的范围和影响
测定石油和石油管道的流失范围，并评估其影响

飓风损坏的简略制图

洪水淹没地区的简略制图，以及对其影响评估



www.bsuproduct.by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

БЕЛОРУС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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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生产及制品机械原料生产及制品机械原料生产及制品机械原料生产及制品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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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生产及制品机械原料生产及制品机械

聚氨酯泡沫塑料自动生产机械

用途：
用于制造硬聚氨酯泡沫塑料热储产品半圆柱型油缸、

弧状部件、分接头、三通接头、组合-可拆卸式的油

气绝热管道、冷热供水管道密封配件，以及化学和

石油化工程网的建设。用于生产夹层三合板、墙行预制板、建筑隔热板，

屋顶。
应用领域：汽车制造、家具生产、城市公共事业、

隔热制品制造、工业。

单元聚氨酯胶喷涂设备

用于坯料表面(建筑底板、

陶 质 材 料 、 建 筑 材 料 、

固 体 泡 沫 塑 料 ） 的 单 元

聚 氨 酯 胶 的 定 量 分 配 ，

允 许 加 工 所 有 粘 稠 度 在

5000以下类型的单元胶。

应用领域：

汽车制造、家具生产、

城市公共事业、工业。

用途：

硬聚氨酯塑料热绝缘制品

用途：
用于输气网络及输油管道
的热绝缘，冷暖供水，
冷藏及低温技术
(-190...+160℃)。

应用领域：
建筑、城市公共建设、
家具生产、食品业、
航空工业。

 

ОБОРУДОВАНИЕ ДЛ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МАТЕРИАЛОВ И ИЗДЕЛИЙ ИЗ НИХ



www.bsuproduct.by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

БЕЛОРУС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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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和食品安全农业和食品安全农业和食品安全农业和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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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和食品安全农业和食品安全

聚电解质的水凝胶用于农作物种子外皮 
"GISINAR"

用途：

应用领域：

用于对秋播黑麦、春播小麦、春播大麦和

燕麦播种前种子外皮的保护和促进剂。使实现粘

着剂的功能，在潮湿作用下膨胀。保护和促进成

分额外起到化学保护作用（种子消毒剂）和生物

活性添加剂的作用，促进作物生长和发育。

农业。作物综合保护预防剂
BAKTOFIL 和 BAKTOGEN

用途：

应用领域：

防止微生物菌类传染，特别赋有刺激生物

增长的功效，增加产量，无污染。

农业和其他行业。

食品工业厂房和设备的消毒器材
NAVISAN

用途：用于食品工业生产车间和设备，日常生活场所，

交通工具的“冷”消毒。对于细菌具有高效杀菌作用，

如：大肠杆菌、葡萄球菌、链球菌、沙门氏菌、

酵母菌、霉菌、结核病菌。

应用领域：农业、日常生活场所、交通工具、

食品工业。

畜牧业场所消毒设备VALISAN

用途：用于畜牧业、家禽业和辅助车间、设备、

养 蜂 场 、 动 物 饲 养 处 以 及 交 通 工 具 的 消 毒 。

对 于 大 多 数 病 原 体 病 菌 （ 包 括 结 核 病 菌 ） ，

病毒性和真菌病（其中包括非典型性分支杆菌）

具有高效杀菌作用，吸附作用和气味吸收的作用。应用领域：农业、医学、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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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和食品安全农业和食品安全

面包制品的添加料
JANTAR,SADKO,ZHEMCHUG,TONUS,NEKTAR

用途：

应用领域：

提升面包质量。

面包加工。

加强面包制品质地的添加料
PLISSA,SLABJANKA,AFEJA

用途：

应用领域：

增长面包的保

质期和提高面包质量。

面包加工。

动植物油提取原料鉴定技术

用途：

应用领域：

肉制品和鱼制品原料测定。饮品测定和蛇

液鉴定等等。

食品，医药。

播种前的种子的微波加工处理工艺

用途：

应用领域：

用于避免种子感染，

增强种子的发芽能力，

提高植物器官的光合作用，

提高蔬菜作物产量25－30％

农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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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和食品安全农业和食品安全

 土壤及矿物质微波灭菌技术

用途：对于土壤及矿物

质微波灭菌，用于对西

红柿、黄瓜、鲜花等等

的温室栽培。其工艺原

理为大量电解质供暖、

高效消毒和高 。效作用应用领域：农业。

高校木材微波烘干技术KRES

用途：

应用领域：

在电解质和对流

加热的帮助下对板材烘干；

保持高效率，低耗能和高

质量烘干。

木材加工，

家具，建筑业。

生物燃料提取技术

用途：    

应用领域：

用于从回收油脂中提取生物燃料菜油，

并同时获得有价值的附带产品：固体燃料，油渣，

工业肥皂，甘油。

能源，交通业，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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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技术及不同物质

表面薄金属镀层技术

化工技术及不同物质

表面薄金属镀层技术

化工技术及不同物质

表面薄金属镀层技术

化工技术及不同物质

表面薄金属镀层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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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技术及不同物质表面薄金属镀层技术化工技术及不同物质表面薄金属镀层技术

装饰性电解质金属和塑料镀层功能技术

用途：

应用领域：

用于替代贵重金

属或稀缺金属的镀层。

仪表制造业、

微电子、无线电技术、

机械制造、装饰镀层。

压电陶瓷金属喷镀技术

用途：

应用领域：

用于替代银质品，

祛除在惰性气体环境中

陶瓷煅烧痕，无线电影

视装置，液态或气体超

声波压电陶瓷传感器，

超声波医疗仪器中陶瓷

的金属镀层。

仪表制造，

微电子，无线电，

机械制造，金属镀层。

印刷板、信用卡、

集成电路壳的化工镀金技术

用途：

应用领域：

保护金属和合金表面腐蚀；在不同侵蚀环

境中起到长期保护和装饰作用，增加物体表面的

超声波焊接性能；增加导体和触点的导电性，

降低电阻，易保存。

印刷板、无线电和电子仪器的接点、

集成电路外壳、手表制造、首饰制品。

用途：

应用领域：

用于镍硼合金在铜、

黄铜、青铜、科瓦合金、

铝及铝合金等不同金属表

面的喷涂保护镀层。在运

用双元素合金电镀过程的

基础上，具有通过电阻低，

提高硬度、耐磨性、耐腐

蚀性、易焊接性等特性。

仪表制造、

无线电技术、微电子、

精密电子仪器制造。

在金、银、钯、铬、镍等不同制

品上的镍硼合金电镀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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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环境的保护，

生态环境和防护性材料

周围环境的保护，

生态环境和防护性材料

周围环境的保护，

生态环境和防护性材料

周围环境的保护，

生态环境和防护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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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环境的保护，生态环境和防护性材料周围环境的保护，生态环境和防护性材料

高效吸附剂和生产它的工业综合检测车

用途：

应用领域：

在紧急泄漏事故
时用于吸附（超过自身
重量35-70倍）液态石
油产品和有机物。
在事故发生地工业综合
车可以自行开展生产吸
附剂的工作。

水域、土壤、滤水池和污水的净化。

新型薄膜材料的高效吸附剂

用途：用于自来水和地
表水的净化，冷热自来
水的再度净化，各种新
工艺溶液的净化，日用
或生产用的沙石排水沟
的净化，机械悬浮液的
净化，（盐腺的净化），
重金属、含氯有机物和
其他杂质的净化。具有
高渗透性和持久性，操
作简单，容易回收再利用。
应用领域：生态环境，城市公共事业。

石油产品混合在任意类型的水中

的快速确定法
用途：

应用领域：

30分钟内确定石油产品在任意类型的水中

的成分数量（在污水中，在饮用水中，在自然泉

水中）不需要专门的实验室、专业设备和专业

化控制）。

生态环境。

用途：用于去除微量重金属离子以及混合溶液中

的氨态氮成分，其中包括离子硬度，超出专用组

件2-3级。可用于净化饮用水，重金属离子电镀污

水 浓 度 范 围 从 10毫 克 /升 到 0.01毫 克 /升 ， 以 及

更低硬度20-80毫克/升，净化酿酒材料中浓度范

围 从 200毫 克 /升 到 80毫 克 /升 的 多 余 的 钙 离 子 ，

净化香槟酒中多余的铁离子，净化渔业用水氨态氮。
应用领域：食品工业，化学工业，生态环境，

机器制造工业，金属加工，市政房屋建设。

吸附剂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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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物质材料新型物质材料新型物质材料新型物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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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金刚石“优质（极硬）单晶ALMAZOT”

新型物质材料新型物质材料

用途：

用于制造单晶体器械,

线性和异性刀具，拉模，

测量金属硬度用的灵敏

器械，钻头，玻璃刀，

金刚钻，金刚石钻针及

磨轮，钻轴。应用领域：金属加工，

电子技术设备，珠宝工业。

电磁波吸附剂“磁心”

用途：用于内部包和保

障装置的电磁协调性。

针对于传播型金字塔形

的辐射材料的。基础吸

附剂是有弹力的聚氨酯

泡沫塑料。

 耐热胶构造及其基本材料

用途：用于黏结陶瓷、金属、玻璃。应用于耐火

粘合涂料，混合胶，隔热材料。
应用领域：制造真空设备，如冶金用耐高温泥浆炉衬，

瓷器生产和耐火材料。

用途：

应用领域：

快速有效地消除不同原因和特点引起的病痛。

药剂，颗粒，软膏，胶体，擦剂。在独一无二的药

品配制工艺基础上，保证药剂的迅速见效。在保持

药效的前提下可减少使用量3-5次。可以用于哺乳期

婴儿和卧床不起的病人等。

医药。

以新可溶性纤维素和碳吸附剂为

基础的快速溶解性药物：
“碳-阿斯匹林-维他命C”、“乌利特拉萨布”、

“乌戈里别克特”、 “碳-碳酸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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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山区作业的综合自动化系统

的规划和掌控。

用途：用于自动化控制所有的光谱图解，设计师

总结报告工作，从事有效矿石层采矿事业的矿山

测量和地质学部门。
应用领域：采矿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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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工艺信息工艺信息工艺信息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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