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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服务于地方及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2008 年起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启动了“科技外交官服务行动”，充分利用国际资源为

地方科技经济服务，帮助地方及企业拓展国际科技合作渠道，更好地“引进、消化、

吸收、再创新”，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 

 

目前，我国已在 51 个国家 76 个驻外使领馆派驻了科技外交官。为充分利用这

一资源为国内企业、科研院所服务，我们整理了科技外交官报回的国外研发动态信

息和推荐项目，制作成《国际科技合作机会》。主要内容包括： 

 

1. 国外研发动态，主要介绍当前国外部分产业领域的最近进展、研发动态、发

明发现等，所有信息均为科技外交官通过驻在国的媒体、网站等公开渠道获取。 

 

2. 推荐项目，主要介绍科技外交官推荐的国外技术合作项目，来源于科技外交

官日常工作中所接触到的合作渠道，涵盖了各个行业领域。 

 

如您对《国际科技合作机会》刊登的信息感兴趣可与我们联系。 

                                                               

                                           

电话：01068511828，68515508                                      

Email：irs@cste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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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研发动态 

 丹麦研发出新型安全防伪标识技术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纳米科学中心研发出一种新型安全防伪标识技术，

其研发团队将其称之为“世界上最安全的防伪标识技术”。该项技术在防伪

标识中掺入三种稀土元素以形成特殊的“指纹”，由于这种指纹的随机性极

强，所以伪劣商品制造商或盗版商根本无法破解，买家可以通过访问制造

商的数据库来查询真伪。采用这种防伪技术，两个防伪标签“指纹”相同

的概率微乎其微，可以认为是不存在。 

该项技术预计一年内上市应用，届时每个防伪标签的成本不会超过 1

丹麦克朗（1 丹麦克朗约合 1 元人民币）。 

 韩发布人工智能技术水平调查结果 

韩国《亚洲经济》新闻报道称，国际市场调查机构 Infosys 面向美国、

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中国、印度等 7 国的 1053 家企业高层进行

的关于人工智能技术水平的调查，结果显示，86%的应答者称，所在企业的

人工智能技术（AI）水平已经结束测验阶段，进入中期或最终阶段。73%

的应答者称 AI 技术已经改变了企业的经营方法，通过引入 AI 技术提高各

项业务自动化进程的企业比重也已超过 66%。 

在企业经营过程中，运用范围最广的 AI 技术依次为机器学习（52%）、

计算机视觉（48%）、自动推理（43%）和机器人工学（41%）等。80%的应

答者称已看到 AI 技术为企业带来的实际效果，例如提高生产效率（63%）、

减少运营成本（61%）、增加顾客（60%）等。与此同时，AI 技术的应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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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一些负效果，例如侵犯隐私、IT 安全漏洞、需要对员工进行再教育

等。 

Infosys 对各国 AI 技术的发展水平分析结果显示，印度 AI 应用水平最

高，达到 75%，美国（71%）和中国（61%）次之，法国的 AI 应用水平最

低，仅为 33%。AI 技术正在成为企业的核心战略，不仅正在改变招聘及教

育员工的方式，也在改变企业高层的思考方式。 

 美 NIST 发布报告支撑区块链技术 

近日美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发布题为《区块链技术回顾(草稿)》

报告，重点介绍支撑比特币和其他数字货币的区块链技术及其应用。加密

货币及支持数字货币的区块链技术最近在媒体中不断炒作。大部分关注数

字货币，主要是因为比特币或区块链技术本身被描述为因特网之后最具颠

覆性技术。区块链支持者认为，它可以让个人无成本或无安全风险地、安

全地进行交易，而没有传统交易中所需的中间人。 

区块链本质上是一个分散的分类账，可以同时在多台电脑上保存交易

记录。一旦一组或一块记录进入到分类账中，数据块的信息就会以数字方

式连接到其它数据块，形成记录链。由于这种数字关系，特定信息块在不

改变链中所有后续块的情况下是无法被改变的，并且网络中记录保持者造

成的差异会很快被发现。通过这种方式，区块链技术构建一个可靠的分类

账，不需要记录员之间相互了解或信任，进而消除了单一所有者将数据保

存在中央位置的危险。 

现在的问题是区块链作为一个强大的商业方式该如何利用。NIST 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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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概述了一些可能的适用范围，包括银行业务、供应链管理和保险交易跟

踪等，为 IT 管理人员就区块链是否应该成为一项特殊任务的工具提供决策

支撑。 

 深度学习型机器人获美专利许可 

美国专利商标局向专注于提供机器人和自动化解决方案，引领该领域

技术的深度学习机器人公司（Deep Learning Robotics Ltd.，以下简称 DLR）

颁发专利号为 9753453，标题为“Natural Machine Interface System”的美国

专利。这项基于视觉学习机器人的专利涵盖了方法和组件两部分，该机器

人能够通过密切观察人类的行为来自主完成学习任务。该专利的颁发旨在

保护深度学习机器人的核心技术平台。 

DLR 公司开发的独特的基于视觉的机器人控制器使用先进的机器学习

算法，使机器人能够通过观察人类进行学习和复制任务。基于最先进的流

程，及与任何机器人兼容的特性，DLR 的专利技术无需编程或使用特殊设

备。 

 韩国三星推出新一代超级计算机专用储存设备 

韩国《中央日报》新闻报道称， 三星电子推出了“800GB 容量 Z-SSD”

新一代超级计算机专用储存设备，比现有的高性能 NVMe SSD 的反应速度

快 5 倍以上。 

SSD 是代替硬盘存储的高速辅助存储器。Z-SSD 采用读取速度比 3bit 

V-nand 快 10 倍以上的 Z-nand，是超级计算机专用的高性能、高容量 SSD。

此次推出的 800GB 容量 Z-SSD 安装了比 V-nand 的速度快 10 倍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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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nand，高速反应控制器（发挥 SSD 大脑作用的系统半导体）以及 1.5GB

容量的超高速、超省电 LPDDR4 移动 DRAM，其 16 微秒（微秒=100 万分

之一秒）的使用反应速度比现有 3bit 基础高性能 NVMe SSD（PM963）的

快 5 倍以上，随机读取性能 750K IOPS 比 PM963 快 1.7 倍。 

相关人员表示，新一代 Z-SSD 具备更高容量与更强产品竞争力，在缓

存数据和日志数据超高速处理与分析方面可提供最高效率的解决办法，促

进高端 SSD 市场的持续成长与发展。 

 韩国现代汽车实测 L4 级别无人驾驶汽车 

韩国《亚洲经济》网站发布消息称，现代汽车公司对 3 辆氢动力汽车

和 2 辆捷恩斯汽车进行了无人驾驶实际测试。车队从首尔出发，在 2 小时

30 分钟后抵达目的地平昌，全程零失误。本次参与测试的两款车型均符合

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SAE）规定的四级标准，即汽车在没有驾驶者的干预

下自动行驶，驾驶者仅需实时监测路况。 

韩国媒体称，这是韩国现代无人驾驶汽车首次在超过 100 公里的路程

下，行驶速度达到法定最高限速。从实测过程来看，驾驶者坐在车内仅需

按下巡航（CRUISE）和设定（SET）键，汽车便可自行驾驶。无人驾驶汽

车在行驶过程中，精准地完成了维持和变更车道，超车，穿越 7 个隧道以

及高速公路间的切换等任务。 

这些汽车搭载了很多最新技术，具有自动检测车距、GPS 信号切断情

况下的车辆位置识别等功能，而在氢动力汽车中搭载的 5G 技术，使驾驶者

仅需按下一个按钮便可将车内打造成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同时，驾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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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与车载语音系统互动，测试压力指数，并通过大数据提供解决方案。 

 德发明能预防背部疼痛的 LED 坐凳 

据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FhG）网站报道，在德国科展船“科

学号”（MS Wissenschaft）上举办的 2018 年德国水上巡回科技展，展出了

一款由弗劳恩霍夫硅酸盐研究所（ISC）设计、劳动经济与组织研究所（IAO）

开发的产品“LED 背部疼痛预防坐凳”，可充当正确坐姿的私人教练。 

ISC 和 IAO 的研究人员研发这款产品的目的就是为人们打破疼痛和不

良坐姿形成的恶性循环，帮助人们保持正确的坐姿，并有意识地平衡坐站

时间。该 LED 坐凳配有压力传感器和发光二极管，通过颜色信号或一个应

用程序（App）提供反馈信息，提示人们坐姿是否正确，即是否符合人体工

程学。压力传感器柔软而敏感，可安装于坐垫、汽车座椅、车顶或方向盘

等其它各种物品中。其构造如同一个电容器，即下面和上面有两个导电硅

电极层，中间是绝缘膜层，通过发送电子脉冲输送压力状态信息。经调查，

这种能促进背部健康的辅助工具市场需求强烈。 

 丹麦发明治疗失明的新生物药物 

随着年龄增长，或受糖尿病影响，眼睛视网膜可能会发生血管增生等

病变，导致视力障碍，甚至失明。这就是常见的老年人黄斑变性眼病（AMD，

或眼睛钙化）和由糖尿病引起的黄斑水肿眼病（DME）。这些疾病主要通过

多次注射抑制血管生长的药物“抗 VEGF”来治疗，但对眼部瘢痕组织无效。 

南丹麦大学研究小组开发的新生物药物主要是影响血管周围组织中特

定的蛋白质（MFAP4），针对动物的研究已经证明，该法比现有治疗方法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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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研究人员将进一步开发针对患者的临床试验药物。此外，研究组还

将检测新生物药物治疗是否可以减少现有治疗的频率，是否可以防止形成

有害的瘢痕组织。 

 俄发明用于医学检测的微电机 

俄罗斯教科部消息称，俄罗斯科学院物理技术研究所雅罗斯拉夫尔分

所和雅罗斯拉夫尔杰米多夫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研制出一种可用于各种微

型设备的微电机，利用微电机可制造出自主型医疗分析检测数据微处理设

备，从而在接诊时就能直接得到结果。 

微电机通过纳米气泡中的氢气和氧气燃烧做功。由于采用了特殊的电

解水方式，微电机的转速可提高十万倍。此外，研发的这款微电机特别适

合用作靶向输送胰岛素等药物的自主给药系统的发动机。研究成果发表于

《Sensors and Actuators B：Chemical》杂志上。 

 俄研发出可用于高效编辑基因组的微胶囊 

俄塔斯社消息称，托木斯克理工大学科学家与圣彼得堡、汉堡和伦敦

的同行提出借助 CRISPR-Cas9 系统利用微胶囊来编辑基因组的方法，从而

简化编辑程序，提高效率。研究成果发表于《Nanomedicine: Nanotechnology, 

Biology and Medicine》杂志上。 

CRISPR-Cas9 是一种基于细菌免疫系统的基因编辑技术，可防止病毒

感染。CRISPR-Cas9 系统能够识别基因组的特定片段，对其进行剪切。目

前，制约该项技术发展的问题之一是如何保证向细胞传递遗传物质的安全

性。该团队研发的涂有纳米级硅层(SiO2)的微胶囊，可用于向细胞内传递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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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物质。微胶囊的尺寸为 2-2.5 微米，内含遗传物质（生物活性物质）——

miRNA、mRNA 和 DNA 质粒。微胶囊被送到需编辑的细胞内，其外壳溶

解，进而释放内容物。体外细胞培养试验表明，与目前基于脂质体的试剂

相比，微胶囊的传递效率更高。下一步，将展开利用微胶囊传递遗传物质

的体内研究。 

 俄研发出用纳米金和热效应治疗癌症的方法 

据俄塔斯社消息，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科学

中心、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医科大学、核医学中心、西伯利亚联邦大学和渥

太华大学（加拿大）的科学家团队研发出利用纳米金和热效应破坏癌细胞

的方法。 

科学家利用纳米金粒子和热效应实现对癌细胞的靶向破坏。纳米颗粒

由特殊分子运送至肿瘤。在激光照射作用下，纳米颗粒受热升温并破坏肿

瘤的恶性组织，但不损伤健康组织，适用于手术切割肿瘤较为困难的情况。 

报道称，研究者们暂且在实验小鼠体内成功完成上述恶性组织破坏试

验，并取得了稳定结果，下一步他们将进行临床前和临床药物试验。 

 俄研制出可快速诊断心肌梗塞和败血症的新型检测试纸 

据俄罗斯莫斯科国立钢铁合金学院网站报道，该校研究人员研制出一

种新型量子点免疫层析快速定量膜式检测试纸，可通过检测血液中特殊标

记物的存在，准确快速地诊断早期急性心肌梗塞和败血症，还能确定孕周，

区别病毒感染和细菌感染等。 

该检测方法结合了生物分析系统中免疫层析定量检测和质量检测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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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检测结果的质量和准确性。使用新型快速检测方法同时检测早期（心

脏型脂肪酸结合蛋白）和晚期（心肌肌钙蛋白 I）心肌标记物能提高诊断效

率，还能确定隐性心肌梗塞。这种简单有效的测试方法可以在救护车或者

家中使用。目前，一批试验用试纸样品正在进行临床前试验。 

 韩国开发出新型抗癌免疫纳米粒子 

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发布消息称，该院联合庆北大学成功开发出一种

能有效激活体内免疫细胞活性的纳米粒子，该纳米粒子只对癌细胞进行攻

击，并可提高免疫系统活性。动物试验表明，该粒子不仅可以抑制癌细胞

生长，还可以防止癌症二次复发。该研究成果发表于《先进材料（Advanced 

Materials）》杂志上。  

研究结果表明，癌细胞会通过各种方式攻击人体体内的免疫细胞以保

护自己。癌细胞在自身表面发出“不要攻击我”的信号，同时激活 CD47

蛋白质，从而避开免疫细胞的攻击。通过药物注入，可在人体铁蛋白纳米

粒子表面上释放出特定的蛋白质 SIRP α，这种蛋白质能够阻断癌细胞发出

的信号，从而有效攻击癌细胞。若在纳米粒子内部注入消灭细胞的诱导剂，

还可提高先天性免疫细胞吞噬功能。 

研究还发现，静脉注射就也可以高效地将药物传递到癌组织，产生全

身性癌细胞特殊的免疫反应。研究组表示，该研究打破了目前抗癌药物的

局限，有望成为下一代新型抗癌治疗药物。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以 50 亿韩

元（约 2900 万人民币）将该技术转让给一家韩国企业，并开始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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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研发出新型生物传感器可诊断多种疾病 

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发布消息称，该院联合韩国延世大学共同研发出

一种新型生物传感器，只需一滴人体体液于特殊的涂层表面就可以快速检

测出多种疾病。该研究成果于《ACS Nano》杂志上发表。  

该新型生物传感器技术实现了在没有血液或蛋白质功能性表面上，对

泪液、汗液、尿液等人体体液以水珠形态进行移动或分配。该技术在可以

弯曲或拉伸的超薄型弹性硅胶材料上，将表面张力较低的油或蛋白质在内

的血液用功能性粘合剂或纳米粒子进行喷雾封装，使其处于干燥的超级双

排斥（Superamphiphobic）涂层表面，再利用真空装置将表面上的液体以水

珠形态进行移动或以微升（Microliter）单位进行分配。研究组表示，该材

料只需目前血液检查时血液量的百分之一，就可以检断患者的身体状况或

其他疾病。今后，有望对血液采集存在恐惧感或排斥感的患者以及需要频

繁进行血液检查的患者带来帮助。 

 韩国制定乳腺癌靶向联合治疗方案 

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发布消息称，韩国延世大学发现了适用于乳腺癌

靶向治疗的物质，并制定了有效的癌症治疗方案。该研究成果发表在杂志

《肿瘤免疫学（Oncoimmunology）》上。  

赫赛汀药剂是适用于治疗 HER2 过度表达的转移性乳腺癌的药物，广

泛应用于转移性乳腺癌。然而，即使效果显著，也存在耐药性和癌症复发

的局限性。PI3K 是一种胞内磷脂酰肌醇激酶，是一种癌症治疗药物。研究

组将赫赛汀和 PI3K 药物联合处理后，注射到老鼠体内，发现老鼠体内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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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减小，提高了老鼠的生存率。然而，PI3K 对癌细胞和免疫细胞的生存

和增殖都有影响。经过不断的实验，发现 PI3K 中 p110 α亚型可作为抗癌治

疗抑制药剂。据此，研究组制定了只对癌细胞选择性抑制，对免疫细胞不

产生影响的治疗方案。研究组表示，根据 PI3K p110α亚型特性，该方案不

仅可以广泛应用于乳腺癌的治疗，还可以治疗其他复发性癌症。 

 利用血液筛查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新方法 

据德国神经病学学会（DGN）网站报道，澳大利亚和日本研究人员日

前联合研发出利用血液样本预测阿尔茨海默病（即痴呆症）患病风险的方

法，即通过测定阿尔茨海默病人血液特有的肽含量，辨别健康人、轻度认

知障碍（MCI）患者和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该方法操作方便、准确率高，可

用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诊断，未来有望成为该病筛查和诊断的检查手段。

研究成果发表于《自然（Nature）》杂志上。 

新方法将免疫沉淀法与质谱法相结合，可准确测量血液中的 β-淀粉样

蛋白（Aβ）的三种亚型（Aβ42，Aβ40和 APP669-711）含量，准确率为 90%。

虽然建立准确的血液检测方法是诊断阿尔茨海默病的一大进步，但目前仍

没有阻止阿尔茨海默病发作或加重的药物，患者还不能从新方法中直接获

益。 

 日本成功培养人类角膜内皮细胞并移植成功 

日本京都府立医科大学的木下茂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利用角膜内皮细胞，

成功治愈了“水泡性角膜症”。 

“水泡性角膜症”是一种由于角膜内皮细胞损害而引起的难治眼疾。



 

013 

角膜内皮细胞覆盖于角膜最内层，对于保持角膜组织的含水率和角膜透明

度具有关键作用。然而，人类角膜内皮细胞不能再生，一旦因外伤、疾病

或手术等造成严重损害，其透明度就无法维持，并且易引起角膜浮肿、混

浊等病症。对此，角膜移植是目前唯一有效的疗法，然而预后效果往往不

大理想。因此，急需通过再生医疗技术来解决这一病症。 

    该团队将取自健康人的角膜内皮细胞进行体外培养、增殖，再放入注

射液中配制成悬浊液，注射到患者角膜后方与虹膜、晶状体之间的前房中。

治疗结果显示，注射到所有患者体内的细胞顺利成活，并且使角膜恢复了

透明。患者术前视力 0.03~0.4，两年后平均提高到 1.0 左右。该疗法通过了

概念验证（POC），相关论文发表于美国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 

 微软与印度医院合作研发心脏病人工智能诊断方法 

印度经济时报消息，微软与印度阿波罗医院签约，未来将共同开发心

脏病的人工智能（AI）诊断方法。此次合作将微软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

领域的特长与印度阿波罗医院在心脏病方面的专业和经验相结合，通过 AI

以及大数据为患者提供心脏病的准确诊断。目前微软与印方已合作研发出

能够检测心脏病的人工智能 API 系统，同时微软还推出 Microsoft Genomics

疾病基因诊断服务，供医生选择最有效的治疗方案，提升治疗精确性。 

 印尼使用姜黄和金纳米颗粒制造抗癌药物 

宫颈癌和乳腺癌是威胁妇女生命的重要杀手。印尼是全世界这两种癌

症发病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其中，宫颈癌是印尼妇女的第三大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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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科学院物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使用姜黄提取物——姜黄素和金纳米

颗粒进行抗癌治疗研究，从而减少化疗药物的毒副作用。金纳米颗粒和姜

黄素纳米颗粒进入体内，可与特定身体部位紧密结合，再用激光照射该部

位，可使金纳米粒子作出反应并产生热量，进而破坏癌细胞。附着在金纳

米粒子上的姜黄素纳米颗粒将在体内释放，进而寻找其它更远的目标。 

目前，该研究已进入金纳米颗粒形成阶段，预计两年内完成金纳米颗

粒和姜黄素纳米颗粒的研制，并计划将药物首先应用于宫颈癌和乳腺癌治

疗。该研究成果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与欧莱雅联合授予的 2017

妇女科学国家研究奖（工程科学领域）。 

 俄芬研制出新型导电性复合骨架 

据俄罗斯科学院网站报道，芬兰和俄罗斯科学家研制出由羟基磷灰石、

明胶、聚吡咯和介孔氧化硅组成的骨架，其优异的生物相容性、骨传导性

和靶向药物递送能力，引起了骨组织工程领域专家的极大兴趣。 

由于合成羟基磷灰石的化学成分与骨骼中的羟基磷灰石相似，因此已

被广泛用于骨组织工程。合成羟基磷灰石的生物相容性、骨传导性、促进

骨再生的特性，使其成为制作骨架的理想材料，但脆性和机械性能不佳是

其显著缺陷。二氧化硅作为制作骨架的另一组分，既可诱导矿化过程，又

可作为药物传递的载体，受控释放药物。明胶非凡的黏结性，可将成骨细

胞和促进骨组织再生的年轻骨细胞聚合起来。聚吡咯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和

热稳定性，用于将构建骨架的材料组合在一起，且对成骨细胞无任何毒性。 

经上述材料组合形成的新型骨架，优化了所用材料的性能，加快骨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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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速度，同时延长了抗菌药物释放时间（释放时长可达自给药后 4 个月）。

该研究结果充分证实了新型骨架在靶向输送药物方面的适用性及其今后在

组织工程和再生医学领域的研究前景。 

 俄科学家制出石墨烯“纳米水母” 

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化学家成功合成了一种外形酷似水母的特

殊石墨烯纳米粒子，并对其进行了改性处理。这些粒子的结构使其可被用

于催化及制造导电聚合物。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应用表面科学（Applied 

Surface Science）》杂志上。 

上述纳米粒子由若干较薄（小于 50 纳米）的石墨烯层组成，其边缘受

制备方法（利用催化剂加速烃的热分解）的影响而弯曲。经硝酸化学处理

后，薄片边缘被功能性含氧基团覆盖。在高温下，通过氨的作用，含氧基

团可转化为氮“尾”。由于外形酷似水母，研究团队将其称为“水母状石墨

烯纳米薄片”。 

该材料具有非常发达的比表面积，可用来制造超级电容器和电池的电

极。此外，氮原子对其表面进行的改性处理，有助于改变其电化学特性和

吸附（吸收）性能，因此也可用于催化和制造导电多组分聚合物。 

 瑞士科学家在铝离子电池新材料领域取得突破 

高效低成本的电能储存技术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具有决定性意义。铝

离子电池是具有很好发展前景的新型电池，然而其电解液较强的腐蚀性，

对电极材料的耐腐蚀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据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介

绍，该校和瑞士联邦材料研究所（EMPA）合作的一个科研团队，成功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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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适用于铝离子电池的新型电极材料，在铝离子电池新材料领域取得突破

性进展。 

科研团队研制出一种陶瓷状的氮化钛类化合物，具有足够的导电能力，

可成功作为铝电池中的负极。这种氮化钛材料也可制成薄膜状材料，或涂

覆在其它材料（如普通金属甚至人工合成材料）的表面，用于其它新型电

池（如镁电池、纳电池）中。 

该团队还使用聚芘（Polypyren）类物质制成新型铝电池正极材料，不

仅具有与目前使用的石墨材料电极相当的电能储存能力，还可通过调整其

表面多孔结构和特性，以适应不同的使用要求。另外，这种材料柔性强，

应用范围很广，可在软包电池（Pouch-Cell）中使用。 

 乌克兰研发出新型多层涂层功能材料 

乌克兰哈尔科夫理工大学研究人员成功研发出一种多层涂层功能材料，

可应用于燃料电池功能有机物质氧化反应中，增加阳极表面的催化性能，

并提高金属产品表面的耐腐蚀性和提高机械性能。 

这种多层涂层功能材料，是由各种厚度高达 100 nm的镍铜合金层组成，

含镍 50-80％，具有 410-680HV 的显微硬度，呈塑性，与电负性和耐腐蚀基

底（例如钕磁体的表面）结合良好。每一涂层都是在一个电镀槽中交替形

成。与单层涂层相比，由镍铜合金层和金属及其氢氧化物混合物组成的多

层涂层在电氧化反应和表面性能稳定性反应中催化活性更高。这种又厚又

紧密的多层涂层优势明显，不仅可以节约材料，降低生产成本，还可以增

加产品使用寿命，可广泛应用于机械制造、汽车制造、造船业工业、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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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等领域，应用前景广泛。 

 丹麦研发利用微波降解 PET 塑料的环保技术 

PET 塑料（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即聚对苯二甲酸类塑料，作为

制造食品饮料瓶的原材料被大量应用。由于 PET 塑料的难降解性，目前废

弃的 PET 塑料处理方式以焚烧和丢弃为主，对环境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丹麦技术大学参与研发了一种降解 PET 塑料的新型环保技术。该技术

主要是利用微波和一些已知的化学反应，快速且经济地将 PET 塑料聚合物

分解成其原始成分，以便于再利用。该技术不仅可以应用到 PET 饮料瓶回

收处理过程中，也可以推广应用到所有 PET 包装材料（包括服装包装材料）

的回收利用中，应用前景较好。 

 韩国研发出环保氢制备新技术 

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发布消息称，该院燃料电池研究中心研发出可制

备环保氢的新技术。研究结果在《Applied Catalysis B:Environmental》杂志

上刊登。 

该研究组通过调节电解质分离条件，控制铱氧化物的细微结构，确定

了均匀形成微量铱氧化物的条件，开发出可将铱氧化物在多孔性金属支撑

体内涂层的电极技术。这一技术具有很强的电化学制氢能力和耐久性，可

减少催化剂使用量并简化电极制作工艺流程，具备市场价格竞争力。研究

组表示，此次开发的电解质铱氧化物催化剂、保护膜技术具有抗腐蚀和提

高反应效率的双重作用，为氢燃料及新再生能源技术的研发提供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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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阐释土星环中物质簇的形成和衰变过程 

据俄塔斯社消息，来自俄罗斯斯科尔科沃科技学院、莫斯科大学、俄

科院计算数学研究所、英国莱斯特大学、美国波士顿大学的科学家通过建

立数学模型成功阐释了土星环中物质簇的形成和衰变过程。研究成果发表

在《Physical Review Letters》杂志上。 

土星环是一条由冰和灰尘积聚而成的稀薄宽带状物，以不同距离围绕

着土星旋转。构成环的材质十分多样化，包括直径从厘米到数十米的各种

尺寸“团块”或“雪球”。土星环的外环之一——F 环非常不稳定。冰和灰

尘在 F 环中形成大团块，仅几小时内即完成从出现到消失的全过程。研究

表明，F 环中物质“团块”的粘合和分离过程可以无限期持续。 

科学家通过观察土星环中粒子粘合和衰变的长期变化，发现这些变化

具有严格的周期性，不会导致稳定的均匀分布，这一现象本身就是构建数

学模型的有趣因素，且该模型满足质量守恒定律。科学家在研究中也考虑

了各种影响因素，如土星引力、相对转速、粒子大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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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项目 

 2018-36-休斯顿-6-用于降解有机废弃物的生物催化剂 

Drylet 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是一所由风险投资公司支

持的专为污水处理及生猪养殖设计、提供生物修复解决方案的新公司。将

经设计后的惰性无毒基质与非转基因微生物结合起来，加速各种生物过程，

有效地提高微生物活性，促进固气转化，从而消除含有有机废弃物的污泥，

而无须专门进行污泥处理。 

Drylet 公司的产品 ManureMagic
®和 Aqua Assist 可分别用于解决生猪养

殖排泄物处理及城市污水处理厂中的生物固体及臭味。 

ManureMagic 可显著提高粪池及泻湖中微生物活性，由此加速消化过

程。根据普渡大学一项相关研究显示，经相关操作后，猪圈中的有机废弃

物减少了 40%，气味减少量则超过 40%。减少生物固体可以带来的好处良

多，其中包括，扩大贮存容量、提高抽粪效率、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同时改

善粪肥，供耕种使用。 

Aqua Assist 是为处理废水而量身打造的一款产品。若每 3785 立方米（1

百万加仑）每天使用 1 公斤剂量产品，可减少 50%的污泥量，且无需购置

任何全新昂贵的设备，可非常方便地应用在任何曝气池或沼气池的设备上。

经一系列现场验证，Aqua Assist 可在减少污泥运输成本、添加剂使用量（超

40%）及氨气排放（超 40%）的同时，将不等规模工厂的承载能力从每天

处理几千加仑提升到五百万加仑。 

公司产品已经得到充分开发，可送往多地。很多客户使用产品时间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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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3.5 年。Aqua Assist 目前已应用于美国各地的 41 座城市污水处理厂，

每天处理超过 170,344 立方米（4500 万加仑）的污水。如今，美国 10 家最

大的养猪生产商中有 3 家使用 ManureMagic。两种产品均已开始销往欧洲。 

该技术已具有专利，外方现进行 300 万美金成长期股权融资，所融资

金将用于销售与收入增长。 

 2018-37-休斯顿-7-EnBre-一款有效的空气过滤系统 

EnLiving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医疗卫生领域的研发公司，致力于帮助残

障人士改善生活质量，同时进行各类技术创新研究。enLiving 专注于残障人

士的自理、非卧床护理及独立生活领域市场，通过为残障人士提供功能性

强、性价比高的产品解决方案，改善残障人士生活质量。 

EnBre 是一款可在严重污染环境中长期佩戴的高效、侵入性极小的呼吸

装备。该产品的创新之处在于将传统过滤工艺技术的原理用在颗粒过滤上。

通过该系统，用户无需再购买替换过滤器。仅通过一个易获得的媒介，设

备便可得到更新。在技术功能和应用方面，该设备的可行性极高。目前 EnBre

的核心原理也已经通过多轮测试获得验证。其关键部件的试样也已制成并

被测试。测试结果表明，试样可在很短时间内彻底过滤掉空气中的颗粒物。

EnBre 的多功能样机也已开发制成，并投入多轮测试。样机已在恶劣的室内

环境、室外环境及模拟的极端雾霾环境中接受了测试，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EnBre 将会为居住在中国、印度、伊朗等国大城市中，每日被严重雾霾天气

所困扰的人们，提供一个全新的选择。 

外方非常希望与中方开展相关临床合作。 



 

021 

 2018-38-休斯顿-8-全焊及流量稳定的螺旋膜滤芯 

FAST 公司是一家依靠 Scott Yaeger 先生在过滤和分离行业超过 40 多年

的经验而于 2004 年成立的咨询公司，目前拥有 8 名员工，3 名外部销售代

表支持着全球经销商网络。公司从其股东所有的 ORP 公司处租借了 7000

平方英尺的场地，拥有多种样机及制造设备。FAST 已成为 Parker Hannifin

的电泳漆超滤元件的世界独家经销商，公司在汽车制造领域占有重要位置，

客户包括除特斯拉之外的全部汽车制造商。 

2013 年，FAST 的全焊螺旋膜滤芯先后在美国、欧洲、加拿大、中国和

日本获得专利批准，在韩国和印度两国，该专利处于在审状态。2014 年，

FAST 的阳极电解槽（Anolyte cell）产品线开始投入生产，以支持其电泳漆

Electrocoat 方面的市场推广工作。2016 年，其螺旋滤芯两侧切向流动的后

续专利获批。 

FAST 的一款拥有稳定进给速度和高通量的螺旋滤芯正在美国进行专

利申请。该项技术能够在使用超滤膜或微滤膜的情况下，使滤芯在清水流

量中的性能提高 10 倍左右，且滤芯具有良好的热力学相容性、化学相容性

及更强大的清洁能力，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滤芯结垢的可能性，为使用这

些膜的系统减少大量成本及操作费用。同时，该公司具有先进的密封面焊

接专利技术，该技术保证过滤系统的稳定运行，并降低生产成本。公司已

经成功地将此工艺在尺寸较小的滤芯之上进行了应用，并已成功应用于电

泳漆的实验室及现场试验之中。 

该公司正在设计更大的设备及一些附加的焊接夹具，以便制造现有的

大多数电泳漆产品。同时，该公司还针对工业用水市场生产带微滤膜的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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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滤芯。这些滤芯已成功通过实验室测试，但如何将这项工艺大规模推广

到工业用水市场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该技术已具有专利，外方现寻求 200~500 万美金的股权投资，将持有

公司 20-30%的股权。 

 2018-39-休斯顿-9-3iTraceCoin 通过 ICO 改变传统溯源技术 

Harvest Water Cooper 是一家同时在英国和美国运营的英国技术公司，

该公司出售一项食品安全软件服务，帮助客户履行合规义务，从而避免召

回或拒收产生的花费。公司开发了一款基于区块链的食品召回系统，使用

食品包装上的射频识别 RFID 以及新兴的物联网（IoT）技术，从农场到消

费者的厨房持续对食品进行追踪。 

该公司通过发行代币（ICO），鼓励包装公司（在供应链起始端为食品

提供标签和包装）对可轻松应用在其包装产品上的共享射频技术 RFID 工业

解决方案进行投入，并出售给他们的客户，以此来锁定市场。这将加快大

规模应用过程，并且通过刺激行业为产品整体服务增加技术价值的方式改

变市场。通过 ICO 募集的资金将会用于开发和推广公司的技术。据估计，

该公司能够在 12 个月内开发出不同运行版本，这对于代币投资者来说是一

项重要的承诺。 

外方现寻求 50万美金投资用于进一步开发解决方案并验证商业模式有

效性，以进行下轮融资，将其解决方案推广到全球。公司计划于 5 年后被

收购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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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40-休斯顿-10-InSyBio 软件包 

InSyBio 软件包突破如今仅涉及症状的诊断方法，通过不同项目技术，

分离筛选出更精简、更相关、更重要、更集中、与疾病成因联系更直接的

生物标记物，加快对某些疾病的预后和诊断过程。作为一个软件即服务

（SaaS）平台，InSyBio 软件包通过高性能、操作便捷且无需安装的网络工

具，将诊断发送给软件使用知识有限的生物学研究人员。InSyBio 软件包拥

有一系列获得学术界认证并获奖的专利流水线、算法和工具作为支持。通

过 InSyBio 软件包, 生物学研究人员可以节省时间和大量资金，同时确保其

数据分析的高效性和稳健性。与现有解决方案对分子生物学数据进行预处

理或进行简单数据分析的方法不同，InSyBio 软件包可提供：1. 更优先的生

物标记物，最大限度减少额外验证实验，提高预测准确度；2.利用生物网络

作为支撑的方法，更注重疾病的成因，而不是疾病的表象；3. 对未涉及的

生物标志物进行更加透明的解读；4. 更加全面的生物标志物发现解决方案，

可节省时间及成本；5. 利用基于网络的相关方法，从各个来源整合数据和

技术，可确定超过 30%的常见蛋白质。 

该技术已申请专利，外方计划 A 轮融资 1000 万美金，首期融资 250 万

美金，后续融资将基于项目执行目标及相应估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