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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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8511828， 

010-68515508                                 

Email：irs@cste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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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研发动态 

 俄罗斯活性硅肥可增加大豆产量 

为了提高农作物对硅的吸收，俄罗斯科学家研制出一种新型的活性硅

肥，它既能容易被农作物吸收，又能增加农作物产量，而且是一种环保肥料。 

这种硅肥外观上为黏稠状液体，与一般传统硅肥相比，它含有效硅含量

高，大豆可以更容易吸收。它能够促进光合作用，提高大豆的抗逆性，促进

大豆生长发育和提高大豆产量。研究表明，施用该有机硅肥后，大豆蛋白质

含量达到 35.61%，脂肪含量达到 20.1%，大豆亩产达到 180 公斤/亩，大豆

产量增加 30.4%。 

 以色列开发优化控制植物根部温度技术 

近日，在以色列南部农业研发公开日上，一项通过优化农作物根部温度

来提高农作物产量的技术，引起了众多与会者的注意。 

该技术由以色列 Roots-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 Ltd.公司开

发。该技术主要包括独立循环运行的基于地热交换和主动加热的作物根区

混合加热和冷却技术，以及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该技术已申请 2 个美国

专利，并正在进行 PCT 专利申请。 

 波兰开发可视化网络搜索结果新方法 

据波通社网站报道，波兰罗兹理工大学 Jarosław Andrzejczak 博士带领

的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可视化网络搜索结果新方法。该方法将缩短获取所

需信息的时间，改善搜索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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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人们产生越来越多的信息，尤其是数字信息。与搜索结果页面

（SERP）的发展相比，因特网的发展使给定的搜索查询有更多的结果。形

式表、列表和图表的呈现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够的。该团队研制出一种名为仙

后座图的交互式可视化信息方法。该方法结合了经典的 SERP 与可视化信

息的优势，利用了人类视觉感知在搜索和过滤信息过程中的潜力，显示了最

相关的搜索结果。同时，消除了搜索结果静态列表的缺点，可视化得以增强，

搜索结果图形化展示，即一个图像代替了一千个结果。 

测试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更快地搜索信息。用户使用仙后座图搜索信

息的速度要比使用经典的 SERP 快三倍，并且错误率更低。此外，它在桌面

浏览器和移动设备上运行良好。 

 哥斯达黎加研发防止账户欺诈软件 

据今日哥斯达黎加网站报道，哥斯达黎加软件开发人员研发了一款名

为“动态行为模式”的软件，旨在加强国内外金融机构的安全性，保护客户

资源。 

该软件能够分析客户行为数据，并通过分析客户交易的历史数据，形成

行为学习程序。该软件先通过学习来认识客户，了解客户的喜好，购物地点、

时间与花费，然后进入防诈骗侦测模式，若收到新的交易信息，即与历史数

据进行比对，从而侦测是否存在异常行为。目前已有 160 家金融机构从该

软件受益。 

 瑞士发明一种新型无电源信号接收器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信息与电子技术研究所的一个年轻科研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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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能量俘获技术原理，提出一种新的无电源信号接收技术方案，并已成功

开发出样机。这种无电源信号接收器具有一个从外界获取能量的电极，可以

通过与外界的“接触”，如手指的触碰，或信号发射端发送的电磁波脉冲（频

率为兆赫级，持续时间为毫秒），来实现启动，并将“接触”获得的能量转

化为电能储存在内部的电容器中，用作控制信号接收、解码分析的电源，在

对控制信号分析确认后“唤醒”系统内的其它耗电“大户”并开始工作。样

机的信号接收有效距离达到 1.7 米。 

该技术可用于控制汽车门锁和发动机的接触式传感器中，或穿戴式电

子设备中。目前，这项新技术已向欧洲专利局提交专利申请。 

 瑞士提出一种预测系统量子状态的计算机学习程序 

由于量子效应的影响，微观物理系统量子状态的测定十分复杂，需要进

行非常精密的准备并反复多次测定。据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消息，该校

理论物理研究所的一个国际科研团队利用神经元信息网络原理，提出一种

具有学习功能的计算机程序。该成果已在《Nature Physics》上发表。 

该程序能够根据有限的实验数据，通过不断地“学习”和纠错，逐步“学

会”系统量子状态变化规律，进而依据“学习”结果，按照试验要求，重新

构建或预测复杂的多单元量子体系。该团队提出一种“隐性神经元层”的方

法，克服了现有计算方法出现的“量子纠缠”的问题，大大压缩了计算工作

量。该成果对量子计算机领域和物理领域都有重要应用价值。 

 朝鲜研发出激磁数控器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电子自动化设计研究所近期利用高新技术研发出



 

06 

了激磁数控器。该研究团队对发电机激磁数控系统进行数学模拟，合理地编

制智能控制操作算法，在此基础上完成设计，而且成功开发了成本低、性能

更优越的激磁数控装置。它能保障稳定的无效功率，操控速度快，又能使用

户根据发电机特点任意调改设定值。它还具有实时监测检查并处理故障的

功能，非常实用。目前，激磁数控器已被应用于多座水电站，发挥着很大的

作用。 

 俄科学家研制出新型激光质谱仪 

俄罗斯国立核能研究大学—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的专家研制出一种新

型激光质谱仪，可直接确定材料元素成分，显著提高分析速度，降低分析成

本。研究成果发表在《European Journal of Mass Spectrometry》杂志上。 

这种配备楔形离子反射镜的质谱仪特点是，无需使用标准样品即可对

固体材料进行普遍分析，小巧轻便，耗电量低。此外，这种仪器可以分析所

有级别的物质，方法环保，可进行局部和分层分析，不存在团簇离子的干扰。

脉冲工作模式使这种分析仪与激光离子源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鉴定速度

快，因此该质谱仪还可用于刑事侦查学。同时，这种新型质谱仪也为医学，

尤其是在分析人体毛发及指甲中微量元素等相关领域开启了新前景。此外，

该质谱仪还可用于其它多种场景，如可提高火车站和机场过境物品成分的

鉴定精准度，加快土壤样本分析以获取准确的区域生态环境现状图等。 

 捷克科学家发明新型电子显微镜 

捷克科学院仪器研究所开发了一种独特的、用于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

（ESEM）的电子探测器，并申请了专利。装有这种检测器的显微镜，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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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电子束不会伤害样本，所以能够在自然状态下，检测最为敏感的生物样

品。该发现发表在《超微镜》杂志上。 

该新型探测器结合了三种内部集成的检测器，即使在气体压力不同的

环境中，也可以同时检查样品表面的形貌和材料成分，同样可用于相对高质

量的样品。该检测器非常灵敏，即使在电子束流非常低的情况下也可以捕获

信息。此外，探测器能够以简单的方式过滤信息，是世界上首个能在高压环

境中工作的电子探测器。 

 美国开发银纳米线电路打印技术 

日前，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了一项新技术，能够

使用银纳米线在柔性强、可拉伸的基底上打印电路，使将银纳米线集成到各

种电子设备成为可能。该研究相关论文发表在《纳米尺度（Nanoscale）》杂

志上。 

该团队使用电流体动力喷墨打印技术，依靠静电力从喷嘴喷出油墨并

将其吸到基板上的适当位置。这种方法能使用非常宽的喷嘴，在防止堵塞的

同时保持良好的打印分辨率。由于“墨水”由含有银纳米线的溶剂组成，通

常长度超过 20 微米，所以得到的电路具有所需的导电性、柔韧性和可拉伸

性。所使用的溶剂既无毒又溶于水，一旦电路打印完成，溶剂很容易被清理

干净。而且打印区域的大小仅受打印机大小的限制，因此很容易得以扩展。 

研究人员已经使用该技术来创建基于银纳米线电路的原型，包括可用

于心电图的带有内部加热器和可穿戴电极的手套。北卡罗来纳州已就该技

术申请了临时专利。鉴于其高效性、直接写入能力和可扩展性，该技术用于



 

08 

开发柔性可拉伸的电子器件并实现商业应用的前景很大。 

 中国-罗马尼亚合作催生新型冲击液压成形设备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和罗马尼亚克卢日·纳波卡技术大学合作，将金

属加工理论和测试方法引入设备设计和工艺实验过程，成功研制出全新的

基于液压蓄能器的冲击液压成形设备，实现了高强度飞机复杂板件的精确

成形。使用该设备可将原来 7 道次以上的加工流程降为 2 道次，且取消了

流程中的人工作业，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该设备属国际首创，可在汽车、

航天、高铁等复杂板管零部件短流程加工中广泛应用。 

 韩国开发铱催化剂助力合成新药物组分 

韩国科技信息通信部发布消息称，基础科学研究院（IBS）分子活性催

化反应研究组成功开发出反应效率较高的铱催化剂，并在常温下成功合成

了 gamma-lactam 化合物质。该研究成果已在《科学（Science）》上发表。 

Gamma-lactam 是治疗癫痫症药剂或血管生成（angiogenesis）抑制剂等

复杂有机分子的核心组成成分，广泛应用于医药品、合成纤维、材料等领域。

目前 gamma-lactam 化合物主要从碳氢化合物中提取，但由于碳氢化合物在

常温下较低的反应性，其操作难度较大。该团队利用密度泛函法（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将促使碳氢化合物产生反应的催化剂通过计算化学的方

式进行逐一分析，最终选定了完成度较高的催化剂，并以此为基础，通过试

验开发出了可分解中间体和抑制附带物形成的铱催化剂，并成功合成了

gamma-lactam 化合物。该研究解决了氮化反应中的中间体分解问题，能有

效促进生理活性物质的研究及医药品、新材料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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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研发出 DNA 折叠技术  

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发布消息称，该院联合 Dana-Farber 癌症研究所共

同研发出 DNA 折叠技术以制造多种形态的 DNA 纳米结构体，并通过该技

术分析出多种形态 DNA 纳米结构体的细胞渗透程度。该研究成果发表在

《纳米快报（Nano Letters）》杂志上。  

研究组表示，纳米结构性质可以根据纳米结构的形状和大小而变化，但

要使这些纳米结构达到所需的形状和尺寸困难较大。DNA 折叠技术利用多

个短 DNA，将其折叠为一个长的 DNA，再做出所需形状的纳米结构体，这

时候的 DNA 是以双螺旋结构组成，可将多种形态结构的 DNA 以纳米大小

进行制作。另外，研究组制作出 11 种不同尺寸和形状的 DNA 纳米结构，

并对其进行细胞渗透试验。结果表明，纳米结构越紧凑，渗入细胞的能力就

越高。  

研究组表示，各种形态的 DNA 纳米结构可广泛应用于药物传递系统，

有望治疗癌症等疾病。  

 韩国研发出新型禽流感病毒检测技术 

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发布消息称，该院联合建国大学研发出向上转换

无机纳米粒子，该粒子在禽流感病毒检测中能够吸收近红外波长并使其发

光。研究组通过临床样本检测，又开发了一种诊断用的试剂盒，即使在非透

明的样本上也能稳定检测禽流感病毒。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学术杂志《生

物传感器与生物电子学》上。  

目前的现场诊断所用的试剂盒，虽然使用方便，但存在灵敏度较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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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情况下难检测等局限性。另外，使用可见光波中的荧光作为检测信号存

在不稳定现象，很难在户外使用。  

为了克服现有的局限性，并清楚地区分和识别检测信号，研究组通过向

上转换无机纳米粒子吸收近红外波长并使其发光，同时通过掺杂钙离子提

高灵敏度，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发光效率。为了更好分析诊断试剂盒检测数据，

研究组还制作了一个小型阅读器，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简单地在手机上检测

禽流感病毒。 

研究组称，利用该技术可开发出具有准确性和易用性的入门级设备，有

望实现禽流感病毒的快速诊断和预防。 

 荷兰科学家解开 DNA 谜团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分子生物物理学教授德克（Cees Dekker）率领

他的团队，与外国科学家合作解开了一个生物谜题：我们的基因是如何被包

裹在细胞中的。  

在人体数十亿个细胞中，每一个细胞都有两米长的 DNA，凝聚蛋白将

DNA 包装成了微型包裹。该团队清楚地解释了凝聚蛋白是如何包裹 DNA

的，该过程是由多个不同的凝聚蛋白在不同的部位将多条不同的 DNA 长链

扣合在一起，然后再一同转运到其他地方。该成果已发表在《科学（Science）》

杂志上。  

最终包裹好的 DNA 构成我们细胞核中的染色体，它们记录了我们的遗

传特性。胚胎期 DNA 包裹过程中的错误可能导致婴儿出生后出现德朗热综

合征（Cornelia de Lange，CdLS）。这个科学突破将有助于对抗如 CdLS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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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先天性疾病。 

 加拿大开发出便携式大脑成像系统有助于治疗脑震荡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网站消息称，该校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便携式大

脑成像系统，可利用近红外光来检测和监测脑震荡对大脑的损伤。 

该装置是一种近红外光谱仪（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通过测量氧

气水平来测量大脑的通讯。当大脑运转良好时，大脑两侧的主要区域都在进

行通讯，血液流动和血液中的氧气水平具有类似的模式。研究人员将测量到

的血氧水平作为大脑功能的一个标志。研究结果显示，脑震荡之后，血氧水

平的模式会发生变化，这就可以了解脑震荡是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的。该团

队最新研究显示，该装置能够检测出脑震荡后具有长期症状的成人大脑活

动的变化。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神经创伤杂志（Journal of Neurotrauma）》

上。 

这项新技术如果能被证明是监测脑外伤和制定恢复时间表的有效工具，

则有望在脑震荡治疗诊所和运动设施中得到广泛应用。 

 加拿大开发用于治疗青光眼的 3D 打印技术 

据加拿大大学健康网络（UHN）网站报道，多伦多西区医院 Donald K. 

Johnson 眼科研究所的 Michael Reber 博士团队正在开发一种 3D 生物打印

机，生产适用于视网膜细胞的纳米纤维，以改善视网膜疾病的治疗。 

青光眼是一种严重的眼病，是连接视网膜与大脑的神经节细胞退化的

结果，可导致不可逆转的失明。青光眼的标准治疗是通过阻止眼压升高来减

缓细胞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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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神经节细胞再生或减缓它们的退化，该团队一直研究如何使用

丝纳米纤维来促进受损神经节细胞的存活和修复。丝纳米纤维不仅可以为

细胞提供物理支持，还可以为细胞提供纤维中的营养素。目前，为了解决丝

纳米纤维大规模可靠生产的问题，该团队正与工程和产业专家合作开发一

种 3D 生物打印机，使用静电纺丝的方法，将一滴液体丝通过非常高的电压

场拉成直径小于 1 微米的精细弦，与视网膜中神经节细胞的大小相当。 

 加拿大研发新技术大幅提高基因编辑精确性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研究人员发现在基因编辑中用一种叫做桥接核酸

（bridged nucleic acid，BNA）的合成物替代自然导向分子（natural guide 

molecule），可大大提高基因编辑技术的精确性。研究团队已经为该发现申

请了专利，并希望与制药行业合作，将其纳入治疗方案。相关研究成果已发

表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杂志上。 

成簇的规律间隔的短回文重复序列（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 CRISPR）/Cas9 复合体最初被描述为原核免疫系统

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广泛使用的基因组编辑应用工具。然

而，该系统存在百分之一的出错率，有时会切除一个相似但不正确的基因，

依然存在风险。该团队开发的新 BNA 引导分子，在寻找要切割的正确 DNA

中更加稳定和严格。研究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利用 BNA 来引导 Cas9 系

统可以使其正确性提高 1 万倍，有望突破现有的基因编辑技术瓶颈，被用

于治疗各种遗传疾病（肌肉萎缩症、血友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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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构建中国仓鼠卵巢细胞肽库 

现代医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仓鼠卵巢细胞（CHO 细胞系），其作用

不在于直接治疗而是用作一种基于蛋白质定制的医疗设计。这些疗法可以

治疗各种疾病，包括白血病、血友病、激素失衡、牛皮癣以及癌症等。近日，

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发布名为肽库（Peptide Library）的关于

CHO 细胞系的参考文献集，其中包含以肽为代表的单个生化组分特征，可

以更好地服务于蛋白质定制医疗设计过程。 

目前，利用质谱仪识别和定量分析蛋白质的方法已较普及，但仍缺乏识

别检测到的肽是否源自宿主细胞蛋白质的资源性工具。基于此，NIST 创见

了这个肽库，通过记录来自 CHO 细胞系中各类宿主细胞蛋白质的肽，以查

看工作中的肽谱图是否与期望的生物医药的细胞以外的任何已知蛋白质匹

配。 

尽管该库过去可能会根据所使用的特定免疫材料分析出不同的结果，

但质谱分析的加入可提高结果的重现性及精度。此外，这种方法直接、快速、

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检查杂质所需时间，同时还提高了结果的可信度。目前，

NIST 质谱数据中心已将 CHO 工具推出供公众使用。 

 乌克兰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视障者专用设备研发中 

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控制论研究所致力于将人工智能创新技术应用于视

障者专用设备研发中。目前，该研究所研发出针对视觉障碍者的新一代专用

设备。该团队创建了视障者网络指南，即用人工智能创新技术，研发一款个

人移动设备，为视障者的行动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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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该团队开展“网络机器人人工视觉”方向的科学研究工作，用于

创建视障者网络指南，并研发出针对残疾人前庭功能的康复设备

“Талант”,“Пятра”和“Дужинь”，借助这些设备，视障者对声音符号的

听觉补偿能力能够被精确感知。借助于“Пятра”和“Дужинь”设备，视障

者可以实现对自己精神运动的智能识别，这有助于扩大视障者的技能范围。 

 日本破解血癌细胞增殖机理 

据《日刊工业新闻》报道，顺天堂大学医学研究科的研究团队发现引起

“骨髄増殖性肿瘤”的异常分子，弄清了血癌细胞的增殖机理。该成果发表

于《Leukemia》电子版杂志。 

 日本每年约有 1400 人罹患骨髄増殖性肿瘤，这类患者的一个主要特

征是红血球、白血球和血小板的数量发生异常增加。此前，研究人员已经了

解到该类肿瘤的起因是形成血细胞的祖细胞发生变异，但一直没有理想的

疗法。 

该团队发现，许多骨髄増殖性肿瘤患者的 CALR 基因会发生变异，而

由这种变异 CALR 基因所表达生成的变异蛋白质会相互粘合，形成比普通

蛋白质体积更大的分子聚合物。这些变异蛋白质形成的集合体与细胞表面

的 MPL 受体发生结合，并不断给细胞发生增殖指令。 

该团队通过生物技术使能够与变异蛋白质抢占结合位点的蛋白质大量

表达，从而阻止突变型 CALR 蛋白质之间的相互结合，成功地抑制了 MPL

的活性，进而控制了癌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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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克兰发现一种人体血液中药物运输新途径 

乌克兰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在人体血液中运输药物的新途径。这种方法

将特殊修饰的药物制剂分子与血浆中的脂蛋白颗粒结合。用于进行这项研

究的计算机模型可以详细研究低密度脂蛋白（还可称为“坏的胆固醇”）与

角鲨烯化吉西他滨（一种被认为在癌症治疗中有前途的物质）的相互作用。

所获得的结果可进一步用于医疗实践。 

 乌克兰研发出新型心电图（ECG）非接触式诊断系统和技术 

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控制论研究所科学家与其他科研机构人员联合研发

出非接触式“新型心电图（ECG）”诊断系统和技术，应用于军人和居民医

疗服务。这项技术基于传统心电图技术，借助于新型微型软件和硬件，可以

获得任何心电图信息，其技术实质是心电图评价系统，不仅可以对已经存在

的心脏疾病进行诊断，还可以确定未来病理风险，即筛查和临床检查。利用

该技术可以确定病人病情的严重程度，特别是需要紧急护理的伤员。该技术

的另一特点是，可对有机体用于适应反应的生理潜能（储备）进行评估。 

这项技术目前已经通过乌克兰国家军事医学临床中心测试。 

 俄罗斯研发出液滴爆炸粉碎式污水处理方法 

来自俄罗斯托木斯克理工大学网站的消息，该校能源工程学院研发出

液滴爆炸粉碎式污水处理方法，可用于不同污染物组成，不同污染程度污水

的快速净化，不仅可消除污水对环境的危害，而且可以降低净化所需的能耗

及成本。相关成果发布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rmal Sciences》杂志上。 

在原理上，该方法为液滴的高效爆炸粉碎与热净化方法的结合，通过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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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不溶性液体或固体物质粉末，使污水成乳化液或悬浮液，再经高温高压喷

射生成气溶胶，气溶胶再受热爆炸、粉碎，最终水蒸发成水蒸汽，不溶性杂

质形成沉淀，而燃油类杂质被燃烧尽。水蒸汽经冷凝后变成净化水，可作为

二次水回用于企业的生产工艺过程。 

该技术的工业化规模应用可采用不同结构的热交换器作为加热室，其

结构类似于干燥雾化设备或接触式热水器，重度污水则需要补充热源。 

所研发的净化方法可高效去除污水中具有化学侵蚀性、毒性及可燃性

的杂质，可作为通用净化方法用于处理不同污染物组成及污染程度的污水，

具有高效、低能耗的特点，非常适合于化工、石化、冶金、纸浆造纸等行业

的污水处理，生产工艺的余热还可作为二次能源再次利用。 

 德国成功研制出超强度生物基材料 

德国《经济周刊》消息：德国亥姆霍茨联合会下属汉堡电子同步加速器

研究中心的一个科研小组成功研制了一种轻质生物基材料，不仅可降解，而

且还极其耐负荷。 

这种新型生物基材料是一根由纤维素纳米纤维（Cellulose nanofibrils, 

CNFs）与木材及其它植物基本元素复合而成的细丝，其强度不仅高于钢材，

而且也八倍高于天然蜘蛛丝制成的攀岩绳索。 

科研人员把多根极细的 CNFs 置于一个钢块 1 毫米宽的细孔中，从两

端灌入经去离子处理的水和低 pH 值水。在水压的作用下，纳米纤维依靠其

分子粘合力被紧紧地挤压在一起，不需要额外的粘合剂。 

研究人员用 Petra III 伦琴射线光源对若干米长、15 微米厚的新材料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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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分析。结果显示，该材料的杨氏模量为 86 GPa，抗拉强度为 1.57 GPa，

这要比所有金属以及玻璃纤维等合成材料都坚硬。 

这种环境友好的新型材料可用于汽车、家具或飞行器制造等，也可用于

生物医学，因为人体对 CNFs 不会产生排异反应。 

 俄科学家利用亚麻纤维研发出高强度复合材料 

俄罗斯托木斯克工业大学科学家利用聚合物纤维和亚麻纤维研发出高

强度复合材料，它更为环保、造价更低，可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和汽车工

业等领域。有关实验结果发表在《聚合物测试（Polymer Testing）》期刊上。 

亚麻纤维可显著增强复合材料强度。试验表明，亚麻纤维复合在碳纤维

外部的材料结构具有更高强度。研发人员还通过非破坏性试验确定了天然

纤维和碳纤维的最佳配比，确保复合材料最大限度承受冲击载荷。 

聚合物复合材料具有重量轻、强度高的特性，将碳纤维与合成纤维或天

然纤维复合，可制取不同性质的材料。科研人员对复合材料进行了撞击试验

并对材料的稳定性进行评价。实验结果表明，亚麻纤维的阻尼特性赋予了复

合材料更好的刚性和耐久性。 

 日本开发出以二氧化碳、水和可见光为原料的生物燃料电池 

据大阪市立大学官网报道，该校人工光合成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成功

开发了利用可见光一边发电一边削减二氧化碳，并同时生产甲酸的生物燃

料电池。本研究成果发表在《New Journal of Chemistry》杂志上。 

研究人员利用深绿色螺旋藻的析氧型光合功能，制作光合成膜电极并

将其与甲酸脱氢酶电极连接起来，置于含有二氧化碳的溶液中，再用可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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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射合成膜电极。这时，电路中产生一定的电流（55μA），并在甲酸脱氢酶

电极上，二氧化碳被还原生成甲酸。在可见光辐照 3 小时的过程中，电路中

的电流保持一定，甲酸和氧气不断生成，并且由二氧化碳产生的碳酸氢根离

子不断减少。 

这是一项利用太阳光将二氧化碳转化为有机分子的全新生物能源创新

技术，也是一项将二氧化碳变害为宝的科技成果。甲酸不仅是氢能源的贮藏

载体，也可用作有机药品的合成原料，或者用作无机及有机化合物的溶剂。 

 印尼开发地形早期探测技术 

印尼是自然灾害多发国，山体滑坡是最致命的自然灾害之一。为有效减

少滑坡事故造成的损失，迫切需要运用技术手段进行早期探测及预警。为此，

印尼科学院（LIPI）成功开发了两项减轻山体滑坡灾害的技术——LIPI 

Wiseland 和 The Greatest。 

LIPI Wiseland 是一种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地面移动监测技术，可对

地面移动进行有效而可靠的监测，为各类大面积地面移动威胁提供早期预

警。该技术具备监测面积广、实时数据精度高等优点，且配有独立供电系统，

还可用于监测桥梁、高楼等建筑物的安全状态。The Greatest 是一种利用重

力技术抽取地表以下水分进而确保斜坡稳定的技术。 

2013 年以来，这两项技术的原型已在多地进行了测试，并已在部分山

体滑坡高发区获得应用。LIPI 希望政府推动这两项技术应用于更多地区。 

 印尼成功开发复合水门系统 

印尼技术评估与应用署（BPPT）位于塞尔彭的高分子技术中心使用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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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材料成功开发出新型水门系统。 

与使用铁、钢、纤维等材料制作的传统水门相比，新型水门系统使用复

合材料制作，不易腐蚀，重量轻，成本低，且无需额外动力，维护成本较低，

操作简便，使用寿命长达 10 年。 

据了解，印尼中爪哇省北加浪岸市已成为首个使用该复合水门系统的

地区。下一步，该复合水门系统将被应用于更多易受洪水袭击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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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项目 

 2018-46-休斯顿-16-Nano Gas 纳米气泡技术 

Nano Gas™科技公司是一家位于美国特拉华州的专门处理采油废水的

公司。该公司几乎可以回收所有的碳氢化合物，减少生产石油、处理废水所

需要的能源成本，同样也缩短到处理地点的距离，减少碳氢化合物的污染和

运营成本。 

针对目前石油行业大量含盐废水（采油废水）净化效率低，以及废水注

入盐水处置井（SWD- saltwater disposal wells）中引发的地震等其它问题，

Nano Gas™公司打造了 Nitro Nano™氮气气泡，用于分离石油、固体，提采重

油。由于产品自带的溶剂性质能够洗刷掉附着在岩石上的石油，所以将气泡

应用在注水法中，可比以往提取更多的石油。同时，Nano Gas™利用空气中

的惰性氮气提采浮油，利用氧气来消除硫化氢，氧气浓度高时可杀死细菌，

消除了对于化学品使用的需求。此外，该技术可以生产更多可再用水，而无

需开挖更多的盐水处置井。因为能够提供可再用水而非淡水，也能够减少干

旱地区蓄水层的压力，也是一种可以更加合理运用水资源的方式。 

该技术已具有专利，Nano Gas™寻求 600 万美元投资，分 100 万美元和

500 万美元两期进行。如果公司能实现其预期目标，可实现高达 57 倍的投

资收益。Nano Gas™希望开展合资合作，以实现技术在目标国家的保护和使

用。 

 2018-47-休斯顿-17-小规模昆虫养殖技术 

Livin Farms Ltd.是一家由风险投资支持的创业公司，于 2015 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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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由两位工业设计师共同创立，采用工程和工业设计方法进行昆虫养

殖，并开发可扩展的技术，使客户能够在最小的面积和环境足迹下“生产”

蛋白质和营养。该公司正在将可食用昆虫产品及促进其有效生长的昆虫饲

养技术进行商业化，其制造生产基地位于中国。 

经过过去几年对昆虫生命周期、行为等方面的研究，该公司找出了影响

昆虫养殖的重要参数，例如氧气、二氧化碳、氨气、空气流通度和温度的组

合方式，以在封闭环境中进行昆虫养殖并分离其粪便。基于大量的客户调研，

公司能够为世界范围内的昆虫养殖商及农民提供安全独立的工具以“生产”

蛋白质及营养，将农业活动“去中心化”，不仅让欧美的商业农民，同时让

东南亚和非洲的小农小户，能够享有自主性和机动性。 

目前市场上没有类似的产品，昆虫育种的标准化技术也很少。该技术已

具有专利，外方寻求 150 万美金投资。 

 2018-49-希腊-1-Olivomed 胶囊 

TSETIS 制药公司集团（OFET）由 UNI-PHARMA SA 和 INTERMED 

SA 组成，两公司共享并行目标，但侧重点略有不同。多年来，UNI-PHARMA

和 INTERMED 已获得国内外众多奖项。 

地中海饮食是希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以在长久的时间内维持心脏

健康和延长寿命而著称。OFET 集团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破解了其中的秘密，

并生产出了 Olivomed 小胶囊。 

Olivomed 包含来自 Koroneiki 品种的橄榄油和 Amfissis 品种的橄榄油

提取物，它们均含有丰富的抗氧化酚。Olivomed 中独特的成分可以帮助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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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脂蛋白抵抗自由基和氧化应激，同时可以预防动脉粥样硬化。 

外方希望寻找合作伙伴出口产品，并希望寻找正在研究橄榄油和酚类

化合物的中国研究小组开展共同研究。 

 2018-50-俄罗斯-7-基于微生物活体培养的农作物生长促进剂的研

制和生产 

俄罗斯“生物城”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3 月，是斯特罗基诺科

技园的中小型企业。经营范围为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领域的科学研究和开

发，主要致力于农业微生物学领域研究。公司与俄罗斯多家领先的科学中心

进行合作，包括：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俄罗斯国立农业大学、涅姆

奇诺夫卡农业科研所等。目前，该公司对农作物生长促进剂进行了一系列的

研发。 

该促进剂的基础是微生物群及其次生的代谢产物。制剂有效利用了土

壤细菌菌株，作用机理是以易于吸收的形式及时向植物提供必要的成分。在

给植物供给氮和磷的基础上，提供必需的植物激素、维他命和氨基酸。制剂

为水溶液，在其培养基里含有固氮菌类细菌，可以与任何其他的肥料或除草

剂、杀菌剂、杀虫剂、防护剂结合在一起使用。制剂用于农作物种子、秧苗、

树苗及其他任何幼苗的播种前处理，可以提高种子发芽力，增加有效分蘖，

加快植物生长，提高农产品质量（如增加种子中的蛋白质和面筋含量，提升

小麦的等级），增加禾穗的长度，延长各种作物的结实期，提高作物抗病虫

害的能力，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并节省矿物肥料的使用量，有利于酸性和低腐

植土壤的长期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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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技术已申请专利，并小规模生产，外方希望寻找合作伙伴进行技术转

让、技术入股、产品出口、联合生产，并优先考虑对该项目技术进行后续的

共同继续开发。 

 2018-51-卡尔加里-1-快捷速递网 

Cleanlight Ltd.于 2015 年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注册，致力于现代物流运

营技术和供应链技术与先进的网络科技、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的创新研发。 

项目 Click2Ship（中文暂名“快捷速递网”）为公司推出的第一个创新

项目。Click2Ship 是一个网上快递物流平台，主要为使用快递服务的个人用

户和商业用户，与提供快递服务的个人（司机）和快递公司双方提供实时信

息匹配、相互交流和交易与全程服务管理的服务。简而言之，它就是本地的

“滴滴快递”。 

目前，国内的快递物流业务主要被几大快递公司占领，均为以各物流公

司本身为主体，单方面提供服务的模式。据调研，连接物流服务需求客户和

物流服务提供商双方，实时匹配信息并完成交易的大众物流网上平台，在长

途货运领域有“货拉拉”、“真好运”，但在一般城镇快递业务领域是空白。

相比快递公司自己提供的网上服务，第三方物流平台的优势有：  

（1）可以提供实时运力信息，自动匹配运输服务供应与需求；（2）进

一步降低成本和收费；（3）为需求方提供实时跟踪服务，保障货物运送安全

可靠，降低失窃率、损坏率；（4）为承运方提供结合了定位系统和优化的物

流/供应链算法的实时导航；（5）大众参与，只要符合相关要求，都可以成

为承运商；（6）完善的法律和保险系统，为日后可能的纠纷解决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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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将从几个条件成熟的城市集群辐射至全国范围。 

在技术上，除了一般网络和电商技术以外，该项目还将开发运用最新物

流优化技术、供应链优化技术和 AI 自学习技术等（正在申请专利）。 

该技术已申请专利，目前处于实验室成果阶段，外方希望寻找合作伙伴

进行技术入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