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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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研发出新型禽流感病毒识别技术 

据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信息报道，该院分子识别研究中心与韩国建国

大学兽医系联合研究团队共同研发出通过荧光放射物质识别禽流感病毒的

新技术，并在学术杂志《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上发表。 

现有识别禽流感病毒的方法主要有种卵接种法和基因检测法。这些方

法的检测时间短则需要 3-4 天，长则需要 7 天。另外，种卵的培养需利用免

疫测量或聚合酶链式反应（PCR）等方法，还需要添加专业设备，效率较低。

研究团队为克服以上缺点，利用各细胞感染病毒的敏感度差异以及受感染

时的活性氧浓度差异等特点，使用荧光探针，在细胞超氧化物中检测禽流感

病毒。研究团队事先在 23 种哺乳动物细胞系中设定了 3 种病毒感染程度数

据，以此为基础计算出病毒感染引发的荧光强度变化，成功区分了 3 种禽

流感病毒亚型。该禽流感病毒识别技术，可加强一次诊断技术的普及，防止

病毒快速扩散。 

 美国开发了一种纳米技术保护水果作物免受霜冻灾害 

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正在开发一种利用纳米技术保护

水果作物免受霜冻灾害的方法，该方法不仅比传统的方法更为环保，还能更

有效地防止霜冻损害。初步试验结果显示农作物的耐寒水平显著提高。 

防止农作物遭受霜冻灾害是一项世界性难题，虽然已经有了一些方法，

包括加热、洒水等，但都是不可持续的技术。该方法将纤维素纳米晶体喷洒

到果树上，与传统的方法相比，纤维素是一种可再生资源，这为提供长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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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解决方案奠定了基础。研究人员已在苹果、樱桃、葡萄树上进行了测

试。试验表明，该技术可将农作物的耐寒性提高 4℃，且具有广泛适用性。 

 加拿大发现面包小麦中的抗虫基因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消息，萨大研究人员应用开创性的面包小麦基

因组测序方法，识别小麦中的基因，可以帮助植物抵抗小麦茎锯蝇（sawfly），

以开发更多抗虫害的作物。相关成果发表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 

研究发现，小麦实心茎（solid stems）是抵抗小麦茎锯蝇的关键。与中

空茎不同，实心茎阻碍了锯蝇的生存。通过中空的茎，锯蝇可到达植物的底

部，导致茎干裂和收获的损失。 

萨大研究人员分析的实心茎小麦品种展示出实心茎基因的多个相同副

本，这些信息将有助于开发新的抗虫品种。通过使用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技术，

小麦基因组序列可以帮助育种者选择实心茎的性状，这种技术可以在 DNA

水平上识别出带有空心或实心茎特征的植物基因。他们目前正在努力从植

物株中移除实心茎基因，并将其添加回去，以进一步验证这些基因在控制茎

坚硬性方面所起的作用。 

 俄罗斯研发出新型量子发射器 

据俄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网站报道，该校科研团队研发出新型量子发

射器，每秒可发射几十亿个量子，用于构建未来的量子通讯网络，可使网络

更具信息安全性。相关成果发布在《npj Quantum Information》期刊上。 

科研团队选取具有电荧光性能的碳化硅作为量子发射材料，建立了碳

化硅电荧光性能的基础理论，以解释碳化硅作为量子发射材料的辐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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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理论和试验完善了以碳化硅作为量子发射材料的技术性能，所研发的

量子发射器具备每秒发射几十亿个量子的技术物理指标，可保证吉比特（Gb）

的传输速度。  

另外，采用该材料所研发的元件具备与微电子领域“金属-氧化物-半导

体”材料整套工艺兼容的优势，在微电子领域具有更广的应用前景。 

 韩国成功开发无电源超精密人工皮肤传感器 

韩国科技信息通信部发布消息称，高丽大学模仿人体感觉器官开发出

在没有电源的情况下可启动的超精密皮肤传感器（artificial skin sensor），该

成果在《Advanced Materials》杂志上发表。 

近年来，随着压力和触摸传感器被广泛应用于医疗、航空、汽车、环境

等多个领域，各国对高灵敏传感器的关注度逐渐提高，但目前为止开发的传

感器仍然存在灵敏度较低以及需要高电力驱动等问题。该团队开发的皮肤

传感器，是通过外部刺激，利用离子的移动来传输信号，在没有其他能量源

的情况下实现自我驱动，可同时测定“快速适应（Fast adapting）”和“缓

慢适应（Slow adapting）”两种信号，对测量血压、心电图、物体表面特性

等具有非常精密的感应能力。 

研究人员表示，该传感器对测定生物信号、开发和改善机器人皮肤的性

能具有重要意义，可广泛应用于多种产业领域。 

 美国开发出能够识别“分子笔迹”的 DNA 人工神经网络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由 DNA 构成的人工神经网

络，它可以精确识别“分子笔迹”。这项工作是证明人工智能程序具有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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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分子电路的能力的重要一步。该研究相关成果发表在《自然（Nature）》

杂志上。 

该团队精心设计的 DNA 神经网络通过进行指定的化学反应进而识别

“分子笔迹”。不同于几何形状不同的视觉笔迹，“分子笔迹”并不具备数

字的形状。每个分子数字都由 20 个独特的 DNA 链组成，并被指定代表 10

×10 模型中一个单独的像素。对给定的特定“分子笔迹”的例子，DNA 神

经网络可以将它分成九类，每一类都代表从 1 到 9 个可能的笔迹数字中的

一个。 

目前，该团队开发的 DNA 神经网络已经能够成功分类 1 到 9 的单个数

字，他们计划继续升级人工神经网络，使其可以不断学习新添加的实例形成

“记忆”，以执行不同的任务。 

 美国 NIST 开发出光学神经网络芯片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芯片，可

以精确地将光信号分配在微型脑状网格上，提出了设计神经网络芯片的一

种新思路。 

该团队使用光而不是电作为信号媒介，这是因为光的使用将消除由于

电荷引起的干扰，使信号传得更快更远，并可以提高神经网络在科学数据分

析方面的性能。NIST 开发的芯片，通过两层光子波导垂直堆叠的结构克服

了光信号使用中的主要障碍。这种结构将光信号限制在狭窄的通道中传递，

就像通过电线传递电信号一样。 

芯片的内部结构为一个三维网格状的波导构型，包括 10 个信号输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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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神经元），每个输入端连接到 10 个输出端（“下游”神经元）

上，共计 100 个接收器。波导建造在硅晶片上，由氮化硅制成，宽度为 800

纳米，厚度为 400 纳米。通过光纤将激光导入芯片，按照选定的光强度或功

率分布模式将每个输入引导到每个输出组。研究人员还开发了用于自动生

成路由信号，调节神经元之间连接水平的软件。为了评估结果，研究人员开

发了一种新的测量技术，允许在高精度条件下同时分析许多设备。 

 丹麦成功开发了氧气机器人 

丹麦成功开发了能为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患者提供适量氧气的机

器人，可缩短患者住院时间。 

当 COPD 患者的氧饱和度（通常需在 88％~92％）不足时，护士需要不

断地对患者进行物理调节，以提供足够的氧气。如今，丹麦的氧气机器人

O2matic 不仅能对 COPD 患者进行正常监测，还能提供适量的氧气，增加患

者安全的同时，将护士从该项护理中解脱出来。 

 俄罗斯制造出同位素分离模拟器 

据俄罗斯托木斯克理工大学网站报道，该校制造出同位素分离模拟器，

并已在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下属的两个企业中使用。企业员工可借

助模拟器，在生产发生异常紧急情况时修整操作算法。 

核燃料循环中最复杂的问题是获取同位素改性核燃料，因为天然铀混

合物不适用于核反应堆，须对其进行浓缩并分离同位素来实现。目前俄罗斯

使用气体离心法来实现同位素分离，但离心设备非常复杂且价格昂贵。因此，

维持必要的工艺规程以确保这种昂贵的设备正常工作显得极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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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种需求，该同位素分离模拟器有助于提升操作人员在紧急情况

下的应变处置能力。同位素分离模拟器训练工作已被纳入上述企业的考核

内容。 

 朝鲜研发出明胶生产技术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韩德铢平壤轻工业大学的研究团队研发出一种高

质明胶的生产技术。该技术确定了分解脱脂兽皮副产品的最佳反应条件，圆

满解决了过滤、成熟、浓缩等制造过程中的一系列科技问题，最终制造出高

质量的朝鲜式明胶。该明胶的蛋白质含量为 95.5%，富含人体所需的 18 种

必要氨基酸及各种必需的大量及微量元素，营养价值极高。其粘度、弹性、

保湿性能、透明度等所有质量指标也都远远优于进口货，经济效益匪浅。 

 加拿大发明出一种冷喷涂 3D 打印工艺 

加拿大国家研究理事会（NRC）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新的冷喷涂 3D 打

印工艺，可用于制造电机的永磁体。 

通常情况下，电动机中使用的高性能磁体使用粉末压实（烧结磁体）或

注塑（粘结磁体）等工艺制造而成。然而，这些流程耗时长、成本高，且可

产生的形状范围有限。NRC 的技术将所有生产流程合并为一个，从而为制

造商节省时间和金钱。 

在冷喷涂 3D 打印中，细粉材料在高速压缩气体射流中被加速，并且导

向目标既可以是需要额外功能或修理的现有零件，也可以是在构建区域从

零开始构建的新零件。机器人根据数字指令控制喷雾的方向，产生逐层建立

的 3D 部件。该工程具有非常高的累积率，每小时可以生产出几公斤磁体。



 

09 

其次，材料粉末的高速沉积使材料基质中不含聚合物，因此磁体具有优异的

机械性能和导热热性能，具有耐腐蚀性和抗氧化性，因而使用寿命更长。 

该工艺的新型硬磁材料样机已建成并测试成功，基于新一代汽车碳减

排需要，NRC 将研发工作集中在电动机上。当然，该技术还可应用于其他

行业，如磁制冷、风力涡轮机和远程通讯设备等。 

 美国成功开发银胶菊新材料轮胎 

美国农业部发布消息，其下属农业研究局（ARS）的科学家经过多年努

力成功开发新型天然轮胎用胶，并实现商业化应用。美国轮胎工业所用的天

然橡胶 100％依赖进口，占轮胎生产用胶总量的 80％。从美国本土寻找替

代进口天然橡胶的新型材料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确定的优先发展事

项。 

经科学家们多方找寻和多年研究开发，最后发现原生于美国西南部的

一种花灌木——银胶菊（Guayule）被认为是一个天然橡胶、有机树脂和生

物燃料的可能来源。ARS 科学家通过长期研究，解决了银胶菊合金胶在客

用车辆轮胎加工中的稳定性及使用性能等系列技术问题。目前，由 ARS 合

作伙伴后续开发生产的轮胎已顺利通过美国交通运输部测试和更严格的轮

胎行业内部测试。测试证明，这种新型银胶合金轮胎具有出色的耐磨损性和

使用性能，在销售价格上可与传统的高性能轮胎相媲美。 

 日本开发出具有非接触性生物传感器的人工智能汽车 

日本九州工业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款搭载非接触生物传感器的自

动驾驶汽车，并开始进行公路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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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由该校创新推进机构佐藤宁教授开发，反光镜上的 200 兆赫无

线电波可监测司机心跳，驾驶座上的座垫型压膜传感器可监测司机坐姿。汽

车除了通过非接触方式监测驾驶员的心跳等生物信息外，还通过车厢内的

摄像头收集其它相关信息。各类信息通过人工智能（AI）技术进行统一分析

和控制，一旦发现驾驶员打瞌睡或心脏骤停等异常情况，则立即将开启自动

驾驶模式，使汽车自动开到安全位置并精准地停到路肩上，误差为厘米。 

该技术首次将自动驾驶与生物传感器相结合，受众人群可面向出租车

司机、高龄司机等。 

 爱尔兰发现阿尔茨海默症早期诊断方法 

随着人们寿命越来越长，与年龄相关的大脑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症（老年

痴呆症）等的发病率也持续上升，且目前还没有治愈的方法。因此，解决这

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老年痴呆症的早期发现。 

爱尔兰皇家外科学院的一个研究小组同西班牙科学家合作，发现了可

以早期诊断阿尔茨海默症并预测病情发展的血液测试方法。在过去四年中

他们研究发现了一种称为 microRNA 的小分子血液水平的变化，在患有阿

尔茨海默症的病人身上这种小分子量很高。它能够在很早的阶段诊断阿尔

茨海默病，并能对阿尔茨海默病和类似症状的脑疾病进行区分。 

这个新的诊断方法具有成本低、无创伤的特点，可用于大量人群筛选。

课题组已在爱尔兰做了患者试验，下一步将扩大试验范围。研究人员预计这

项技术能在五年内实现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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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兰提出疝气治疗新方法 

据波通社网站报道, 来自波兰西波美拉尼亚技术大学的 Mirosława El 

Fray 教授提出了治疗疝气的新方法——使用一种特殊的可注射材料。这种

材料在紫外线的影响下形成弹性贴片，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满软组织，最终在

体内降解。 

疝气通常需要手术治疗，常用的方法为利希滕斯坦法。该法通过用合成

材料制成的网片覆盖疝气的开口来完成，其使用的聚丙烯网会在体内存留

多年。 

Mirosława El Fray 教授的技术有可能是疝气治疗领域内的一个突破。该

方法所用半液态形式生物材料有许多与手术效果相关的好处：缩短手术时

间，对患者更安全、更舒适，对康复过程和恢复期都有积极的影响。 

用于治疗疝气的贴剂已在美国和波兰获得专利，目前正在申请欧洲专

利。除腹壁再生外，该贴剂还可用于腹主动脉瘤、整形外科及手部骨科的外

科治疗。 

 俄罗斯研发出磁控纳米颗粒用于快速止血 

据俄罗斯新闻网报道，俄圣彼得堡国立信息技术机械与光学大学的研

发团队研发出特种纳米颗粒，该纳米颗粒可在磁场的控制下将止血药物送

达内出血血管损伤处，发挥定点止血的作用。相应成果发表在《Scientific 

Reports》学术期刊上。 

所研发的纳米颗粒含有两种关键成份：第一种为凝血酶，凝血酶的作用

是与溶解于血浆中的纤维蛋白原发生作用，形成血块以堵塞血管损伤处；第



 

012 

二种为磁铁基特种疏松材料，该材料发挥包覆作用承载凝血酶，并可在外部

磁场的作用下在人体内定向移动。  

磁控纳米颗粒的生产有着严格的技术要求：首先，其颗粒度不能超过

200 纳米，否则不适于注射；其次，纳米颗粒合成过程中不能破坏凝血酶的

活性；最后，需采用生物兼容材料。  

人体血浆试验表明，载有凝血酶的磁性纳米颗粒具有极低的活性，不会

引发血管内血液大面积凝固。静脉注射进入血管后，纳米颗粒在磁场的导引

下集中于血管损伤处发挥止血功效，如再注射适量的纤维蛋白原，则止血效

果更佳，且凝血时间缩短了六倍以上，将失血量减少到十五分之一。毒理试

验证明，该材料对人体细胞无任何伤害。  

后续科研人员将开展动物试验及临床试验，研发出可用于人体内快速

止血的磁控纳米药剂。  

 俄罗斯研发出高精度血液定量化验方法 

据俄罗斯科学院网站报道，俄罗斯科学院普通物理研究所与莫斯科物

理技术学院（国立大学）的联合团队研发出血液定量化验系统，该系统用磁

性纳米颗粒数作为检测指标，可准确检测出液体，包括不透明乃至重色调液

体（例如血液）中蛋白质分子的浓度。相关成果发表在《Biosensors and 

Bioelectronics》学术期刊上。 

联合团队将快速化验与磁性纳米颗粒计数方法相结合，采用免疫色谱

法替代传统的光学法，并使用专门的检测试纸作为检测载体。试纸中含有磁

性颗粒及检测蛋白分子的抗体，并且磁性颗粒与蛋白抗体成对配置（具有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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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性，专门锚定特定的蛋白）。为获得准确的化验结果，团队采用专门研制

的仪器作为数据采集计数器，在保留免疫色谱法化验便捷这个优势的基础

上实现了高精度定量化验，可准确检测血液中蛋白分子的数量。 

该系统曾用于前列腺癌患者的体检，通过化验患者血液中前列腺特异

抗原的含量监控术后康复情况。系统可测定 0.025ng/ml 的含量，满足 4ng/ml

的检测指标要求。将所获得的数据与前列腺特异抗原标准化验方法——酶

联免疫吸附试验结果进行比较，确认了该系统的高效和准确性。 

该系统可在 30 分钟内得到化验结果，并且不需要对操作者进行专门的

培训，可用于野外条件下。另外，该系统的试纸将很快实现系列化生产，还

可应用至食品和药品检测领域。 

 加拿大发现一种负责埃博拉病毒繁殖的酶 

据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消息，该校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负责埃博拉

（Ebola）病毒繁殖的酶，这将使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不必在极端生物安全

实验室中研究治疗埃博拉的潜在新方法。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科学报告

（Scientific Reports）》杂志上。 

该团队报告了一种活跃的重组埃博拉病毒 RNA——依赖性 RNA 聚合

酶（recombinant Ebola virus RNA-dependent RNA polymerase，EBOV RdRp）

的表达、提纯方法和生化特性。这种聚合酶负责埃博拉病毒的繁殖，这将给

全世界的研究人员提供工具，使其能够在任何实验室环境中研究埃博拉病

毒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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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发现白血病细胞免疫机制助力根治白血病 

日本京都大学湊长博教授的课题组发现了白血病细胞免疫机制，有望

根治白血病。 

该课题组将带有慢性骨髄性白血病（简称 CML，这种病是源于癌症遗

传基因）癌症基因的造血干细胞注射到小鼠体内，结果显示，正常小鼠全部

因 CML 发作而死亡，而 SIPA1 基因缺失的小鼠则若无其事。这是因为 SIPA1

基因不存在时，纤维芽细胞就可以移动到白血病细胞附近，分泌出细胞游走

因子。T 细胞则借助细胞游走因子，进入白血病组织内部对白血病细胞进行

直接攻击。缺失了 SIPA1 基因，其效果就和癌症免疫治疗药物纳武单抗

（Nivolumab）一样，会解除免疫“刹车”。因此，小鼠不会罹患 CML，也

不会产生白血病耐药性。 

这一发现将有利于开发根治白血病的疗法。如果通过药物对 SIPA1 进

行定向攻击，从而解除免疫“刹车”，将获得强有力的治疗效果。 

 日本利用人工智能精准无创诊断大肠癌 

据东京医科大学官网消息，该校杉本昌弘教授的研究团队通过分析人

类尿液中相关成分的含量分布图谱，并结合人工智能（AI）技术，成功地对

大肠癌进行了高精度的诊断。该成果发表于《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 Cancers》。 

该团队收集了 242 名大肠癌患者及非癌人群的尿液，利用液体色谱质

量分析装置对尿液中离子性强的代谢物进行了测定。结果发现，相比健康人

及大肠息肉患者，大肠癌患者的尿液中含有较高浓度的聚氨类化合物。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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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靠这一项指标还不能对是否癌症进行确诊。该团队还成功观测了每人尿

液中其它各种聚氨类化合物分子的浓度，从而形成它们的浓度图谱，再将这

些图谱交由人工智能（AI）进行学习，最后实现了对大肠癌患者的高精度识

别。 

 日本破解肠内菌群对血糖和血脂的影响机理 

日本熊本大学官网报道，该校大槻纯男教授的研究团队发现肠内细菌

生成的二次胆汁酸（包括去氧胆酸及石胆酸等）对血糖及血脂的浓度具有影

响，并且通过最新分析技术从分子层面破解了影响机理。这一研究使通过调

节肠内菌群来治疗糖尿病及脂肪代谢疾病的方法成为可能。该成果发表在

《Scientific Reports》杂志上。 

服用抗生素是影响肠内细菌的第一因素。抗生素会从质量和数量上破

坏菌群的平衡，进而影响人体机能。该团队也发现，因使用抗菌药物导致的

肠内菌群失调对承担糖类和脂肪代谢任务的肝脏蛋白质产生了影响。因此，

该团队给模型小鼠连续 5 天使用抗菌药，发现其血糖及甘油三脂的数值只

有对照组的 64%及 43%。为解释该结果，该团队对肠内细菌产生的代谢物

二次胆汁酸进行了研究，并发现试验组小鼠肠内细菌少于对照组，并且其肝

脏中的去氧胆酸和石胆酸只有对照组的 20%及 0.6%。此研究表明，在施用

抗菌药，并补充二次胆汁酸的情况下，小鼠的血糖及脂肪值不受影响。通过

对模型小鼠肝脏蛋白质的全面分析发现，与糖原、胆固醇和胆汁酸的合成相

关的蛋白质发生了变化，但补充二次胆汁酸就能较少变化。由此推断，肠内

细菌产生的二次胆汁酸与其宿主的糖类及脂肪代谢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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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利用 Muse 细胞成功治愈心肌梗塞 

人或动物发生急性心梗时，心肌细胞会发生炎症，并分泌出一磷酸鞘氨

醇（S1P）作为警训， Muse 细胞（一种多功能干细胞，存在于皮肤和骨髓

中）接收 S1P 后，会自发聚至炎症部位，修复梗塞部位的心肌。这是日本

岐阜大学湊口信也教授研究小组的研究发现，其结果发表于《Circulation 

Research》。 

该小组将源自其它兔子及人类的 Muse细胞注射到心梗模型兔子静脉中，

结果梗塞部位的心肌得到修复，并分化成给心肌提供营养的血管。两个月后，

Muse细胞也继续发挥作用，梗塞的体积不断缩小，心脏收缩功能不断改善。

另外，Muse 细胞具有胎儿抑制来自母体免疫攻击的部分机能，所以即使移

植了同类异体甚至异类个体的 Muse 细胞，依旧能够长期有效。 

目前，该小组已在岐阜大学附属医院开始对急性心梗患者进行 Muse细

胞治疗试验。该疗法有望在 2021 年获得正式批准。 

 俄罗斯发明低成本快速制备吸波材料的方法 

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托木斯克理工大学的科学家发明了一种快速制

备氧化铁纳米粉末的方法。可用于加工军事装备并消除电磁干扰。 

这种氧化铁纳米粉末是在数千度的温度下，在电动加速器中以几千米/

秒的超音速下快速合成。这种粉末能够几乎完全吸收电磁辐射，可广泛用作

电磁辐射吸附剂，制造用于雷达探测不到的“隐身体”，或用于屏蔽高频电

磁辐射和电磁干扰。它还可用作电缆线路涂层，能够减少传输中的数据包丢

失。因其原材料（如金属水管和气态氧）较廉价，故合成成本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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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研发出材料“自组装”技术 

据俄罗斯鄂木斯克国立技术大学官网消息，该校科研团队研发出利用

分子构建二维纳米结构材料的“自组装”技术。相应成果发表于《Physical 

Review B》。  

为研发纳米结构材料“自组装”工艺，该科研团队专门研发出采用二聚

分子（此类分子具有哑铃型结构，可由原子、基团等构成）构建单元结构（最

具二聚分子单元结构特点的材料为石墨烯）的研究方法、算法及相应计算机

软件，通过仿真可预测材料所具有的性能，节省了探索试验的费用和时间。 

研究发现，二聚分子可在基片表面形成特定的二维纳米结构。该二维结

构由稳定的三角形分子单元构成。由于三角形分子单元的各边可由一个或

若干个分子构成，因此该结构 “铺设”的结果可多种多样。实验证明，可

通过改变“自组装”过程的条件（如气相压力）来调整基本单元的规格。  

此类特定结构材料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可用于制备电子领域诸如“电

子鼻”等高精密电子传感器以及化工领域的催化剂，在医学领域可用于药物

在人体内的定向输送。 

 乌克兰研发出用于在太阳照射下积累氢气的光电化学电池 

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材料问题研究所和普通-无机化学研究所的科学家开

发了一种实验光电化学电池，用于在日光照射下积累氢气。当这个装置的阳

极被太阳照射时，经光电化学反应，氢可在阴极积累。该系统可用于生产纯

氢作为燃料电池发电的能源，也可作为一个光电蓄电池，在光强度变化情况

下仍然提供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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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光电化学电池体积较小，由半导体氧化物、金属硫化物和硒化物多晶

膜的光敏电极合成，包含石墨烯结构和纳米尺寸的半导体改性颗粒。 

乌克兰科学家还研究了光电极上电荷转移的机理和方向，以提高氢积

累的光电化学电池的效率。这种系统产生的氢气非常纯净，在进一步使用前

不需要处理。另外，它比使用固态太阳能电池和电解槽所获得氢的价格更低。

目前，研究人员正在开发反向光电化学电池（光电蓄电池），使氢积累的化

学能可用于发电。 

 意大利“看见”镍原子催化石墨烯生长  

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大学和国家研究理事会的科学家研究发现，在金属

镍表面上，移动的金属镍原子对石墨烯的形成起到催化作用。该研究通过毫

秒分辨率扫描隧道显微镜成像，直接捕获到了单个镍原子在生长的石墨烯

薄片边缘处的催化作用，看到了石墨烯逐行生长的过程。力场分子动力学和

密度泛函理论的计算，也印证了这一结果。该研究成果发表在《科学

（Science）》期刊上。 

该研究为石墨烯的生产技术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对在工业水平上开发

新的、更高效的石墨烯生产工艺具有重要意义。 

 俄罗斯研发出废铝制氢技术 

据俄罗斯新闻网报道，莫斯科国立钢铁合金学院研发出铝及有色金属

废料化学制氢的技术及实验装置。所制备的氢可用于车载供电系统及固定

式小型电力装置。相关成果发布在《Powder Technology》期刊上。  

该校科研团队采用“铝-水”系统以废铝作为反应物研发出化学制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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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套技术，包括原材料的化验分析、废铝粉碎处理方案、氧化过程工艺参数

的选择、所制备固体金属反应物存储和运输要求等。此外，还研制出废铝制

氢的氧化剂，并设计制造出制氢实验装置。该装置适用于处理废铝及其他水

解金属以制备氢燃料，具有可靠的防爆性。由于金属铝表面易形成氧化保护

膜，隔绝氧化剂与金属铝的接触，抑制化学反应的进行，科研团队在整套技

术中增加了机械活化环节，即对废铝进行粉碎和化学处理，防止其氧化保护

膜的形成。  

 俄罗斯研制出绿色环保汽油添加剂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催化研究所的学者研制出绿色环保的汽油

添加剂。该添加剂是由木材（软木和硬木）、农林生产的废弃物（如秸秆、

谷壳）等同硫酸混合后形成的糠醛衍生物制备而成。相比有毒的乙醇添加剂，

这种由糠醛衍生物制备的添加剂具有高的发热值，能够提高发动机经济性

能指标。除此之外，它还具有低温结晶性能，能够在零下温度提高汽油的稳

定性和抗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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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项目 

 2018-52-卡尔加里-2-基于云技术的计算机软件工具 ARTEMIS 

C4i Consultants Inc. 是一家计算机培训与模拟的跨国公司。公司发起人

和主要负责人 Bruce Gilkes 为高级 IT 专家，曾为加拿大军方工作三十年。

Bruce 拥有多项个人技术专利，本人被授予“加拿大阿省世纪奖章”和“加

拿大军方及北约特别服务奖章”。 

本项目 ARTEMIS 是 C4i Consultants Inc.公司出品的一个基于云技术的

计算机软件工具。在实战培训应急状况下，它为救灾管理者做出快速有效反

应提供参考。同时该软件也可用于验证应急计划的可行性，向上级领导汇报

应急计划以及改进社区安全系统。 

ARTEMIS 的设计基于十几年内全世界范围的一手应急管理培训经验。

它的前身曾广泛运用于十几个国家，而且也是目前美国政府救灾训练的主

要工具。基于云的系统和不需要技术专家参与就能运作的新的全球定位系

统，ARTEMIS 进一步提高了它的性价比。该软件可显示灾害造成的伤亡数

量，损失金额以及应急措施实施的效果，以便进一步调整完善应急救灾计划。 

本项目的目标是通过与中国本地合作伙伴二次开发合作，针对中国不

同省份和城市的具体情况，将培训专家系统、相关技术和知识本地化和客户

定制化。为此需要一定的前期投资以剥除原软件部分军事功能，代之以适用

于中国国情的功能。 

希望与有兴趣和有资质者进一步洽谈合作事宜。 

该技术小规模生产，外方希望寻找合作伙伴合作生产，并希望在 1~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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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内得到反馈。 

 2018-53-圣彼得堡-1-辐射侦查与电离辐射源探测综合装置 

中央机器人技术及控制论科研院是俄开展自动化及空间机器人研究的

主要机构，俄联邦 48 家国家科学中心之一。主要科研方向为机电一体化和

机器人技术、智能控制系统、光子和光电技术、专业空间仪器、激光技术、

空间技术、信息和控制系统以及模拟器。重点发展陆地、天空、海洋辐射监

控移动机器人系统、软着陆控制系统、航天器生命支持系统，保护和控制对

象的视觉技术系统、网络处理器（屏幕）以及信息安全系统，切割和焊接的

自动化激光系统等。 

该科研院最近研究出一款可以用于辐射侦查与电离辐射源探测的综合

装置。该装置主要对辐射物和辐射废料进行监控；对灾害预警并消除后续影

响。主要用于：一、确定辐射污染边界；二、对照射剂量进行远程探测、发

现和确定中子和伽马射线局部辐射源；三是生成标注中子和伽马射线局部

辐射源的照射剂量图，形成辐射侦查记录。 

该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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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让。 

 2018-54-丹麦-1-Seluxit 物联网平台 

Seluxit 物联网平台是具有完整功能的云端后台，可以通过因特网方便、

可靠地连接和管理物联网设备。该平台整合了一系列物联网协议和数据规

范，并具有可扩展性。除了开放应用接口，还有用户友好的操作界面。用户

可以登记注册设备，实施硬件的控制和数据采集。例如，用户可以远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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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的状态（如，开/关），存储和获取历史数据。更进一步，用户可以利

用该平台根据不同的实际条件配置自动系统。这些条件可以是网络上其他

设备（如，传感器）的实时状态，也可以是外部数据服务。例如，天气预报

有降水，花园里的自动浇水系统就可以推迟执行。现有客户包括 Gardena of 

Husqvarna 集团和德国第二大能源公司 Innogy/RWE。 

最近，该公司正在以简化的计价方式在市场中推广 Seluxit 物联网平台。

这里提供的物联网平台是根据用户在共享环境下的操作量作为计价标准，

与硬件产品的生产商无关，不使用则不付款，从而降低了用户的风险。互联

网硬件厂商除了满足传统的物联需求，还可以从与该公司的合作中获益，特

别是互联网客户的数据在本地处理和存储，可以赢得欧洲客户的信赖。  

该技术已经大规模生产，外方希望寻找合作伙伴技术入股或者合作生

产。 

 2018-55-休斯顿-19-Organiponic 室内无土栽培种植系统 

Organiponic 是一家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丁的特拉华 C 类公司，也是一

家为消费者提供室内无土栽培种植系统，帮助其在不使用农药的情况下持

续进行有机植物和草本种植的消费品公司。公司针对不同终端用户的心理

开发了五款售价在 99 美元到 479 美元之间的消费者系统，并完成测试。

Organiponic 系统能够持续生产，这意味着几乎不存在植物种植的空白期。

一款集成的 APP 软件将会监测植物生长的环境及状态，提供指导及技术，

同时提示消费者购买其它产品。Organiponic 目前的业务重点是消费者系统

的零售与批发。2017 年第四季度针对教育系统少量检测认证后，该公司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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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 2018 年初左右进军海外。 

公司目前专注于建立一系列优于当今市场上其他系统的消费者室内种

植系统。相比与其他系统，该公司从分离繁殖方式、定制化的生长面板以及

利用智能技术的升级版微处理器等方面加强了系统能力。其微处理器掌握

着控制光照与泵的定时器，将来还会具有 WIFI 功能。在众多功能中，微控

制器（MCU- Microprogrammed Control Unit）控制着附加传感器及“智能”

芯片技术。公司的目标是帮助消费者，实现作物生长绝大部分过程的自动化，

同时加强公司与客户之间的互动。公司希望通过进行新的研究优化植物生

长，吸引更多客户，延长客户使用该公司产品的时间。 

该技术已获得专利，外方希望寻求 200-300 万美元 C 轮融资。 

 2018-56-休斯顿-20-Perseus Mirrors 智能镜 

人们在镜子前花费大量时间，女性平均每天在镜子前花费 55 分钟，男

性则花费 38 分钟。按此数据推算，每个人一生有 3.2 年是在镜子前度过的。

Perseus 则利用了在这个“必须的”的时间为人带来愉悦的消费体验。Perseus

是一款改变用户出门准备体验的交互式智能镜，可帮助用户感受到信心与

力量。Perseus 利用智能镜这一平台，向消费者和零售商展示了智能家居系

统的潜力。 

对于家庭消费者来说，Perseus 是个人护理用具：用户将其视为一种“出

门准备”的工具。例如，用户可以在自己化妆的同时让智能镜播放如何化烟

熏妆的视频，也可以查询交通或日历信息等日常信息。对于零售商和品牌合

作伙伴来说，Perseus 解决了零售业今天面临的一个痛点：新型的在线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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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正在蚕食传统渠道收益，店内客流量减少。虽然大多数零售商意识到数

字化的重要性并开发新的销售渠道，但他们很难在过度饱和的网上零售和

社交媒体市场中脱颖而出。Perseus 利用家居市场的新兴机会，缩小了零售

商和消费者之间的差距。 

Perseus 有三重价值主张。一、创建智能产品品牌：当消费者站在镜子

前时，品牌易于在用户切实使用产品的地方将产品说明及智能特性等传导

到目标市场。二、新的零售渠道：随着语音控制设备和家庭助理越来越受欢

迎，我们将可视化显示、智能扫描技术和开放式应用程序接口（API）集成

结合在一起，使得用户在订购产品时无需打字、刷卡或点击屏幕。三、潜移

默化地建立品牌意识：设备以安全、不侵犯隐私的方式收集有关用户偏好和

使用情况的数据，使得可以放送更加丰富、更具针对性的多媒体内容。 

该技术已获得专利，外方希望寻求 100 万美元可转债，估值设定为 700

美金，20%折扣附加 2%利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