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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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利用硅纳米粒子加快农作物生长和增产 

据托木斯克创新网站报道，西伯利亚国立医科大学（托木斯克）研究人

员研制出一种利用硅纳米粒子，促进农作物生长和提高农作物增产的方法。

相关试验结果发表在《BioNanoSceince》杂志上。 

该研究第一阶段花费了三年时间，已经运用硅纳米粒子悬浮液对谷类

作物及豆类作物做了实验室试验和田间试验。试验表明，硅纳米粒子不仅成

功加快了农作物的生长，同时增加了作物产量，提高了农作物抗病性，对恶

劣环境影响的适应性。该方法能有效促进农作物中一些营养成分和生物活

性物质的合成。该方法还可以用于医学、药理学、动物学等领域。 

 俄罗斯研制出新型钙钛矿纳米粒子助力光子芯片的生产 

据俄罗斯科技新闻网站报道，圣彼得堡国立信息技术、机械与光学研究

型大学（ITMO）的物理学家与国外同行研制出一种新型纳米粒子，可实现

自由控制粒子光谱。粒子的相关描述及试验结果发表在《Nano Letters》杂

志上。  

光和其他类型的电磁波传输信息比电信号更有效更快，因此科学家们

一直尝试用光器件取代芯片中的晶体管和金属线路，通过吸收一种类型的

光波并发射其他类型光波的纳米粒子来控制光的运动。然而，目前这样的光

波发射器生射出的光波特性在实践中不能改变，这将妨碍这种纳米粒子作

为未来光子计算机的纳米天线和其他组件。  

钙钛矿能很好地吸收光并将其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量。在试验钙钛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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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天线时，科学家发现，钙钛矿发射光的性质取决于纳米粒子中卤素离子

氯、溴或碘的含量。因此，可以通过改变纳米粒子表面的这些离子的数量来

控制纳米粒子的发光行为。将它们放置在盐酸、溴化氢或碘化氢的饱和蒸气

环境中，卤素分子即开始与钙钛矿发生相互作用，并使粒子改变发光特性。

通过相应改变蒸汽浓度可以使纳米物体发出多种类型的光波。 

进一步的试验还证明，纳米粒子的这种调整不会导致其结构和功能发

生不可逆转的变化。通过用具有相反特性物质的蒸汽对纳米颗粒进行处理

后，所有变型发光即可消除。 

此外，新型纳米粒子也可以用来生产检测空气中卤素化合物的传感器。 

 韩国 SK 海力士成功研发 96 层 4D Nand 闪存半导体 

韩国《中央日报》发布消息称，SK 海力士采用 3D CTF(Charge Trap Flash)

设计与 PUC（Peri Under Cell）技术推出全球首款基于三级单元（TLC）阵

列的 96 层 512Gb 4D NAND 闪存（电荷储存式快闪存储器），并将于清州

M15 工厂批量生产。  

与 72 层 512Gb 3D NAND 相比，新开发的 4D NAND 缩减了超过 3 成

的芯片尺寸，并将每个晶圆的钻头生产率提高了 49％，并具有更高的读写

性能。此外，其数据带宽翻了一番，达到业界最大的 64KB。随着多栅极绝

缘体结构的引入，其数据 I/O 速度在 1.2V 的工作功率下达到 1200Mbps。凭

借 96 层 512Gb 4D NAND，SK 海力士将在年内推出配备有该公司自己的控

制器和 1TB 客户容量固态硬盘（SSD）。另外，企业级 SSD 将在 2019 年下

半年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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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研究人员成功开发果蝇视觉系统模拟神经网络 

据加拿大先进技术研究院（CIFAR）网站报道，由 CIFAR 催化剂基金

（Catalyst Funds）支持的一个跨学科研究小组，成功开发了一种模拟果蝇视

觉系统的神经网络，可以对个体果蝇进行区分和重新识别。这可能使全世界

数以千计利用果蝇作为模型生物的实验室可以开展更多的纵向研究，观察

单个果蝇如何随时间变化。相关论文发表在《PLOS ONE》杂志上。 

该研究小组，将果蝇生物学与机器学习相集合，构建了一种基于生物学

的算法，利用果蝇视觉系统与卷积神经网络的惊人相似性，从理论层面研究

果蝇的视觉理解能力。他们的计算机程序与果蝇具有相同的理论输入和处

理能力，通过用一只果蝇的视频进行两天的训练，该程序在第三天就能以

0.75的F1分值(一种结合了精确度和记忆的指标)可靠地识别出同一只果蝇。

相比之下，经验丰富的人类果蝇生物学家将一只果蝇的“面部照片”与其他

20 只果蝇配对时，他们的得分仅为 0.08。研究发现，尽管它们的光学分辨

率有限，但果蝇的神经元结构能够提取丰富的特征集并进行编码，使他们能

够以惊人的准确度重新识别同种个体。 

 美国成功实现量子门远距传送 

美国耶鲁大学研究人员成功实现两个量子比特之间的远距传送，向构

建模块化量子计算机架构迈出关键一步。该研究结果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这项新突破背后的关键原理是量子远距离传送，这是量子力学的一个

独特之处，曾用于在两方之间传输未知的量子态，而无需物理地发送状态本

身。使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发的理论协议，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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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了量子操作，或称之为“门”，而不依赖于任何直接的相互作用。这种

门是依赖于独立量子系统网络的量子计算所必需的——许多研究人员认为

这种架构可以抵消量子计算处理器中固有的错误。 

在耶鲁量子研究所，由首席研究员 Robert Schoelkopf 和 Kevin Chou 领

导的耶鲁研究小组正在研究量子计算的模块化方法，并第一次证明这个协

议在经典通信实时发生的情况下，允许实施的“确定性”操作，且每次都执

行所需的操作。这是在逻辑量子位之间进行两个量子位运算的第一次成功

操作，也是量子信息处理中使用错误校正量子位的一个里程碑。 

 美研发出战场机器人自主行动新技术 

美国陆军研究实验室和卡内基梅隆大学机器人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研发

了新技术，可以教授战场机器人快速自主学习。机器人通过学习获得的“智

能”可对战场环境进行感知、推理和决策，并导航行动路线，因此可成为战

场上士兵的可靠队友。研究人员重点训练机器人学习如何在战场环境下对

地形和物体进行视觉感知并调整导航，例如，如何在靠近道路边缘时借助物

理环境进行导航，以及如何以建筑物为掩护穿越道路。该研究的最大挑战在

于，相比于其它同类研究，智能机器人系统必须要在非结构化、极其嘈杂的

环境下进行自主学习和训练，因此，对系统的鲁棒性要求极高。 

 俄罗斯研发出 μ子描迹器 

来自俄罗斯新闻网的消息，俄罗斯莫斯科工程物理大学的科研团队研

发出 μ 子描迹器，可根据 μ 子流在大气中的轨迹预警航迹上出现湍流的区

域，为民航客机安全飞行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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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子是宇宙粒子（质子和核子）与大气发生作用所产生的基本粒子。在

穿越大气过程中，地球电磁场，大气的温度、稀薄度、水蒸汽的含量等因素

对 μ 子及其粒子流产生影响，造成 μ 子能量的逐步衰减及其粒子流飞行轨

迹的变化，根据这些变化的特征可判断、跟踪并预测大气情况。 

该描迹器可跟踪 μ 子的状态变化，绘制出类似于 X 射线频谱图的大气

全境图，由此可判断局部区域的大气状态。科研团队研发出固定式及移动式

描迹器，可用于地球任一点的大气观测。由于耗电小，一般充放电电源及普

通电网即可满足其供电要求。 

该描迹器可用于无云情况下大气中湍流的研究。在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校准后，描迹器可实时对大气中所有动态过程进行跟踪，特别是大面积的密

度梯度变化区域，从而对大气流层发展情况进行预报。采用描迹器所建立的

观测系统可将观测高度提升到 15 公里，完全覆盖民用客机的飞行高度，可

预知航迹上飞机前方湍流的出现，提前预警并采取防范措施，为飞行安全提

供保障。 

 乌克兰研发出焊接接头处理新工艺流程 

据乌克兰国家科学院网站报道，在焊接结构的制造中，最耗能的操作之

一是焊接后的热处理，这是为了减少焊接接头中的残余应力，提高产品的机

械性能和其他特性。因此，焊接领域的研究人员一直在寻找用于金属结构后

处理新技术，使之有可能成为热处理的替代方案。 

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巴顿焊接研究所开发了一种高密度电流处理新工艺，

并开发出配套设备。研究人员通过对 AMg6 铝合金样品进行一系列的实验



 

09 

研究发现，对比完整样品和电动处理后的样品，这种电动力学处理对经处理

的金属的结构有显著影响，可将焊接接头中的残余应力降低 2-3 倍，增加其

抗疲劳和脆性破坏，并减少元件薄壁结构中鼓胀变形。 

 俄罗斯研制出新的核糖核酸衍生物用于治疗杜氏肌营养不良 

据俄罗斯塔斯社消息，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生物化学和基础医

学研究所的科学家合成了一种新的核糖核酸衍生物用于治疗杜氏肌营养不

良，该衍生物在患有肌营养不良的动物体中进行了实验并证实了有效性。 

杜氏肌营养不良的发病机理是由于患病儿童基因缺陷，导致肌细胞膜

上的抗肌萎缩蛋白（抗肌萎缩蛋白分布于骨骼肌和心肌的细胞膜上，起支架

作用，保护肌细胞膜在肌肉收缩时不受损伤）功能异常，肌细胞受损伤，出

现进行性坏死、萎缩等，临床出现肌无力的症状与体征。治疗该病的策略之

一是修复突变的基因，美国已经研制出寡核苷酸药物用来修复突变的基因。

现在俄罗斯科学家研制出这种新的磷酸化寡核苷酸化合物也属于这种治疗

策略，它在动物实验中表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借助于该化合物可以去除突

变的 RNA 片段，获得截短的却能维持基本功能的抗肌肉萎缩蛋白表达。 

 俄罗斯学者借助纳米粒子提高了放射性治疗效果 

据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官网消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学者们借助纳米

粒子提高了放射性治疗效果。实验表明，将基于氧化铁和氧化钽的无毒纳米

粒子引入体内后，可以使患病区域可视化并增强辐射效应。这种新技术有望

成为目前应用的癌症治疗方法的替代方案。 

该方法的本质是对纳米粒子进行性质组合，其核心（氧化铁）是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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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壳（氧化钽）是无毒和具有高反差性的。由于粒子的磁性可以在给药区域

中保持很长时间，这对于放射治疗是必需的。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粒子本身

的能力来增强辐射作用提高治疗效率。因为放射疗法需要很长时间，因此粒

子不必被清洗掉，而是留在机体内。由于含有氧化铁的核心，可以对粒子施

加外部磁场并将其集中在一个区域。研究人员将进一步研究磁性纳米粒子

的性质，比如它们与血液元素的相互作用以及光子束进行聚焦时纳米粒子

的生物分布等。 

 加拿大发现引起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一个关键分子 

癌症免疫疗法的目的是帮助身体的 T 细胞攻击癌细胞，但它最终会导

致 T 细胞攻击健康细胞而不是癌细胞，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最新研究可

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甚至可以解释自身免疫疾病是如何发展的。相

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免疫学前沿（Frontiers in Immunology）》杂志上。  

阿大科学家对一种在弱化人体免疫系统中起重要作用的细胞表面受体

——程序性死亡蛋白-1（programmed death-1, PD-1）进行研究，这可以帮助

解释为什么它会失控并引发如 I 型糖尿病这样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研究表

明，PD-1 调节免疫系统或 T 细胞的能力在胎儿或新生儿期就开始了。他们

发现 T 细胞要经历两个学习阶段才不去攻击身体自身的健康细胞。第一个

学习阶段发生在 T 细胞在胸腺产生时;第二个学习阶段发生在它们迁移到身

体中并经历外围免疫耐受机制时。最新研究表明，一旦 T 细胞从胸腺释放

出来，在完成第二个学习阶段之前，它们容易引起自身免疫性疾病。另外，

研究数据表明，PD-1 涉及到设定激活 T 细胞所需信号的阈值水平，在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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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1 信号情况下，激活 T 细胞所需的阈值信号水平就会降低，带来广泛的

自身免疫攻击。 

该发现不仅为在生命早期研究干预 PD-1 发展的方法打开了大门，而且

有助于研究在两个学习阶段之间预防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展。  

 乌克兰研发出磁性液体诱导恶性肿瘤热疗方法 

据乌克兰国家科学院网站报道，乌克兰国家通用和无机化学研究所联

合研发出弱聚结铁磁纳米颗粒（水溶液沉积，二甘醇和微乳液溶液沉积）及

对应的尖晶石-钙钛矿结构合成方法，在医学中可作为恶性肿瘤热疗诱导剂，

所提出的方法和合成条件能够改变粒度和团聚以及它们的电学物理性质。 

该联合研发团队确定了在交变磁场作用下由尖晶石和钙钛矿合成超顺

磁纳米颗粒中的能量损失机理。以钙钛矿结构颗粒为例，研究表明，在外磁

场作用下，Stoner-Wohlfarth（SW）机理对(La, Sr)MnO3 颗粒加热做出了主

要贡献。 

卡夫茨基实验病理学、肿瘤学和放射生物学研究所对这些基于 Fe3O4 尖

晶石和(La, Sr)MnO3 钙钛矿结构合成的铁磁材料纳米颗粒磁性液体进行了

研究，并且对(La, Sr)MnO3 磁性液体作为肿瘤热疗诱导剂的可能性进行了生

物学评估。试验表明，磁性液体不会引起正常大鼠和小鼠器官组织结构的毒

性变化，并且能够在交变磁场作用下明显提高体内肿瘤的体温，具体为：30

分钟内 13.6℃。 

(La, Sr)MnO3 纳米复合材料的实验前临床药理学研究表明，可推荐其应

用于热消融和高温化疗方面改善纳米热疗恶性肿瘤的手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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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纳米热疗方法可用于治疗腹膜癌病和恶性腹水患者。 

 美国普渡大学研发出可穿戴贴片免除辐射伤害 

美国普渡大学研究团队受到由酵母生产啤酒和面包工艺的启发，研发

出一种应用酵母菌群落的可穿戴贴片，有助于帮助医院实验室工作人员追

踪日辐射量，从而更快评估可能导致癌症的组织损伤。研究成果发表在《先

进生态系统（Advanced Biosystems）》期刊上。 

研究团队将酵母菌群封装在由冷冻纸、铝和胶带制成的贴片中。当放射

医师操作核医学设备时，经过放射线扫描后，可通过计算酵母菌落的死亡数

量来计算辐射暴露水平。研究人员只要在设备上滴水，并将其放在读取系统

下测量酵母菌落的电导率变化就能够推断出放射剂量。 

贴片的有效性在于酵母对辐射的快速、可测量的响应：辐射剂量越高，

死亡的酵母细胞百分比越高，润湿贴片可激活仍然存活的细胞以摄取葡萄

糖并释放二氧化碳。当二氧化碳在表面起泡时，离子也会形成。这些离子的

浓度增加了酵母导电率，因此将贴片连接到读数系统中就可以进行测量。来

自读数系统的数字将测量结果转换为 rads（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用于指

定人体组织可以安全吸收辐射的单位），以测定辐射结果。 

研究人员称这种新型生物可穿戴贴片，能够替代现有的贴片式核辐射

探测仪，具有很强的商业前景。 

 俄开发出荧光蛋白生物传感器 

据俄科院网站消息，俄罗斯生物化学家开发出荧光蛋白生物传感器，并

利用其测量有机体生物化学参数。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Free Ra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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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ogy and Medicine》杂志上。 

俄科学家采用专门消毒过的病毒颗粒作为生物传感器定向地送入到实

验动物的活体内，只让神经元、神经胶质细胞或者这些细胞的单独细胞器官

（如线粒体）发光。科学家按计算坐标给实验老鼠的颅骨钻孔，把病毒颗粒

送入大脑皮层，并“传染”更多的细胞。经过大约一个月的实验，动物大脑

皮层里出现了特定的荧光区域。 

这种具有遗传编码的生物传感器能够对从脑缺血性中风最早阶段按秒

记录下实验动物各种生物化学参数的变化情况。将来，该方法可以用来对生

物体的生理过程和各种疾病的发病情况进行实时的生物化学研究，具有广

泛的用途。 

 日本成功研发出胰岛素合成新技术 

据日本东海大学官网报道，该校理学部荒井坚太讲师与福冈大学安东

势津子讲师等四所大学的研究人员破解了胰岛素多肽链自组织机制，开发

了胰岛素合成新方法，有望大幅降低胰岛素生产成本，其产业化备受期待。

相关成果发表在《Communications Chemistry》杂志电子版上。 

目前，糖尿病患者数都在不断上升，胰岛素的需求量也不断扩大。最初

人们是将合成胰岛素所需的多肽链（A 链和 B 链）普普通通地互相混合，

但胰岛素的收率只有 1～5％，即使现代工业通过对 A 链和 B 链上的硫原子

进行化学修饰等方法来解决上述问题，但工序及工艺仍极为繁杂，无法高效

率地制造胰岛素。 

去年，该研究小组利用硒半胱氨酸（seren-cystein）替换半胱氨酸（cy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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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 A 链及 B 链中，发现 A 链和 B 链自发地通过二硒键（Se-Se）以很高

的效率形成了天然型的胰岛素。这说明，A 链和 B 链本身具备高效自组织

形成胰岛素结构的能力。于是，研究团队采取逆向思维，努力寻找简单但最

合理的 A 链、B 链天然自组织法（Native Chain Assembly; NCA），成功破解

了 A 链、B 链在水中形成胰岛素结构的机理。通过调整溶液温度和酸碱度，

发现在-10℃和 pH 10.0 的条件下，胰岛素收率比现有方法成倍提高。进而，

在加入微量的 PDI 抗体后，发现不仅反应时间得到缩短，而且收率也进一

步提高。 

上述新方法完全不采用基因工程技术，成本较低，只需在适当温度和酸

碱度条件下，将 A 链和 B 链简单地以 1：1 左右的比例形成混合液，就可以

高效地合成胰岛素。 

 日本团队发现引起“三高”的关键分子 

《日刊工业新闻》报道，顺天堂大学大学院医学研究科的研究小组发现，

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简称 ECM）中有一种叫做串珠素（perlecan）

的聚糖分子在形成“三高”等生活习惯病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相关成果发

表于《SCIENTIFIC REPORTS》。 

串珠素对于动物软骨、神经及骨骼机接合部的生长不可或缺，但它易与

脂肪结合，进而与动脉硬化密切相关。该研究小组通过小鼠动物实验发现，

串珠素缺损的小鼠不论吃什么饵料，其内脏脂肪的重量及体积都较小，其体

形都不肥胖，且串珠素缺损的小鼠对氧气的消耗量大幅度增加，骨骼肌内与

细胞呼吸相关的线粒体数量多于正常小鼠，细胞的代谢更加活跃，能量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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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增加。上述发现对于开发预防和治疗“三高”等生活习惯病具有重要指导

意义。 

 匈牙利发现乳腺癌与肠道微生物的相关性 

匈牙利科学院细胞代谢研究组发现了肠道微生物群与乳腺癌之间的机

械关系，有助于一种全新的基于粪便诊断乳腺癌方法的形成。该小组的部分

研究成果发表在第 20 届欧洲生物质能大会特刊上。 

研究发现，石胆酸（LCA）是仅由细菌产生的次级胆汁酸，在血清参考

范围内，LCA 在体外和体内通过 TGR5 受体对乳腺癌细胞进行抑制，从而

提高抗肿瘤免疫力。同时，研究还发现，早期乳腺癌患者的细菌 LCA 产量

降低。这说明，乳腺癌细胞虽然不直接与肠道微生物接触，但受其影响会降

低乳腺癌细胞的增殖和侵袭性。 

 印尼研究人员发现狼疮草药疗法 

狼疮是一种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可导致免疫系统攻击健康的组织和

器官，常见症状包括关节疼痛、肿胀及关节炎。印尼万隆工学院、巴查查兰

大学及 SDF 基金会经过四年的联合研究，证实草药 cecendet 在对抗狼疮症

状方面是有效的。 

该草药不含任何免疫刺激剂，且容易获取。经过为期两年的临床研究，

该研究发现 cecendet 具有抗炎、抗氧化、抗菌等作用，有助于缓解狼疮疲

劳，对肝、肾等人体器官及血糖、胆固醇等指标无任何负面影响。Cecendet

草药提取物还可用于治疗硬皮病等其它自身免疫性疾病。 

据悉，上述 3 家机构已与印尼国有制药公司 Kimia Farma 合作，联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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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了一款名为 Lesikaf 的 cecendet 提取物胶囊，供狼疮患者服用。 

 俄科学家发现合成蓄电池纳米颗粒的新方法 

俄罗斯物理学家开发出在超临界二氧化碳介质中合成锰氧化物纳米颗

粒的新方法。这种锰氧化物纳米颗粒可用于燃料电池和蓄电池。该研究由莫

斯科国立大学与俄罗斯科学院有机元素化合物研究所合作完成，相关成果

已发表在《材料科学（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期刊上。  

俄科学家提出的锰氧化物纳米颗粒合成方法是基于金属有机物热分解

方法。金属有机物可在氧化剂的作用下溶于超临界二氧化碳。电化学性能测

试，证明了该纳米颗粒在碱性介质的氧化还原反应中表现出明显的催化活

性，且性能要远远超过通过其他方法获得的锰氧化物。  

该方法还可用于合成用其他方法难以合成的一些金属氧化物，具有相

当广阔的创新空间。目前，俄科研团队正在继续研究这一新方法，以期进一

步提高所获得材料的性能。 

 

   合成锰氧化物纳米颗粒实验装置示意图      纳米颗粒样品扫描电子显微镜图像 

 俄罗斯研发出硫鈾纳米管 

据俄罗斯新闻网报道，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采用核废料及硫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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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硫鈾纳米管，可用于放射性核废料的处理封存、癌症治疗等方面。相关

成果发布在《Nanomaterials》期刊上。  

科研人员采用核废料以及元素硫研发出的硫鈾纳米管内径为 1.4 纳米，

其分子式为[(UO2)6(SO4)10]8，铯元素处于纳米管的内部，而锶元素则以化学

键固定于纳米管壁表面，具有较高稳定性，耐酸、耐高温，不会发生结构破

坏或造成放射性危险物外溢，可用于放射性元素的分离。当此项技术用于放

射性核废料封存时，封存地点不需要做补充隔离，只需选择适宜的岩石结构

地层以防止地下水的冲洗。当然，考虑到核废料污染的危害性，科研人员还

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试验模拟材料几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以做到核废料

封存的万无一失。 

该技术的另一个应用领域为医疗领域，科研人员研发出硫鈾纳米管氨

基酸分子包覆技术。包覆氨基酸分子的纳米管含有高放射性 U235，可用于

癌症病灶的靶向治疗用途。 

 俄罗斯成功合成目前世界最难熔材料 

据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网站报道，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和俄罗斯科学

院远东分院学者在极端条件下合成了粉末混合物材料。这种材料的主要成

分是铪的碳化物和氮化物，它的熔点达到了 4400K。在此之前,世界上最难

熔的材料是 Ta4HfC5，它的熔点是 4200 K。 

研究团队利用脉冲火焰烧结方法得到了这个粉末混合物材料。这种高

温功能材料，可应用于国防军工、航空航天、电子信息、能源、防化、冶金

和核工业等尖端领域，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下一步，该研究团队将深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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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该材料的合成过程和相变过程。 

 美科学家利用木浆和海洋生物开发出高强度复合材料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的研究人员将两种材料（木浆和

干燥的海洋生物）的衍生物相结合，开发出一种柔韧、耐久、无毒和抗紫外

线的新型复合材料。该材料可被广泛地用于食品包装、医疗设备、建筑制造

等行业。 

这种复合材料很好地利用了一种被称为 Bouligand 的结构，将木材衍生

的短纳米微晶纤维素与另一种带有较长晶体纤维素的海洋生物柄海鞘

（Styela clava）相结合，生成了强度和韧性都很大的新材料。柄海鞘内部结

构由非常长的高度结晶的纳米纤维素构成，与木材中短纳米微晶纤维素结

合后，可形成更致密的结构，使得新型复合材料具有紫外线反射功能，这有

助于防止材料长时间暴露于阳光下而发生降解，从而延长材料寿命。 

接下来，NIST 科学家将用这种方法开发具有高弹性、柔韧性和紫外线

反射功能的复合材料，该材料有望被应用于航空航天、食品包装等领域。 

 韩国研发出线一样纤细柔软的太阳能电池 

据韩国东亚日报网站消息称，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KIST)能源存储研究

团成功研发出线一样纤细柔软的太阳能电池。该技术可用于新一代穿戴式

设备上。该研究结果刊登在了《纳米能源》杂志上。 

“线型太阳能电池”的结构十分简单，就是在透明的管子里内置直径

250 微米的钛金属线，通过细微的方式将钛金属线表面氧化，增加光接触面

积，使光电转换效率提高 8.1%，从而大幅提高电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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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型太阳能电池”输出电压为 0.7V，是小钟表常用水银电池(1.35V)

的一半。将直径为 1 厘米的线型太阳能电池卷起来，电池的性能仍然维持

在 95%以上。 

 美加联合研发出人工光合作用收集氢燃料的新装置 

美国密歇根大学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研究团队研发出利用人工光合作

用收集清洁氢燃料的新装置。该装置使阳光分解水和海水的效率提升一倍，

还可将二氧化碳转化为燃料并产生可用于燃料电池的氢气。相关研究成果

发表在《自然通讯》上。 

该装置由与太阳能电池和其他电子器件相同的硅和氮化镓制作而成，

转换率可达 3%。研究团队还建造了一个纳米级氮化镓塔以产生电场，稳定

效率。 

 美国成功研制出锂空气电池 

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和加州州立大学

北岭分校的研究人员成功研发出“锂空气”电池，该技术产品最终可能成为

锂离子电池的最佳替代者，可帮助电动汽车突破里程瓶颈。 

该电池的主要特点是锂金属阳极的新保护涂层。该保护涂层可防止阳

极与氧发生反应，并允许电池在空气中运行。在空气环境测试中，该电池经

700 次循环仍保持较高性能，远超过以往的技术。该电池的能量储存容量约

为锂离子电池的 3-5 倍。如果锂空气电池可以最终走向市场，电动汽车也将

拥有和汽油车同样级别的续航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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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团队利用数据模拟技术成功预测最优全固态电池材料 

据日本国立研究开发法人物质·材料研究机构（MIMS）官网报道，该单

位的 Randy Jalem 研究员与名古屋工业大学中山将伸教授，以及丰田汽车公

司山﨑久嗣博士等组成的联合研究小组采用高精度材料模拟与数据科学相

结合的方法，成功开发了能够快速筛选最优离子导电材料的技术。本研究成

果发表于《Scientific Report》杂志电子版。 

该联合研究团队首先运用高精度材料模拟技术，开发了固体中锂离子

导电性能数据库，然后综合运用数据科学中的贝叶斯最优理论和迁移学习

技术，以极高的效率找出了性能优异的材料，其速度比传统的试错法提高了

2~3 倍。并且，数据量越大，利用上述工具的成效就越大，效率也越高。 

此外，课题组还通过实验证明，此次研究中获得的关于锂离子导电性最

优化的相关知识可以通过迁移学习技术，应用于优化钠离子导电性能的研

究中。  

 俄科学家发明核废料处理的新方法 

俄罗斯西伯利亚联邦大学的科学家发明了一项放射性废料安全储存的

新技术。研究成果发表在俄文版《Chemical and Petroleum Engineering》期刊

上。  

目前，处理放射性废料最安全的方式是经特殊固化处理后将其长期掩

埋。这种方式的问题在于掩埋前需去除浆料（固体颗粒和液体的混合物）中

混杂的难溶沉淀物。  

西伯利亚联邦大学的专家将采用空化技术来实现放射性废料安全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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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在对水中难溶物质进行空化处理的过程中，随着空化微气泡溃灭，其物

理化学性能发生改变，在高压场、温度场和冲击效应的共同作用下，金刚石

这样坚硬的矿物都能被破坏。因此，该项新技术能够让位于乏核燃料储罐底

部密实的不溶性沉积层在不断受到空化-活化水酸性溶液侵蚀下被破坏。  

与传统方式相比，新技术将溶解速率和沉积物回收量提高至原来的约

1.5 倍。在与水泥基体混合时，空化水处理方法制备出含放射性化学废物的

水泥混合物强度是常规方法的 2-3 倍。  

该项研究的现场和模型浆料实验已得出了关于放射性污染设备去活化

的初步结果，证实了空化技术在处理高危废物领域（如核设施退役阶段）的

应用前景。 

 俄科学家探明自由液膜在太空中的行为特性 

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力学科研院与莫斯科航空学院空间新技术

中心合作研究了自由液膜在太空中的行为特性。相关成果发表在《流体物理

学（Physics of Fluids）》杂志上。 

研究液体在太空中的行为对开发航天器冷却新技术十分重要。俄科学

家从理论上对真空环境中自由液膜的行为特性进行了研究，证明其粘度、热

导率和表面张力与温度密切相关。 

基于流体力学稳定性理论，俄研究人员利用数学模型描述了真空油滴

在太空中的行为变化。实验证明，随着粘度和表面张力的梯度变化，液膜开

始出现不稳定性。液膜表面的热辐射造成其表面和内部温度不均，这种温度

不均又导致粘度和表面张力不均，从而形成了新的不稳定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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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科学家还研究了短波和长波扰动发展趋势，确定了最“危险”的扰动。

下一步，俄科学家计划继续开发理论模型并描述系统中可能出现的更复杂

的过程，如扰动在非线性阶段的发展，液膜出现厚度不均和“穿孔”所需时

间，液膜分裂为液滴的速度，如何实现过程控制并平衡液流的稳定状态等。 

 丹麦资助 3 项重大研究基础设施 

丹麦高教和科学部批准资助 3 项重大研究基础设施，“X-能源”设施，

分子细胞生物学研究 EMBION 显微镜和世界上最大的科研基础设施——欧

洲核子研究中心 CERN 设施的升级。这将为丹麦研究人员利用三个新的研

究基础设施开展世界前沿研究创造更好的机会。 

“X-能源”设施。一个新的可靠性电子测试国家中心，获资 3115 万丹

麦克朗。“X-能源”测试中心由奥尔堡大学牵头，南丹麦大学、FORCE 技术

研究所、丹麦技术大学、奥胡斯大学参与合作。该中心位于丹麦奥尔堡大学

和南丹麦大学在欧登塞和桑德堡的校区，主要提供电力电子系统和组件中

的故障机制的测试和分析。 

EMBION 显微镜，是生物材料的低温电子显微镜研究基础设施，获资

3076 万丹麦克朗。EMBION 由奥胡斯大学牵头，哥本哈根大学、南丹麦大

学和国立血清研究所参与合作。该设施主要开展大生物分子结构，例如蛋白

质、RNA 和 DNA 的测定。为基于蛋白质的药物开发、粮食生产、绿色化

学、工业酶和新的基于蛋白质的材料的发展奠定基础。 

CERN 设施升级（CERN-UP），主要是丹麦参与 CERN——欧洲高能物

理实验设施的升级，获资 1120 万丹麦克朗，由哥本哈根大学牵头，奥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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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丹麦科技大学和南丹麦大学参与合作。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是一个国际

组织，总部设在瑞士，是世界上最大的科研基础设施。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目

前正在进行 27 公里长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重大升级，预计将在 2025

年开放运营，主要是通过 CERN 的成员国提供资金。当 CERN 升级完成后，

预计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宇宙中的未知的 95％的物质和能量。 

 法国发布人工智能研究战略 

法国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部维达尔（Frédérique Vidal）和数字国务秘

书（Mounir Mahjoubi）在图卢兹共同发布“法国人工智能研究战略”。该战

略提出了两大目标，一是使法国人工智能研究水平保持世界前五，二是使法

国成为欧洲人工智能研究的领导者，并将围绕六大中心内容实施：一是由法

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院（INRIA）牵头部署一项国家人工智能计划；二

是出台支持和吸引人才计划；三是由法国国家科研署（ANR）专项资助和推

动人工智能研究；四是加强计算设施建设；五是加强公共科研与产业的合作；

六是加强欧洲和国际双边合作。 

此次发布的“法国人工智能研究战略”是法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重点布局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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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项目 

 2018-89-芬兰-6-Furetan 公司生物燃料项目寻找合作伙伴 

芬兰富瑞田股份有限公司（Furetan Ltd）是于 2015 年秋季成立的，致

力于生产和开发生物燃料和生物能源以及相关产业链的相互商务运作。该

公司位于萨罗城（Salo，原诺基亚基地）和克里斯蒂娜城（kristiinankaupunki )

的两个生物炼油厂项目正寻求合作伙伴，拟将旧煤电厂改为生物发电厂和

生物炼油厂，在发电的同时，主要生产生物乙醇、化工原料、能源工业原料、

可利用工业气体（CO）、农业原料等产品。萨罗城与克里斯蒂娜城的生物炼

制厂不会对粮食产业和森林产业造成破坏，原材料取自现有的材料。目前主

要研究已经完成，芬兰政府已经接受了项目申请，正在审批之中。 

该技术已大规模生产，外方希望寻找合作伙伴出口产品或合作生产。 

 2018-90-俄罗斯-11-金银矿发掘及储量评价方法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自然资源、生态与低温研究所成立于 1981

年 8 月 4 日。有 100 余名职员，其中，科研人员 58 名，包括研究员 7 名、

副研究员 37 名。设 7 个实验室、2 个试验站和 1 个科学教育综合体，主要

研究领域包括矿物和林业综合体在内的山区地质、生物和冰冻方面在地理

和生态系统演变的规律；边境地区发展生态经济和社会人口因素。 

该研究所通过分析石英石物理及化学特性，开发了一套金银矿发掘及

储量评价的工艺方法。距离地表下 10-300 米处的金、银矿地面上富含有微

粒状或玉髓状的石英石。这些石英石具有单值性，金、银、钾元素含量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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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综合性化学特征及物理特征与其他地方的石英石有很大区别，可采用独

特的数学计算方法，确定石英石指数，进而确定金银矿储量。该法已在实践

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在 1985-1990 年间，原苏联通过此方法发现了金矿，并

节约了大量资金。 

该技术已大规模生产，外方希望通过技术转让、合作生产等方式进行合

作。 

 2018-91-韩国-10-可穿戴离子测量仪 

江原大学成立于 1947 年，是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主要负责研发新技

术。该学校由 16 个学院、8 个研究生院以及 2 个专业研究生院组成，是一

所专业技术较强的学校。该校还设立了 26 个研究所，主要负责研究生命科

学、基础科学、产业技术、科学技术等领域。 

该学校开发的可穿戴离子测量仪，可分析人体汗液中的离子，随时观察

个人健康情况。目前具有代表性的测量仪器较大、较硬，无法实现穿戴式。

该技术将纳米结构胶片贴在人体皮肤上，通过测量人体排出的液体，可随时

进行健康管理。 

该技术可广泛应用于分析离子材料计量、pH 测量、健康检测、血糖测

试等领域，同时在该技术基础上，融合无线通信技术可在移动设备上随时查

看健康数据。 

该技术已获得专利，并大规模生产，外方希望通过技术入股、合作生产

等方式进行合作。 



 

026 

 2018-92-芬兰-7-一种可提高炉排锅炉能效的模型预测控制技术 

阿尔托大学是一所位于芬兰大赫尔辛基地区的大学，于 2010 年 1 月 1

日成立，由历史悠久的三所优秀大学——赫尔辛基理工大学（1849 年成立）、

赫尔辛基经济学院（1904 年成立）和赫尔辛基艺术设计大学（1871 年成立）

合并而成。 该大学目前下设艺术设计与建筑学院、商学院、化学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学院、工学院、理学院等，并在众多研究领域均有建树，已拥有十

余个国家级重点研究中心。 

该校开发了一种可提高炉排锅炉能效的模型预测控制技术，可用于生

物质发电厂。该技术利用燃料流量、燃料湿度软测量技术和炉状态评估器来

处理锅炉惯性时间常数和长延时参数。该技术可以排除燃油质量（如燃油含

水量）变化引起的主要干扰，有效地提高炉排锅炉能效。该技术还可为燃料

床炉排高度，燃料分解情况和燃料含水量建模，用于预测燃烧功率和稳定汽

包压力，并将计算的功率与锅炉功率需求进行比较，通过燃料供应来校正差

异，以确保炉排中有足够的燃料用于燃烧。小型工厂使用该技术，可每年节

约高达 50 万欧元的能源费。 

该技术已获得专利，为实验室成果，外方希望尽快将专利出售。 

 2018-95-波兰-1-基于廉价塑料闪烁体的探测器 

雅盖隆大学技术转移与创新中心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移、加强与

商业的合作等帮助该大学的科研成果商业化。 

最近，该中心推出的一种基于廉价塑料闪烁体的探测器为全身 PET 成

像和基本对称的精确测量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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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电子发射层析成像（PET）的概念已经有 60 年的历史了，它彻底改

变了生理和生化过程的成像技术。如今，PET 扫描仪在世界各地都得到了

应用，特别是为早期癌症检测和最大化放射治疗效果提供了定量和 3D 图

像。在过去的几十年里，PET 成像技术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绝大多数现有的

扫描仪都使用无机晶体（通常是氧化铋铋 BGO 或正硅酸钇 LYSO）组成一

个环来检测发射出的 PET 光子。 

晶体探测仪的主要优点是具有较大的停止功率、较高的光电转换概率

和良好的能量分辨率。然而，使用无机晶体是昂贵的，限制了配备 PET 扫

描仪的医疗设备的数量。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基于的几种不同设计被引入。波兰压盖隆大学的粒

子物理学家 PawełMoskal 引进了一个使用廉价塑料闪烁体代替无机晶体来

探测光子 PET系统。这种名为 Jagiellonian PET（J-PET）的探测器基于ATLAS、

LHCb、KLOE、COSY-11 和其他粒子物理实验中已经使用的技术，引入了

电阻板腔、吸管管和可选晶体闪烁器等几种不同全身扫描仪的设计理念，其

目标是实现成本效益高的全身 PET 成像。另外，其将扫描区域从传统的 20

厘米扩大到 200 厘米，不仅可以提高灵敏度和信噪比，还可以减少全身扫

描所需的辐射剂量。 

该技术为实验室成果，外方正在寻求对该技术感兴趣的合作伙伴共同

开发。 

 2018-96-波兰-2-精准农业卫星 

华沙大学技术转移中心成立于 1998 年。中心旨在发挥大学在国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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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知识和技术潜力，促进学术知识的商业化和产业化。中心目前管理着大

约 300 个专利和 7 个初创公司。 

华沙大学开发了一种估算耕地土壤水分空间分异和植物水分胁迫的方

法。这项技术将气象数据与欧洲航天局开发的非商业“哨兵”卫星的信息结

合起来。通过正在进行的工作和实地测试，研究团队明年将为农民创建一个

应用程序，以优化农场的灌溉。 

在华沙大学技术转移中心的资助下，相关方法的有效性将在年底前进

行实地验证。该项目由华沙大学新技术中心的一个研究小组实施。 

该技术为实验室成果，外方正在寻求对该技术感兴趣的合作伙伴共同

开发。 

 2018-99-波兰-5-一种减少肥料施用量的粮食作物生产方法 

华沙大学技术转移中心成立于 1998 年。中心旨在发挥大学在国家经济

中的知识和技术潜力，促进学术知识的商业化和产业化。中心目前管理着大

约 300 个专利和 7 个初创公司。 

华沙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生产粮食作物的方法，显著减少了有

毒喷洒和矿物土壤施肥。该方法使用的是在土壤中发现的有益细菌。它们能

帮助生产出更健康的食品，迅速回收被毁坏几十年的农田，还能降低生产成

本。 

以 Magdalena Popowska 教授为领导的研究小组选择了土壤中不同种类

的细菌，这些细菌在植物发育过程中起着特殊的支持作用，也对维持农田微

生物群的平衡至关重要，因此它关乎土壤的肥力和生物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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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技术为实验室成果，外方希望通过技术转让的方式寻求合作。 

 2018-106-波兰-12-杆状病毒株在植物保护产品中的应用 

格但斯克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成立于 2014 年，旨在挖掘大学的知识和

技术潜力，把大学的科研成果转移到经济中去。格但斯克大学技术转移办公

室汇集产业合作伙伴、企业家和投资者，帮助大学研究人员解决重要问题，

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舞毒蛾（lymantria disar）是世界上最常见的害虫之一，在花园、果园、

苗圃、公园和阔叶林中大量存在。 

在蛾子的生命周期中，最危险的阶段是幼虫，它们从 4 月到 7 月觅食，

导致树冠大面积受损。在交配过程中，它们能够使大面积的植被落叶，造成

巨大的经济损失。林业和园艺害虫控制则涉及使用危险而昂贵的化学品。 

本发明允许在自然环境条件下，在植保产品中使用 Lymantiria 

disarnuclear polyhedrosis virus（LdMNPV-PL）菌株这一活性成分，该菌株可

以感染害虫舞毒蛾。该毒株由于较强毒性而被挑选，表明其具有较高的病虫

害防治效率和较低的生产和应用成本。 

这一开发的技术可以应用于一种新的、环保的植物保护产品中。该产品

使用安全，其特点不仅是效率高，而且消灭目标害虫所需的时间短。 

该技术正在申请专利，为实验室成果，外方希望通过技术转让、专利许

可证贸易、合作生产、投资等方式寻求合作。 

 2018-107-波兰-13-从植物提取物中去除叶绿素的方法 

格但斯克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成立于 2014 年，旨在挖掘大学的知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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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潜力，把大学的科研成果转移到经济中去。格但斯克大学技术转移办公

室汇集产业合作伙伴、企业家和投资者，帮助大学研究人员解决重要问题，

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植物提取物是化妆品工业常用的生物活性化合物（次生代谢物）极有价

值的来源。在植物提取物中寻找次生代谢物时遇到的主要障碍包括叶绿素。

这些叶绿素负责光合作用所需的阳光吸收。由于叶绿素在植物组织中浓度

很高，而且它们具有广泛的光谱吸收倾向，因此在植物提取物的色谱分析过

程中，叶绿素构成了严重的问题，这可能使其难以甚至不可能检测到所需的

生物活性化合物。 

现有的研究实验室常用的叶绿素去除技术，如固相萃取（SPE）、分散

固相萃取（dSPE）或石墨化炭黑（GCB），但这些提取技术复杂而昂贵。 

该实验室开发的技术为从含有次生代谢产物的植物组织中提取出水溶

液并从有机萃取物中去除叶绿素提供了有效的工具。该方法以有机铜和无

机盐为基础，由于最终产物叶绿素无毒，具有高效、低成本、环境影响小等

特点。 

本方法可广泛应用于化妆品或制药行业，以简化生物活性化合物的寻

找和提取。 

该技术正在申请专利，为实验室成果，外方希望通过技术转让、专利许

可证贸易、合作生产、投资等方式寻求合作。 

 2018-110-波兰-16-液体中的固体表面能量自动测量装置 

格但斯克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成立于 2014 年，旨在挖掘大学的知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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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潜力，把大学的科研成果转移到经济中去。面向全球，格但斯克大学技

术转移办公室汇集产业合作伙伴、企业家和投资者，帮助大学研究人员解决

重要问题，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液体中的固体表面能量自动测量装置，是一种通过测量动态接触角（CA）

的捕泡法。其独特之处在于它能够测量浸没在液体中的固体表面自由能，不

用对试样进行任何物理或化学处理（如转移、删除或干燥），但所有基于经

典固着滴法的研究方案都需要使用测试液和特定的表面准备。该设备装置

可有效地测量动态接触角，所研究的固体表面不需要浮出水面，仍然完全浸

入水中。该装置可广泛应用于：修复学、生物工程研究、防腐涂料研究、油

漆研究、电化学、海洋、水利工程、农学、湖沼学等领域的实验室和研究所，

以及处理固体表面界面现象的实验室。 

该技术正在申请专利，为实验室成果，外方希望通过技术转让、专利许

可证贸易、合作生产、投资等方式寻求合作。 

 2018-112-芬兰-11-印刷纸张表面处理技术 

阿尔托大学是一所位于芬兰大赫尔辛基地区的大学，于 2010 年 1 月 1

日成立，由历史悠久的三所优秀大学——赫尔辛基理工大学（1849 年成立）、

赫尔辛基经济学院（1904 年成立）和赫尔辛基艺术设计大学（1871 年成立）

合并而成。该大学目前下设艺术设计与建筑学院、商学院、化学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学院、工学院、理学院等，并在众多研究领域均有建树，已拥有十

余个国家级重点研究中心。 

阿尔托大学新开发的一种印刷纸张或纸板时的表面处理技术，可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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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改变纸张表面，使其产生良好的印刷表面，可提高印刷效果，减少纸或纸

板基底的吸墨效果，并控制印刷油墨的毛细管吸收，减少涂层颜色需求，减

少对干燥能量的需求。该方法也可适用于涂布机（镀膜机），只需稍作修改

即可。此方法可在造纸机的干燥部分中使用，不需要单独的涂布装置。 

该技术通过纳米技术影响将要进行印刷的表面的质量，使纸或纸板的

表面与一种两亲嵌段共聚物接触。这种两亲嵌段共聚物包含一种或多种亲

水性聚合物嵌段和疏水性聚合物嵌段。由于两亲性聚合物具有不同嵌段的

独特结构，嵌段与非极性和极性溶剂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不同的。该技术所利

用的两亲性嵌段共聚物，可以是水溶性的、胶体的或胶束形式的，并且通过

它们的自组织性质可以影响印刷表面的质量。将聚合物以高度稀释的水溶

液形式涂在纸张表面（仅 0.01-3g/m2）同时加以干燥，可以使聚合物非常均

匀的分布在纸张表面。 

该技术已获得发明专利，为实验室成果，外方希望尽快出售专利。 

 2018-116-波兰-19-检测辐射的热释光剂量学材料 

格但斯克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成立于 2014 年，旨在挖掘大学的知识和

技术潜力，把大学的科研成果转移到经济中去。面向全球，格但斯克大学技

术转移办公室汇集产业合作伙伴、企业家和投资者，帮助大学研究人员解决

重要问题，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电离辐射很容易被生物体的组织吸收，吸收的程度取决于所涉及的组

织类型和辐射的程度。高剂量电离辐射的吸收不仅会因辐射物理效应导致

组织损伤，而且主要会损害细胞内的遗传物质，甚至在暴露多年后也可能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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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癌症。 

防止电离辐射的方法因辐射的种类和来源而异。最基本的措施包括穿

防护服和配备个人剂量计，以确定吸收的辐射量，并停止进一步暴露，防止

超过建议值。 

格但斯克大学的科学家开发的 Novell 热释光的剂量测定材料对 β 辐射

表现出了非常高的灵敏度。这种新的剂量学材料显示了其热发光强度与所

暴露的辐射剂量之间的线性关系。 

这种材料可以用在固定和移动的电离辐射探测器上，也可以用在工业

（核能工业）、医疗（放射治疗）或研究中心的个人剂量计。 

该技术正在申请专利，为实验室成果，外方希望通过技术转让、专利许

可证贸易、合作生产、投资等方式寻求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