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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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举

措。 

目前，我国已在 47 个国家 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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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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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期针对一个主题刊发 30余项。 

希望借此更好地服务国内各地的国际科技合作事业，

《国际科技合作机会》每月两期，如您对刊登的信息感兴趣

可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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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研发动态 

印度心脏病靶向药研发取得进展 

3月 5日，据《印度教徒报》载，印度科学家成功研发出一种防

治 心 脏 病 的 靶 向 药 物 ， 通 过 将 纳 米 标 记 的 缩 氨 酸

（nanoparticle-tagged peptide）输送到心肌，改善心脏功能。印

度科学家已经申请了发现专利（patent for the finding），并发表

于《控释杂志》（Journal of Controlled Release）。 

加尔各答大学遗传学和分子心脏病学实验室的首席科学家

Sagartirtha Sarkar 教授表示，目前尚未有直接针对心脏组织的靶

向药物，大多数药物都是针对糖尿病与高血压等问题，且大多数治疗

心脏疾病的药物都对其他器官有毒副作用。当前，手术是治疗的唯一

选择，而基因治疗的效果也非常有限，容易引发肿瘤等伴生问题。已

有研究表明，P-53（肿瘤抑制基因）有助于显著改善心脏功能；然而，

突变后的 P-53将可能丧失与 DNA形成有效结合的能力，造成 P-21蛋

白将无法形成，从而发出停止细胞分裂的信号。导致受损细胞不受控

制的进行细胞分裂，最终又形成肿瘤。Sarkar 教授称，他的实验室

一直在探寻不同基因在心脏病致病中的作用。 

为攻克心血管功能障碍等治疗难题，研究人员采取了将纳米粒子

缩氨酸定向输送到心脏细胞中的手段。他们使用两个心脏肥大、功能

受损的动物模型，通过纳米标记的缩氨酸将药物从尾静脉送入。结果

表明，该做法不仅显著改善了心脏功能，使 P-53 基因准确作用于心

脏，且没有引发身体其他部位的肿瘤病变。目前，他们计划缩小缩氨

酸的大小，使其能够商业化。Sarkar 教授称，该团队已成功完成对

活体动物心脏组织的靶向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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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细胞与分子生物学中心的学者 Utpal Bhadra 称，这是首次

采用小干扰 RNA（siRNA）分子治疗心血管疾病。印度多家研究机构

参与了联合研发。 

印度推出首支自行研制的轮状病毒疫苗 

据《印度政府新闻局网站》3月 9日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当日公

开发布了第一支由印度本土自行研制和生产的轮状病毒疫苗，主要用

于降低婴儿腹泻的致死率。 

印度每年因轮状病毒引发腹泻导致住院人次达 100万，造成五岁

以下儿童死亡人数近 80 万。不但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还为许多

贫困线以下家庭带来极大压力，为国家构成沉重的经济负担。莫迪总

理称，这项新发明表明印度具备开展复杂医药产品的研究能力和开发

新产品的实力，通过公私合营模式，为社会面临的挑战提供了高效且

经济实惠的解决方案。 

该疫苗自 1990年起通过“公私合营模式”（PPP）进行研发，涉

及的部门包括美国与印度官方科技机构，以及由比尔和梅琳达·盖茨

基金会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具体分工为：在印度公立教育和科研机构

进行药物基础研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等美国公立研究机构提供资助，盖茨基金会和巴拉特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Bharat Biotech India Limited）联合研发。历经 25

年的共同开发和测试，该产品终于上市。该疫苗的成本为 1美元，是

目前全球上市的 3种轮状病毒疫苗中最便宜的 1种。 

印度成功发射区域导航卫星系统第 4 颗卫星 

据《印度空间研究组织（ISRO）网站》3 月 28 日报道，当地时

间 17 点 19 分成功发射了区域导航卫星系统（IRNSS）7 颗卫星中的

第 4颗卫星 IRNSS-1D。该卫星重 1425千克，借助极轨卫星运载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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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LV-C27，从萨迪什·达万航天中心升空，经 20 分钟飞行后被送入

同步卫星轨道。IRNSS-1D 卫星携有两个有效载荷——一个导航有效

载荷和一个测距有效载荷。导航有效载荷将向用户发送导航服务信号，

测距有效载荷将利用卫星上的 C 波段脉冲转发器帮助精确确定卫星

的距离，这颗新卫星将帮助位于印度次大陆的用户确定所处地理位置。

预计服役时间为 10年。 

印度媒体称，随着 IRNSS-1D 的发射，4 颗有源卫星将发射导航

信号并形成一个导航网络，满足了使导航接收器实现位置计算的最小

卫星数。同时，意味着印度朝建立一个替代美国 GPS的卫星导航系统

又迈进了一步。 

印度区域导航卫星系统用于为印度以及距离印度边境 1500 公里

以内区域的用户提供高精度导航服务，印度空间研究组织（ISRO）计

划在 2015 年内完成该系统内所有卫星的发射工作。IRNSS 的用途包

括灾难应对、保证陆空海导航、寻找交通工具和船只、保证准确计时、

为司机提供视觉和语音导航，为旅行和登山者提供援助等。 

印度科学家研发快速面部识别摄像系统 

 据印度《铸币》（Mint）报报道，位于班加罗尔的印度科学研

究所（Indian Institute of Science—IISc）的科学家们正在开发

摄像头智能面部识别技术。科学家研发的系统，在每一帧视频中可以

识别 30多副面孔，每秒钟能够识别 450帧视频画面。  

IISc 的研究员戈皮纳斯·马哈尔（Gopinath Mahale）介绍说：

“监测人群需要大量实时的面部识别。为了实现实时的面部识别，需

要将智能识别技术嵌入摄像机镜头。识别每帧视频内大量题材需要完

成巨大量的计算工作，通用的处理器在满足实时限期要求时有一定局

限性，它提出了定制硬件解决方案的专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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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所超级计算机教育和研究中心计算机辅助设计实验室召

集人南迪（S.K. Nandy）说：“这一系统可用于各种战略监控应用，

通过对物体和面部识别来防止边界上的渗透活动、各种秘密活动以及

在公共场合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同时，也可以在机场、火车站等公共

场所追踪逃犯、嫌疑犯和罪犯的行踪。面部识别最简单的原理是，查

找有关图像与数据库中候选图像是否相匹配。然而，事实上这是一项

复杂的任务，当被识别的面部在随意出现的情况下，这种识别将会在

各种背景下进行，可能是在一个嘈杂的背景环境中，甚至分辨率和照

明都在不断地变化。”  

印度 NEC集团是一家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公司，上个月该公司

提供给印度苏拉特市警察局一套 NeoFace系统，这套闭路电视系统的

摄像头安装了实时面部识别技术解决方案。NEC开发了一套增强的人

脸识别算法，它可以达到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 2014 年 6 月发

布的最新评估测试的要求。这一新算法可以一秒钟内在 320万人中搜

索出所需要的面部，可以在每帧视频片段中识别出 128张面孔。  

“面部识别系统的速度还取决于数据库中面部图像的数量、同类

摄像机的数量和每帧视频中面部的数量。”印度 NEC集团公共安全解

决方案业务主管安德鲁·希（Andrew Chi）说：“该公司已经在位于

德里机场附近的 Lemon Tree Premier Hotel 部署了带有面部识别解

决方案的监控设备。作为一个在线监测系统，其从即时闭路电视监控

中捕捉移动的面孔，与后台数据库中已知的面部图像进行比对匹配。

它也可以在离线状态下，与后台系统提供的犯罪嫌疑人脸部图像进行

比对，得出相一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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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理工学院研究人员成功研制 3 种不同类型无人机 

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印度理工学院坎普尔分校（IIT-Kanpur）

的研究人员成功研制出三种不同类型的无人机（UAV），可用于边界

巡逻，交通管理，人群监测，灾害监控和管理等领域。  

第一种类型的无人机为扑翼无人驾驶飞机，机翼长 1.5米，可像

鸟儿一样上下拍动，并随身携带微型照相机，可广泛用于航拍及高空

监控领域。  

第二种类型的无人机配备固定双翼，有效负荷 6公斤，可连续续

航 9 小时，最高时速可达 100 公里，最大起飞总量为 21 公斤。该无

人驾驶飞机还配备混合动力发动机，可使用汽油、喷气燃料和电池三

种不同燃料进行飞行。  

第三种类型的无人机为配备视觉自动引导系统的四旋翼无人驾

驶飞机，非常灵活可靠，适用于高空监控和灾害管理。 

日本制造完成首台水星探测器 

    日本于近日制造完成首台水星探测器，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

发机构（JAXA）于 3月 15日在相模原市向媒体公开了该探测器。 

作为日本与欧洲共同推进的水

星探测计划“BepiColombo”的重要

内容，探测器计划在明年发射，于

2024 年 1 月到达水星，用 1-2 年的

时间对水星大气等进行观测。水星大

约有七成物质是包括铁在内的各种

金属，探测器将试图解明水星的起源

以及内部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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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星探测器研究开发费为 152亿日元，机体为直径约 1.8米的八

角形柱体，下半部是可以反射强烈太阳光的反光镜。机体上下配置了

通信天线，探测器高 2.4 米，重 280 公斤，在工作时为了测量磁性，

可以从机体伸出 5米长的伸缩柱以及 15米长的天线进行探测。 

如果进展较快，该探测器将与欧洲开发制造的探测器组合在一起，

明年 7 月由欧洲火箭发射后一同向水星进发，到达水星附近后分离，

分别开展调查。探测器总飞行距离预计将达到约 40亿公里。 

日本开发新一代大容量光纤 

   据《日刊工业新闻》3月 31日报道，KDDI研究所开发了容量

比现有光纤大 100倍以上的新一代光纤，并成功进行了传输试验。新

型光纤将空分多路光通道数量从现有的数十个增加到 114个，从而大

幅度扩展了单根光纤的传输容量。同时，有效抑制了由于增加通道数

量造成的串扰。 

KDDI 研究所在传输试验中首次实现了在单根光纤设置多达 100

条以上光通道，在大幅度扩展光纤传输容量的同时，还通过对光纤及

光器件的特殊设计，保证了系统的传输质量。 

据报道，利用新型光纤形成的系统与现有的商用传输系统相比，

频率利用率提高约 40%，综合效率提高约 170倍。 

朝鲜研发高性能热管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新开发生产出各种款式、性能优越

的热管，其制作技术对制造节能型设备具有重大意义。 

据称，新款热管的传热速度比传统热能设备快数千倍，传热容量

大，加热设备和地热及太阳能设备的能源利用率大幅提高。使用这一

技术成本低、应用方便，用途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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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用证明，新型热管耗电量和煤炭燃烧率较前分别降至三分之一

和一半。将超导性热管安装于太阳能热水器的集热管内，热效率可提

高 30％以上。用新款热管制作供暖用管式散热器，比老式热效率提

高 85％，节约电力 40％。地热泵采用热管，能够有效回收循环利用

地热能。  

以色列采用胎盘干细胞技术治疗辐射病获突破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生物技术公司 Pluristem公司生

产的 PLX-R18胎盘干细胞，已成功通过系列测试，获得美国食品和药

品管理局（FDA）批准，并很可能进入政府购买目录。  

急性辐射综合症（ARS）是由爆炸或核安全事故等释放的高强度

辐射引起的，会导致大面积组织和细胞损伤。核事故如核电站事故可

释放高强度的电离辐射，因辐照引起的辐射疾病可在几天到数月内引

发一系列健康问题。骨髓受到的伤害尤为严重，而骨髓受损将导致严

重贫血、出血和免疫系统崩溃。通常情况下，肌体在高强度辐射后无

法制造白细胞、红细胞和血小板。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的测试表明，

将 PLX-R18胎盘肝细胞注射入遭受高强度辐射动物体肌肉之后，就像

注入安慰剂一样，该动物体内的白细胞、红细胞和血小板迅速恢复。 

PLX-R18 胎盘干细胞是用于治疗高强度辐射引起的破坏性骨髓。

目前，Pluristem 公司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该技术的机构。Pluristem

公司研究人员表示，胎盘中附着有类间质细胞的基质细胞。他们发现

该细胞具有显著治疗潜力，或能通过分泌生物活性物质加快组织的修

复过程。其中，活性物质包括可调节免疫系统的细胞因子以及可促进

血管生长的其他因子。基质细胞可通过刺激身体自身的机制治愈受损

组织。PLX-R18 细胞是属于现成的细胞治疗产品，有很长的保质期。

在使用前不需要配对，可以通过肌肉注射给药。这些特点非常重要，

有利于治疗方法的大规模迅速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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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增强现实（AR）技术为网购带来全新体验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初创企业 Cimagine公司联手英

国第四大零售商 Shop Direct公司，利用增强现实（AR）技术，开展

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零售实验。Cimagine 公司的增强现实技术让

网购用户可以通过应用和智能手机，将虚拟家具放在房间内不同位置，

从各种角度和距离查看家具的摆放效果。  

通过 Cimagine 的增强现实技术，Shop Direct 公司如今已将约

1000件家私转换成了数字化图像。消费者可以通过应用和智能手机，

在无需前往实体店的情况下查看家私在客厅或卧室的实际摆放效果。

Cimagine公司表示，Littlewoods购物网站的用户还可以通过应用将

家具放在房内不同位置，从各种角度和距离查看家具的摆放效果，清

晰度达到行业标准的 10倍。    

英国 Shop Direct 电子商务总监乔纳森•沃尔（Jonathan Wall）

表示，“家私是我们的第三大业务，但销售家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因为每份订单都会受到某个重要因素的约束。”沃尔说，“通过能同

时给消费者和零售商带来方便的 AR 技术，消费者可以更加轻松地知

道意向商品的实际效果，进而拉高商品销量……他们的软件及服务易

于集成，而且他们的团队也愿意根据我们的顾客需求做出相应调整。” 

网购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购物的新趋势，AR 技术兴起，使顾客足

不出户，即能全面感受和体验商品，将会为网络销售商和顾客提供新

的交流方式和平台，从而促进网购发展。 

韩国蔚山科技大学研究团队成功开发出抗癌智能药物 

据《韩联社》4 月 2 日报道，蔚山科技大学（UNIST）研究团队

成功开发出能对癌细胞的特定部位进行选择性治疗的抗癌智能药物

（SMTIN-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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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该药物主要针对癌细胞的特定部位进行治疗，具有抗癌

效果显著、副作用少等特点。当人体出现癌细胞后，该药物在癌细胞

变形的线粒体（mitochondria）部位释放药性，遏制癌细胞扩散。 

该研究成果已被刊登在美国化学学会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上。 

德国研制眼控 OLED 显示屏  

据德国《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报道，该协会有机电子

研究所(FEP)研制成功一种可用人眼控制的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

显示屏，这种全色 OLED显示屏的特点是除能完成显示信息的功能外，

其中还集成了一个分辨率达到 SVGA标准(超级视频图形阵列)的数码

图象处理芯片，它作为感应器可识别使用者眼睛的动作，通过与屏幕

显示的信息实现互动，完成翻页等指令，即通过使用者眼睛来实现对

显示屏的控制。科研人员称，该项目技术已经成熟，实现了微型化，

可以提供不同的规格，在根据实际应用要求进行进一步开发后就可真

正进入市场。 

德国分子医学研究中心研发基因编辑新工具  

德国分子医学研究中心（MDC)和柏林健康研究中心（BIG）的科

学家们利用分子技术研发了基因编辑新工具 CRISPR-Cas9。该工具能

够将现有的基因修改技术精确度提高八倍，并且使用效率更高。该研

究成果已发布在《自然生物技术》杂志上。 

CRISPR-Cas9 技术不仅缩短了基因编辑时间，提高了研究效率，

其成本也更低廉，使用更方便。该技术使得研究人员可以瞬时在 DNA

双螺旋断裂中插入细胞或者模型器官的基因组，从而根据需要改变基

因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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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动物细胞可以通过两种机理修复 DNA ，即同源性定向修复

（HDR）和非同源末端链接修复（NHEJ），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前

者准确度高但是在哺乳动物细胞中发生频率低，后者更容易操作但是

准确度低。MDC的研究人员平衡了两种修复方式的优缺点，通过暂时

抑制大部分优势蛋白质，提高了 HDR 修复系统的精确度和效率。此

方法中他们使用蛋白质和小分子等抑制剂，并将该技术成功应用于修

复小白鼠基因。 

德国开发水下部件三维测量系统  

在海上油气钻井平台中，水下技术设备各种各样，如采油设备的

管道、法兰或者接头等，维修这些零件花费巨大。要想维修，必须先

进行测量，测量是为了正确评估损害的范围，如腐蚀或者其他的破坏，

然后采取适当的维修措施。德国弗朗霍夫耶拿光学和精密机械研究所

（IOF）的研究人员为此开发了一套紧凑型 3D测量系统，可望有效解

决这个问题，并将于 4月 13日至 17日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展出这

个系统。 

该系统像鞋盒那样大小，由传感器和摄像头组成，可以由一个像

水下摄像机一样的潜水器引导，目前设计使用深度达 40米。在一个

国际性研究项目中，通过与 4h耶拿工程公司和挪威 CMR研究所合作，

制造出了样机，图林根土地开发公司提供研究资助。IOF科学家介绍

说，下一步将对这个 3D测量系统进行优化，使之能适应更深的水域

和其他水下应用范围。 

这套系统体积小、重量轻而且功能强大。它的所有控制、电路和

计算机以及显示技术部分都集中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体积不大于

20立方分米，重量小于 11公斤。此外，尽管技术复杂，必须要求操

作简单，因为潜水器在运动中受到水和装备的限制。为了保证这点，

研究人员对系统的操作软件和显示软件进行了调整，使外部仅有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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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按键。为了使仪器的机械和热学性能保持稳定，必须实时监控温度，

因为水温随深度和水流变化极大。光环境也不同于陆地，在水和仪器

的界面之间存在折射，需要一种专门的校准技术进行平衡。还有另外

一种障碍，即水下通讯全部使用线缆，而不是用无线电，因此研究人

员设计的布线方案必须节省空间。 

为了使这套系统满足采油企业的使用要求，提高效率，减少水下

部件的维修成本，弗朗霍夫 IOF研究所极其合作伙伴目前还在与企业

合作，对系统样机的外壳和封装以及附加传感器的连接等进行进一步

地研究和改进。 

英国投资 450 万英镑从事水、能源和食品安全研究  

近日，英国工程与自然科学研究理事会宣布投资 450万英镑从事

旨在维护水、能源和食品安全的“水-能源-食品联结”研究项目。 

来自 19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跨学科科学家团体将联合实施三大

研究项目，具体分别由格拉斯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和南安普顿大学

主导，科技设施理事会的科学计算部提供支持。 

工程与自然科学研究理事会首席执行官 Philip Nelson教授表示，

水、能源和食品是人类所面临的一个最为重要、最为复杂的挑战之一。

这些前所未有的研究项目将为来自不同学科的科学家们共同寻找相

关方案提供难得的机会。 

捷克物理学家开展磁性材料的异常态研究 

据《捷克科学院（Academy of Czech Republic）网站》报道，

捷克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库内斯（Jan Kunes）博士近期获得欧洲研

究委员会（ERC）为期 5年的研究资助基金，将对磁性材料的异常态

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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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常见的物质形态包括固态、液态和气态，而物质存在

的其它可能形态尚无定论。固体物理学的主要研究目标之一是了解物

质形态及其相互关系的规律。库内斯博士和他的团队开展的研究项目

名称为“强关联材料的磁激子研究”（EXMAG，Excitonic magnetism 

of Strongly Correlated materials），即对所谓的激子冷凝物

（Excitonového condensate）开展物理特性研究。根据以前的理论

预测，这是一种强相互作用的电子液体形态。库内斯博士希望该项目

能够详细地阐述激子冷凝物在不同条件下的特性，从而开发出具有应

用前景的新材料。 

该项目将采用可同时处理 15万个作业的并行计算方案，即大规

模的量子力学计算方法，希望能够为相关的项目研究提供可参考的研

究平台。 

捷克科学家发现辣椒素可以治疗慢性疼痛 

据布拉格邮报报道，捷克科学院生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发现，辣

椒中的辣椒素可以有效缓解慢性疼痛。 

慢性疼痛病因复杂，常难以治疗。捷克科学院生理研究所功能形

态学科的研究人员在香草酸受体 1（TRPV1受体）的研究中有了新发

现。TRPV1受体主要分布在神经末梢系统的神经元中，主要是传递疼

痛的感觉。超过 43摄氏度的高温或较低的 PH值等各种刺激都可激活

TRPV1受体。辣椒素也是一种易激活 TRPV1受体的刺激物。当 TRPV1

受体被激活解体的时候，它会通过神经向大脑传递信号。 

捷克科学院生理研究所研究团队负责人帕勒采科（Jiri Palecek）

介绍说，“实验证明，传递病理性疼痛感觉的主要是脊髓神经节的神

经元中央突起中的 TRPV1受体。阻止这些受体被激活，可以大大减弱

人对外力和温度的病理性敏感度，因此也可以缓解慢性疼痛的症状” 。

辣椒素带给我们的感受虽然与被灼烧的感受是一样的，但是辣椒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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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损伤身体的组织。当辣椒素触及到神经时，会促使所有传递病理性

疼痛的介质传递到痛觉神经上。这些介质很快就会耗尽，而在新的介

质产生之前，神经系统无法再传导病理性疼痛。该发现将有助于开发

更有效治疗慢性疼痛的药物。 

用纳米反应器生产汽油  

瑞士鲍尔-希尔内（Paul Scherrer）研究所和苏黎世联邦理工大

学(ETH )在德国早先技术的基础上，在实验室成功研制一种微型化学

反应器，用这种反应器未来人们能更环保和更经济地生产汽油和柴油。

反应器由仅仅几个纳米大小的沸石晶体构成，研究人员改变晶体结构，

经过两个步骤就能生产出燃料。 

用工业的方法生产燃料早已有之。早在 1925年，德国化学家弗

朗茨-菲舍和汉斯-托普西开发出一种利用合成气体—一氧化碳和氢

气，生产碳氢化合物，如汽油和柴油。原先人们希望由德国富有的煤

炭制备合成气体，后来主要是天然气作为原料，但是木材、污泥或者

作物秸秆在未来将代替这种功能。 

这种菲舍-托普西（Fischer-Tropsch）方法在工业上早已试验过，

其生产燃料的成本比传统的由石油生产燃料贵很多。如果能制造一种

承担若干必要的转换步骤的多功能反应器，则这种方法的成本会下降

很多。但是目前每一个转换步骤需要一个独立的反应器，这样无疑推

高了制造成本。 

新开发的纳米反应器只需执行菲舍-托普（Fischer-Tropsch）方

法的两个步骤，每个步骤必需一个独立的反应器。第一个反应器承担

第一个步骤，将合成气体转化为各种碳氢化合物，其中也有汽油的成

分。第一步也生产了不受欢迎的长链碳氢化合物，这种长链碳氢化合

物也存在于燃油中。为了在终端产品中提高较高价值的短链的碳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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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成分，因此有必要实施第二步骤，即裂解。在裂解中不受欢迎的

长链分子将分解为短链分子。在新的纳米反应器中，这是重要的一步。 

制造这种纳米反应器，科学家使用了沸石的纳米晶体。沸石的晶

体结构具有很多相同大小的气孔，这些气孔提供了发生化学反应的表

面，并提高反应器的效率。因为所有气孔几乎一样大小，沸石反应器

可以像筛子一样工作。统一的气孔尺寸将产品种类限制在一种能通过

气孔的分子水平。 

这种新型纳米反应器能够完成菲舍-托普西（Fischer-Tropsch）

方法的两个步骤，还不是归功于沸石的自然特性，而是在实验室的改

变。科学家用腐蚀剂对沸石晶体蚀刻穿孔，并将钴纳米颗粒放进这些

空洞中，这些钴颗粒在工业上用着催化剂，在菲舍-托普西方法中也

用着催化剂，有利于第一步转化过程。在裂解过程中，纳米反应器也

借助于这种化学处理，即溶剂在沸石的气孔中造出一些进行化学反应

的地方，这些地方将长链碳氢化合物催化分解为短链的对应物质，也

就是裂解。 

欧盟科学家研制成功霉菌毒素快速检测技术  

霉菌毒素是指由真菌产生的有毒物质。在农业生产当中，真菌可

侵染多种农作物，如：小麦、大麦、燕麦、玉米等，对农业生产构成

严重威胁。不仅如此，人们食用受感染的食品后，可引发严重的健康

问题，包括：轻度不适、器官损伤、免疫力下降等。霉菌毒素是一重

要食品安全威胁。因此，必须在进入食品生产链之前，将其检出并销

毁。传统的检测方法是现场采样分析，这种方法易受人为干扰，误差

较大，且耗时较长（通长需要数天）。 

欧盟支持的一项研究课题（课题名称 MYCOHUNT），开发出一种

新型快速检测小麦中脱氧雪腐镰刀菌醇（DON）的传感器。DON是小

麦、大麦、燕麦、黑麦和玉米中最常见的霉菌毒素。在开花期，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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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染植物体并产生 DON霉菌毒素。目前，欧盟对食品和饲料中 DON含

量有严格限制，安全上限为 1250微克/公斤（食品）、8000微克/公

斤（饲料）。 

MYCOHUNT项目研制的传感器，通过检测小麦加工设备尘埃中的

DON含量，并通过尘埃 DON含量与小麦 DON含量的相关关系，准确计

算出小麦的 DON含量。这种技术准确高效，用时仅 20-30分钟。从而

使在食品生产、运输、加工等各环节，快速检测霉菌毒素成为可能，

为保障食品安全提供了新手段。 

目前，项目团队正在对样机进行进一步实验和验证，并与相关企

业合作，尽快将该项技术和产品推向市场。 

俄科学家研制出高转换率太阳能薄膜电池  

据俄《STRF科学网站》3月 25日消息，俄科学院约飞物理技术

研究所的研究小组研制出一种新的太阳能薄膜电池，这种基于硅材料

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其光电转换效率理论可达 27%。 

俄《Хевел》公司通过与瑞士合作在俄设厂生产太阳能电池，

年产 100兆瓦特的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瑞士的生产技术保障所产太

阳能电池组件光电转换效率达到 8.9%。为完善该技术并进一步提高

光电转换率，2010年，俄《Хевел》公司在约飞物理技术研究

所建立了薄膜太阳能电池技术研究中心，该中心的研究人员逐渐将该

种薄膜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提高至 10%，进而达到 12%。 

在平行的研究中，俄研究人员致力于完善一种新的产品，基于硅

材料的薄膜太阳能电池。2012年，日本三洋公司基于晶体非晶体异

质结技术的太阳能电池专利到期，俄科学家借助于该专利技术，利用

俄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尔费罗夫关于光电异质化的研究成果，研制出一

种新的太阳能薄膜电池。这种新的太阳能薄膜电池基于硅材料，生产

中利用等离子化学沉降的方法在晶体硅表面形成一层非晶体硅的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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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薄膜。目前该研究中心生产的基于该技术的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的

工业样品光电转换率已达 21%，超过传统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的近 2

倍。 

西伯利亚学者研制出矿山行业“深度计” 

据《托木斯克理工大学网站》4月 1日报道，该校非破坏性检验

研究所工业与医学电子教研室专家研制出新一代声纳矿井“深度计”。  

大部分企业传统测量矿井深度方法是用绳索和米尺，还有一些工

具虽然不用沉入矿井，但其测量误差大。该新型“深度计”通过对声

音信号进行处理，避免了测量误差。  

该“深度计”通过两个不同频率的脉冲进行探测，带送话器传感

器接收反射脉冲，传感器将数据传输给微控制器，随后指示器显示数

据处理结果。  

这种新型“深度计”自重 2.5公斤，用它测量矿井深度安全度大

大提高，减轻测量员的劳动强度，且经济节约。 

俄罗斯学者发明了能专门检测空气中有毒物质的激光

器  

据《俄罗斯托木斯克国立大学网站》报道，托木斯克大学和俄科

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大气光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共同发明了一种新的

激光器，能够获得从紫外到红外离散波长的激光，可用来专门检测空

气中的有毒物质。这种新型激光器能够探测大气确定大气气象参数并

分析气体成分，包括毒物、爆炸物和毒品类物质。该仪器将来可用于

环境保护部门，大大减轻环境监测工作的劳动强度，也可以在大型工

业企业发生事故时进行气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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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科学家研制出椎间盘的替代物 

据《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3月 30日报道，俄罗斯科学院西伯

利亚分院强度物理和材料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研发出能够替代人体

椎间盘及部分骨骼的陶瓷制品。目前，还无这种类似的多孔陶瓷材料。 

该所纳米陶瓷材料物理学实验室主任谢尔盖·库利科夫指出，只

有陶瓷材料才具有人体骨骼的自有特性，这种材料负载时可以弯曲，

目前的复合材料和金属植入体均不具备这种特性。 

上述替代物已顺利完成临床前试验，现阶段正在进行临床试验。 

俄罗斯学者研制出检测火车轮对状况的激光器  

据《贝加尔湖科技网站》4月 7日报道，俄罗斯科学院热物理研

究所、自动化与测电学研究所科研人员经过 20年对工业过程光-信息

诊断系统的研究，研制出检测火车轮对安全的激光系统。 

热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德米特里·马尔科维奇指出，该系统在西伯

利亚严酷气候条件下能够自适应，一些性能参数超过了国外同类产品。

目前，俄铁路部门已经安装使用了 70余套。 

该系统传感器直接安装在铁道路基上，当火车以低于 60公里/

小时的速度通过时，系统就记录下轮对数据，发至数据库，铁路工作

人员可随时查看数据库，做出更换火车轮对的决定。 

该系统已为俄罗斯铁路部门带来了几千万卢布的经济效益，真正

的收益还在于它能够预防事故，节约劳动力。 

俄罗斯研发出机器人编程的通用元语言  

据俄罗斯《robotct.ru》报道，俄研发出编写操控机器人程序的

元语言，可实现不同制造商机器人之间的交流协作，从而使得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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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可以无需顾及每个机器人的技术指标和不同品牌机器人的特

性，而独立进行机器人控制的编程。  

机器人控制元语言可忽略硬件而只专注于设备的功能，既可以满

足专业程序设计师解决企业自身生产的需求，也可以满足学校兴趣班

孩子们建造机器人的要求。目前，已出版了包括新语言编程基本句法

成分描述、使用和解决机器人编程实例等内容的教材。 

设计者研发元语言的初衷是想设计一种能在太空、深海，或者极

地冰盖等无人环境下，自主完成装配的机器人。在 2014年 11月莫斯

科举办的“机器人博览会”国际会展上，该语言在德国 KUKA公司的

机器人上得到应用。  

俄罗斯研制出研究北极地带的飞行机器人  

据《俄罗斯科技网》4月 9日报道，俄罗斯涅韦尔斯基国立海洋

大学研制成功用于研究北极地带的飞行机器人。研发团队在奥列

格·布尔金教授的带领下，为直升机专门安装了研究北部海洋地带冰

况的自动化程序。 

这种四角直升机机器人的特点是低温下的稳定性高，机器人还安

装了由该校自行生产的专门仪器，能够对冰的厚度进行电磁探测，还

能够通过测量水中光学数据，寻找海洋中的碳氢化合物。 

俄罗斯科研人员发明了一种目视快速确定水溶液中重

金属离子的新方法  

据俄罗斯托木斯克国立大学网站报道，该校化学系的研究人员开

发了一种目视快速确定水溶液中存在的钴、铜、镍和锰等重金属离子

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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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使用一种用于降低水硬度的普通吸附材料作为指示剂，

利用该吸附材料在吸收溶液中一些金属离子时会附着上特征颜色的

性质，当含有重金属离子混合物的溶液通过被吸附材料填充的试管时，

吸收过程中即可观察到着色分区。据该校科研人员介绍，这种测试方

法不仅能确定金属离子的存在，而且能够确定数量。可以在任何条件

下进行分析，无需任何复杂的实验室设备和专业人员。只需观察被分

析的水溶液穿过试管指示器，然后与校准刻度对比立即就可以获得分

析结果。应用这种技术不需要过多的花费，1公斤吸附材料价值

50-100卢布（1美元约合 55卢布），一支分析试管装填 0.5克，进

行一次分析花费仅需 5-10卢布。  

这种新的分析方法应用领域非常广泛，可用于水质和工业废水的

监测，生产企业事故状态下水质分析等。科研人员已提交了发明专利

申请，目前正在进一步开展扩大测试能力和金属离子范围（包括一些

稀土元素）的研究。  

美国《科学》杂志发表快速 3D 打印最新技术 

据美国《科学杂志》3 月 20 日报道，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

DeSimone教授带领的团队开发出了一种改进的 3D打印技术，称为“连

续液体界面制造技术”（CLIP），这种技术可将传统的 3D 打印速度

提高数十倍甚至 100倍，将为 3D打印应用带来巨大进展。  

CLIP技术基于主流的光敏固化（SLA）3D打印技术，都是采用紫

外线照射光敏树脂，使液体树脂聚合为固体，从而打印成型。但传统

的 SLA技术的打印速度受制于固化树脂的粘连效应，如果聚合速度过

快，打印出的材料将粘连在玻璃底板上，因此需要在树脂完全固化前

降低树脂池，使液体树脂充满底板和固化树脂间的缝隙，不断重复这

一过程，降低打印速率。而改进的 CLIP技术采用聚四氟乙烯作为透

光底板，这种材料还有透过氧气的特性，氧气是光敏树脂的阻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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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底板和固化树脂底部之间形成一层很薄的不能被固化的区域，

从而加快了打印进程。  

通过合理调整氧气量、光照强度和树脂的光敏固化率，就可以在

保证精度的同时实现快速 3D打印。在《科学》网站的一个演示视频

中，仅用 6分半钟就打印出了一个通常需要数小时才能打印完成的复

杂的埃菲尔铁塔模型。通过使用其他的光敏高分子化合物，还可打印

出具有不同特性，如高弹性或高阻尼的材料，应用在不同的场合中。  

DeSimone教授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Carbon 3D，继续商业化开发这

一技术。预计未来 CLIP技术将具有可观的商业前景。 

美国 IBM 公司将对物联网业务投资 30 亿美元 

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于 3月 31日宣布，将在未来四年

投资 30 亿美元建设物联网业务部，用于帮助客户收集和分析物联网

数据。IBM公司还将与美国气象公司合作，分析气象数据以帮助企业

做出最优决策。  

作为抓住物联网市场机遇的最新举措，IBM将打造物联网云开放

平台，推出数据分析服务，供来自不同行业的企业客户设计自己的物

联网解决方案。另外，将在硬件、数据、解决方案等各个相关领域与

一系列企业广泛合作，建立物联网生态系统。  

MIT 技术报告称电动汽车时代正快步走来 

技术进步赋予百年历史的电动汽车新的生命，但目前，昂贵的价

格寻常百姓还付不起。MIT近日发布的电动汽车技术报告称，随着越

来越多的汽车制造商投入电动汽车的研发，电池技术进步导致成本下

降的速度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以引领电动汽车市场的特斯拉等公司

为例，2014年电池组单位成本低于每千瓦时 300美元，并有望在 2018

年降到每千瓦时 230 美元，美国能源部设定的 2022 年把电池单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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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降到每千瓦时 125美元的目标可能提前实现。报告判断，目前，电

池约占电动汽车成本的 40-50%，电池组成本下降，对电动汽车市场

是个利好，预示着电动汽车有望不久走进寻常百姓家。 

推荐项目（生物医药类） 

 2015-31-俄罗斯-5-治疗慢性下肢缺血药物的生产与推

广 

该产品是治疗慢性下肢缺血的新型药物，借助”Неоваск

улген”药物可实现治疗性血管新生。下肢缺血是排在中风和心

肌梗塞后第三位的严重致残型疾病，每年有 3.5—4 万人因患慢性下

肢缺血而截肢。目前，项目单位年产该药品 10万盒。 

该药物具有专利，可规模生产，外方寻求伙伴技术转让、技术入

股、出口产品、合作生产。 

 2015-42-法国-1-艾滋病治疗型疫苗 

艾滋病已经被公认为是对人类危害最大的传染病之一，但是目前

还没有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药物。法国生态健康科技公司经过十五

年的研究，已经成功地研发出可望彻底治愈艾滋病的疫苗，目前处于

世界上最领先的地位。  

疫苗的原理和核心技术，是通过 TAT-OYI 蛋白遏制住损毁人体

免疫细胞的 TAT 毒性蛋白，使人体免疫系统能够消除艾滋病病毒。

该疫苗为治疗型疫苗，人体临床试验只需要两期。而预防型疫苗则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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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三期临床人体试验。2006 年疫苗的动物实验已经获得成功。

2013-2014 年底，已经有 48 位患者在法国马赛公立医院进行了临床

第一期和临床第二期第一阶段人体实验。结果令人鼓舞。该疫苗可针

对全球所有艾滋病病毒，有望成为世界同一通用的疫苗，费用仅为“三

  

2015 年，法方将完成疫苗的临床第二期第二阶段人体试验，预

计安排 80 名艾滋病患者接受疫苗注射，进一步完善疫苗功效。 2016 

年，将确定疫苗的最终配方，从 2017 年起，开始全球市场营销。 

法方希望与中国公司合作，在中国建立世界上最先进、规模最大

的艾滋病疫苗生产中心，在全世界销售艾滋病疫苗。 

 2015-43-法国-2-世界最先进碳循环能源医药食品美容

技术 

联合国及多数政府承认，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已经并将继

续给地球和人类带来灾难，是目前全球最重要的环保话题之一。目前

通常处理二氧化碳的办法,只是进行填埋。从本质上讲，二氧化碳本

身并未消失，而且填埋成本高，并存在巨大的潜在风险。 

以欧洲生态技术集团为代表的第四代生物能源技术，是一项重大

的技术创新。具有以下显著特点。第一，海洋微藻是目前地球上最广

泛的生物体，资源可以用之不竭。第二，海洋 微藻是依靠二氧化碳

作为养分，实现了废气与能源的真正能量转换，与目前流行的将二氧

化碳填埋的方式有本质区别。第三，在生产过程中不会产生新的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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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第四，已经形 成工业化规模，投资合理，具有良好的经济效

益。第五，可以大量地节约用地和用水。第六，可以极大地改善中国

及全球的气候及环境。 

如采用欧洲生态技术集团的海洋微藻技术，在未来 20年内，通

过吸收转换中国近 50%的工业废气，预计可以实现以下目标:  

♦ 生态石油: 通过在中国各地建立生态石油加工厂，可以实现

中国石油需求的自产自足(可以在沙漠，盐碱地及荒地建厂)。  

♦ 药品原料: 通过在中国各地建立生态药品原料加工厂，可以

提供大量的药品原料(可以在沙漠，盐碱地及荒地建厂)。  

♦ 食品原料: 通过在中国各地建立生态食品原料加工厂，可以

提供大量的药品原料(可以在沙漠，盐碱地及荒地建厂)。  

♦ 美容原料: 通过在中国各地建立生态美容原料加工厂，可以

提供大量的美容品原料(可以在沙漠，盐碱地及荒地建厂)。  

另外，通过吸收转换中国近 50%的工业废气，可以改变全球气温

变暖持续上升，即将突破最高警戒上限的危险趋势，造福全人类。 

该技术具有专利，可规模化生产，外方期望以多种方式开展合作。 

 2015-59-叶卡捷琳堡-2-具有形状记忆效应的镍钛纳米

晶体合金在医学领域的应用 

该项目是金属物理研究所与乌拉尔国立医科大学共同研制的由

镍钛合金制成的医疗仪器和器械，不仅可靠性高、能长期发挥功能，

而且具有无毒、生物惰性、易于消毒等特点。可用于接骨和重建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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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刚性压缩固定、超弹性自调节固定、温度调节固定等。具有温

度控制形状记忆效应和超弹性的«Захват»系列医疗器械已被

俄联邦卫生部批准应用，扩大了进行微创内窥镜手术的应用范围，在

独联体国家就有 1000多台这样的设备被使用。 

该技术具有专利，可规模化生产，外方期望以多种方式开展合作。 

 2015-164-英国-65-牛津大学为“PET”成像生产化合物

项目 

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为芳烃化合物(包括电子富芳烃)

进行 18 f 示踪的简单、直接流程。这些放射性标记化合物被用于正

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作为一种核成像技术，PET被用于对癌症、

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疾病患者的非侵入性诊断。此外，PET还可被用作

药物发现和开发的工具。 

ISIS为该技术寻求商业合作伙伴。 

 2015-166-英国-66-牛津大学创建新的手性碳中心项目 

据预计，手性技术的全球市场价值到 2017 年将达到 51 亿美元，

到 2020 年 95%的药品将为手性。单一对映体药物更为有效，其副作

用少于对映体的外消旋混合物。然而，目前建立手性碳中心的方法很

大程度上只限于不对称加氢，以及用软亲核试剂进行的有机或钯催化

反应。 

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全新的方法：借助催化剂和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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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非对称的碳键组合，从而改进了先前的方法。 

该技术已在实验室就各种商业应用转换进行了演示。目前正在进

展的工作表明该方法适用于当前的药物中间体如 taxadiene（紫杉醇

的前身）和当前的药物如 latanoprost。 

该技术受专利申请组合保护。ISIS 公司面向那些希望提高其合

成化学能力的公司许可给技术。 

 2015-167-英国-67-牛津大学缺口通路抑制剂项目 

缺口信号通路是一个与许多人类发育障碍有关的重要信号转导

系统。这包括成人疾病和癌症。牛津大学的科学家们最近发现了一种

缺口信号催化体（配体）的新性能，这表明缺口配体（如蛋白质

Jagged-1）有一个磷脂绑定域。磷脂域绑定是缺口信号通路的先决条

件。使用牛津大学开发的抗体来阻止该互动能阻止缺口信号。这可能

代表了一种治疗癌症等疾病的新途径。 

牛津大学的研究团队已经确定了几个抗体的可能性。随着进一步

的开发，这些抗体可作为人类疗法被进行检测。 

该技术目前处临床前研究阶段，是国际专利合作条约(PCT)申请

对象。ISIS公司以许可或合作研究的方式寻求商业合作伙伴。 

 2015-177-英国-68-牛津大学肉碱生物合成抑制剂项目 

冠心病(CHD)是全世界主要的死亡病因之一。促进葡萄糖代谢有

可能治疗心脏疾病，这可以通过抑制参与脂肪酸新陈代谢的酶来完成。



2015 科技外交官服务行动之国际科技合作机会 

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网络平台处   Email：irs@cstec.org.cn 

31 / 39 

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新的抑制肉碱产生和脂肪酸代谢的

小分子系列。那些被认定的先导合物可以发展成为新的药物来治疗心

脏病。 

牛 津 大 学 的 科 学 家 们 已 经 研 发 出 了 一 系 列 作 用 于 γ

-butyrobetaine(GBB)的化合物。对 GBB 的抑制可阻止肉碱的生产。

这有利于患者从心脏病发作中康复。这些化合物非常特别。几种化合

物在系列中显示了 nanomolar IC50 值，而体外试验表明了肉碱细胞

的减少，其效果好于当前的药物。 

该化合物系列受英国专利申请保护。ISIS 公司以许可方式寻求

商业合作伙伴，以创建新一类的抗局部缺血药物。 

 2015-189-英国-70-将药片变为易吞咽液体的设备项目 

澳大利亚的一个医疗工程师团队开发了一个易于使用的创新技

术：快速溶解药片从而使得它们很容易被吞咽。 

这一过程很简单：把药片放进一个一次性、可降解的杯子中（内

有可选味道的药片和水）；该杯子然后被密封并置于一个紧凑装置中；

药片经振动后分解；病人拿起杯子服用药物。 

该公司的目标是在机构护理和家居护理行业方面成为药物输送

领域的全球领军者。为此，公司正在寻求合同制造商、被许可方和战

略合作伙伴。 

到目前为止公司为开发该产品已投资 400万澳元。公司现在寻求

最后成长阶段的投资 200万澳元以最终实现盈利。第一阶段（生产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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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产品）所需投资为 60万澳元。 

该成果在国内外有很大市场，外方公司也很希望与 OEM和经销商

探讨合作机会。 

 2015-191-英国-72-牛津大学治疗 MCI的维生素 B组合技

术 

新近识别的轻度认知障碍(MCI)被定义为“超越个人年龄和教育

水平的认知衰退，但这并不会明显影响日常生活活动”。MCI 影响大

约 16%的 70 岁以上的人，目前没有经过验证的疗法。从临床角度来

讲，MCI 目前被认为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很大的危险因素。MCI 患

者中的约 50%将在 5年内患阿尔茨海默氏病。 

牛津大学开发的一个维生素 B 配方已被证明在放缓认知与临床

衰退和减少 MCI中的脑萎缩方面富有疗效。 

牛津大学为此提请的专利中涵盖一系列的可用来治疗 MCI 的维

生素 B组合（形式有非处方口服片剂、医疗食品或处方治疗）。 

ISIS寻求商业化合作伙伴。 

该技术在国内外有很大市场，外方寻求伙伴开展合作。 

 2015-193-英国-74-牛津大学提高核磁共振成像准确性

技术 

核磁共振成像（MRI）是医疗领域内最为重要的诊断工具之一。

最快和最为实用的估算 T1 图的形式是获取一个变量翻转角度的 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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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这一成像序列中的病人运动可能会导致 T1 图估计的不准确。

先前的技术假设图像之间没有运动，从而导致错误的组织松弛图。牛

津大学的发明在估计 T1图的时候考虑到病人的运动，因而增加了 T1

松弛时间估计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并考虑到数据的量化。 

该技术已通过使用 DCE-MRI数据进行了测试，为肿瘤药代动力学

分析生成了更为准确的 T1 图，并改善了这些研究的灌注分析。该流

程适合于所有松弛时间估计，具体涉及一系列具有不同采集参数的核

磁共振扫描。 

该发明系美国专利申请对象。 

该技术在国内外有很大市场，外方寻求伙伴开展合作。 

 2015-195-英国-76-牛津大学培养生物组织新装置项目 

牛津大学的科学家们已经开发出一种在准确控制下的、与生理相

关的、随时间变化的力量的影响下培养生物组织的新装置。这种无摩

擦的、非接触式技术可以维持一个适宜的组织培养环境，并能无菌生

产机械的组织样本。采用该技术进行的组织培养展示了完好的可行性

和机械性能，堪比新的样品。相关组织包括肌肉、肌腱、软骨和骨骼。 

该发明技术成熟度为 4，其原型已被制作和测试。ISIS寻求商业

合作伙伴。 

该技术在国内外有很大市场，外方寻求伙伴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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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2-布里斯班-1-头和颈部癌症的生物检测 

头和颈部癌症，尤其是鼻咽癌是引起年轻人死亡的常见癌症，早

期检测是众所周知的改善病患和提高存活率的重要手段。 

外方期望在国内寻找广泛的合作研发伙伴。 

 2015-14-布里斯班-2-内皮细胞祖细胞和脊髓间质干细

胞 

一种新型从人类足月胎盘中提取多内皮祖细胞和骨髓间质干细

胞的方法，具有自我更新和分化的能力。 

外方期望在国内寻找合作和商业化伙伴。 

 2015-15-布里斯班-3-基因测序技术（GIZA） 

GIZA 是一种新型改进的基因测序的试剂和软件工具，为现有和

下一代基因测序设备提供了高保真和长读取的工具。用户使用 GIZA

可读高达 1200bp的数据，明显优于现有的第三代测序平台的长度。 

外方期望在国内寻找合作和商业化伙伴。 

 2015-16-布里斯班-4-诱导多能干细胞的起源和骨髓间

质干细胞 

一个简单的以小分子为基础的过程，允许多能干细胞快速和完全

转化为间质干细胞，具有超级增殖，抑制免疫力和分化能力。 

外方期望在国内寻找合作和商业化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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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8-多伦多-1-EGFL7 结合肽用于抗血管生成的治疗

和成像 

表皮生长因子-7（EGFL7）是一种内皮细胞分泌蛋白，其表达仅

限于积极重塑血管内皮细胞，对血管生成起到重要作用。它能定位基

底表面内皮细胞的细胞外基质（ECM）并促进内皮细胞粘附的血管生

成。在成人中，EGFL7的表达只在伤口愈合、怀孕子宫以及活跃的肿

瘤中被发现。EGFL7的过度表达与许多类型癌症的转移和预后不良有

关。由于肿瘤生长超过 1毫米后需要通过这种血管生成的方法来生成

新的血管，抑制这个过程来防止肿瘤的继续生长和转移是一种很有前

途的癌症治疗策略。此外，尽管目前大多数的非侵入性的血管成像方

法只能处理微血管密度，但是高度血管生成肿瘤的微血管的形状和大

小可预测临床因素调整后的癌症特异性死亡率。因此，血管生成在癌

症上是一种重要的生物标志物和治疗靶标。 

发明介绍 

具有高亲和力与 EGFL7靶向结合的一系列 9种新型肽已经被研发

出用来抑制 EGFL7的活性。新型肽可抑制人血管内皮细胞的生成与血

管形成而表现出显着的抗血管生成活性，并可抑制体内及体外（小鼠）

的因新血管生成而产生的肿瘤。新型肽可与显像剂共轭，例如针对

PET / CT显像的镓-68，并证明可与 EGFL7高特异性和高亲和力结合。

新型肽对抗血管生成治疗带来希望，包括癌症、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和

湿性老年黄斑病变。他们也有望开发成用于研究和临床的核成像技术

的血管生成显像剂，如抗血管生成治疗的临床预后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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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如下： 

• 强力的体内血管生成抑制剂，可用于治疗癌症、糖尿病视网膜

病变、湿性 AMD 

• 具有优势血清半衰期的高亲和力新型肽 

• 与 VEGF抑制剂结合可成为抗血管生成疗法的潜在组合 

• 纳米级结合肽可以将药物靶向运输到病理性血管生成部位 

• 镓-68标记肽在研究及临床应用中可有效用于血管生成成像 

该成果已具有专利，外方期望以转让技术、技术入股、投资等方

式开展合作。 

 2015-20-多伦多-2-促进伤口愈合的治疗剂 

慢性伤口是许多临床医学学科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主要来源。仅在

北美的近 4000 万创面患者每年的治疗花费就超过 160 亿美元。伤口

愈合涉及一系列综合生理过程。然而,这些过程不仅复杂而且脆弱,

容易中断或失败从而导致慢性不愈合伤口的形成。可能导致此问题的

因素包括糖尿病，静脉或动脉疾病，年龄大以及感染。有效的慢性伤

口治疗手段将为病人和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福利。不幸的是，糖尿病

足溃疡，下肢静脉溃疡或者褥疮的完全愈合率很低。因此，可以促进

伤口收缩和闭合的伤口治疗新策略十分必要。2007 年全球伤口治疗

市场总收入为 15 亿美元，预计在 2012 年达到 32 亿美元。在生物材

料和组织工程中通过先进的治疗方法解决慢性伤口问题前景光明，预

计将成为此预计增幅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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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描述 

本发明描述了一种新的蛋白质，显示了其在发育过程以及伤口修

复中的作用。 西安大略大学的科学家们对此种蛋白质在健康人皮肤

以及皮肤病理性重塑中的水平进行了评估。他们认为该蛋白质是调节

伤口修复过程的一种新的治疗靶点。该蛋白质的增多强烈预示着伤口

加速愈合。此外，他们发现在动物模型中，伤口部位出现的该蛋白导

致正常的伤口收缩与闭合持续时间减少，有效地缩短了创面愈合时间。

因此，在伤口部位引入使用该蛋白质成分将提供一个更快的伤口愈合

疗法。 

该新技术的潜在临床应用包括组织重构。可以用来解决其他可治

愈疾病，如纤维化，瘢痕组织和糖尿病溃疡。 

该成果已具有专利，外方期望以转让技术、技术入股、投资等方

式开展合作。 

 2015-21-多伦多-3-抑制 miRNA-195 治疗败血症 

MicroRNA's (miRNA's)是一类由内源基因编码、平均长度为 22

个核苷酸的非编码单链 RNA片段，其可通过与靶基因互补结合抑制翻

译过程或降解靶基因而导致基因沉默，由此参与基因转录和转录后表

达调控过程。大量研究证实，机体内 miRNA的异常表达与败血症（Wang 

et al. PLoS ONE, 2012, 7(6):e38885）等多种疾病的发生与发展密

切相关。败血症仍是当前全球导致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其特点

是感染及其严重的全身性炎症反应，后者进程中释放的大量炎症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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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肿瘤坏死因子α）可导致细胞凋亡、组织坏死以及微血管功能障

碍，继而发展为多器官功能衰竭而致患者死亡，病死率可高达 30 - 50%。

有效控制炎症反应和保护机体细胞免于凋亡和损伤是治疗败血症的

一种有效策略。 

发明介绍 

抗凋亡蛋白表达的下调会增加机体细胞的凋亡，导致相关器官功

能障碍。我们的研究发现，miRNA-195 表达增加可下调抗凋亡蛋白

Sirt1的表达，进而增加心肌细胞的凋亡（Zhu et al. Cardiovascular 

Research, 2011, 92:75-84），对此，我们在两种不同的败血症动物

模型中进行了研究证实 （即内毒素诱导和腹腔注射粪便诱导）。结果

发现，抑制 miRNA-195的表达不仅可以防止细胞凋亡、显著改善组织

炎症反应， 而且还能预防败血症所致的多器官 （肝、肾和肺）功能

障碍。包括减少肝、肾和肺血管内皮细胞的凋亡（通过原位末端标记

法和半胱天冬酶-3活性测定实验证实）；改善微血管功能障碍；通过

降低髓过氧化酶活性和减少炎性介质（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和肿瘤坏

死因子α）的释放，改善肝、肾和肺血管组织的炎症反应；肝脏（谷

丙转氨酶和谷草转氨酶） 和肾脏（尿素氮） 功能检测结果也提示机

体器官功能得到了明显保护。综上所述，抑制 miRNA-195将是一种针

对败血症很有应用前景的新型治疗方法。 

抑制 miRNA-15 家族成员 （即 miRNA-195）可以减少细胞凋亡、

改善组织炎症反应和机体微血管功能障碍，进而保护败血症患者重要

器官 （肝、肾和肺）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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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技术已具有专利，外方期望以转让技术、技术入股、合作生产

等方式开展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