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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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使用超级计算机进行海啸危害预测研究 

日本东北大学与富士通研究所成功进行了地震发生后海啸危害

程度的快速预测试验。根据海啸仿真模型，使用超级计算机“京”开

发了新模型。根据试验结果，在宫城县海域发生地震的情况下，最短

可在 10 分钟内预测出仙台市的淹水地域。该技术如推广实施，将可

以提高海啸警报的精确度，更加有效的引导居民避难。 

根据该预测模型，在宫城县海域发生地震的情况下，在震源确定

后，可在 2分钟内预测地震 2小时后的仙台市海啸淹水情况。如果加

上确认震源的时间，总共可在十分钟左右确定海啸危害区域。海啸危

害仿真计算量很大，耗费大量的时间，因此一般没有进行过实时的危

害分析。在 2011 年日本 311 大地震发生时，海啸浪高的预报值比实

际高度要低，这一问题得到了关注，海啸危害预测成为减灾领域的重

要课题。  

 日本进行海上风电制氢的验证试验 

据《西日本新闻》2015年 5月 12日报道，日本环境省正在长崎

县五岛市进行利用海上发电设施的剩余电力制备氢能源的验证实验。

此项试验旨在实现利用电能生产氢能源的设想，按照计划，该项技术

将在 2040年实际应用。 

据报道，迄今为止只有德国曾进行过利用陆上风力发电的剩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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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电解水产生氢气，并以液态储存氢能源的实验，利用海上风电进行

类似验证尚属首次。环境省认为，液态氢易于长期保存及运输，未来

可在日本众多的岛屿上作为氢能源汽车和小型船舶的燃料。此项技术

的实用化可为岛屿可再生清洁能源的生产和应用创建新的模式。 

一般来说，海上的风能比陆地更加充沛，发电的稳定性也更高。

因此，环境省计划到 2020年将增建 1千万千瓦以上的海上风电规模，

在满足地区用电需求的同时，促进岛屿可再生能源的地产地消。 

 日本阿尔茨海默病病因研究取得进展 

据《日刊工业新闻》2015年 5月 12日报道，日本东京大学和美

国斯坦福大学、华盛顿大学等组成的研究小组发现，阿尔茨海默病与

脑神经活动的活跃程度有较大相关性。 

截至目前的研究表明，β淀粉样蛋白在阿尔茨海默病发病过程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小组利用光敏感通道(Channelrhodopsin)蛋白

对患病实验鼠脑神经进行 1日 1回的光刺激，5个月后受刺激部分β

淀粉样蛋白积蓄面积达到通常的 2.5倍，分析得出脑神经细胞过度活

动会引起β淀粉样蛋白增加，进而成为阿尔茨海默病发病的重要原因

之一。 

研究小组认为采取休息等方式，较少自身脑神经活动强度，对于

人类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可能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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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将于秋天开始提供临床用 iPS细胞 

京都大学 iPS细胞研究所 2015年 4月 28日宣布，根据 iPS细胞

存储计划，将在今年秋天开始提供临床治疗使用的 iPS细胞，iPS细

胞是可以转化成多种形式细胞的诱导性多功能人工干细胞。该研究所

使用免疫型人体血液制作 iPS细胞，可覆盖 20%的日本人，并实施判

定是否有基因变异的品质评价。下一步将挑选制作好的细胞，用 3-5

个月的时间进行进一步的品质评价，再提供给临床治疗使用。计划 5

年内将可以制作出覆盖 30—50%日本人的细胞。采用 iPS细胞的再生

医疗技术已经步入实践阶段。去年 9月，理化学研究所的高桥政代团

队通过临床研究，利用 iPS细胞制成视网膜细胞，对一名渗出型老年

黄斑变性患者进行了世界上首次移植手术。 

 日本利用“环境 DNA 技术”进行水生生物调查 

据日本 NHK2015年 5月 9日报道，神户大学研究小组在欧美“环

境 DNA 技术”研究的基础上，开发出通过分析水中生物分泌物 DNA，

判明水域水生生物种类和数量的实用化环境调查技术。 

研究小组提取河水和海水样本，利用玻璃纤维滤片，过滤出不纯

物，其中含有微量的鱼类和两栖动物分泌粘液和粪便；再用药剂和离

心机分离出生物 DNA；之后用专用仪器进行 DNA扩增，进而判明生物

DNA类别。所需时间仅为 4小时。 

另外，据京都大学研究小组实地调查研究，测定 DNA量的变化与

实际观测数量成正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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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小组称，此技术无需活体样本即可快速获得大量数据，对于

正确把握区域水产资源、珍稀物种调查、预防外来物种侵入等方面都

将发挥重要作用。 

 日本研究者开发“光免疫治疗法”精确杀灭癌细胞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日本人研究者开发了依靠光精确

杀死癌细胞的“光免疫治疗法”，近期开始在三所美国大学开展安全

性临床试验。研发该疗法的是小林久隆主任研究员所带领的团队。研

究团队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新兴企业联合向美国食品药品局提出了

临床试验申请，2015年 4月底得到批准。 

该治疗法的原理是，向能够与癌细胞相结合的蛋白质抗体内加入

化学物质，这种化学物质在近红外线作用下会产生化学反应。将加入

化学物质的抗体注入体内，在抗体与癌细胞结合后，从体外进行近红

外线的照射治疗，从而杀灭癌细胞。 

近红外线是比红色可见光波长稍长的光，在家电遥控器等装置上

被广泛应用，对人体无害。抗体不会与癌细胞周围的正常细胞结合，

因此光治疗不会产生负面影响。2011年 11月小林在根据小白鼠实验

结果的论文发表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 2012 年 1 月的国情咨文中也

提到，创新需要从事基础研究，联邦政府资助的实验室和大学所进行

的研究有可能带来新的治疗方法，可以杀死癌细胞而不损害健康细胞。 

临床试验最初将向口癌、舌癌以及咽喉癌的 7-9名患者进行抗体

注射试验，之后将对 15-24名患者进行投入抗体后开展红外线治疗的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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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发明可读取表情变化的传感器 

据韩国联合新闻网站报道，韩国成均馆大学一研究小组成功研制

出可根据面部肌肉运动，读取表情变化的传感器。该传感器贴敷在面

部，具有很好的透明性和伸缩性。 

   研究小组开发的传感器将单壁谈纳米管(SWCNT)置于导电高

分子弹性体(PEDOT:PSS)中，再将这一夹层结构体附着在透明、弹性

的基板上。表情变化导致面部肌肉运动，使传感器内的电阻发生变化，

测定此时电流变化情况便可分析出表情的变化。 

研究团队计划进一步开展研究，与检测皮肤温度细微变化传感器

技术相融合，提高表情检测的准确度，应用到医疗等领域。 

  该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化学学会发行主办的纳米科学杂志

《ACS NANO》2015年 4月 13日网络版。 

 三星电子投资 150亿美元建全球最大半导体生产线 

 据韩国《亚洲经济》报道，5 月 7 日，三星电子在韩国京畿道

平泽市古德产业园举行“三星电子平泽半导体园区开工仪式”，韩国

总统朴槿惠、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三星电子代表理事权五贤等相

关人士 600多名出席仪式。   

三星电子将在此建设全球最大规模的半导体生产线。三星平泽半

导体园区总占地面积 289万平方米，与目前韩国国内最大的半导体生

产基地器兴和华城工厂的面积总和相当，大约是三星电子中国西安工

厂（139万平方米）的 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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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电子将在其中 79 万平方米的用地上建设半导体一期生产线

和相关基础设施，到 2017年总投资将达到 15.6万亿韩元（约合 150

亿美元），投资规模创历史纪录，是 2014 年 5 月开始正式投产的西

安工厂投资规模的 2倍多。   

 黑莓公司计划在印度推出虚拟手机 SIM 卡 

据印度教徒报报道，加拿大通讯公司黑莓 2015 年 5 月 7 日宣布

将与印度电信监管部门和电信运营商商讨在印度推出虚拟手机 SIM

卡, 该卡能使印度手机用户通过一张单一手机 SIM 卡使用不同电信

运营商的 9个不同手机号码。 

黑莓印度分公司总经理苏尼尔称：“我们很快将在印度推出虚拟

手机 SIM卡解决方案。目前虚拟手机 SIM卡在技术上已准备充分，并

正与印度电信运营商探讨推行试点项目，但最终在印度上市还需印度

电信监管部门的批准。 

据悉，黑莓公司于去年成功研发出虚拟手机 SIM卡技术。这是一

项跨平台的技术，用户的手机无论是使用 IOS操作系统，Android操

作系统还是 Windows操作系统均可使用该手机 SIM卡。这项技术允许

用户通过一张单一的手机 SIM卡使用不同电信运营商的 9个不同号码。 

目前，黑莓公司的该项技术已在非洲部分国家落地，并计划在欧

洲和亚太国家进一步推广。印度作为亚太地区的主要新兴市场，是黑

莓公司推广此款 SIM 卡的重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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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56 

 印尼举办实用技术创作比赛 

印尼坤甸市政府近日宣布举办实用技术创作比赛，所有民众、机

构都可以参加，报名免费。比赛组织者表示，参赛选手必须创造有益

于民众的实用技术器具，特别是造价便宜的器具。报名日期从 2015

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30 日，参赛者可在就近的政府机构报名。评比结

果将于 2015年 6月公布。 

坤甸市政府每年都举办该赛事，其目的是推动民众对利用本地技

术的关注，发挥民众在创造实用技术器具方面的潜力，以支援经济建

设。政府希望参赛者对实用技术创作器具加以创新和改进，同时为民

众创造就业机会，提高民众福利。为了提高实用技术创作器具的质量

和数量，坤甸市政府已在六个区建立了实用技术服务站，专门为民众

提供各种实用技术信息，使民众能发挥他们在实用技术方面的积极性。 

 俄科学家研发出治疗血管栓塞的药物 

据俄科院网站消息，来自俄科院西伯利亚分院的科研人员基于苏

联时期的药物成功研发出治疗血栓的药物。西伯利亚分院的遗传学家

与新西伯利亚核物理所的同事合作发明了新的工艺，以苏联时期研发

的一种药物为基础，制造出治疗中风的药物，可溶解血管中已经形成

的血栓。  

据西伯利亚分院方面介绍，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苏联军方曾委

托新西伯利亚的医疗机构研发可治疗开放性伤口的药剂。该药剂研制

成功后，在阿富汗战场上得到广泛应用。之后的和平时代由于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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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少，最后作为兽药进行了注册。从本世纪初开始，科学家对其

进行了进一步改进研究，从而研发出新的治疗栓塞的药物，可广泛应

用于治疗包括心梗在内的多种血管疾病。  

 俄罗斯开始研发有机半导体数码显示材料 

塔斯社 2015 年 5 月 12 日消息，俄罗斯科学基金会提供 1800 万

卢布支持托木斯克国立大学有机电子实验室开展国产有机半导体数

码显示材料的研发，这种材料将用于计算机和其他数码电子产品的显

示器，该项目计划三年内完成。  

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器具有画面质量高，价格低等明显优于液晶

和等离子显示器的特点。据了解，韩国三星等世界上很多公司已经开

始生产这种显示器，而俄罗斯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只有一家俄罗斯

公司使用韩国技术生产类似显示器，托木斯克大学的科学家们计划与

托木斯克半导体设备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合作研发这种显示材料。  

之前有消息报道，托木斯克控制系统和无线电大学首次研制出一

款打印机，用于打印有机发光二极管矩阵这一显示器重要组件。  

 俄罗斯学者研制出模拟日出太阳光治疗眼睛的仪器 

据贝加尔湖科技网 2015 年 5 月 5 日报道，托木斯克《沙丘》医

学生态中心研制出模拟日出阳光的眼睛治疗仪“沙丘-眼睛”。这种

仪器红外波和红色波长为 632.7纳米，调制频率为 101赫兹，这也正

是日出太阳光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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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仪器能促进生物组织的血液循环和淋巴循环，镇静眼神经，加

固视网膜，松弛动眼肌肉，使眼内压正常化，从而恢复视力。还可以

减少水肿，减少术后因炎症引起的并发症，加速伤口愈合，避免伤疤

形成。它还能改善眼睛周围皮肤状况，伸展细小皱纹。 

该仪器所用电源可以是交流电，也可以用电池，还可以插入电脑。

移动式，使用方便，安全。 

研究项目曾获俄罗斯支持科技小企业发展基金会 1 千万卢布的

资助。 

 俄罗斯研究小组研发出可以识别图像的人造大脑 

俄新社 2015年 5月 12日消息，俄罗斯科学家团队与国外计算机

工程师合作，研制出一种初级人造大脑，这种人造大脑由 100个基于

忆阻器的人造神经元组成，可以区分字母和识别图像。这一成果被公

布在《自然杂志》上。 

参与研制的科学家指出，如果采用传统计算机对大脑的工作进行

模拟，工作效率将非常低下，这一问题很难得到解决。而采用忆阻器

技术情况就完全不同，它是一种特殊的纳米材料设备，兼有存储记忆

单元和电阻器的特征，它能够“记住”电流的方向和强度，因此可以

作为记忆存储单元使用，信息以这种方式被存储下来，和大脑神经元

的作用原理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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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56 

 俄罗斯科研人员开发出 MRI安全造影剂 

据俄罗斯科学技术网报道，托木斯克理工大学和托木斯克心脏病

学研究所合作开发了可以提高动脉粥样硬化等疾病早期诊断效率的

MRI安全造影剂， 

据科研人员介绍，传统生产 MRI造影剂的方法是利用稀土元素钆

的配合物，它具有增强 MRI成像的功能。但缺点是即使较低的浓度也

可能引起并发症，因此不适合严重肾功能不全的病人使用。西伯利亚

的科研人员从 2005 年开始研究基于锰元素的新型造影剂，并且成功

合成了含有锰的环己二胺四乙酸配合物，这是一种完全无毒的化合物

可以有效做为 MRI造影剂。它能在受损部位迅速透过血管壁，并且各

种病变有不同的积聚方式，使医生不会混淆比如肿瘤、中风和心肌梗

塞等。新型 MRI安全造影剂将具有广泛的应用，可作为揭示病灶的初

期发展、心脏病早期诊断和更有效的进行心肌研究的手段等，研究人

员计划今年开展新型造影剂的临床实验。 

 俄罗斯将生产用于制造宇宙飞船零件的 3D打印机 

据塔斯社官网（http://tass.ru）2015年 5月 12日报道，“现

代生产技术中心”今天在托木斯克理工大学（http://tpu.ru）正式

成立，总投资 3千万卢布，合作伙伴还包括俄罗斯科罗廖夫能源火箭

航天集团（www.energia.ru）、俄罗斯科学院强度物理与材料学研究

所（www.ispms.ru）。 

该中心将生产航空、医学以及原子能工业领域的最新材料，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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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生产航天员工具以及制造宇宙飞船零件的 3D打印机。 

托木斯克理工大学高技术物理学研究所所长阿列克谢·雅科夫列

夫指出，3D 打印机将在太空中完成作业，首先在国际空间站失重条

件下工作，然后在国际空间站舷外完成打印任务。 

 俄罗斯开发可大大减小蓄电池尺寸的碳纳米管涂层加工技术 

据俄罗斯科学技术网 2015 年 5 月 5 日报道，俄科学院西伯利亚

分院激光物理研究所和无机化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发明了一种可使

蓄电池和电容器尺寸减小数十倍的碳纳米管涂层加工技术。 

该技术是在被加工体的表面引入带有碳添加剂的氩气流并“点燃”

激光等离子体，于是在金属或硅的表面就形成了碳纳米管。这种直径

从 1纳米到数十纳米的石墨圆柱体碳纳米管具有很高的导电性，而电

容器的容量取决于它的比表面积，给普通电容器覆上碳纳米管涂层，

就等于扩大了它的比表面积，电荷聚集在碳纳米管上大大增加了容量。

用这种方法可以制造出更加轻便紧凑的蓄电池和电容器，目前开发人

员已经为这种表面加工技术和装置提交了发明专利申请。 

 欧盟沿海水域水质气象预报服务系统投入商业化应用 

欧盟第七研发框架计划（FP7）提供 330 万欧元资助，总研发投

入 420万欧元，由欧盟 8个成员国西班牙（总协调）、比利时、法国、

德国、英国、意大利、波兰和丹麦主要海洋科研机构组成的欧洲

FIELD-AC研发团队。于 2012年底研制完成的欧盟沿海水域水质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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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报服务系统，最近被研发团队创办的 UPC-BarcelonaTech 公司成功

推向市场。 

研发团队研制开发的欧盟沿海水域水质气象预报服务系统，结合

卫星遥感、沿海布点监控、巡逻船现场检测取样和中央控制获取的关

联数据相互验证，可提供 3-5天较详细的沿海水质气象预报服务。不

仅包括海洋潮汐、洋流、浪高和气象等传统服务，还包括突发事件如

暴风雨、洪水、石油泄漏意外事故、河口污染物流入海洋路径或其它

海洋污染物对沿海水域水质的影响，特别是海滩、港口和河口的沉积

物、富营养和泥沙运动等，提供高水平的专业化服务。 

研发团队在欧盟第七研发框架计划支持下创办的技术服务公司，

联合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沿海、意大利威尼斯海湾、德国海湾和英国利

物浦海湾的合作伙伴，成功实施了预报服务系统的试点示范。在此基

础上，正在商业化推广应用部分服务。已获得商业化应用效果的服务

如：向目前最重要的客户群沿海旅游度假胜地提供沿海水质气象预报

服务；向沿海工程或防护堤建设商提供专业化的 3-5天预报服务；向

海洋轮渡公司提供航道预报服务；向专业化的海洋俱乐部和大赛组织

者提供预报服务；向沿海开发企业提供服务；向海洋科学勘探提供服

务等。 

 欧盟科研人员研究发现生物酶具有药品残留中和作用 

现代医学广泛使用合成或自然化合物及抗生素，作为药品为人类

和畜类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这些药品大量使用产生的自然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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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最终的药物残留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废水，再进入水循环体系。目

前的废水处理技术，并不能完全清除这些药物残留，在河流、湖泊和

地下水中形成日积月累，甚至已进入饮用水供应系统。根据世界卫生

组织（WHO）的研究报告，即便少量的有害化合物、抗生素和激素等

药物残留进入水循环体系，也将对人类和畜类内分泌系统造成重大危

害，导致诸多疾病，如癌症、出生缺陷和性别混淆等各类内分泌干扰

性疾病，尤其抑制男性睾酮激素造成不育症。欧盟第七研发框架计划

（FP7）提供 200 万欧元资助，总研发投入 260 万欧元，由欧盟 4 个

成员国法国（总协调）、荷兰、德国和西班牙，生物医学科研人员组

成的欧洲 ENDETECH 研发团队。经过近 3 年的研究发现证实，来自大

自然的生物酶可作为化学反应过程中的催化蛋白质，在废水或水净化

处理中有效中和有害的药物残留。 

研发团队首先选择传统废水处理中广泛存在且很难清除的 4 种

药物残留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为四环素、红霉素、磺胺甲恶唑和环丙

沙星。通过反复试验分析比对，筛选出可有效中和上述药物残留的所

谓“高效”酶类。在此基础上，研制开发出将酶类植入过滤薄膜的先

进技术及方法，成功对废水处理过程中的药物残留进行中和。创新型

的技术方法，已分别选择 4家不同类型的废水处理厂进行验证，初步

结果已得到证实。 

目前，研发团队正集中于其它有害药物残留的酶化治理研究，并

积极寻找工业合作伙伴规模化开发生产相关技术。欧委会已委托研发

团队开发新的欧盟饮用水和环保药物残留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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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首次实现路面弹性材料降低道路噪音污染 

道路噪音污染来自两大方面，一是车辆发动机噪音，二是道路表

面同车辆轮胎挤压产生的噪音。随着车辆发动机技术的持续进步，欧

盟车辆发动机噪音污染已得到明显下降。而迄今为止主要由路面纹理、

轮胎设计和路面弹性，三大因素决定的道路噪音污染，仍然存在很大

的改进空间。欧盟第七研发框架计划（FP7）提供 340 万欧元资助，

总研发投入 680 万欧元，由欧盟 8 个成员国瑞典（总协调）、法国、

德国、丹麦、波兰、斯洛文尼亚、荷兰和比利时，道路交通工业界和

科技界组成的欧洲 PERSUADE 研发团队。在道路纹理和车辆轮胎重新

设计、明显降低道路交通噪音污染的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首次在

世界上成功实现路面弹性材料有效降低道路噪音污染。 

PERSUADE 研发团队采用的路面弹性材料，主要由废旧轮胎粉碎

颗粒、花岗岩碎石和聚亚安酯（Polyurethane）粘合而成，可有效吸

收车辆轮胎/路面挤压 85%的能量。创新型的路面多孔弹性材料经过

实地验证，相对传统沥青路面可至少降低道路噪音污染 8分贝（dB），

相当于道路旁 3米高隔音墙（板）的实际效果，拥有明显的经济技术

替代可行性。 

研发团队已对创新型材料进行了全面的安全可靠性、物理化学性

能、生态环境影响和老化耐久性，进行了各类气候环境条件下的实地

检验。相对传统沥青路面，道路表面弹性材料/车辆轮胎间的摩擦力

和附着力明显得到改进优化，提高了行车安全。尽管道路建设费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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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增加，但额外增加的费用显著低于昂贵的隔音墙建设成本。此外，

弹性路面的粉尘测试明显优于沥青路面。 

 捷克率先使用新型心脏泵植入技术 

   据布拉格电台（Prague Radio）2015 年 4 月 9 日报道，捷克布

拉格临床与实验医学研究所在世界上首次为患有急性心脏衰竭的病

人成功植入了一款新型心脏泵。这款被称为“心脏伴侣（HeartMate 

pump）”的微型泵可以替代心脏功能长达 72 个小时，为医生选择最

佳心脏手术治疗方案赢得宝贵的时间。 

据布拉格临床与实验医学研究所的马林（Jiri Maly）教授介绍，

心脏泵是在病人局部麻醉的状态下通过腹部的血管植入，仅需几分钟

就可以放置在心脏的主动脉瓣处，非常便捷高效。而目前在心脏手术

中广为使用的体外循环机则必须为病人实施全麻。目前，该研究所已

为四位心脏病人成功植入了这款心脏泵，并且其中两人已经出院，还

有两人的状况也都十分良好。 

布拉格临床与实验医学研究所在 2015 年 1 月份开始启用该植入

技术，项目的合作伙伴包括来自德国、匈牙利和奥地利的相关医疗机

构，项目咨询委员会中还有来自美国的医学专家。研究人员称该心脏

泵有望在不远的将来在普通医院中得到广泛应用。 

 德国科学家在牛身上发现了新病毒 

近日，德国科学家在牛身上发现了一种未知的、与人类致病丙型

肝炎基因密切相近的病毒。该病毒如何影响家畜的健康，以及是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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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转移到人类，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专家称，目前为止还没有

证据表明这种病毒有感染人类的危险。该研究结果发表在近期的学术

期刊《病毒学》上。  

已知的肝炎病毒常常在其宿主的肝脏中繁殖，并在某种情况下引

发严重的慢性病。近年来，在蝙蝠、野生啮齿动物和野马中均发现有

肝炎病毒。和丙型肝炎病毒一样，此次新发现的病毒属于肝炎病毒组。

该病毒似乎分布广泛，在德国北部和南部的很多家畜中都被发现，在

来自加纳的牛身上也发现了类似的肝炎病毒。  

德国莱布尼茨实验病毒学研究所（HPI）与汉诺威兽医学院（TiHo）

病毒学研究所、汉堡大学附属医院（UKE）医学微生物和病毒学研究

所的科学家共同发现了这一未知的病毒。新病毒的鉴定借助了一种叫

做“高通量测序”的新技术，它允许通过传染性病原体的遗传指纹证

据而发现病原体。该技术平台于 2年前在 HPI建成，目前研究人员正

在加紧新方法的优化，以便用于医院运营。  

此次科研人员的合作源于德国感染研究中心（DZIF）成立的研究

联盟。DZIF汇集了感染研究的各方力量，旨在开发感染性疾病诊断、

预防和治疗的新方法。  

 德国科学家发现蓝光可以控制神经和肌肉 

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的科学家所在的研究团队最近发现，蓝

色光可以用来控制合成离子通道，调节神经或者肌肉的活跃度。这项

研究结果发布在《科学》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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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生物学就像是乐高玩具，科学家们将不同的蛋白质或者蛋白

质组变成新的组合，它们本在自然界中呈现互不依赖的特质。其中意

义在于科学家们需要新的产品表现出想要的新特性。达姆施塔特大学

的科学家们参与的这项研究展示了新的人工合成钾离子通道，通过蓝

光可以切换其非激活状态到激活状态且具有可逆性。 

在实验室环境下科学家们已经成功制成可以在细胞膜中调节钾

离子的流动的蛋白质，通过来自病毒的简单构造的离子通道和植物的

蓝光受体实现连接。在试点研究中，合成通道已经可以通过蓝光影响

斑马鱼幼体的运动。预计合成通道和其他光控转运蛋白将会成为分子

生理学的重要工具。 

 德国科学家研究表明公共交通罢工造成巨大损失 

慕尼黑大学莱布尼茨经济研究所和帕绍大学共同开展了一项关

于市内公共交通罢工影响的研究，其最新研究结果表明，罢工将导致

更多私家车的使用、更多的事故、更严重的空气污染及巨额经济损失。   

该研究以 2002年至 2011年间在柏林、汉堡、慕尼黑、科隆和法

兰克福等五个大城市发生的 71 次市内和近郊公共交通罢工为研究对

象。研究结果显示，在罢工日人们上下班的行车时间平均会延长 9.3%，

在一个城市仅一天的罢工就会延长汽车行车时间约 9.2 万个小时或

者 2294 工作周，这相当于造成大约 480 欧元的经济损失，是公共交

通运输公司损失 120 万欧元收入的 4 倍。总体而言，在被调查的 71

次罢工中，浪费的时间所造成的总体经济损失相当于 3.39 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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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罢工还导致私家车的使用时间增加 15%，交通事故增加 14%，

受伤人数上升 20%，大气污染增加 14%，因为呼吸困难被送到医院就

诊的儿童数上升 11%。   

 德国科学家揭示细菌治疗肿瘤的机理 

一百多年前医学界已经发现，细菌感染对恶性肿瘤的治疗有一定

正面作用，但至今对其机理尚不清楚，在实际治疗中的应用仍待突破。 

有治疗作用的细菌同时往往也可导致严重的疾病，如沙门氏菌具

有治疗恶性肿瘤的效果，但同时也会引起浓血症。德国亥姆霍茨传染

病研究中心（HZI）科学家，正在进行一项研究，试图揭示免疫系统

对进入肿瘤组织的细菌感染的反应过程机理，为今后复制这一过程，

实现在无细菌感染情况下完成恶性肿瘤过程提供依据。 

在用小白鼠进行的实验中，科研人员发现，在杀死肿瘤细胞的过

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免疫系统中的 T细胞，细菌本身所起的作用比以

往认为的要小很多，他们主要起激活免疫系统的作用。细菌进入肿瘤

组织后，引起免疫反应，释放出一种“信使物质”TNF-alpha(肿瘤坏

死因子)，能够摧毁肿瘤组织中血管致使其“死亡”。同时这种物质

能激活免疫体系中原先处于“休眠”状态的 T细胞，定向杀死恶性肿

瘤的细胞组织。在这一过程中，小白鼠体内形成特定的针对恶性肿瘤

的免疫力，抑制恶性肿瘤的继续成长（如其转移过程）。同时发现，

在这一过程中起作用的是辅助性 T细胞（T-Helferzellen），它们只

杀死肿瘤细胞而对其它细胞无影响。对一般受感染的细胞和变异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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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除则由细胞毒性 T细胞（zytotoxischen T-Zellen）完成。 

科研人员称，这是首次揭示免疫系统在细菌感染诱导治疗肿瘤过

程中的机理，对研究新型肿瘤治疗手段具有重要意义。 

 德国建设可调控太赫兹天线数据高速无线传输技术示范装置 

在德国联邦教研部支持下，德国布伦瑞克工业大学、弗劳恩霍夫

应用固体物理研究所(IAF)、斯图加特大学合作开展一项关于太赫兹

数据高速无线传输技术的研发项目“未来个人局域网太赫兹通信

(TERAPAN)”。该项目的目标是建设一个用于验证和展示用可调控的

在太赫兹频段（0.3-300THz）工作的天线实现数据高速无线传输的示

范装置，数据传输速度可达到每秒 100 千兆比特(Gigabite),传输方

式为点对点，试验传输距离 10 米。装置的主体部分是太赫兹电磁波

信号发射与接收装置，其核心是铟砷化镓/砷化镓( InGaAs/GaAs)半

导体基底的 35 纳米单片集成电路芯片。研究人员认为，该项目将为

太赫兹无线数据传输技术的实际应用扫平道路，并可通过试验为此建

立相关的技术标准。 

 加拿大启动药物滥用和成瘾性研究专项 

据阿尔伯塔大学网站报道，2015 年 5 月 1 日，加拿大国立卫生

研究院和卫生部长 Rona Ambrose 联合发布消息，拟投入 720 万加元

启动药物滥用和成瘾性研究专项（CRISM），另有 500 万加元专门用

于处方药滥用研究。此类研究专项在加拿大尚属首次，主要用于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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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药物滥用问题的持续关切。药物滥用和成瘾在加拿大已经成为

严重而复杂的问题，不仅危及公共健康，更是社会问题，超过 21%的

加拿大人受到不良影响。 

这个来自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专项资金用于创建一个新的合作网

络，共有 4 个节点团队，分为大草原地区、BC 省、安大略省、魁北

克及海洋省份。这些团队将共同工作，提出新的切实可行的方法，预

防和解决药物滥用，减少与健康相关的不良影响、包括成瘾、过量和

死亡。 

大草原地区节点团队包括阿尔伯塔大学、卡尔加里大学和萨斯喀

彻温大学，涵盖阿尔伯塔省、萨斯喀彻温省和曼尼托巴省，共有超过

50余名研究人员、服务人员、消费者和政策制定人员参与专项研究。

阿尔伯塔大学教授凯姆.威尔德为大草原地区首席研究员。 

 IBM 正在全力研发量子计算机 

IBM研发人员已将构成量子计算机基石的原型电路整合成功。近

日，IBM的科研人员在《自然通讯》上发表文章就此原型电路进行了

阐述。这种原型电路能够将通常称为超冷超导的四个量子比特整合为

一体。IBM 的研究人员们相信未来 5 至 10 年之内量子计算机将能够

计算数百位的量子比特。量子计算机研发的关键就在于量子芯片的难

以构建，而 IBM推出的这一原型电路让人们知晓了量子芯片应该长什

么样。 

如今的计算机芯片虽然仍遵循摩尔定律，但这些计算机芯片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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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已经非常精细，越来越难以压缩。IBM认为量子计算机将是能够超

越传统或经典计算的明日之星，能够促进形成新一代的数据分析、机

器学习、加密和科学研究。2014年夏天，IBM就表示将在未来 5年内

投入 30亿美元用于新一代半导体的研究，其中包括量子计算。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布阿尔茨海默氏症研究路线图 

2015年 5月 1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正式对外发布阿

尔茨海默氏症研究路线图。该路线路最初源自于今年 2月召开的 2015

阿尔茨海默氏症研究峰会。与会的众多专家学者经过深入的讨论，一

致通过若干项研究建议，被认为向阿尔茨海默氏症研究科学家们提供

了一份加速研发该疾病有效干预的战略蓝本。 

该路线图号召所有阿尔茨海默氏症研究相关的学术机构、生物制

药公司和政府部门加强在阿尔茨海默氏症的研究、关键疗法生成、数

据共享和知识使用等方面的团结合作，共同推动该领域的发展。此外，

该路线图提出了 8项重点研究主题： 

1. 研究健康脑老龄化和恢复认知的各方面问题，为阿尔茨

海默氏症的预防提供策略； 

2. 拓展以数据为核心的整体研究方法，例如系统生物学和

系统药物学； 

3. 开发计算工具和基础设施以提高大尺度生物学和其他患

者相关数据的存储、整合及分析能力； 

4. 充分利用可穿戴传感设备和其他移动健康技术，以加速

科学发现及有关阿尔茨海默氏症护理的相关研究； 

5. 支持基础研究、转化研究和临床研究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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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改革现有的学术、发表文章和资助的激励措施，促进合

作、透明和可重复的研究； 

7. 加大对新的转化科学和数据科学人才培养的投资； 

8. 吸引更多民众、护理工作者和患者作为阿尔茨海默氏症

研究的平等合作伙伴参与到研究工作中。 

NIH 领导层对该路线图给予积极评价。NIH 院长 Collins 认为该

路线图强调了数据共享、多学科交叉、多主体参与在阿尔茨海默氏症

研究中的重要性，将作为 NIH下阶段开展相关研究和资助的指南。NIH

老龄化研究所所长 Hodes表示，为阿尔茨海默氏症研究寻找一条正确

的路径如同研究这种疾病本身一样重要且复杂。这些推荐意见将支持

阿尔茨海默氏症研究的所有利益相关方构建一种研究网络，共同努力

为该疾病寻求有效的治疗方式。该路线图将被用于升级并拓展之前制

定的“阿尔茨海默氏症国家计划”设立的研究目标，力争在 2025 年

获得阿尔茨海默氏症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方案。 

 美科学家找到预测癌症新方法 

近日，美国芝加哥《太阳日报》、福克斯新闻网、英国《每日电

讯》、加拿大《国家邮报》等多家新闻媒体报道了美国科学家发现了

人类血液中端粒体长度变化与癌症发病风险存在极高关联度，通过检

测端粒体可以预测诊断癌症。 

端粒体位于染色体的两端，可防止染色体内的 DNA遭到破坏，是

染色体天然的“保护帽”。一般情况下，随着年龄的增长，端粒体会

变短。因此，它是人类老化的标尺。美国西北大学范伯格医学院侯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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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与哈佛大学合作，对 792 人的端粒体进行了

13 年追踪研究。他们发现在癌症发生之初，端粒体长度快速缩短，

即加速老化，在此期间，这些人的端粒体比正常人的端粒体短很多，

折算成年龄即要老 15年左右。而在现代医学技术能检测出癌症的 3-4

年前，老化过程反而停止了。他们找到了端粒体快速缩短继而稳定的

拐点。通过对癌细胞生长与端粒体缩短之间机制的研究，或许可以开

发出在不损害健康细胞前提下，诱导癌细胞自我毁灭的治疗癌症方法。 

相关学术文章发表在 2015年 4月 30日《Ebiomedicine》上。 

 美国利用忆阻器开发新型人工智能芯片 

据 2015 年 5 月 7 日出版的《自然》杂志报道，美国加州大学圣

巴巴拉分校的研究人员基于忆阻器（memristor）开发了一款新型的

人工智能芯片，可模拟人脑中神经元和触突的行为。这款原型芯片虽

然只能分辨简单的黑白模式，但为实现更加复杂的人工智能（如图像

和语音识别）开辟了新的技术路线。    

忆阻器，指一种电阻值会随着通过电流而改变的可记忆电子元件。

早在 1971年就从理论上预测了这种元件的存在，但直到 2008年才被

惠普公司以二氧化钛等材料实现。由于其具有记忆功能，可以模拟人

脑中神经触突的行为，被视为绝佳的人工智能电路的组成元件，甚至

有学者认为将取代现有的数字逻辑电路结构。    

人工智能近期发展迅速，谷歌公司曾利用神经网络算法使计算机

自主学习从网络图片中成功识别猫脸，但这套系统基于传统的数字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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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56 

辑电路，使用了 16000个处理器连续运行三天。如果能利用忆阻器等

新型电子元件使电路结构产生革命，将大大提高人工智能的计算效率

并降低能耗，为具有更高智能的新型计算机和机器人铺平道路。    

自忆阻器成功发明后，惠普等公司试图基于这种新型元件开发高

容量存储器，但在神经网络芯片领域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本次加州大

学圣巴巴拉分校团队开发了制造忆阻器元件的新工艺，使得电路更加

稳定，取得了初步成功。可以预期未来在这一领域将取得更大进展。  

 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研发出超疏水玻璃涂层技术 

受到蛾眼抗反射和荷叶疏水现象的启发，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的科学家研发出一种基于具有坚固机械特性的多孔玻璃膜纳米结构

层，兼具较好的抗反射和疏水效应。科学家们预测，如果应用于太阳

能光伏电池板，由于减少光反射，光伏电池板的光电转化效率将因此

提高 3-6个百分点，疏水效应可以提高自洁效率从而降低维护和运营

成本。当然，还有其它广泛的用途。 

推荐项目（光机电一体化） 

 2015-3-圣彼得堡-2-机器人系统模块技术 

俄“机器人技术和控制技术论”科学中心主要研究活动围绕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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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主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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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针对特殊应用并保障安全的适用于陆地、空中、海上辐射监控的移

动机器人系统、软着陆控制系统、航天器生命支持系统、用于保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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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打标、切割和焊接的自动化激光系统等。 

该院的主要用户为俄罗斯宇宙火箭领域的企业、强力部门及一些

工业企业。国外合作伙伴有欧洲空间局 ESA，欧洲航空防务和航天集

团 EADS，德国机电一体化和机器人研究所国际科技中心，日立国际

电气，三菱重工研究所，尼桑发动机以及一些在欧洲、亚洲和美洲的

其它公司。 

该模块用于构建不同的机器人系统  

 输出单元上的额定扭矩 350Hm 

 输出单元转速 3圈/分钟 

 定位精度 1.5度/分钟 

 直流电源 27v，工作模式：快速、高速 

 速度范围 100，接口 CAN，易携带    

    包括：无刷直流电机、差动式减速器、嵌入式管理系统、电

动机转子速度感应器、输出模块位置感应器  

 

该技术专利可小规模生产，外方期望合作开发，或建立联合实验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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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4-圣彼得堡-3-脉冲测风雷达 

脉冲测风雷达 WINDEX-2000 是一种功能强大的收集并构建机场

危险旋风、气象条件和生态环境监控数据库的设备。该设备能监测以

下信息： 

切风和其它危险的风力现象；  

飞行器导致的扰流、涡流；  

超过 2000米上空的风断面；  

监测区域的风场 3D图形。 

主要技术参数：高度测量范围从 100-2000米 ；速度测量范围从

1-55米/秒  

风向测量范围从 0-360⁰       

波长（人眼安全）1560±15 纳米  

测量时间 4秒                 

重量 140千克  

外形尺寸 1740х1140毫米 

 

该技术供机场使用，保障安全并能根据数据库形成分析，外方期

望合作开发。 

 2015-5-圣彼得堡-4-云高仪-云底高度测量技术 

该云高仪是一种用于测量云底高度的紧凑型仪器，垂直能见度的

取值范围为 0-7.5公里。该云高计使用脉冲激光，用于确定在大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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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溶胶的浓度，该装置最多能够识别三层云层。其核心是一个激光脉

冲雷达。通过云、降雨或者其它物体的反射分析并确定云底的高度。

设备工作在全天候的气候条件下（-50℃至 50℃）。根据需要，测量

周期可从 2-120秒设定，该激光波长为 1535纳米（人眼安全）。 

测量范围为 0〜7500毫米    测量时间间隔为 2〜120秒  

脉冲频率 2,6 kHz           激光波长（人眼安全）1535纳米  

脉冲电源 8,6兆焦耳        分辨率 4米  

测量精度±5米            附加功能自检系统，玻璃清洗系统  

外形尺寸 Ø530х860毫米   重量 30千克  

工作环境-50℃〜+50℃ 

 

可用于航空、气象、风能领域，外方期望合作开发。 

 2015-10-圣彼得堡-5-气体分析系统 

《Гранат》气体分析系统用于分析气体介质（气流）的成

分，通过质谱分析的方法测量气体的成分，具有广谱分析、高准确度

并成本较低的优势，与同类产品相比有较好的市场竞争力。 

产品具有以下优势： 

多 组 分 ： 能 同 时 测 定 混 合 气 体 中 的 下 列 成 分 ，

CO,H2,N2,H20,CO2,SO2,O2,Ar,C3H8, 

CH4,C2H6； 

高分析精度，灵敏度阈值达到 0.001%，能跟踪气体介质中的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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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变化； 

再现性，可将测量结果向管理系统提供，并有反向联系的功能； 

高速性，测量速度不超过 2秒； 

可实现全自动模式，操作简单，拥有良好的软件界面； 

高可靠性，能适用于震动、粉尘、高温等工业环境。 

 

该技术可大规模生产，在提高不同工业行业生产安全性领域具有

较好的应用前景，外方期望出口产品或合作研发。 

 2015-17-俄罗斯-1-线性压电微电机与转动式压电微电机 

项目成果属于乌克兰科研生产小企业 Lileya有限公司所有。 

线性压电微电机是基于线性导轨和准谐振型压电制动器而研制

的，具有分辨率高（〜10 nm）、工作力大（≥4N）、位移大（15毫

米）、体积小（9.5X33.5X40mm）、重量轻（20克）等特性。 

转动式压电微电机是基于精密抽汲轴承和准谐振型压电平面制

动器而研制的，具有分辨率高（〜10arc.sec）、扭矩大（≥10mN* M）、

转速范围大（60...300rpm）体积小（9X34X40mm）、重量轻（20克）

等特性。 

以上压电微电机适用于微控制器、微阀、机器人、光学等领域。 

该技术具有专利，外方期望以多种方式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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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9-俄罗斯-2-压电纳米控制器 

1. 压电纳米控制器 PSF-3. 

纳米控制器 PSF-3是一种 3轴控制系统，由操纵杆或计算机控制，

集高分辨率（〜0.4nm）、持续温度稳定（在 20℃情况下，漂移小于

2nm/h）和大位移（每轴 10mm）于一体。 

结构的技术诀窍在于外方开放的压电马达 PM-20R 及其控制原理。

当电机断电时，它可以自动“锁定”运动，几乎没有死角和漂移。 

 

技术性能指标  

位移范围……………………………………10 mm 

最小步..……………..………………………0,4 nm 

漂移（20°C情况下）………………………<2 nm/h  

速度范围(步– 连续)…………………………5 нм/s - 500 м

км/s 

压电冲击(位移/加速)…………………………1-40мкм/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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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承载能力…………………………………1,5 kG 

电压………………………. ……………………12 V 

标准消耗功率……..……………………………1瓦 

最大消耗功率 (1个轴)………………………… 5 瓦 

尺寸(mm)………………………………………208 (h) x 140 (w) x 

110 (d) 

PSF-3/操纵杆的重量…………………………….1.7 kg/0.5 kg 

压电电机………….………………………………PM-20R（旋转型）  

2. 压电纳米控制器 3XL-piezo     

纳米控制器 3XL-piezo是一种 3轴控制系统，由操纵杆或计算机

控制，具有高分辨率（〜10nm）、持续温度稳定（在 20℃情况下，

漂移小于 5nm/h）和大位移（每轴 25mm）等特点。 

结构的技术诀窍在于外方企业开发的 11*24 谐振型压电马达及

其控制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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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性能指标  

位移范围………………………. ……………… 25 mm 

最小步..……………..…………………………….10 nm 

漂移（20°C情况下）………………….…………<5 nm/h 

速度范围…………............ ……………………...20 nm/s 

- 20 mm/s 

压电冲击(位移/加速)………………………..….(1-100 微米) 

/5g  

最大承载能力……………………………………150 g 

电压……………………………………………….12 V 

标准消耗功率……………………………………1,5 瓦 

尺寸(mm)……………………………………38 (w) x 73 (h) x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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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3Xl-piezo/操纵杆的重量…..………………………1.5kg/0.5 

kg 

压电电机…………………………………………11*24级（线性型） 

 

 

该技术具有专利，外方期望以多种方式开展合作。 

 2015-33-英国-11-便携式小型高压液相色谱 

高压液相色谱（HPLC）被广泛用于工业领域，分离，鉴定和定量

检测复杂混合物中的化合物。常规 HPLC 进行化合物分离所需的高压

是由复杂的泵提供，导致很难实现小型的 HPLC。本项目中的 HPLC使

用储气装置来实现这个高压，且可以由电池供电，或者太阳能供电，

或通过 USB连接到笔记本电脑或智能手机设备等。此外该设备操作简

单，成本较低，在医学，法医学，农业和国防等领域的实地使用具有

重要意义。预计产品的主要应用领域为： 

医院的药品或医疗点的疾病诊断； 

来自农作物和周围环境的农药样品现场测试； 

重金属和地下水氟化物分析； 

在战场上化学制剂或民用应急场所鉴定等。 

该技术已获得两项专利。帝国创新正在寻求商业合作伙伴，帮助

其开发，验证和分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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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实验室成果在医学、农业等领域具有较好前景，外方期望授权

许可合作。 

 2015-34-哈巴-1-用于大气中间层放射性悬浮颗粒层研究的

激光雷达雷达综合体 

本项目为一种激光雷达扫描方法，针对 50 – 90 公里高度范围

的大气中间层内，因携带 100 – 300 千电子伏能量的电子播散而产

生，并伴有对无线电波反常吸收的悬浮颗粒层而研发。 

悬浮颗粒可由聚集在因播散而产生电离中心的分子复合物形成。

悬浮颗粒通过凝结过程达到一定规格后，利用波长为 532和 355纳米

的光学辐射弹性逆散射可对其进行观察。颗粒浓度可达每立方米多个

单位。大约同等截面的其他类型光扩散器，可由里德伯原子构建。 

主要特性 

悬浮颗粒作为电离层动态过程指标，通过该系统可对其进行研究，

并可对位于地面或太空的光学系统进行干扰。该系统将导致无线电波

传播，甚低频范围内无线电干扰产生条件发生改变。高空悬颗粒可强

化地球反射率，并对与磁场过程有关的天气或气候变化产生影响。 

优势 

该系统不仅也对悬浮颗粒层进行研究，而且，可对其形成原因，

及其伴生的物理效果进行研究。 

应用领域 

观测成果可应用于无线电学和气象学，太空生物学和医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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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其进行宇宙气候预测，及提高电子、光学和无线电系统效能。 

该技术具有专利，可小规模生产，外方期望技术转让。 

 2015-35-哈巴-2-运用水声技术和激光变形记录仪干涉仪研

究高频地声发射 

通过已研制成功的信号记录和处理方法，设备与软件，可对几赫

兹到几十千赫兹范围内的地声开展研究工作。 

基本特性： 

综合运用范围从 0.1Hz到 10kHz的地声接收机，矢量联合接收机，

激光变形记录仪-干涉仪，用于测量介质的应力变形研究。 

主要优势： 

在不大的天然和人工水塘内进行信号观测，使用矢量联合接收机

进行信号定向。利用变形记录仪-干涉仪进行地声发射与变形关联关

系研究。 

应用领域： 

地震前兆研究，自然环境声学扫描，变形摄动源定位，大型建筑

和结构应力检测。 

主要用户： 

紧急情况应急部门，建筑机构，建筑设施无损检测部门。 

该技术具有专利，可小规模生产，外方期望技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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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36-哈巴-3-水力冲击装置 GDU-1 

该水力冲击装置研制于 2010年，主要用于黄金开采业。 

利用水力方法，矿砂中的黄金提取率只有 70%左右。一般来说，

超弥散状态和化合状态的微粒都会流失掉。为增加可选性，需要对初

始精选矿进行预处理。水力冲击可对矿砂颗粒产生较好作用。 

主要特性 

该装置构成包括： 

- 搅拌罐 

- 筛分机 

- 供水及尾矿收集装置 

- 选矿（精选机）装置 

- 砂浆输送装置（至搅拌罐） 

- 砂浆输送装置（至精选机） 

- 供电装置 

砂浆预加压力震动 

1、局部水冲击 – 颗粒通过超压工作面。此时，进入工作面作

用范围的颗粒区域之间会产生明显的机械压力，若颗粒由力学成分不

同的组分构成，此时会发生破损。同质颗粒经正确选择压力参数则不

会发生破损。 

2、空化 – 砂浆中出现减压区域（真空）。减压区出现在工作

装置的叶片上，减压区下降并彻底消除前会在砂浆内部范围扩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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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进入减压区的颗粒也会遭受强烈的机械压力作用。 

3、砂浆在湍流作用下移动并使颗粒间发生互相碰撞。 

优势： 

通过水力冲击装置作用，可在很大程度上提高重力选矿能力，并

提升采矿工艺生成物的加工效率。 

应用领域： 

矿砂或工业生成矿渣加工 

主要用户 

采金业 

该技术具有专利，可小规模生产，外方期望技术转让。 

 2015-38-哈巴-5-用于钾氩地质年代研究的氦流内氩同位素

测量方法 

该技术用途： 

测定氩同位素成分，以判断矿石年龄的高效低成本测量方法 

技术描述 

使用试样激光烧熔系统作为析出体系，可从试样中分离处全部氩。

对研究试样使用色谱分析仪进行污染水平评价。利用带有 5个收集器

的质谱-光谱分析仪可同时对 5种同位素进行测量。试样中析出的氩，

后续净化及其同位素成分测量在经净化的氦气流中进行，能在很大程

度上简化工艺及此类分析的原则。使用本测量方法和设备，可对

nx10-12克左右的氩放射性计量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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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与传统方法相比，使用本方法和设备测量氩同位素成分更为简便

和可靠。方法的简便及单次分析耗时短暂，使其具有很高的生产效率。

无需使用造价昂贵的专业质谱-光谱分析仪，仅需 Thermo Scientific

公司批量生产的质谱-光谱分析仪，即可对稳定的 MAT-253 同位素进

行准确分析。 

该技术具有专利，可小规模生产，外方期望技术转让。 

 2015-45-英国-12-智能电网的新技术电气弹簧 

随着分布式和间歇性的可再生能源在智能电网中越来越多的使

用，电力公司再也不能准确地预测出实时发电量，风能和太阳能的这

种不连续性是维持系统稳定所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想要解决可再生

能源发电的间歇性问题，就需要一个“负载需求跟踪发电量”的全新

控制模式。电气弹簧是机械弹簧的电气版，它有潜力为实现新的智能

电网控制模式提供所需的功能。在稳定总输电线电压、减少能源存储，

和提升风能和太阳能等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电网电能质量等方面有重

要作用。可以展望，在风能和太阳能大量应用的条件下，电气弹簧将

成为全球智能电网基础设施的一个新的智能电网技术。 

该技术由帝国理工和香港大学合作研发，寻找授权许可的合作伙

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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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54-英国-14-高精度的低成本飞行时间相机 TOF 

飞行时间相机（Time of flight，TOF）是是通过给目标连续发

送光脉冲，然后用传感器接收从物体返回的光，通过探测光脉冲的飞

行（往返）时间来得到目标物距离。这种技术跟 3D 激光传感器原理

基本类似，只不过 3D 激光传感器是逐点扫描，而 TOF 相机则是同时

得到整幅图像的深度信息。此功能需要使用的快速模 - 数（A / D）

转换器，而这个模块成本较高。 

帝国理工的这项新技术软件增加了飞行时间相机的精度，同时允

许使用缓慢、廉价的 A / D转换器。该软件可以为每个摄像机进行校

准，从而得到最佳的结果。该技术能够估计光脉冲的延迟和精度，比

采样率质量更高。 

该技术已经获得专利，在航空领域具有较好前景，外方寻找合作

开发、授权合作伙伴。 

 2015-79-加拿大-12-光交换和波长选择交换模块 

1、技术领域和应用产业 

低成本高速度超密集型光子学器件与模块带给： 

（i）可恢复型光网络通信系统； 

（ii）下一代计算机的光学数据中心； 

（iii）航空、光学仪器测试等领域的光信号控制系统 

2、技术先进性、成熟性 

•超高速微型光交换器件，国际领先，已有初试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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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新的光交换机制与原理上 (SOI-PLC)，从而产生高性能与

低成本 

 超快光交换速度 (<5ns) 

 低交换操作功耗 (<5mW) 

 低（芯片上）光损耗（1x2/2x2 结构：<0.5dB） 

 将产生超高速集成模块型新产品系列。 

•光矩阵交换模块 (OMS)，国际领先，样品设计中。 

创新点与优势：全集成纳米波导结构，新光交换单元与新网络结

构的有效结合，半导体 CMOS加工技术； 

性能目标：以 128x128 为例，10.0dB芯片上光损耗; <5ns交换

速度;<-30dB串音；8x8为起点目标，128x128为最高目标。 

•波长选择交换模块 (WSS)，国际领先，样品设计中。 

创新点与优势：全集成纳米波导结构 (非 PLC阵列波导光栅结构、

非液晶器件、亦非 MEMS技术)，半导体 CMOS加工技术； 

性能目标：以 1x9为例，5.0dB芯片上光损耗; <5ns 交换速度; 

<-20dB串音；1x2为起点目标，1x9为 5年内最高目标。 

在中国，基于科技水平的目前还没有这一层次的产品。市场上的

产品一般都是拷贝北美现有市场上的成熟设计，到 2012 年还没有可

以设计和生产氧化硅-PLC光交换芯片的公司和科研院所。 

我们的目标首先是取代进口氧化硅-PLC 光交换芯片状况，占领

国内绝大部分市场。 

该实验室成果已具有专利，寻求合作伙伴授权专利、委托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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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97-英国-35-布里斯托大学项目-多机器人协作技术 

多个机器人组装起来实现物理联合执行单一操作。该发明来源于

国家复合材料中心，通过 HVM 技术与创新（Catapult）的资金资助，

该技术涉及一种新水平的机器人合作实现更高精度的任务。特别是多

个机器人可以在不冲突的方式下物理地连接到相同的端部执行器，执

行一个单一的操作，如钻探，精确度的增强来自机器人组装带来的稳

定性。 

主要优点 

•通过提高稳定性，来执行多项更高精度水平任务 

•增加了机器人组的多功能性，通过快速连接器可以快速进行末

端感应器交换 

•末端向上/向下力的倍加 

•比定制精密机械便宜，并可以改进现有的机器人组 

应用 

•精度增强可在汽车、航空航天应用和核能部门等应用。 

•特别适合钻孔、刨、焊接等，多种定位 

•增加了可转动性能更适用于空间受限的环境 

该实验室成果具有专利，在国际上有很大市场，外方寻求商业伙

伴开展技术许可或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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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99-英国-37-布里斯托大学项目-具有特定轨道角动量

状态的紧凑激光源 

光的轨道角动量（OAM）代表相对新的光子自由度。OAM 的最简

单的形式是光学涡流，这是沿着光束传播方向，以螺旋状方式产生光

的相位变化的光束。OAM能够用在生物物理学、微机械或微流体，OAM

还具有在超高光学数据存储，成像和计量，或在通讯中使用的潜力。

布里斯托大学的发明是一种新颖的使用 OAM光束，并以低成本和非常

紧凑的形式的方式集成在一个芯片上。 

主要优点 

•非常紧凑--要比 OAM的标准生成方法低 3个数量级。 

•低成本制造--使用标准波导加工技术 

••单光子量子信息应用的潜力 

•快速可重构—以纳秒或更快的速度。 

应用 

•芯片到芯片的互连 

•微流体和粒子显微操作 

•单光子的量子通信 

相关信息链接： 

http://www.bris.ac.uk/red/research-commercial/licensing

opportunities/scienceandengineering/1796.html 

该实验室成果具有专利，在国际上有很大市场，外方寻求商业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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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开展技术许可或合作研究。 

 2015-102-英国-40-布里斯托大学项目-一种改变电极效率的

方法 

热电子器件的效率可以通过改变阴极发射器的结构得到改善。在

这一过程中，希望产生具有低功函数的表面，并且也可以在较低温度

下进行操作。布里斯托大学的发明是结合了金刚石或类金刚石颗粒层，

制造这种材料表面的简单方法。该方法可以有利地应用于许多类型真

空装置的电极，以显著改善它们产生的电子源的效率。 

相关信息链接： 

http://www.bris.ac.uk/red/research-commercial/licensing

opportunities/scienceandengineering/1656.html 

该实验室成果具有专利，在国际上有很大市场，外方寻求商业伙

伴开展技术许可或合作研究。 

 2015-118-韩国-5-韩国可移动式检查木材内部 X光机 

该产品使用移动电源、旋转方式精密检测，安装、卸载方便快捷，

有利于对名贵树木及木质建筑进行科学检测，对保护树木、古建筑有

重要的意义。 

该产品携带方便、检测精密、可应用在我国文物及珍稀树种保护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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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20-俄罗斯-10-长距离电能传输新技术 

该技术利用 2条 0.5—50千赫谐振电路以及两条谐振电路间的单

股导线实现电压谐振模式下的 10—100千伏电压电力传输。 

该技术的优势主要有： 

无需使用中继变压器实现长距离电能传输； 

降低了电能输送的建设成本； 

减少了电能传输过程中的损耗； 

不会出现瞬间短路以及坏天气导致的事故； 

节省了制造导线的铜金属； 

可在照明系统中灵活调整照明电能。 

此外，该技术拥有“太阳能及风能单导线谐振外部照明系统”、

“移动式照明设备”等 2项发明专利和“节能型单导线谐振电能传输

系统”、“单导线太阳能谐振外部照明系统”等 2项实用新型设计专

利。 

该技术已申请专利，可规模生产，外方期望以转让技术、技术入

股、合作生产等方式开展合作。 

 2015-129-日本-3-小电动车项目 

本项目的特点是企业依托自己多年汽车技术行业背景，整合日本

产学研资源进行小型、微型电动车动力及行走系统开发。在此基础上，

针对日本现有各类小型载人、载物、载文化的新兴需求，开发各类适

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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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的关键技术主要有： 

1、 电机及控制器。能够实现高品质、低成本，通用性强； 

2、 虽然是小型、微型，但具备汽车所应有的安全、灵活走行性

能； 

3、 使用 CFRP(碳纤维强化塑料)、能够应对碰撞的车体； 

4、 面向海外的开发能力（L6，L7基准）； 

5、 根据用户需求，开发搭载小型发电单元的增程式电动车。 

该公司，于 2013年底在各大车企林立的第 42届东京车展上，展

出了其 TKY 301S （长 3.4ｍ×宽 1.69ｍ×高 1.4ｍ）两人坐动力系

统原型车。2014年 10月，以此动力系统制造生产的，可以伸缩车体

流动电动售货车，已用于东京部分大型建筑楼顶娱乐消费平台（该车

收缩后可以‘乘电梯’到达高层）。 

该企业具有传统车电子控制和车轮行走调试能力，具有电动车的

集成开发能力（团队中包括造型设计公司），具有日本和世界汽车摩

托车法规申报经验，在日本拥有一定的产学研联合能力和关键零部件

调配能力。适合作为合作伙伴，根据不同市场开发新产品，共同开拓

市场。 

该技术外方期望以专利许可证贸易、出口产品、合作生产等方式

开展合作。 

 2015-149-圣彼得堡-6-智能电网设备 

俄罗斯“阿尔戈里姆特” 工程公司的产品在技术和运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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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兼容性参数及安全性方面符合俄罗斯和国际标准，具有较高的技

术含量和市场竞争力。且企业具有与中方开展合作的意愿和主动性。 

国内的智能电网正在蓬勃发展，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将有助于国

内的发展。 

外方寻求伙伴合作进行设备销售、联合开发及生产。 

 2015-151-名古屋-2-日本高精度速冷式移动冷库技术 

目前移动式冷库、保鲜车辆等产品种类较多。该产品利用 DENSO

先进的汽车空调技术，能保证库内极速预冷（最短 6小时）和高精度

保鲜（0.5度范围内的控制技术）。实验表明，使用该产品 108天农

产品良品率达 80%，是普通冷库的 1倍。 

我国农产品速冻、保鲜技术相对落后，在收获季节产地农产品运

输难、品质难以保障，影响了农产品生产效益。该产品较适合目前我

国农业生产实际，技术推广前景看好。 

该公司拟在国内寻求合作伙伴，共同推广此产品。 

 2015-157-英国-59-牛津大学位置传感器项目 

随着工业操作条件日趋恶劣，候选可用传感技术的数量也随之下

降。例如,对于高温和压力,现成的涡流传感器和线性可变差动变压器

(LVDTs)所适宜的温度可达 500°C，但没有解决方案可应对 700 - 

1000°C范围内的操作过程，如涡轮叶片锻造。 

牛津大学研究人员把他们从燃气涡轮机所面临的恶劣操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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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获得的专有技术用于解决位置传感问题。其新型的传感概念克服

了诸多方法的局限，并具有如下几大优势： 

1、为制造商节约成本 —— 改进的测量能力改善了进程并降低

了报废率； 

2、为传感器制造商带来一系列的特殊应用 —— 在较高的温度

和压力下，测量也可以在有辐射或电噪音地区的地区进行； 

3、过程操作人员可以将这些传感器集成到闭环控制系统，进一

步改进其性能。 

目前传感器的概念设计已完成，一些原型也已制造完成并在实验

室条件下进行了测试。 

 

该技术是英国专利申请对象。Isis 公司目前正在寻求资助和合

作伙伴对该概念验证项目做进一步开发。 

 2015-162-英国-64-牛津大学芯片光学传感器项目 

牛津大学开发了一种灵活的基于光学微腔的芯片传感器。通过将

光局限于 1µm3 的大小（大约 1 立方波长），极少量的目标物种能对

腔内介质进行大幅修改，这一情况可通过一系列简单的光学技术观察

到。 

该技术是国际专利申请对象。ISIS 公司以技术许可方式寻求商

业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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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63-俄罗斯-14-16±10小时前强地震临震预测 

该技术可通过观测网络（观测点间距 1000—1500 公里），提前

16±10小时预测地震发生时间，以及震中位置。 

项目单位可通过邮件的方式，免费提供莫斯科东北 100公里处观

测站（观测半径 2000—3000 公里）每天观测数据的预测情况，作为

验证拟转让技术可靠性的依据。 

外方该技术已试运行使用 10 年，可作为借鉴学习使用，具体合

作方式及条件，经双方商议确定。 

 2015-169-以色列-1-实时传感器与监控技术 

以色列地下水和土壤污染监控技术近年来发展迅速。Sensoil公

司联合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基于对地表与地下之间非饱和区域的水

渗流和污染物迁移进行原位实时监测的原理开发了实时智能与传感

技术，并申请两项美国专利。该技术现已在以色列、美国、西班牙、

纳米比亚、比利时和南非安装应用。该技术在地下水和土壤污染监测、

水坝洪水渗透监控、矿产堆浸技术优化等方面具有较大潜力。 

该公司希望与我国科研单位、大学和环保工程公司开展技术合作，

使该项技术在中国得到应用。 

 2015-184-名古屋-5-日本座椅式楼梯自动升降机推广项目 

该产品利用滑升技术，可安装在户内或室外，即可直线升降，也

可曲线旋转升降；升降台可以是折叠座椅，也可采用轮椅直接进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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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式。产品安装在楼梯扶手一侧，不影响行人正常通行，占地面积

小。可一人独立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可靠。 

该产品已在日本国内销售。随着我国老龄化加剧和老人看护产业

发展，该产品有一定市场推广价值。 

该公司计划在中国寻求合作伙伴，共同推广该产品。 

 2015-185-名古屋-6-日本专业护理自动洗浴机 

该公司利用其独特滑升技术，开发出操作简便、平稳顺滑的瘫痪

病人入浴装置。护理人员只要将病人安坐在轮椅状的移动式洗浴车

（有宽型和窄型两种型号）上，推至专用的洗浴连接设备接驳后，即

可进行洗浴，水位可至肩部。大大减轻了护理人员的劳动强度。一台

洗浴连接设备可同时连接两台移动式洗浴车。操作简单，安全可靠。  

该产品已在日本国内销售。随着我国老龄化加剧和老人看护产业

发展，该产品有一定市场推广价值。 

该公司计划在中国寻求合作伙伴，共同推广该产品。 

 2015-188-英国-69-使用软磁复合材料的节能马达项目 

澳大利亚公司开发了一种成功使用下一代软磁复合材料生产小

型、低功耗、高效电机的制造流程和优化电机设计方法。采用该技术

生产的电机满足了所有新的能效法规和标准。 

该公司目前正在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把这些新马达投放市场，具

体合作形式包括许可、合资企业、经销以及所有类型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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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技术在国内外有很大市场，外方寻求伙伴开展合作。 

 2015-194-英国-75-牛津大学白激光波长选择技术 

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一种允许从一个广谱(或超连续

光谱)白激光中选择任意波长的简单、廉价的系统。该技术适于任何

激光应用之处，特别是荧光显微镜。与现有技术相比，该系统具有如

下几大优点： 

1、廉价； 

2、较高性能、无信号损失； 

3、可用波长范围限制少； 

4、任意波长选择； 

5、可开发成单一可调或具有可互换单一波长选择器的系统。 

上述这些优势可扩大白激光源的应用和市场。 

该技术在国内外有很大市场，外方寻求伙伴开展合作。 

 2015-196-英国-77-牛津大学 NBT 电化学模拟技术 

牛津大学的科学家们开发出硝基四氮唑蓝(NBT)测试的电化学模

拟方法。与传统的定性 NBT测试相比，其设备带来了直接的量化结果，

使用简单，不用依赖于训练有素的人员。该方法使用沉浸在一个包含

超氧化物的水样本中的碳糊电极，然后该电极再沉浸于氯化硝基四氮

唑蓝（NBTC）溶液中。两种溶液在碳糊中反应，NBTC 减小形成双蚁

脂。双蚁脂产生一个可量化的峰值，这个峰值可以用来测量过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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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浓度。 

牛津电化学传感器解决了以前的稳定性以及对温度和酸碱度的

依赖问题。 

该技术已在实验室中进行了演示，并且已被提请专利。ISIS 寻

求商业化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