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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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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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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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研发动态 

日本开发出燃料电池白金催化剂劣化实时测定方法 

据《日刊工业新闻》2015 年 5 月 19 日报道，日本丰田公司和

Fine ceramics center（JFCC）合作研发出利用电子显微镜实时测定

燃料电池白金催化剂劣化状况的实用方法，为阐明白金劣化机制，减

少燃料电池白金用量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手段。 

燃料电池在发生化学反应发电时，用于电堆催化剂的白金在碳粒

子上形成白金原子微粒子团，使其比表面积减少，造成白金劣化。由

于微粒子团直径仅为数纳米，观察其成团过程极为困难。 

研究小组采用微电机系统（MEMS）技术，制作出厚度仅为数百纳

米的模拟燃料电池电堆，再现发电时的化学反应状态，利用透射电子

显微镜实现了纳米级的实时观察。 

该技术可模拟、实时观测燃料电池车运行中电压变化与白金劣化

的关系，对于精确进行白金耐久性试验，开发防止白金劣化技术，减

少燃料电池车白金催化剂用量，降低整车成本意义重大。 

日本更新量子加密最长传输记录 

——成功进行 340公里长距离传送密匙实验 

据《日刊工业新闻》2015 年 5 月 19 日报道，NTT 物性科学基础

研究所（NTT Basic Research Laboratories）成功进行了约 340 公

里长距离量子密匙传送实验，将实现长距离量子通信又向前推进了一

步。  

研究人员发现，单一光子检测器的噪声是量子密匙长距离传送的

障碍之一，而噪声产生的原因是在室温下通过光纤照射在检测器件上

的“黑体辐射”。为了去除黑体辐射，研究人员设置了冷却到 0.3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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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温度，0K=-273℃）的低温滤光镜，开发了纳米级细线结构的氮

化铌单一光子检测器。新器件能够去除 1.55 微米波长以所有外波长

范围的黑体辐射，并使噪声的发生率降低到每 100 秒１次的水平。  

研究人员使用单一光子检测器，通过光纤用 1.55 微米波长进行

了量子密匙的传送实验。通过实验，确认了在换算为普通光纤（光损

耗为 72dB）的条件下，能够以较低的误码率安全传输量子密匙 336公

里。  

据报道，目前单一光子检测器的检测效率仅有 3%，如果提高检测

效率，能够进一步延长传输距离。 

日本研发出高精度超声波癌症治疗仪 

日本东京大学开发出在检测癌症病灶的同时，可进行精确超声波

照射的治疗仪器。 

目前，在进行癌症超声波治疗时，由于人体呼吸等微小动作造成

照射精度难以保证。新装置利用两个方向的检测超声波进行病灶定位，

同时手术台可以随着病人呼吸等微小动作进行精度达 1 毫米的同步

移位，使超声波照射治疗精度大大提高。 

研究小组计划在进一步改良的基础上，3 年后用于临床。 

日本研制出电能损耗减半的下一代半导体 

据《日本经济新闻》2015 年 5 月 18 日报道，日本松下电器研发

出利用氮化镓制作的半导体，电能损耗较现有同类制品降低 50%，计

划于 2016 年实现量产。 

目前，氮化镓做为半导体材料多被用于蓝光二级管（LED），控

制电压的半导体多用碳化硅制作。由于其优异的节电性能，氮化镓被

称为替代碳化硅的“终极半导体材料”，世界各国正在加紧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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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下率先推出氮化镓半导体量产计划，期待以此改变其半导体事

业连年赤字的被动局面。据称，目前已有 10 家日本国内外企业与之

开展供货洽谈。 

日本开发出利用尿液发电的纸制电池 

日本东京理科大学研究小组开发出利用尿液中糖分发电的纸制

电池，可自动感知尿液，并发出无线电信号。适合于纸尿裤等用品。 

研究小组将特定酶印制在纸面上，可在分解尿液糖分时产生电子；

同时，印制在纸面上的银粒子线路聚集产生的电子，可获得 1.5伏的

电压，通过电子回路发送电波。由于仅通过纸面印刷即可实现尿液感

知和电波发送功能，成本较低。据测算，平均制造一个纸尿裤需 100

日元左右。 

研究小组期待 5-10 年内推出实用化纸尿裤。一旦推广可减轻老

人护理行业从业人员的护理负担，提高工作效率。 

日本开发出废纸制氢技术 

据《日本经济新闻》2015 年 5 月 18 日报道，大阪市立大学和富

士化工联合开发出利用废纸屑等垃圾通过光合作用制造氢气的技术。 

目前，氢气制备来源主要是天然气等一次能源，制造过程排出 CO2，

采取电解水方法制造氢气又需要电力。研究小组利用太阳光合作用原

理，在废纸屑分解出的糖分中加入植物叶绿素，并混入铂催化剂，经

过太阳光照射，成功制造出氢气。从目前氢气制造量来推算，太阳光

的能源转化效率为 0.2%。研究小组计划通过进一步技术改良，争取使

转化效率提高至 2%左右。 

研究小组称，此方法比电解水方法成本低，可以在处理报纸、杂

志等废纸的同时制造氢气，计划 5年后开始实证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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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现病毒型糖尿病发病特定基因 

据《日刊工业新闻》2015 年 5 月 21 日报道，九州大学研究小组

研究发现，与抑制病毒繁殖的蛋白质有关的基因---TYK2 一旦变异，

糖尿病发病风险将上升 2 倍以上。 

研究小组调查了健康人群 331 人、一型糖尿病患者 302人、二型

糖尿病患者 314 人。对 TYK2 基因个体差异进行对比，结果显示：糖

尿病患者 TYK2基因变异比例约为健康人群的 2倍，达 8—10%。而且，

有感冒症状后发病的一型糖尿病患者中，TYK2 基因变异比例高达

13.7%，表明由病毒感染引发糖尿病的可能性较高。研究小组称，一

旦查明引发糖尿病的病毒，将有可能开发出糖尿病疫苗。 

该研究成果已在国际科学杂志《Biomedicine》上发表。 

日本开发折叠型机器人 

据日刊工业新闻 2015 年 5 月 25日报道，日本电气通信大学松本

光春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开发成功可移动并运送小型物体的折叠型

机器人。研究人员利用一枚片状材料可形成复杂的三维构造，试制的

折叠型机器人不仅能够折叠成飞镖形状，还做出蠕虫的动作并运送硬

币。由于折叠机器人可以经折叠小型化，并可任意变形，研究人员认

为利用其特性有可能实现具有灵活适应环境能力的新型机器人。 

松本光春教授以日本传统文化中的折纸为原型，使用被称为生物

金属的人工肌肉，开发出可移动及变形的机器人。机器人使用强度高、

重量轻且柔软的苯乙烯板作为基材，在基材上粘贴生物金属，并用铜

线和铜箔形成电路。使用与电路并行配置的 16 个电磁效应晶体管

（FET）对生物金属进行独立控制。由于仅靠生物金属的收缩折叠动

作不够稳定，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人员利用磁性物质的排斥力加以改善，

从而使折叠机器人的开闭动作更加顺畅。 

mailto:irs@cste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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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35 

一般的变形机器人大多是由多个被称为模块的机器人组合实现

各种功能。因此，各个模块之间的位置配合有一定难度，并需要进行

动力和联合机构的设计，限制了其变形能力。折叠机器人结构简单，

不仅能够轻易从平面变形为立体，而且具有全方位移动和简单运送物

体的能力。 

日本开发小型波长可调激光器 

据《日刊工业新闻》近日报道，日本东北大学研究生院工学研究

科的北智洋副教授、山田博仁教授与日本信息通信研究机构（NICT）

光通信基础研究室山本直克室长带领的研究组，共同开发了可在较大

范围调节波长的小型激光器。其体积仅为现有激光器的几百分之一，

激光波长可在 1.2 微米至 1.24 微米范围内变化。该类型激光器可用

于大容量光通信系统，具有省空间、低能耗的明显优势。 

在研究过程中，东北大学利用硅光子技术开发出具有较强波长选

择功能的小型波长可变滤波器芯片，信息通信研究机构则开发了量子

点光放大器芯片。研究人员研制了两个由宽高为 400×220 纳米超细

光路构成的环形振荡器，利用其选频功能起到滤波器的作用。滤波芯

片上设置微加热器，通过温度变化控制激光波长。把波长可变滤波器

芯片与量子点光放大器芯片有机结合，从而实现了由不同材料集成的

新型波长可调激光器。 

报道称，目前一般量子点波长可调激光器的体积为数立方厘米，

新开发的小型波长可调激光器最大边长仅为 3毫米，大幅度降低了器

件能耗，同时提高了信息应答速度。 

印度科学家完成转基因芥末田间试验 

据法国路透社报道，印度科学家已经完成了转基因（GM）芥末的

最终试验，将在一个月内向政府提交报告，希望其能成为全国首个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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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转基因粮食作物。然而，印度农民联盟（BKS）等组织对此表示

强烈反对，提出转基因作物将摧毁印度的农业经济，要求政府停止所

有现行试验。他们认为，印度政府被西方企业所蒙蔽，印度科学家可

以进行田间试验并提交报告，但不能在印度进行大范围种植。 

2030年，预计印度将有 15 亿人，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

国，随着城市化对耕地的吞噬，批准转基因农作物种植是印度总理莫

迪实现提高农业生产率的重要手段。当前，印度的食用油 60%靠进口，

每年需花费 100亿美元，在印度成为继原油和黄金之后的第三大进口

商品。领导转基因芥末研究的德里大学 Deepak Pental教授表示，如

果印度通过转基因芥末的商业化，可能减少未来的进口，介子油将为

印度带来高收益—比全国平均收益率高出 26-34％。该品种通过了生

物安全监测，没有显示出任何过敏反应，也不具毒性或环境影响。 

尽管遭到反对，印度政府和科学家仍然大力推进科研和田间试验。

随着 2002 年美国孟山都公司的进入，转基因棉的种植使印度从一个

棉花净进口国转变为世界顶级纤维生产国。去年 8 月，莫迪政府恢复

了部分转基因作物的田间试验。今年 1 月，印人党带领的马哈拉施特

拉邦，批准了大米、鹰嘴豆、玉米、茄子、新棉花品种等转基因作物

进行田间试验。 

俄罗斯深水中微子望远镜在贝加尔湖投入使用 

据贝加尔湖科技网 2015 年 5月 20 日报道，俄罗斯“杜布纳”百

万吨级深水中微子望远镜正式在贝加尔湖底投入使用。这套试验综合

体由俄罗斯科学院核研究所、俄罗斯联合核研究所等科研组织于今年

4 月初安装，它是俄罗斯立方公里中微子望远镜 Baikai-GVD（Gigaton 

Volume Detector）的第一个望远镜集群。 

“杜布纳”试验综合体由 192 个光学模块组成，置于水下 1200

米深处，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型的三个中微子记录器之一。俄罗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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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决定在 2020 年前将“杜布纳”试验综合体的体积增加至 10-12

个集群，其体积届时将达到 0.5 立方公里。 

俄罗斯科学家将通过“杜布纳”试验综合体对宇宙高能中微子的

自然流动开展研究，发现基本粒子出现的新特性，了解天体发生的高

能过程、宇宙粒子的起源。研究结果将有助于得到宇宙构成及其演化

的新信息。 

“杜布纳”试验综合体是未来国际中微子联合站（包括南极中微

子站和地中海中微子站）的关键装置。 

“杜布纳”试验综合体的投入使用揭开了人类研究宇宙高能中微

子的新篇章。 

俄罗斯研制出快速测定土壤毒性的新方法 

据贝加尔湖科技网 2015 年 5月 21 日报道，俄罗斯西伯利亚联邦

大学研制出利用发光细菌酶的发光度测定土壤毒性的新方法。 

传统生物毒性检测方法测定土壤毒性需要约 5天时间，而上述新

方法仅需 10-15分钟。快速测定方法对于分离与清洁被污染的土壤特

别有效。 

此外，用这种方法可以确定受污染土壤是否对农作物及生命有机

体产生影响，这对于不清楚土壤受何种杀虫剂污染是非常重要的。 

俄西伯利亚学者开发微型人工心脏泵 

据俄罗斯《西伯利亚科学报》报道，西伯利亚分院理论与应用力

学研究所与血液循环病理学研究所将合作开发一种用于心脏衰竭患

者的微型人工心脏泵。 

据科研人员介绍，目前在德国生产的类似的人工心脏泵，价格约

25 万欧元。而他们开发的产品将进行改进，使之更轻（约 150 克）更

便宜，并能减少血栓的形成。这种人工泵将被置于人体心脏下方，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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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部引入导线接入电池等保障泵的正常工作，泵血速度是每分钟 7升。

微型人工心脏泵可作为临时措施用于等待心脏移植的患者，或者用于

因年龄和疾病等原因不能做心脏移植的患者，以及进行过心脏手术其

心脏不能独立承担负荷的患者，都要靠植入人工心脏泵来辅助心脏工

作。 

目前，该项目已经获得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 150 万卢布资助，研

究人员计划本年度进行泵的组装工作，开展血栓形成和流体动力学研

究，2017 年进行动物实验。 

哈萨克斯坦国防大学研制出用于军事领域的 3D 打印设备 

哈萨克斯坦通讯社 2015 年 5月 18 日报道，据哈国防部消息，哈

已开始在军工领域应用 3D 打印技术。纳扎尔巴耶夫国防大学研制出

可应用于军事领域的 3D 打印设备，目前正对军方技术人员进行操作

和组装的培训。 

该 3D 打印设备可凭借其内置编辑器，直接从计算机图形数据中

生成任何形状的零部件，并可用于科研教学、建筑、医学等领域。 

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积极从事纳米材料学研究 

据哈萨克斯坦通讯社报道， 据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谢波夫教授介

绍，在哈萨克斯坦发现纳米级沙土，该天然纳米材料可以用于改善盐

渍土壤，培育植物。他说，在这种沙土上种植的植物可以使用咸水浇

灌，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实验室正在就该材料开展相关实验研究。一旦

推广，将成为哈农业领域的一场革命。 

此外，该教授谈到高校在研发一种新型仪器“纳米泵”，该仪器

使用柔性和固体材料石墨烯制成。这种材料由碳原子组成，比普通钢

坚固 100倍。新型纳米泵适用于直径几纳米到几微米的管道，气密性

强，任何液体或气体都不能流过。此外，该校科研工作者还在从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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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防治电缆高压击穿用纳米薄膜研发，该项目是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

哈国家电网管理公司的联合项目，项目实施可以有效节约远距离输电

成本，预估可以将总成本降低 6%。 

欧盟中试示范氢燃料电池物流业商业化应用 

随着欧盟氢燃料电池（FCH）技术的基本成熟，以及氢燃料电池

在可再生能源发电（风能和太阳能）储能方面的积极作用，欧盟氢燃

料电池重大专项（FCH JTI）投入研发资金 500万欧元，组成由比利

时 Hydrogenics Europe NV 公司负责牵头，欧盟 5 个成员国及联系国

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和冰岛，9家光伏（PV）企业、物流叉

车制造企业和物流企业，联合科技界组成的欧洲 DON QUICHOTE 研发

团队。从 2012 年 10 月开始，致力于氢燃料电池在物流业商业化应用

的中试示范项目开发，积极研究和评估经济技术可行性。 

研发团队的科研活动，涉及从光伏发电生产氢气和氢能储存到加

氢基础设施和物流氢燃料叉车制造的全价值链经济技术可行性评估。

截止目前，研发团队已分别完成光伏发电碱性电解槽生产氢气、创新

型更高效质子交换薄膜电解氢燃料补给基础设施、氢燃料电池叉车设

计、基于电化学压缩技术氢储能系统设计的研制开发和经济技术可行

性评估。并成功设计开发出两套切实可行的氢燃料补给方式：连接电

网补给和可移动补给。研发团队目前正聚焦于整个价值链的结构优化

和经济技术可行性评估，初步结果显示出良好的商业化应用前景。 

欧委会认为，氢燃料电池作为可再生能源储能中介的作用日趋明

显，将为实现欧盟 2020 能源战略目标作出重要贡献。研发团队相信，

中试示范项目实施过程中采集的大量数据参数，必将为欧盟氢燃料电

池技术的可持续发展和标准化制定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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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棘阿米巴角膜炎生物药进入 III 期临床试验 

棘阿米巴角膜炎（Acanthameba Keratitis， AK），为一种罕见

的眼睛寄生病原体感染疾病，患者主要来自佩戴隐形眼镜的群体。欧

洲国家的发病率已超过 10 万例，其寄生病原体具有很强的耐药性，

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有可能导致眼睛视力下降和失明，甚至需要摘

除眼球。作为欧盟第七研发框架计划（FP7）的研发创新成果之一，

研制成功的聚已缩胍（Polihexanide）生物药眼药水（PHMB）已申请

欧洲发明专利，并获得欧委会颁发的临床试验许可。 

欧盟第七研发框架计划（FP7）健康主题再次提供 400 万欧元资

助，总研发投入 560 万欧元，由欧盟 4个成员国法国（总协调）、英

国、意大利和荷兰，6 家医学科研机构和生物制药企业参与组成的欧

洲 ODAK 研发团队。从 2012 年 12 月开始，致力于 PHMB 生物新药的临

床试验研究，截至目前已进入商业化应用前期的 III 临床试验阶段。 

参与 III 期临床试验的病患志愿者，96%曾有过佩戴隐形眼镜的

历史。研发团队的 III 期临床试验，主要集中于 PHMB 生物药的配方

优化、质量稳定、安全可靠和治疗效果分析研究，并为未来的临床实

践和用药剂量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尽快获得新药的上市许可。 

III 期临床试验分别对 PHMB 新药的生物活性及配方剂量同治疗

效果及眼耐受性（Ocular Tolerance），进行了系统性的系列对比试

验研究，进一步改进完善了新药的配方、活性、剂量和有效性等。同

时提出医院和手术的用药剂量建议，尽可能确保药物副作用的最小化。 

欧盟积极开发应用热电材料 

作为欧盟第七研发框架计划（FP7）科技成果之一的新兴热电材

料（Thermoelectric Materials），采用现代纳米结构合成技术，主

要由三大类材料组成：硅基复合材料、碲基复合材料和金属硫化物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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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材料。热电材料通过“热”端和“冷”端之间的温度差产生电流，

导电隔热特性愈好效率愈高，一般情况下热梯度愈大发电效果愈好。 

FP7 资助支持的 INNOVTEG 研发创新项目，主要聚焦于热电材料

在光伏产业的应用，致力于高效太阳能光伏板的研制开发。其工作原

理，将光伏材料同热电材料有机整合，光伏材料直接将太阳光转化为

电能，而热电材料吸收太阳辐射热量转化为电能，从而提高太阳能光

伏板的整体发电效率。 

FP7 资助支持的另一 POWER DRIVER 研发创新项目，利用热电材

料，正在研制设计内燃机废弃热量电力发生器。目前的内燃机技术，

通常只能将燃料燃烧热能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转换成有效的机械

能或电能，其余的热能作为废弃热量被排放到大气中白白浪费。新研

制的电力发生器，对 10 余种热电材料的热量回收进行了比较研究，

已将内燃机的燃料转化效率至少提高 5%。 

目前，欧盟部分热电材料技术已成功推向市场。研制开发的便携

式热电发生器装置，为野外勘探旅行提供电力。利用热电材料开发的

汽车座椅恒温技术，正在汽车制造业推广应用。 

世界首条太阳能路面正在进行试运行 

欧盟第七研发框架计划（FP7）提供部分资助，总研发投入 350 万

欧元，由荷兰负责牵头欧盟多个成员国科技人员参与组成的欧洲

SolarRoad 研发团队。经过 3年时间的研制开发，在荷兰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西北郊区的一条公共自行车道上，成功实现世界首条

70 米长太阳能光伏板铺设路面的研制开发。从 2014 年 11 月开始，

进入试运行结构优化阶段。 

有序排列的晶体硅太阳能光伏电池板，被嵌入道路混凝土路面，

表面覆盖一层半透明的光调节材料和防滑玻璃。路面设计尽可能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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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吸收太阳光线，每年每平方米路面发电能力为 70KWh。太阳能路面

同一个智能电表相联，自动调节向路灯或电网送电。 

试运行 6个月以来，太阳能路面已发电 3000KWh，预计全年发电

相当于欧盟 3 个家庭用户平均一年的用电消费量。截止目前，太阳能

路面上已通过约 15 万骑自行车者和数量可观的徒步旅行者，路面承

受能力及运行状况良好。研发团队的负责人称，试运行以来的实际效

果超过预期。 

鉴于太阳能路面试运行的出色表现，原定计划 2年的试运行时间

被缩短为 1 年。研发团队将在广泛收集、整理、分析数据的基础上，

正在寻求工业合作伙伴，希望进一步研制开发能承受大型车辆和公共

汽车的太阳能路面。 

欧盟研发城市智能声学传感器 

智能化发展是欧盟 2020 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智能城市建设则

是重中之重。日前，由欧盟资助的 EAR-IT 研发团队开发了一种智能

声学传感器（Intelligent acoustic sensor），并在西班牙桑坦德

（Santander）成功应用。 

该智能声学传感器集成了先进的声学分析技术，能够有效地对捕

获的各种声音进行智能鉴别，为管理交通、能耗、环保等提供便利，

让城市变得更方便、更舒适、更可持续。比如，它能够对捕获的救护

车警报声进行智能识别，据此判断救护车行驶的方向，从而通过城市

智能交通网调节交通信号灯，以使救护车能无阻碍地快速抵达目的地。

此外，通过监控市区内的噪音水平，该智能声学传感器也可以实时地

反映市区交通拥堵状况、停车场的空闲程度等，提供给需要的部门或

者个人做参考。相比视频监控等方式，智能声学传感器能更早地发现

一些紧急情况进行预警，并且成本更低廉，其未来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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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发出智能声学传感器基础上，项目研发团队还在积极研究构

建城市的“声学基础设施”（acoustic infrastructure），以便进

一步提高城市智能化水平。 

牛津大学成立 5 亿英镑创新基金，力推科研成果商业化 

近日，牛津大学发起成立了高达 3 亿英镑的创新伙伴投资基金，

以着力推动其数学、物理、生命科学和医学科学系所开发的知识产权

的商业化。这被认为是英国有史以来知识产权商业化最大的一笔创新

投资基金之一。  

牛津大学和其技术商业化子公司 ISIS 创新公司将与新成立的牛

津科学创新公司（OSI）合作，牛津科学创新公司将给企业提供资本

和拓展专长。  

牛津科学创新公司正在筹集 3 亿英镑创新基金，其中已确认的投

资者包括对冲基金巨头兰斯顿合作伙伴（Lansdowne Partners）、伍

德福德投资管理公司（Woodford Investment Management）、维康基

金和创投公司 IP Group。  

牛津科学创新公司将由 IP Group 创立者 David Norwood 领导。

David Norwood 表示，牛津大学是世界上卓越科学的诞生地之一。这

一地标性创新伙伴投资基金为把世界一流的科学转化为市场领先的

公司以及为利益相关者带来可观的价值创造了机会。  

美国 ARPA-E 启动新研发计划 

美国能源部先进研究计划局 ARPA-E 近日宣布拨款 6000 万美元

启动干式冷却先进研究 ARID 和加速低成本等离子体加热及组件

ALPHA 两个研发计划。干式冷却先进研究计划资助 14 个项目，旨在

开发超高性能气冷热交换器、辅助冷却系统、储冷系统等，以及千瓦

级原型实验装置。如果成功，新技术将在保障效率以及不增加冷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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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前提下极大减少热电厂用水量。加速低成本等离子体加热及组件

计划资助 9 个项目，旨在开发工具为实现聚变能的新途径奠定基础。 

不清楚什么意思？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开发深网搜索技术 

据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官方网站 2015 年 5 月 22 日报道，

NASA下属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PL）正在与美国防部先进研究计划署

（DARPA）合作进行名为 MEMEX 的项目，开发新型网络搜索工具，以

有效利用“深网”空间信息。  

所谓“深网”（Deep Web），指的是互联网中不能被普通搜索引

擎索引的信息。在互联网中，可搜索的信息只是冰山一角，大量隐藏

的信息称为“深网”空间，为违法犯罪甚至恐怖主义活动提供了温床。  

MEMEX项目通过开发下一代网络搜索技术，增强搜索引擎的功能，

使其可以像浏览器一样运行动态网络脚本，从而采集更加丰富的信息。

该项目还通过大数据手段寻找文本、图像、视频、表格、网络脚本等

不同类型信息之间的联系，例如可以在不同祯的视频中识别相同目标。

MEMEX 项目隶属于 DARPA的大数据计划 XDATA，共有 24个联邦机构研

究团队参与其中。  

MEMEX 项目的成果也可应用于航空航天领域，其强大的图像及视

频处理能力将有助于分析 NASA 产生的海量信息，可用于光谱仪图像

检索，也可监测降水量、土壤湿度等地球物理指标。此外，该项目还

将大大提升科学文献数据的检索利用能力。  

美研究称推广页岩气开采技术可以提高全球原油采收率 

根据休斯敦 IHS 咨询公司 2015 年 5 月 14 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

告，如果页岩气开采先进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全球原油产量可增

加 1410 亿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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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告称，利用页岩气开采中使用的水平钻井和水力压裂等技术，

可以让全球 170块已处于枯竭状态的老油田“重焕生机”，其中，伊

朗、俄罗斯、墨西哥和中国在利用页岩气开采技术方面具有较大潜力。 

美科学家研究选定三种卵巢癌生物标记物 

生物标记物是免疫系统生成的一种自身抗体，可用于疾病诊断、

判断疾病分期或用来评价新药或新疗法在目标人群中的安全性及有

效性，是临床上医生进行诊断的辅助依据。 

美国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经过测试，选定了三种卵巢

癌生物标记物：p53，PTPRA 和 PTGFR。研究人员运用核酸可编程蛋白

质芯片（NAPPA）技术对患者血样进行检测，通过对测出的生物标记

物情况进行分析，可在癌症早期，患者尚未有任何症状表现时发现卵

巢癌变。 

根据美国卵巢癌国家协会数据，卵巢癌是美国女性的第五大癌症

杀手，每年约有 1.5 万名女性死于该疾病。卵巢恶性肿瘤的早期诊断

率仅有 15%，大多数患者在发现患有卵巢癌时已处于晚期。 

该研究结果在《蛋白质组学研究期刊》2015 年第 3 期刊发。 

墨西哥研究人员发明睡觉监控床单 

近日，墨西哥德拉萨尔创新园的红外物理专家 Paulino Vacas 

Jacques发明了一个能使床单智能化，继而使它们能够测量睡眠质量

和持续时间的主板，一个带有能被整合进床单和床罩的传感器的简单

卡片。 

Vacas Jacques 认为，该装置能帮助医生监控和更好地了解那些

具有睡眠障碍和抑郁症的病人。为便利睡眠数据的分享，该卡片含有

能把数据直接传送给医生的无线电发射装置。 

Vacas Jacques认为该技术能在卫生保健和体育等诸多领域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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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现在想邀请其他开发商提出该方面的建议。 
 

推荐项目：制造类 

2015-13-英国-2-新型超高精度氢气检测方法 

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QUB）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的氢气检

测器，达到 1ppm（百万分之一）氢检测能力。 

氢探测器是未来氢能工业的关键组成部分，吸引了广大的研究兴

趣，氢气监测在加氢站，泵压氢气，氢燃料电池汽车发动机等领域广

泛应用。各种类型的氢传感器，基于金属催化剂如 Pd 和 Pt 在过去的

十年已被广泛研究。相比现有的设备 QUB 的传感器采用一种简单而有

效的方法探测到由于氢扩散所引起的半导体材料功能的变化。尽管这

个物理机制相对复杂，氢气浓度传感器可以通过简单的监视催化金属

薄膜的电阻进行测量。单独测量金属电极电阻的变化可以被用来计算

所述氢浓度。  

相关内容详见： 

http://www.qub.ac.uk/directorates/EnterpriseDevelopment

/CommercialOpportunities/AllLicensingOpportunities/Schottky

basedhydrogensensors/ 

该实验室成果在国内和国际上有很大的市场，外方寻求商业伙伴

开展技术许可或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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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6-英国-6-牛津大学石墨烯制造技术项目 

直到现在，大面积 CVD 石墨烯膜制备由于铜表面呈杂乱分布的许

多小薄片，在石墨烯层上造成了晶粒间界，因而弱化了石墨烯的机械

强度，降低了其电气性能。 

通过控制铜基板的晶体取向和排列小薄片，牛津大学的发明克服

了上述缺陷。该技术也成为普遍纳米材料的应用开发中制造过程创新

的一个重要工具。 

该发明是英国专利申请对象。ISIS 寻求商业化合作伙伴。 

该实验室成果在国内外有很大市场，外方期望技术转让。 

2015-44-爱尔兰-2-爱尔兰生物功能食品加工成套设备技术 

生物功能食品工程设施（BFE）是国家最先进的食品设施，用于

加工功能性营养饮料和婴幼儿配方奶粉。是爱尔兰食品局研究项目和

合作企业的重要设备支持。 

该设备是通过 2006 年的国家战略设备资金资助研发的，是国家

最先进的处理和稳定营养饮料和配方食品如婴幼儿食品成分的设备。

旨在将实验室结果转化为工厂规模化一体操作。BFE将提供脱水、分

离、封装和热加工处理。 

BFE 设备为奶制品饮料提供了“一站式工厂”，它具有独特的完全

集成的研究规模的发酵罐/反应器，并能很容易通过 Moorepark 科技

有限公司（MTL）获得扩大规模的设备。这些设备经过精心设计，可

以很容易匹配，也可以很轻松地完成从一个实验室规模的生产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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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的生产。BFE 为企业在临近市场生产时提供了一个技术平台，

最终，预计该设备将为食品和具有生物活性成分饮料生产做出重要贡

献。 

设施/设备  

多级喷雾干燥器，能够干燥奶粉成分。  

多功能膜过滤装置，适用于分离牛奶和配料。  

超临界流体萃取。  

吸附层析装置。  

连续滗析器，保证生物活性物质的浓度和发酵后的净化。  

同心喷嘴封装具有生物活性成分的微胶囊，10-1000μm之间。  

微热敏电阻热交换器与在线均化器。 

潜在合作企业 

奶制品和食品工业。  

婴幼儿配方奶粉生产企业。 

详细资料查网页： 

http://www.teagasc.ie/research/collaboration/expertise/

BiofunctionalFoodEngineeringFacility.pdf  

该技术可规模化生产，可应用于各种配方食品、保健品、营养饮

料生产，市场前景广阔，外方期望许可合作。 

2015-84-法国-1-工业污气处理设备 

该设备使用电化学与电子过滤技术，无需机械式过滤，可直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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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气体污染，根据欧洲环保测试机构 ECOMESURE 的测试，处理效果最

高可达 99%，该设施包含多个型号，单个设备的最大处理量为 12000

立方米，可并排使用多个设备，增大处理量。该设备可耐 800 摄氏度

高温，生产成本低，安装便利。 

该产品使用领域广，可快速生产。 

该技术具有专利，可规模化生产，外方寻求合作伙伴产品工业化

与商业化、在华设立生产基地。 

2015-96-英国-40-布里斯托大学项目-多功能时间设备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量子信息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一种新型的多

功能的完全数字化设计的计时仪器，可通过软件配置来执行不同的测

量。 

优点： 

﹒可用作时间相关的单光子计数器，一个 8 或 16 信道窄窗重合

计数器，和一个多通道时间到数字的转换器 

﹒灵活，低成本 

﹒所有的数字化设计和配置都通过软件 

﹒自校准 

应用 

﹒飞行时间 

﹒量子密码学和量子信息实验 

﹒荧光寿命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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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光学断层扫描 

﹒光学和半导体器件的表征 

相关信息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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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ercial/licensingopportunities/scienceandengineering/119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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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01-英国-43-布里斯托大学项目-一种从乙醇原料生产

乙烯等化学品的技术 

布里斯托大学发明了一种新型的低温工艺将乙醇选择性脱水变

成乙烯，通过从乙醇中衍生得到可持续的生物质，从而为下一代生物

燃料和大宗化学品的生产使用铺平了道路。不同于传统的酸催化剂，

关键是一种新的过渡金属基催化剂，通过不同的催化机理进行反应，

能够进行良好的转化，选择温度低于 150℃。该过程可以单独使用作

为生产乙烯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较低的工作温度意味着该催化剂也

可用配合其他催化剂在单独的反应器中进一步生产乙烯衍生物。 

相关信息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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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ercial/licensingopportunities/scienceandengineering/127

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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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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05-英国-47-布里斯托大学项目-一种优化的微流体的

微混合器 

微混合器设备是许多微流系统的关键零件，被用作反应的部件。

在分子尺度上，主要受分子扩散而不是紊流作用，粘滞效应极大地降

低了混合效果。 

通常的微混合器基于外部的能量源，像压力、电子或声波能量能

够用于加速混合，但这个过程复杂，难以安装且需要能量供应。因此

急需一种简单、高效、稳定、强劲、易于集成到更大的系统，且不需

要外部能量源的微混合器。关键问题在于像扩散、紊流等随机过程是

无效的，唯一的选择是理解分子的运动方向，设计基于混沌混合

（chaotic mixing）和混沌平流（chaotic advection）的微混合器。 

最近，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两位应用数学家（Prof Steve 

Wiggins and Dr Rob Sturman）成功应用动力系统理论，特别是链接

扭曲地图（Linked Twist Map）和遍历理论（ergodic theory）在更

抽象的和基本水平上理解微混合问题。由于这种认识的结果，已经可

以设计新的优化的微混合器。这个微混合器显著地减少了未混合流体，

因此获得了更高的总混合效率。布里斯托的微混合器的关键优势在于： 

（1） 该设计方法可以用于优化更宽泛的混沌微混合器， 

（2） 优化混合效果，达到哪个更快速、更稳定、可重复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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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 

（3） 微混合器的设计可以被调整，然后迅速重新优化。 

相关信息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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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ercial/licensingopportunities/scienceandengineering/111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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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06-英国-48-埃克塞特大学项目-3D 构架结构的工程设

计工具 

该工程设计工具，可以计算所有可能的 3D 构架结构生成的弹性

/热膨胀性能。所有结构的弹性和热膨胀特性都能够被记录。 

主要优点： 

•改进构架结构稳定性。 

•优化的低成本解决方案。 

应用： 

•热差异较大的卫星桁架结构。 

•航空和航天工业。 

•构架系统广泛用于交通运输和民用基础设施。  

相关信息链接： 

http://www.exeter.ac.uk/business/ip/commercial/3dtr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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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技术可规模化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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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27-瑞典-1-瑞典新型室内空气净化通风系统 

通过 30 年的研究与试验，瑞典通风专家 Kurt Belin发现空气粉

尘中的死皮颗粒对人体健康有很大威胁，如其可引发常见的过敏、咳

嗽以及打喷嚏等症状。为此，他开发了全新的室内通风方法——“前

线通风”。 

该通风系统采用申请专利的通风入口装置“InFront”，结合活塞

通风原则和置换通风原则对室内空气进行净化。 

经过室内提前安装好的通风入口装置“Infront”控制，室外气

流以半层流状态从地面区与平行区进入室内。新进入空气因温度相对

低，将室内地面区温度较高的空气连同其中有害颗粒物一同垂直推升

到房顶区，通过排气系统排出。 

因为空气平行进入，且呈半层流状态，人体周围的对流气流不会

遭到破坏，因而不需要提高室内温度进行热量补偿，即可使人体感受

到适宜的空气温度。该系统尤其适合活动空间接近地面的幼儿。 

系统主要优势及特点如下： 

1、系统可减少室内有害气体达 80%，有效降低过敏、气喘以及疲

劳等症状的发生几率； 

2、可降低达 6℃的加热需求量，能源消耗减少 20%； 

3、由于较低的气流需求，系统可有效降低运行时产生的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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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接近静音； 

4、降低通风系统维护费用，因为该系统基本不需要支持。 

公司及项目详情可参阅： 

http://www.summitgreentech.com/  

该技术可广泛应用于有气体污染的企业中，外方希望通过中方找

到合作伙伴，共同在中国推广产品，挖掘市场。 

2015-128-瑞典-2-瑞典 Axon 过滤系统 

Axon过滤系统是 Axon绿色技术公司推出的针对溢油和重金属污

染的过滤系统，其过滤装置吸收体采用的是经过热处理的高级泥炭。 

化工油污和重金属等经过泥炭吸收体之后，即可被吸附或被改变

成无害状态。因泥炭具有疏水性且可完全降解，故该吸收体既可用于

陆地也可用于水上，是具有成本有效性且生态友好型的吸收体。 

Axon 过滤系统一般包括四个装有泥炭吸收体的盒子，这些盒子

经过设计可让污水自然向下通过，同时使得经过每个盒子的污染物能

停留足够长的时间，以保证吸收体的吸收效果。 

一旦污水经过过滤器，至少有 99.3%完全分散的碳氢化合物可被

过滤掉，而非分散式污染的处理方案过滤水平可达 100%，最终只有干

净的水可以通过过滤装置，净化效果比常规的分油机好很多。过滤器

的监控装置可根据吸收体状态提醒客户适时进行更换。 

Axon 过滤系统的主要部件不含任何化学物质，而只是由纯净的

泥炭藓和堆肥，以及聚乙烯塑料制品组成，其理念是保证过滤器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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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友好性。过滤系统具有易安装、易操作和维护，过滤效率高，能耗

低，与其他过滤系统兼容性高等优点。同时，产品价格和运行成本相

对较低，具有很大的市场竞争优势。 

目前 Axon 公司已开发了一系列过滤装置，可分别用于地表、地

下以及海上等各种油污和重金属污染环境。 

公司及项目详情参见: 

http://summitgreentech.com/clean-line/clean-water/index.html 

该技术可广泛应用于有气体污染的企业中，外方希望通过中方找

到合作伙伴，共同在中国推广产品，挖掘市场。 

2015-153-俄罗斯-11-高精密度加工钢管 

该项目生产的钢管主要应用在能源、核能、机械加工、航空航天

等特殊专业领域，目前在俄罗斯乌拉尔地区的卡缅斯克市生产。该项

目生产的钢管不仅实现进口替代，而且使俄罗斯在国际钢管市场上拥

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该项目在设计和生产中使用了新一代冷轧机、新

的形变方法和润滑工艺，有效保障了钢管在高接触应力条件下形成稳

定、超薄的可分离层。生产工艺使用了特纯氢气（从纳米沸石中提取），

可以在热加工过程中高质量保证产品性能并减少一系列工艺流程。形

变参数和温度参数的高精度控制能够使金属形成纳米结构结晶栅，并

使钢管的性能达到一个新水平。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能够使精密钢管的性质，如强度、可塑性、

几何尺寸、表面质量得到有效改善，并可以显著降低生产成本。 

2013年末，使用特纯氢气的新环保高炉投入使用，它有效阻止了

mailto:irs@cstec.org.cn
http://summitgreentech.com/clean-line/clean-water/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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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5 

外来氧化物在钢管表面发生氧化反应，钢管内表面与外表面光亮，没

有氧化皮。 

主要优势：耐磨性；在恶劣环境中保持稳定性；强度与可塑性；

耐腐蚀性；同传统工艺相比提高生产率 30%。 

该产品可规模化生产，外方期望以多种方式开展合作。 

2015-154-俄罗斯-12-石油天然气用钢管与连接件 

该项目由“俄罗斯纳米”集团公司同“车里雅宾斯克钢管厂”联

合实施，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特殊材料和技术流程可以在钢管和焊管冲

压件内部产生纳米结构，从而极大提高产品使用寿命。特别是在焊缝

材料中加入了钛和硼，含有这两种材料的纳米结构化合物对于强化产

品结构起到重要作用。钢管和焊管冲压件可应用于铺设石油天然气管

线、石油输送泵站的压缩连接等领域。 

主要优势： 

产品强度和可靠性明显提高； 

产品使用寿命明显提升； 

降低生产消耗。 

该产品可规模化生产，外方期望以多种方式开展合作。 

2015-168-新加坡-1-激光熔覆技术应用 

激光有单色性、相干性、方向性和高能量密度等特点，而越来越

多地用于机械加工，制造和修炼理。激光加工系统包括激光器、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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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和加工机等部分。激光加工以系统将激光束照射到加工物体的表

面，用以去除加工，熔化焊接，淬火、合金化、熔覆，二维打印等等

各种机械加工。 

由于光束照射到物体的表面是局部的，虽然加工部位的热量很大、

温度很高，但移动速度快，对非照射的部位没有什么影响。因此，其

热影响区很小。例如，在热处理、切割、焊接、打孔等加工过程中，

加工工件基本无变形。这一特点广泛成功地用于局部热处理和显象管

的焊接。激光束易于导向、聚焦和发散。根据加工要求，可以得到不

同的光斑尺寸和功率密度。通过外光路系统可以使光束改变方向，因

而可以与数控机床、机器人连接起来，构成各种加工系统。 

新加坡国家科技局制造技术研究院长期从事激光光学和激光加

工技术及工业应用的研究，将激光熔覆技术应用于火车车轮修理修复、

石油钻井钻头涂层、修复石油钻井设备等领域。 

2015-175-俄罗斯-16-立方氮化硼纳米粉末制备切削工具 

立方氮化硼是一种超硬材料，它的硬度比金刚石低 20-40%左右。

同金刚石相比，立方碳化硼拥有自身的诸多优势，例如：90%的机械

加工材料为生铁和钢，金刚石却很容易同生铁和钢内部的碳发生反应，

但氮化物可用来加工它们。立方氮化硼纳米粉末制备的切削工具可用

于零件的毛料加工和研磨加工。目前，该项目建立了包括从立方氮化

硼纳米粉末的合成到切削工具生产的全流程。最终产品——切削工具

能够达到世界同类产品的领先水平，且价格更低。这种由立方氮化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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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粉末制备的切削工具，因其显微硬度、耐磨性和耐热性等物理性

质的优化，从而使切削工具的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 

主要优势： 

提高切削工具的耐磨性；增加耐用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加工

损耗。 

外方该技术已大规模生产，拟以多种模式开展合作。 

2015-176-俄罗斯-17-超耐用弹簧 

超耐用弹簧的主要特点是将坯料热盘丝技术同加热温度、形变程

度以及冷却/淬火工艺进行完美结合，在材料内部形成纳米级子结构，

这使得它的抗压强度提高 1倍以上，大大提高了低温条件下的弹性并

延长使用寿命。该种圆柱形超耐用弹簧的长度可达 1600 毫米，直径

从 8 毫米至 70 毫米。它可广泛应用于铁路运输、汽车、农机、专用

设备、石油管线等领域，该产品可大幅度缩减维护时间。 

主要优势：弹簧的持久性和强度大幅提高；抗压能力提高 30-40%。 

外方该技术已大规模生产，拟以多种模式开展合作。 

2015-197-罗马尼亚-1-汽车挡风玻璃清洗装置的技术 

这是一项汽车挡风玻璃清洗装置的发明技术。从存储罐及混合腔

流出的清洗液进入到汽车清洁瓶中，再流到一个可替换的存储容器

（这个存储容器可直接卡在该清洗系统上），形成一个清洗液的分配、

混合和传送是同步进行的循环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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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装置特别之处在于可用在任何一款汽车上，存储清洗液的装

置材料是塑料的。这个发明可用在所有的加油站、停车场或高速路的

服务区。 

2015年 4月 15-19日在瑞士日内瓦举办的第 43届国际发明展会

上，这项发明获得金牌，同时还获得来伊朗、摩尔多瓦两个国家的特

别奖励。 

该技术在国内外有很大市场，外方寻求伙伴开展合作。 

2015-206-阿拉木图-1-风力和小型水力发电站专用低速永磁

发电机 

哈萨克国立技术大学通过对现代永磁电机技术的研究，综合浓缩

风力和小型水力发电站的特点，研制了风力发电和小型水力发电专用

低速永磁发电机。 

该发动机具有切入风速低、噪音低、度电成本低等特点，已获得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专利。 

 

2015-207-福冈-3-新型法兰组件技术（SUSDETOP） 

该产品主要特点： 

1.法兰盘组件及其垫片均由同质不锈钢制成，垫片可多次反复使

用不变形； 

2.法兰盘组建可耐高压及高、低温（达到不锈钢材料本身耐受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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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3.与传统橡胶垫片相比，耐酸碱，无异味； 

4.管道易于清洗； 

5.与传统组件相比耐震性更强。 

主要应用： 

1.食品、药品生产加工企业； 

2.温泉、泳池等输水系统（耐腐蚀、耐高温、无异味）； 

3.需要耐高压管道的科研设施及系统； 

4.需要耐高、低温的管道系统（如输送液态氢、氧等）； 

5.需要经常拆卸组装的管道系统等。 

在多个行业和多种特殊环境下有广泛应用，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产品规格等信息请浏览该公司网站 http://www.toki-eng.com 

外方期望以多种方式开展合作。 

2015-218-奥地利-3-干冰清洗机项目 

该技术通过对干冰粒子和空气压力的调控，实现高清洗率。能够

均匀清洗，并消耗较少的干冰。 

产品规格： 

喷射压力：1 - 10bar； 

压缩空气消耗：300 - 1500升/分钟； 

二氧化碳消耗：15 - 35千克/小时； 

大小和 CO2颗粒密度/硬度可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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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光学/电子产品精密清洗）可调磨损。 

优点：紧凑的尺寸、二氧化碳低消耗、运行成本低、易于实现自

动化、二氧化碳便于储存。 

保方寻求技术转让等合作方式。 

2015-223-韩国-6-韩国消毒灭菌水泵技术 

韩国 MiracleIN 公司是一家成立于 2008 年的韩国科技创新型中

小企业。公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水环境和水质改善技术研发，与美国

3M 公司和韩国浦项制铁合作，为其供应 HOCL（次氯酸）消毒水。此

外，为改善和解决游泳池、船舶压舱水、发电站海水处理、养殖场等

水质污染等问题，研制开发了消毒灭菌水泵。 

消毒灭菌水泵使用原料为盐酸（HCL），通过电极的两次分解将盐

酸转换为对人体无害的次氯酸（HOCL），电极更换时间为三年，此外

电极不需要随时清洁。其产品具有水处理过程中的“无毒、低耗和价

廉”等优势。 

该技术具有专利，外方期望技术转让、出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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