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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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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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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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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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研发动态 

 日本率先实现 SG 法量产单层碳纳米管（CNT） 

据日本《科学新闻》报道，日本瑞翁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11 日在其德山工

厂建成世界首条超速成长（SG）法量产单层碳纳米管（CNT）生产线。SG法系日

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AIST）2004 年开发出来的 CNT 生产基本技术。该生产

线利用了 2003 年以来日本新能源与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NEDO）组织实施的“纳

米炭素应用制品制造项目”、AIST与瑞翁公司联合实施的“碳纳米管蓄电装置开

发项目”以及 SGCNT量产验证工厂等的技术成果，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又一成功

案例。 

 看好电动车前景，日本爱知制钢加速进入车用电机永磁体领域 

据《日刊工业新闻》2015 年 11 月 19 日报道，原来以生产汽车特殊用钢和

发动机锻件为主的日本的爱知制钢株式会社（属丰田财系），开始全力涉足混合

动力汽车及纯电动车用驱动电机永磁体领域。 

以往，在混合动力和纯电动汽车电机常用烧结钕铁硼永磁体的制造过程中，

为提高永磁体的耐温工作性能，一般采用添加更加稀缺的稀土金属镝的办法来解

决。而爱知制钢近年研发成功的“MAGFINE”各向异性粘结钕铁硼永磁体，不仅

不需要添加稀土金属镝，而且由于其在压制精密成形、各向异性等方面的优势，

用于永磁电机时，在保证同样电机性能和品质的前提下，能比使用烧结钕铁硼永

磁体的电机体积更小、重量更轻（减重 50%）、成本更低（降低 20-30%），并已成

功应用于小型汽车座椅等辅助电机和电动摩托车电机。目前，爱知制钢已制定了

开发 50kW 电动车主驱动电机用无镝粘结钕铁硼永磁体，到 2020年实现为相关电

动车量产配套的计划。 

显然，爱知制钢的这一产品结构战略的调整，是源于其看好未来各类电动车

的发展前景，及其所带来的车用电机需求的大幅增长预期。根据日本富士经济（调

查研究机构）的调查预测，到 2035 年世界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车及插电式混

合动力电动车总年产量预计为 1705 万辆（是 2014年总年产量的 8.4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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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田汽车也公布了其要逐步减少其传统汽车（仅使用内燃机驱动）生产份额，到

2050年全部被电动车辆所代替的战略目标。 

 日本火箭成功发射首颗商业卫星 

日本三菱重工业公司和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宣布，2015 年 11 月 24

日下午 3 点 50 分，在日本南部鹿儿岛县种子岛宇宙中心用 H2A 运载火箭，为加

拿大 TELESAT 公司成功发射一颗通信广播卫星，这是 H2A 火箭第 29 次发射，也

是日本首次用其国产火箭发射商业卫星。发射四个半小时后，火箭与卫星分离成

功进入预定轨道。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对国产大型火箭 H2A第二级火箭进行了改良，将

火箭与卫星分离高度从 300公里提高到接近静止轨道（36000 公里）的 34000 公

里，这样做可使卫星飞行较短距离便进入预定轨道，为避免飞行中阳光曝晒导致

火箭燃料蒸发，第二级火箭的外表涂层还由橙色改为白色。这些措施降低了卫星

进入轨道时的燃料损耗，延长了进入轨道后卫星的使用寿命。明年日本将发射本

国的商业卫星。  

据《读卖新闻》援引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介绍，2014 年世界静止卫星的发

射采购有 20项，美国 SpaceX公司和欧洲阿里安航天公司各承担 9项。日本长时

间没有订单的原因主要受地理、价格与发射时间的限制。为提高在商业航天发射

领域的国际竞争力，日本计划在 2020 年开发出新型火箭 H3取代 H2A，有望将发

射成本降低至目前的一半 50亿日元。  

2015 年 1 月日本制定了宇宙基本计划，提出航天相关产业的销售额利用十

年时间从 2013 年 3000亿日元增加至 5万亿日元。 

 日本富山大学开发出用于检测氢泄露的氢敏开关器件 

据日本《日经产业新闻》2015 年 11 月 25 日报道，日本富山大学最近开发

出一项钯钴合金氢敏开关器件技术，能够检测出低浓度的氢泄露并断开开关电路

报警。该技术有望在燃料电池（包括燃料电池汽车）的普及中创造出良好的商业

价值。 

此次富山大学开发制作的钯钴合金氢敏开关器件，是利用钯钴合金常态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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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吸收氢气后磁性降低的特性制作的。在没有氢气泄漏的正常状态时，载有钯钴

合金的铜版被永磁铁的吸引而呈弯曲状，接通测试电路；当有氢气泄露时，该弯

曲铜版上的钯钴合金磁性降低，铜版展平而切断测试电路，发出报警信号。与以

往通过催化剂遇氢反应发热转导给半导体传感器的做法不同，该钯钴合金氢敏开

关器件检测信号的传递更加直接，成本更低。  

接下来，该大学将与有关企业合作，解决“缩短钯钴合金与氢气反应时间”、

“降低（器件）对甲烷等其他气体的敏感性”等技术难题，进一步推动技术的实

用化。 

 南洋理工大学发明新智能晶片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科学家研发新智能晶片，能精准测量锂离子电池的电量

状态，进而延长电池寿命，同时也能减低电池着火或爆炸的风险。 

新智能晶片是由南大能源研究院（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 NTU）科学

家亚扎弥博士（Rachid Yazami）所研发，研究员欧特曼尼（Sohaib El Outmani）

从旁协助。亚扎弥也是当年成功研发锂离子电池的功臣之一。 

长宽五毫米的新智能晶片运用的是亚扎弥研发的电化热力学测量技术

（electrochemical thermodynamics measurements technology）。智能晶片通

过专有的运算法将电池的电压、电流和温度数据转换为熵值（entropy）和焓值

（enthalpy），并从中迅速且准确地分析电池的电量状态，以及健康和安全程度。 

 俄罗斯研制出能代替常规灌溉的“固体水” 

据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报 2015 年 11 月 17 日报道，俄罗斯沃罗涅日国

立大学的学者研制出能在干旱条件下代替常规灌溉的“固体水”。 

“固体水”呈颗粒状，是一种特殊的吸附剂，吸水后的体积能增大 100 倍。

一公斤这样的颗粒能吸水 500升。使用“固体水”能降低浇灌用水量，浇灌频率

及用水量将减少 50%。此外，这种聚合物所吸收的水溶性肥料及植物保护剂不会

从土壤中冲走。 

该校学者指出，“固体水”生产成本较国外的要便宜得多，而且比传统灌溉

经济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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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原子能集团公司完成太空核反应堆壳体实验 

据俄罗斯报纸网 2015 年 11 月 19 日援引俄罗斯原子能集团公司下属能源技

术科研与设计研究所消息，俄用于航天器上的核反应堆壳体已经在该所成功地进

行了实验。 

俄罗斯自 2010 年开始实施了世界上唯一的建造基于兆瓦级核动力装置的运

输动力航天器模块计划。动力装置包括核反应堆以及热处理、反应堆控制和保护

等必备系统。 

该航天器的技术方案可以完成多方面的航天任务，其中包括探月及研究较远

距离行星并在其建立自动化基地等任务。此计划由俄罗斯原子能集团公司和俄罗

斯航天局两个机构的多家下属单位共同完成，能源技术科研与设计研究所是反应

堆装置的牵头设计单位和原子能集团公司方面的协调单位。 

据研究所方面称，技术测试主要包括密封性、强度和密度等几个方面。在计

划实施过程中发明的特殊复合壳体材料可保障反应堆安全运行 10 万小时，这足

以保证航天器顺利抵达太阳系中最远的冥王星。 

 俄罗斯托木斯克科学家发明搜寻恐怖分子的装置 

据俄托木斯克市当地新闻机构《托木斯克观察》援引托木斯克国立大学消息，

该校科研人员发明了名为“防人体炸弹无线电眼”的雷达装置，可远距离探测并

隐蔽地发现爆炸装置。 

借助于抛物面反射器，该雷达拥有强大的导向性和超过 10 米的作用距离，

可发现普通金属探测装置无法发现的物体。科研人员在试验中使用机场和海关常

用的金属探测装置对人体进行检查，电话、手表及其它金属物体全被检出，带触

发装置的仿真炸弹却无法验出，而科研人员使用他们研发的这种雷达装置却能够

隔墙远距离探测出仿真炸弹。 

“无线电眼”装置既可在检查站、机场和火车站使用，又可用于剧院、市场、

学校等人流密集的地方。“无线电眼”可在庞大的人流中探测出危险物品携带者

并联网显示在安全机关的监视器上。 

研究者称，由于工作距离远且辐射小，该装置不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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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研制出用于强子对撞机的辐射探测器 

据俄 mail.ru 网站 2015 年 11 月 22 日消息，托木斯克国立大学的专家研制

成功一种可在大型强子对撞机上使用来测量辐射水平的探测器。该探测器的使用

寿命可达 10年，相比于类似的探测器，其耐受力提高了百倍。 

在大型强子对撞机上开展的实验一般都超过 1.5个月，传统的基于硅材质技

术的辐射探测器无法承受这种极端的实验条件，常常实验还未完成，辐射探测器

就被击穿。托木斯克国立大学研制的新型辐射探测器耐受力大大提高，不仅能用

于强子对撞机，还可用于超级显微镜，医学断层扫描和其它类似装置。 

托木斯克国立大学表示，该装置采用的技术 1997 年即通过了实验室验证。

目前探测器的初步测试将于 12 月中旬完成，主体测试也将于明年 1 月完成。如

果测试结果成功，该校将向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提供 8000 个新型探测器，用于寻

找超重粒子。 

 欧盟利用纳米技术开发铋金属应用价值 

铋（Bismuch）金属拥有诸多优良的物理、化学和机械特性，无毒副作用，

很容易被人体肾脏排泄。因此，被广泛应用于现代经济生活，如应用于化妆品、

医学、电子和机械行业，特别是应用于替代铅（Lead）金属产品的行业。欧盟第

七研发框架计划（FP7）提供 170 万欧元资助，总研发投入 530 万欧元，由欧盟

7 个成员国法国（总协调）、德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

原材料工业界联合科技界组成的欧洲 BISNANO 研发团队。从 2010 年 10 月开始，

利用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纳米技术，积极研制开发铋金属纳米材料及其新应用价

值，取得积极进展。 

截止目前，BISNANO研发团队已成功开发出系列基于铋金属的纳米粒子、纳

米薄膜、纳米陶瓷和纳米复合材料。先进的铋纳米材料除继承铋金属原有的优良

特性外，研发团队发现了新的功能特性，尤其在视觉和机械性能方面。例如，添

加铋纳米材料开发的隐形墨水，只有在特定光线的作用下才能显现字迹，新产品

已推向市场。利用铋纳米材料的高阻燃性，微量添加到塑料制品中，可提高产品

的耐火性。添加铋纳米材料产生的烟雾无毒无味，在西班牙创建的创新型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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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SMEs）正在开发其新用途。 

铋纳米材料作为光催化剂的应用前景广泛，在前期研发创新活动基础上，研

发团队对跨学科科技人员进行了重新组合，将集中优势资源开发铋纳米材料在光

子学领域的新应用价值。此外，铋纳米材料的环境友好型、无毒副作用和安全可

靠性，已得到充分验证。 

 欧盟积极研究水稻砷含量超标解决方案 

大米是人类日常生活和繁衍不可或缺的主要食物之一。根据欧盟 2016 年初

即将生效食品安全新标准，目前欧盟市面上流行的大米或大米产品，至少 50%以

上砷含量超标。为此，欧委会通过紧急决定，由欧盟 2020 地平线（H2020）提供

全额资助，组织专家寻求水稻和大米产品砷含量超标的积极解决方案。 

砷（Arsenic）物质及其化合物在自然界广泛存在，特别在地下水系中富含

砷化合物。有机砷主要存在于海鲜品体内，其有害性尚不明确。但无机砷通过水

和土壤进入植物体内，是重要的人体致癌物之一，对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神经

毒性等疾病，具有不同程度的严重影响。专家组的研发创新活动，将以成本效益

和环境友好型的方式，主要集中于从源头上降低无机砷的水稻种植和大米加工。 

研究发现，水稻种植加强水资源管理和土壤优化，有助于明显降低水稻无机

砷含量；大米工业加工或烹饪利用沸水蒸腾，可显著降低水和大米产品中的无机

砷含量；发现数种微生物种群，可促使土壤中的无机砷生成挥发性物质，因此可

对土壤进行有效改良；采用生物甲基化（Biomethylation）技术，修复砷污染严

重土壤等。 

专家组在短期内取得如此科技创新成果，得到欧委会负责科研与创新事务的

委员莫达斯（MODAES）的高度评价。指出，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和威力，来自积

极应对社会挑战和持续改善社会大众生活福祉。 

 欧盟研发出可穿戴技术 应用于智能服装温度调控 

欧盟第七研发框架计划（FP7）提供部分资助，由芬兰科技人员领导的欧洲

HNGN研发团队，成功研制开发出一款创新型可穿戴技术（wearable technology），

适用于聚合物服装面料的温度调控。利用手机软件程序进行温度自动控制，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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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首次制作出所谓的“智能服装”原型。 

创意来自人体的心血管系统，将全新的微微流通道技术（MMC，Minuscule 

Microfluidic Channels），应用于大面积软质塑料薄膜面料的工厂化生产。生产

的面料安全可靠低功耗，已获得技术经济可行性验证。正在申请欧盟 2020 地平

线（H2020）中试示范项目，希望尽早实现产业化。 

智能服装面料的微流通道网络，通过手机软件程序自动控制，利用犹如人体

心脏的微型泵装置，进行微微冷/热流体传送，从而实现智能服装的恒温控制。

此外，可在微微冷/热流体中添加少量穿戴者喜好的香料，让穿戴者享受恒温的

同时，享有令人舒心的周围清香环境。 

 西班牙造工业 3D 打印机为中小企业打开机遇之门 

《世界报》日前报道，西班牙 CNC 巴塞纳斯公司造出欧洲领先的工业 3D 打

印机，成本比竞争对手低 80%。为中小企业运用代价高昂的 3D 打印机开发新产

品打开机遇之门。 

CNC 巴塞纳斯是一家家族企业，位于雷亚尔城巴尔德佩尼亚斯镇，2009 年

开始生产铣床和数控激光器，拥有机械和电子领域独特经验。为满足客户加工各

种塑料零件的迫切需求，公司于一年前开始研发 3D 打印机，通过连续温控措施

减缓材料冷却，解决了伴随注塑迅速冷却的翘曲和开裂等难题，确保获得稳定的

工件产品。相比其它不支持高于 300℃物料的挤压机，该公司挤压机所用物料温

度可达 500℃，且允许注入工程塑料，如聚醚醚酮、聚酰胺、聚碳酸脂、聚丙烯，

甚至是基于碳或石墨烯的材料。该机器尺寸为 1200X1000X600mm，有 3mm 和

1.75mm 两个标准喷嘴。 

CNC 巴塞纳斯现已启动该款 3D 工业打印机生产程序，产品有望在 2016年初

面市。 

 全球首个压缩气体水底储电系统在加拿大多伦多面世 

据加拿大《明报》报道，全球首个“压缩气体水底电力储存系统”于近日在

加拿大多伦多市面世。若系统成功通过测试，将在两年后为多伦多市带来更稳定

的电力供应及应付停电情况。 

mailto:irs@cstec.org.c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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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1 

该电力储存系统能通过变压器将电力转化成压缩气体。系统主要在供电需求

低的时段收集电力，并储存于连接在水底的气囊中，使气囊变得肿胀如气球，当

遇上停电或出现供电不足的情况时，气囊内的气体即通过变压器转回电力，满足

电力需求。 

这一系统是由加拿大 Hydroster 创新能源科技公司设计的。该系统被置于距

湖心岛 3公里外的海底，并且已与多伦多电力公司的电力网连接，未来两年将进

行试验研究。若配合可再生能源如风力或太阳能发电，整个储存及发电过程将不

会排放任何温室气体，不会造成环境污染。 

根据官方数字，当前系统能为约 330间房屋供电超过 1小时，随着未来扩建

将能满足更多需求。 

 全球首例——加拿大科学家成功无创突破血脑屏障 

近日，加拿大 Sunnybrook 健康科学中心的科学家采用聚焦超声技术，在无

创情况下使化疗药物成功通过血脑屏障，到达肿瘤位置。目前该研究已在一例患

者身上取得了成功，这在全球尚属首例。医生们将含有标记物的药物成功释放在

了靶点上，该项突破是神经疾病治疗领域的重大利好。 

在漫漫的进化长河中，血脑屏障给予了人类无限的保护，维持了中枢神经相

对稳定的状态，使得大脑免受伤害。但是当大脑生病的时候，血脑屏障反而变成

了累赘，脑部肿瘤、帕金森、阿兹海默、精神分裂等疾病，很多机理上对它们有

效的药物，都被会血脑屏障无情地拒之门外，通俗地说，多数药物由于“体型”

或者“体质”原因，都无法越过血脑屏障。因此，只有一些特别设计的药物，通

过类似“易容术”的改造透过屏障，渗透进大脑。但是这些药物的体量有限，一

些化疗药在最佳的情况下也只能渗透进 20%，效用不高。而且，“易容术”的适

用范围比较窄，并不是所有药物都能靠“易容”骗过血脑屏障。 

当然，不从药物设计上入手，直接物理上拆掉或者跨过这个屏障的解决方法

是有的，比如手术埋入、穿刺等，但这些侵入性的方法无法避免会造成疼痛，甚

至需要用吗啡来缓解。一直以来，“如何无创突破血脑屏障”都是研究上极大的

难题，现在终于找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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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项目 

 2016-1-爱尔兰-1-无塑料盖防溅一次性咖啡杯 

1967 年费城的 Alan Frank发明了塑料杯盖，一次性咖啡杯才能够使得咖啡

成为行进中的饮料，并在全球范围广泛传播使用。时至今日，塑料杯盖和纸杯

相配的结构并未改变。随着咖啡杯在全球的使用量急剧上升，对环境的影响也

日益突出，在这期间有许多人试图改变这一现状，例如在 2002 年麦当劳曾申请

了一个杯盖一体的饮料杯，但由于其结构的缺陷没有成功。 

爱尔兰 Hanpak 公司发明的无塑料盖防溅一次性咖啡杯——蝴蝶杯，利用了

纸杯本身的纸张弹力很好的解决了杯口的密封，同时在饮用口处设计了防漏防

喷溅结构，使蝴蝶杯在使用的方便性和舒适性上超越了传统杯。第三方独立的

市场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 

Hanpak 公司对现有的纸杯制造机器进行了改造，为蝴蝶杯的大规模生产制

造奠定了基础。 

Hanpak 公司与美国的惠普（HP）公司合作，在蝴蝶杯上使用 GPAS系统，该

系统除了能防止侵权仿冒以外还能进行产品追踪，零售商还能利用这系统进行

定量市场分析，市场推广，客户管理回访。要详细了解 GPAS 系统功能请访问

www.mybutterflycup.com。 

Hanpak 公司拥有蝴蝶杯的全球专利，其中包括美国，欧洲，亚洲，大洋洲

等，同时拥有生产蝴蝶杯机器的中国专利，其他国家的机器专利申请仍在进行

中。 

市场对该技术表示出强烈的兴趣。有望在高端市场替代传统杯。 

 2016-2-丹麦-1-丹麦冠心病检测仪 

丹麦 acarix 公司自 2009年开发研制了冠心病检测仪（CADScor ® System），

是用于冠心病诊断的新型医测仪器，通过临床检验，诊断准确率达 92%，该检

测仪今年已经获得欧盟医疗仪器销售许可认证，目前可以在欧洲销售和使用。

该公司计划于 2016年开拓中国和美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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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检测仪是一种用来记录和量化冠状动脉杂音的装置。 

冠状动脉杂音是由于血液通过狭窄冠状动脉（冠心病）形成微湍流而产生的

噪音，通过采集和分析病人的心音诊断病人是否患有冠心病，该仪器大小与 5

寸智能手机相仿，由机体、基座和贴膜三部分组成，测量只需要 10 分钟，测量

结果以 0-99 数字显示，数值大小代表病人患冠心病风险的高低，31-99 数值表

示受检者是犯有冠心病的高危患者，有助于医生判断病人是否需要进一步通过

CT和照影进行检测和治疗。 

冠心病死亡率居各种疾病之首，占全球总体死亡率的 20%，通过该仪器的

使用能方便有效地评估病人患冠心病的风险，以便让已患有冠心病的患者能够

及时获得诊断，达到早期诊断及早期治疗的目的。 

该检测仪检测冠心病的准确率大大高于心电图、运动心电图和磁共振扫描，

而与负荷超声心动图和心肌灌注显像准确率相当，但费用要低很多。该检测仪

检测费用每次约为 20 欧元，而负荷超声心动图、磁共振扫描和心肌灌注显像检

测费用每次通常需要 200-500 欧元。该仪器价格低，易于操作，体积小，便于

携带，特别适合于诊所以及偏远地区诊所使用，同时也适用于普查和体检。 

该技术市场前景广阔，外方希望寻找伙伴投资或合作生产。 

 2016-3-比利时-1-比利时鲁汶仪器半导体装备项目 

鲁汶仪器有限公司的主要产品是薄膜材料纳米孔径分析仪,及磁存储刻蚀机。

其最大的优势在于:(1)基于自主开发的新技术产品，（2）已经通过可行性测试，

（3）有市场，（4）低成本。薄膜材料纳米孔径分析仪技术可以用于表征多孔薄

膜材料，包括半导体，电池，传感器等。磁随机存储器 MRAM 一直以来由于没有

刻蚀方案而不能进入小尺寸的研发及生产。该公司的磁存储刻蚀机将从根本上

解决这一技术瓶颈。 

与此同时，基于中国科学院已经开发的新型实验室设备，鲁汶仪器有限公

司将与之紧密合作，共同开发及生产。设备将以鲁汶仪器作为品牌进行销售，

包括椭偏仪，甩胶机，等离子蚀刻系列，溅射薄膜镀膜系列，原子层镀膜设备

等 20种产品，以达到产品多样化。 

公司可望在未来 6 年的时间内，以薄膜材料纳米孔径分析仪, 磁存储刻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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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等多样化产品系列，用新技术，低成本使 2020 年销售额达到 78000 万元。税

后年净利润为 14000万元。公司产品的毛利润将常年保持在 50%以上。在此之后

公司将向多产品方向发展，并在 2024 年达到 187000 万元年销售额， 税后年净

利润为 40000 万元。前十年实现税后总利润 136000万元。 

该技术可规模化生产，外方希望寻求合作伙伴开展多种方式合作。 

 2016-4-比利时-2-比利时生物毒素实验室征集中方合作伙伴 

该实验室拥有 20 年的动物毒素研究和生产经验，提取了 300 多种毒素，有

蛇毒、蜘蛛毒素、蝎毒、蜥蜴毒素等，生产的毒素符合工业化标准，用于科研

和药品开发。该实验室还特别注重对濒临灭绝的物种的保护和研究，目前他们

正在研究一种来自中国湖南的蛇。 

ALPHA 生物毒素实验室目前已和瑞士洛桑实验室开展合作，希望今后能和

中国同行开展合作，通过募集欧洲或国际公益基金用于保护濒临灭绝的物种。 

 2016-5-名古屋-1-日本环保型化学镀镍技术 

该技术采用化学镀镍技术，镀液符合欧盟标准，具有稳定性好，沉积速度

快，耐腐蚀能力强，硬度高，耐磨性和可焊性。取得了日本技术专利。 

该技术已在日本取得专利。据日本名古屋市工业研究所的多项实验表明，

该技术多项指标超出同类产品，有市场推广价值。 

该公司计划在中国寻求合作伙伴，共同推广该技术。 

 2016-6-名古屋-2-日本水调节膜技术项目 

该技术主要由基材、营养液滴管、止水层、无纺布和水调节膜组成。水分

调节膜采用纳米级微孔加工技术、可以通过水分及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成分，

但将细菌、病毒等隔离，因此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作物的病害、确保农产品

的安全。 

经神奈川县产业技术中心实验，应用水分调节膜生产技术、可以将西红柿

的含糖量提高 1-2倍以上，氨基酸的营养成分提高近 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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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3年，该技术已在日本 60多个地点以及中东迪拜地区推广，总面积

达 14 公顷以上。可广泛应用于蔬菜水果的大棚生产。以日本生产情况为例，毛

利润可达一般水培生产的 3倍。 

该技术已在日本多地实际推广使用，在 120多个国家申请专利，100个国家

获得专利。可广泛应用于干旱缺水和土壤污染严重地区的蔬菜水果生产，有市

场推广价值。 

外方期望寻求伙伴合作推广。 

 2016-7-日本-1-充电站配置优化软件及分析规划 

日方单位的软件及研究分析成果，已在日本不同地区得到应用，并得到日

本经济产业省的支持。我国新能源汽车及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正在示范推广和快

速发展阶段，在区域充电站、充电桩群的建设中，首当其冲的是基于当地环境

和科学分析的规划先行。如果由国内的研究开发单位及示范推广方案咨询单位

与日方单位合作，在日方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开发针对中国不同地区

不同车型需求的充电站配置优化软件，辅助各地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的制定，

将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的经济效益。 

 2016-8-名古屋-3-日本高隔热光触媒水性陶瓷涂料技术推广项目 

该涂料主要成分是低热传导率的陶瓷素材。由氧化钛粒子和陶瓷粒子混合

形成厚度仅为 0.35mm 的涂层，放射热反射率高达 94%，同时氧化钛可以起到防

污、抗菌效果，对人畜无害。由于是水性涂料，施工简单，可广泛用于房屋内

外，车辆、船舶、卫生设施设备等。 

该公司计划在中国寻求合作伙伴，共同推广该产品。 

 2016-9-英国-1-核和水工业中有机物破坏及水处理技术 

英国 Arvia™公司提供世界上专有的技术，通过有机物破坏减少废物,生成

普通的水流出物，能够非生物降解去除有机物的放射性铀和破坏有机污染物。

Arvia 的技术是基于有机物破坏细胞（ODC）专利技术，能够连续有机破坏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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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适合废液污染的有机成分的处理，将其转换成适合污水再利用或排放。

该专利技术已被证明是历史上治疗各种环境无法治愈的有机物污染。它提供了

一个简单，灵活和可靠的解决方案，比传统的替代品显著降低运营成本。通过

有机物破坏这种先进的方法，使 Arvia 的技术成为革命性的水性有机处理技术。

威诺华实业有限公司和英国 Arvia™公司建立有合作关系，在水处理领域寻求与

中国企业合作。 

该产品使用简单，效果显著，有一定市场前景。外方希望寻找伙伴合作生

产、合作研究、合作推广。 

 2016-10-英国-2-有机物厌氧吸收循环利用发电 

有机废物的处理方式通常有 1.填埋处理–埋到垃圾填埋场；2.焚烧–垃圾

焚烧炉(或者选择效率更好的制气和高温分解处理)；3.生物消化处理–可选方

案：堆肥(但这是一个净能量使用者)、厌氧消化处理(AD)。 

该项目的主要过程包括原料分析、原料准备、厌氧消化系统、沼渣管理、

生成电能、热能或者车用燃料等。该项目可以设计成小型农用装置到大型工业

装置，大约 50kW 到 5MW，从而实现从废物到资源的利用过程。项目应用前景广

阔，在实施过程中，需资金用于演示试验；设计并建造装置设备；依据本地情

况测算出运营成本与产出。 

该技术有一定市场前景。外方希望寻找伙伴合作生产、合作研究、合作推

广。 

 2016-11-英国-3-煤炭粉末结块发电技术 

该技术是使用专有的可溶性化学添加剂，不损害生态环境，不需要加热加

压，采用一般的机械加工技术。例如：使粉状细颗粒的碳质原料滚动成球，形

成外壳坚固的球状团块，或者细颗粒碳质燃料与其他可利用的生物质原料混合，

制成适合不同用途的团块燃料；经过一段时间的固化过程和化学反应后脱除物

料所含水分，通常 1到 2周时间，根据不同的物料，所需时间可能更长，在这一

过程中，不需对团块或颗粒进行强制干燥，试剂在环境温度条件下（摄氏 5-10

度）中达到最有效的作用，使含有水分的添加剂在毛细和离子交换作用的辅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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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迁移到团块或颗粒表面，并形成独特的“蛋壳”或“保护膜”，同时大大提

高球团块的表面强度，形成坚固低水分的燃料，通常达到 5%左右，根据物料的

不同，会有差异（生物质原料与褐煤能达到 10%-20% 左右）且能阻止从空气中

吸收水分。 

该技术的主要特点是生产成本低，不需要复杂的工艺和设备，采用一般通

用的机械加工技术；产量高，使用滚筒式成球造粒机可以达到 300-500 吨/小时

的处理量，而能耗仅为 0.2-2 千瓦/吨·小时（现有传统工艺则在 10-20 千瓦/

吨·小时）；提高热值，尤其是针对水份含量较高的煤泥煤渣、褐煤等，效果更

加明显，同时还可以解决褐煤的自燃问题；提高燃烧性能，褐煤常温干燥后，

在燃烧过程中通过利用包含在团块内的水分，大大提高了煤团块的能量，球团

外层半渗透的“蛋壳”保留住所含水分，直到它开始燃烧，这个效果直接导致减

少通过高碳热源逼迫出来的水蒸汽，从而产生可燃气体（H2、CO），催化活性提

高燃烧性能；直接降低硫含量，对于高硫煤，可以通过改变工艺配方来进一步

降低硫含量，而达到客户要求；电厂使用经过处理后的褐煤，可以更好地控制

燃烧过程，不粘结，不堵塞，达到节约 15-20%的用煤量；便于运输，方便客户

使用；节能环保，减少粉尘污染；废物利用，节约能源。采用适用的工艺对不

同煤种或物料的处理（比如：烟煤、无烟煤、泥煤、褐煤，包括生物质原料、污

泥等），可制成特定条件不同热值的燃料球团，制成燃料等。 

该产品使用简单，效果显著，有一定市场前景。外方希望寻找伙伴合作生

产、合作研究、合作推广。 

 2016-12-多伦多-1-区域定位追踪和通信的综合系统 

随着应用范围的扩大，GPS 卫星定位的限制，越来越明显。在许多情况下，

GPS 缺乏的信号强度和精度，特别是在室内，及在城市峡谷环境。此外，公用

频率是不安全的，很容易受到干扰。虽然卫星定位有显著改善的潜力，但卫星

基础设施的成本会限制进展速度。卫星定位的替代品，如手机的定位和 Wi-Fi，

目前面临着相似的困难与不精确之处。此外，目前的系统通常限于从发射机到

接收机的被动通信，这将限制交互式和定位的追踪应用程序。 

西安大略大学的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一种新技术，集成定位和通信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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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新的信号、协议和网络结构的系统中。该技术允许定位器节点和接收器之

间的双向通信，使定位数据可用来提供服务，如远程病人监测，有针对性的广

告，车队管理，增强安全性。此外，主从节点的定位网络初始化方法可促成一

个可以很容易地部署本地或临时用途的低成本的系统。 

 

该技术已申请专利，在广告推送，医院病人管理，车队管理，消防，矿井

等精确定位场合有广阔前景，外方寻求伙伴技术转让、技术入股或投资。 

 2016-13-英国-4-一种新颖的可展开的空气动力学双稳态可变形结构 

一种新颖的可展开的空气动力学双稳态变形结构。该结构基本上由三个主

要组件组成：一个可部署结构能够将偏转气流导入飞机；一个管状组件来管理

飞机内部的气流；将两个组件集成到飞机表面的设备。在该结构收回的状态下，

必须将飞机外部的空气动力阻力最小化，在空气涌动奔流的气动载荷情况下保

持几何特性。在运转的情况下，该结构能够进入展开形状，并保持这种状态而

不会有进一步动作。这个基本结构可应用于陆地、海洋、空气的各种用途的双

稳态结构中。 

链接查看： 

http://www.bristol.ac.uk/media-library/sites/red/migrated/documen

ts/1537.pdf 

该产品使用简单，效果显著，有一定市场前景。外方希望寻找伙伴合作生

产、合作研究、合作推广。  

mailto:irs@cstec.org.c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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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2016-14-奥地利-1-9 座民用飞机技术（NAC80） 

该技术提供者 Oberaigner集团是 Mercedes-Benz, Renault, Opel, Nissan

或 Volkswagen 等企业的系统供应者，根据委托发展及生产动力传动系统部件，

其研发部门负责开发飞机与马达技术所需要的零件。 

该民用飞机参数如下： 

技术指标： 

发动机 RR M250 - 450马力（每个） 

螺旋桨 MTV-5/210 

机身长 12.6 米 41.3英尺 

机身高 4.6 米 14.1英尺 

翼展 15.0 米 49.2英尺 

机翼面积 23.1平方米 248.6平方英尺 

长宽比 9.35 

座椅  2驾驶员/9客 

驾驶室长度 5.60米 18.4英尺 

客舱宽度（最大）1.50米 4.9 英尺 

客舱高度（最大）1.68米 5.5 英尺 

空质量 2850 公斤 6283磅 

最大起飞质量 4400千克 9700磅 

行李容量（9x20kg）180公斤 397 磅 

燃油容量 700升 185加仑（美国） 

性能： 

起飞运行 550米，1968英尺 

起飞距离（50英尺）650米，2132 英尺 

着陆距离（50英尺）<800米 2625 英尺 

爬升率（海平面）1500英尺/分钟 

实用升限 6706米 22000英尺 

该技术市场前景广阔，外方期望与中国企业开展技术市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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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5-匈牙利-1-Rotachrom icpc 药物纯化技术 

Ratachrom 研发中心位于欧盟匈牙利，致力于药物纯化研究已经有 10 年时

间，和欧洲的各大药厂合作，在新药开发，药物纯化领域做出卓越贡献。 

Ratachrom CPC 以高速离心技术作为药物纯化的基础，集合领先科技，以精

确制导模式清除杂质，将 CPC 技术从微量克重级模式推进到商业吨级，减少溶

剂使用量，增加产品收率，缩短生产时间，解决很多原料药的商业化生产，提

高成品纯度，在纯化领域具有极高的推广应用价值.该技术市场应用范围广,在

高端原料药的纯化上为企业提高竞争力,推广应用后的市场规模最少是 1000 亿

以上。 

该技术可规模化生产，外方拟提供技术、设备合作共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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