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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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进展、研发动态、发

明发现等，所有信息均为科技外交官通过驻在国的媒体、网站等公开渠道获取。 

 

2. 推荐项目，主要介绍科技外交官推荐的国外技术合作项目，来源于科技外交

官日常工作中所接触到的合作渠道，涵盖了各个行业领域。 

 

如您对《国际科技合作机会》刊登的信息感兴趣可与我们联系。 

                                                               

                                           

电话：68511828，68515508                                      

Email：irs@cste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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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研发动态 

 朝鲜研发出有机液体型燃料添加剂 

朝鲜理科大学最近研发出成本低、制造工艺较简单的有机液体型燃料

添加剂——二甲基碳酸盐。 

研究人员在机车、卡车或发电机专用燃料中加入 0.05～0.1％左右的新

款添加剂，使得汽油和柴油分别节约了 5.9％和 7.1％以上。该添加剂能防

止发动机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腐蚀或爆震现象，其滤清作用能够延长发动

机的寿命，并可以大幅减少排气中的有害气体量。 

该燃料添加剂于 2016 年被列入朝鲜国家科学技术成果目录。 

 俄科学家创造新的物质压缩世界纪录 

据俄罗斯科学院网站近日发布的消息称，俄罗斯科学院的科学家成功

将重氢（氘）压缩至一亿个大气压，刷新了此前由俄科学家保持的物质压

缩记录。  

据悉，研究处于高压状态下的同位素，可以揭示地核和行星内部物质

的特性。该实验可用于超硬材料研究，实验结果将有助于研发宇宙飞船保

护壳所需的超硬材料。这项新技术还可用于物质的强化处理。 

 经合组织发布 2016 科技创新展望报告 

近日，经合组织（OECD）发布《2016 科技创新展望报告》。该报告每

两年出版一次，致力于分析 OECD 国家以及其他非 OECD 主要经济体的科

技创新动向，为政策制定者和产业界人士提供关于全球科技创新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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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测信息，以及未来趋势对各国科技创新政策的可能影响。 

报告列举了未来十大科技趋势，包括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分析、

区块链、微型及纳米卫星、先进能源存储技术、神经科技、纳米材料、增

量制造以及合成生物学。这些新兴关键技术既具备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巨大

潜力，也带来不确定性和风险，甚至伦理和道德争议。如果创新成果和新

技能不能普惠大众，科技发展将加剧不平等状态；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

的发展让人们担忧将来被抢走工作；物联网和大数据分析牵涉到隐私保护；

3D 打印可能损害知识产权。此外，还有合成生物学对生物安全、神经科技

对人类尊严的潜在冲击等。 

报告还指出，由于金融危机以及增长放缓的影响，近年来各国政府的

科技创新政策更为关注直接经济效益，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对公共研究的资

助转移到对企业创新和创业的资助，希望以企业的力量来推动更强劲和更

可持续的复苏。 

 欧盟成功突破废旧轮胎板材压缩成型技术 

现代经济社会创造了大量难以降解的废旧轮胎，由于商业化回收再利

用应用空间有限，在城市或郊区日积月累，已形成大小不等无数的“垃圾山”，

对生态环境构成严重威胁。欧盟第七研发框架计划为此提供 200 万欧元，

总研发投入 260 万欧元，由设立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轮胎循环再利用

协会（ETRA）总协调，法国、意大利、英国、波兰、斯洛文尼亚、克罗地

亚和挪威的 10 家创新型中小企业组成研发团队，最近成功实现创新型低成

本废旧轮胎压缩成型技术及生产工艺的突破，将为废旧轮胎“变废为宝”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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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再利用作出重要贡献。 

创新型板材压缩成型技术及生产工艺的最大优势，在于废旧轮胎循环

再利用无需添加任何新橡胶原材料和粘合剂，因此大大简化生产工艺流程、

降低能源损耗和产品生产成本。实现目标的关键，在于设计开发出智能自

适应能力强的板材拉丝机，必须符合各类专门的机械、电子和控制指标参

数要求。研发团队经过 3 年多时间的反复试验和联合技术攻关，终于实现

技术突破。 

通过压缩成型直接生产的标准“橡胶”瓷砖产品和通过水射流切割技术

生产的各类几何形状“橡胶”瓷砖产品，各项功能指标均超越传统产品，其低

成本有助于在更大范围的商业化，应用于体育、休闲、工业防震和道路铺

设等领域，明显降低维护费用。 

 欧盟光电化学制氢技术创造新纪录 

类似于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光电化学制氢技术采用光伏半导体材料

产生的光电化学能直接将水分子分解成氢气和氧气，从而提高制氢效率和

降低成本。欧盟第七研发框架计划提供 285 万欧元，总研发投入 385 万欧

元，由欧盟 6 个成员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和瑞士的

跨学科科研人员组成欧洲 PHOCS 科研团队，最新研制的有机半导体材料光

电化学制氢系统原型，将稳定制氢时间提高到前所未有的 3 小时，创造了

新的世界纪录。 

光电化学制氢技术相对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最大的不同，在于半导体

材料沉浸在水基电解质中。无机半导体材料在水基电解质中很容易被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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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采用有机半导体材料可明显降低制氢成本。科研团队的目标是最大化

提升有机半导体材料的可见光吸收特性，提高制氢效率，降低制氢成本。 

半导体材料表面沉积纳米氧化钛光敏材料薄层，在水基电解液和半导

体材料之间形成一道天然屏障。此外，金属纳米材料利用铂催化技术，有

助于电极之间电气上的相互连接，促使光电化学制氢过程在水基电解液环

境中更加稳定。 

新技术也可应用于相关领域，如光伏电子、有机生物电子、光电探测

和有机半导体等，促进低碳经济转型升级。 

 欧盟开发出创新型肉类产品保质保鲜技术 

为保持肉类产品的外观、口感、新鲜度和延长保质期，欧盟肉类产品

加工行业普遍使用无害的硝酸盐对其进行安全有效保护，但近期欧洲媒体

报道硝酸盐对肉类产品保质保鲜技术可能提高癌症的风险，引起社会公众

广泛关注，导致欧盟部分成员国肉类食品销售急剧萎缩或停滞。 

欧盟第七研发框架计划为此提供 240 万欧元，总研发投入 310 万欧元，

由荷兰、英国、意大利、比利时和希腊的 12 家肉类产品加工企业组成欧洲

PHYTOME 研发团队，成功从植物广泛存在的自然化合物中低成本萃取出

“生物活性成分”，可显著降低肉类产品加工过程中硝酸盐的使用量。 

研发团队已成功筛选出 6 种不同类型的“高效”植物天然化合物活性成

分，针对癌症标示物的研究均证实具有积极正面影响。研发团队还利用目

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肠道微生物遗传基因测序技术，证实了植物化合物对肠

道微生物种群无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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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团队在此基础上开发的系列不同肉质产品植物化合物添加剂配比

技术，尽可能最小化硝酸盐的使用，在大范围消费者调查中获得广泛认可。

技术已完全成熟并申请欧洲发明专利，无需增加肉类产品加工企业额外投

资负担，正在欧盟肉类加工业加速商业化推广应用。 

 欧盟科学家突破纳米尺度高清晰红外显微成像技术 

欧盟第七研发框架计划提供 415 万欧元资助，总研发投入 550 万欧元，

由欧盟 6 个成员国爱尔兰、意大利、法国、德国比利时和罗马尼亚的跨学

科科技人员组成 LANIR 科研团队，成功突破纳米尺度高清晰红外显微成像

技术。 

目前市场上商用的红外显微成像技术，分辨率在 50-100 微米（μm）之

间，在研究细胞内部结构高清晰显微成像方面受到局限。LANIR 科研团队

利用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红外显微技术，结合红外光谱仪技术，成功将分

辨率提高到 70 纳米（nm），提高近 1000 倍，意味着实现了人类组织细胞内

部高清晰显微成像技术的突破，可有效实时观测细胞内部的生化演变过程。

例如，新技术突破有助于阿尔茨海默氏症和肺癌等疾病的早期诊断，也有

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石墨烯（100 纳米）和硒化铅半导体（100 纳米）等新

兴纳米材料。 

LANIR 科研团队已成功开发出更紧凑、更简便操作和更快捷的纳米红

外显微成像仪原型。预期的主要应用领域：材料科学、生物化学、细胞病

理学和细胞分子生物学，也可应用于工业产品的质量检测，如抗菌纺织物

和生物金属植入物功能涂层的检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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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企业推出新型电子黑板 

日本夏普、理光等企业近期开展了电子黑板产品的研发，新开发的电

子黑板具有小型化、智能化的特点，更加适应未来的多样化办公环境。 

夏普公司将于 2017 年 2 月上市其研发的 40 型中型电子黑板，该电子

黑板以人数较少的会议为目标对象，是目前日本国内最小的电子黑板。电

子黑板使用面向液晶屏幕的专用笔进行书写，画面数据可以方便的保存，

在企业和教育行业的使用将进一步扩大。 

理光公司开发的智能电子黑板，将于 2017 年 1 月上市。该电子黑板记

录图像、资料、会议讨论等信息，统一由 IBM 的 WATSON 系统识别。电

子黑板可以支持各类会议，自动生成并管理会议议程；可通过麦克风识别

会议发言，在与海外开展的会议场合可以自动将发言翻译成英语、中文等

语言，并分析整理会议发言内容，识别错误信息。会议结束后，自动整理

形成会议报告并提出改进措施。 

根据英国调查公司 futuresource consulting 的推算，2016 年全球电子黑

板的销量为 91.6 万台，销量为三年前的 3.8 倍，今后有望继续增长。 

 日本试验卫星探索太空垃圾解决方案 

为解决太空垃圾不断增加的世界性难题，位于日本福冈县广川町的产

业机械企业中岛田铁工所与东北大学联合开发出可以让卫星完成使命后自

动降低高度进入大气层燃烧的技术，并制造了一颗名为“FREEDOM”的小卫

星，计划年内从国际空间站放入太空，进行验证试验。 

该技术的原理是给卫星配备一个名为“DOM”的脱轨装置，当卫星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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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后通过该装置打开一个 1.5 米见方的薄膜，加大与稀薄空气的摩擦，从

而使卫星提前降低高度进入大气层燃烧掉。 

该技术已受到世界航天界的广泛关注。该企业负责人表示，希望展开

薄膜技术能够取得成功，并实现商业化。 

 日本提出医疗信息化推进计划 

日本上世纪 50 年代出现婴儿潮，这一代人将迎来 75 岁，为此日本政

府在 2020 年前将建立以疾病预防、健康管理、失能者能力恢复支援为主轴

的新型医疗护理系统，并通过医疗大数据的应用实现新的开发应用。  

近年来虽然健康医疗信息的数据化得到了发展，但数据的标准化尚未

形成，很难对分散在不同业务系统数据库的数据进行协同应用。在日本，

具有一定规模的医院电子病历普及率已达到 80%，但电子病历的数据格式

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日本各地建立的 250 多个地方患者信息系统也是分散

的，各种数据库之间也没有互联，无法对健康、体检、医疗、护理领域的

数据进行联合分析。此外，日本目前也没有制定数据流通的规则，无法推

进现代健康、医疗信息的个性化治疗与先进医药品、医疗设备的开发，护

理机器人的普及也比较缓慢。  

人工智能（AI）支援健康医疗的工作必须基于大数据，由于缺乏来自

医疗机构的足够数据，不能充分保障发挥 AI 的学习与分析功能。为了解决

这些问题，日本计划建立诊疗保健系统、个人健康信息登记系统，应用 AI

进行医疗诊断支援，支援护理的标准化等。 

日本政府还提出应用 ICT、AI 推进医疗、护理改革的应用路线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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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在 2017 年实现基于 AI 的诊疗支援技术。2018 年将修订诊疗费方案，对

使用 AI 进行诊疗给予一定程度的激励。在 2020 年实现全新的健康医疗体

系。 

 西班牙加大空间科研的注资 

在近期瑞士卢塞恩召开的欧洲航天局（ESA）部长理事会上，西班牙经

济、工业与竞争力部部长宣布，2017－2024 年间，西班牙对 ESA 的资金贡

献总额将达 15.123 亿欧元，较 2014 年增加 6 亿多欧元，将资助西班牙对

ESA 活动及航天工业感兴趣的可选计划的参与。 

这笔 6 亿多欧元资金预期有 4.59 亿欧元将用于资助发射器、勘探、航

天、微重力、导航、通信、地球观测、技术和安全计划，其余 1.413 亿欧元

将是强制性供款，主要涉及 ESA 的科学与基础活动及其运作。 

过去15年，西班牙凭借参与ESA空间项目发展了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

西班牙是设计、建造并运营整颗卫星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向欧空局注资

要求遵循所谓地缘回报原则，意味着西班牙所有的资金贡献以契约形式回

流本国工业。2000 年以来，西班牙共赢得欧空局 22.36 亿多欧元合同，其

空间部门营业额获显著增长，由 2000 年的 2.3 亿欧元增至 2015 年的 7.5 亿

欧元。 

西班牙拥有欧空局五大空间基础设施之一。位于马德里的欧洲空间天

文学中心，是 ESA 天文学和行星探索任务的总部。 

 英《新科学家》预测 2017 年 10 大科技事件 

2016 年年底，总部位于英国的《新科学家》杂志发布了对 2017 年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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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 10 件重大科技事件的预测结果。 

1. 正在开展人体试验的基因编辑技术开始拯救生命； 

2. 增强现实技术（AR）超越虚拟现实技术（VR）并实现新应用程序； 

3. 基因和干细胞技术将使得濒危动物不再灭绝； 

4. 2017 年将看到卡西尼号轨道飞行器撞入土星的大结局； 

5. 第一个绝经后母亲生育的婴儿将诞生； 

6. 我们能够阅读大脑并分享我们的想法； 

7. 抗生素耐药性问题将在 2017 年出现一个可怕的引爆点； 

8. 2017 年激光干涉引力波观测装置（LIGO）探测引力波的距离应该超

过 2 倍； 

9. 公众就气候变化问题准备向他们的政府宣战； 

10. DeepMind 公司的人工智能下次将在“星际争霸 StarCraft”视频游戏

中打败人类。 

 英国成立药物发现弹射创新中心 

英国在位于英格兰西北地区的阿尔德利园区新近成立了药物发现弹射

创新中心，依托北方经济动力区良好的科学与创新基础，重点支持企业开

发药物临床前评价新技术。药物发现弹射创新中心的目标是加强英国商业

化的临床能力，以提高药品的开发和生产能力，使之成为推出新药品和新

服务的世界领先之地。 

新弹射中心将进一步扩展阿尔德利园区世界级的实验室能力，增强与

优秀的研究机构、大学和企业的联系，弹射中心新建的先进设施，将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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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该领域的一个优秀的促进创新的跳板。 

截止目前，英国各类弹射创新中心总计达到了 11 个。 

 英国研发出新 X 射线技术 

伦敦大学学院研究人员新近成功研发出新 X 射线影像技术，该技术目

前已经能够转化为各种有益的应用，包括潜在的安全和医疗的救生用途。

该项目是工程与物理研究理事会资助的 5 年重点项目，研究工作也包括了

全英十几家企业和学术研究伙伴。 

与传统 X 射线相比，新 X 射线能够识别活组织中的肿瘤早期和材料中

较小的裂缝与缺陷，具有优异的探测不同形状和不同物质类型的能力。该

技术的核心是位相衬度 X 射线成像，传统 X 射线影像是测量组织或材料吸

收辐射的范围，新的 X 射线技术则是测量 X 射线通过不同类型组织或物质

的物理效应。 

这项新的影像技术具有广泛的应用领域，如炸药检测和乳腺癌治疗等，

将颠覆许多传统技术。项目团队正与许多公司谈判如何将它转化为实际的

应用与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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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项目 

 2017-19-多伦多-1-内皮细胞屏障中细胞与细胞连接的调节 

内皮屏障对身体器官功能的正常运作是必要的，但这些屏障中紧密连

接蛋白的高水平表达（如血脑屏障 Blood Brain Barrier）同时阻挡了大分子

药物和 98%以上的小分子药物通过。对多数脑部疾病，包括癌症（如白血

病、淋巴瘤、柔脑膜转移）来说，如何将治疗药物传递到大脑是一个主要

挑战。如果可以瞬时降低内皮细胞屏障，将有助于把药物输送到大脑和视

网膜等组织。 

西安大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并归纳出一种内源性酶的特殊性活动，

它选择性地增强相关物质的内皮屏障渗透性，包括血脑屏障。在体外试验

中证明这种酶可特别提高正常受限物质在内皮细胞屏障的穿过量（化疗药

物）。因此，这种酶对治疗广泛的炎症状况是有用的，而可控的使用这种酶

使药物穿越血脑屏障，可用来治疗多种脑部疾病包括癌症。 

该技术已具有专利，外方希望寻找合作伙伴技术转让、技术入股或者

专利许可证贸易。 

 2017-20-多伦多-2-一种手持便携式低成本乳腺癌检测医学扫描仪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侵入性致命癌症，女性中平均每 9 人就有 1 人

将诊断出该疾病。由于乳腺癌的侵入性，必须尽早确定乳腺肿瘤以减少转

移的风险。目前的检测方法如乳房 X 光检查和乳腺断层融合均采用辐射，

可能会破坏健康组织，对患者的健康造成重大风险。替代医学影像方法（如

磁共振成像和超声）不涉及辐射，但磁共振成像因高价格及造影剂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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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了阻碍，超声则有噪声大、图像质量差等问题。因此，开发一个更安

全，可靠且具有成本效益的成像方式至关重要。 

西安大略大学和Robarts研究院的影像学科学家们开发出一种非侵入式

手持便携式医学扫描仪，可在几秒内检测出乳腺肿瘤。这种创新技术利用

了肿瘤的一种特定物理性质-介电常数（EP）。当扫描仪的激发和传感板应

用于乳腺组织时，与正常组织相比，肿瘤组织会放射出更高的介电常数（EP），

可被检测和记录。在扫描过程中，影像数据通过 USB 接口从传感板传送到

计算机，通过计算机程序重构。这种新颖的成像技术相比其他检测方法具

有一些独特的优势，如便携性，易操作，低成本，最重要的是安全。手持

扫描仪采用了超低能量电场来扫描组织，因此对使用频率或有害辐射照射

量没有限制。 

该技术已具有专利，外方希望寻找合作伙伴技术转让、技术入股或者

专利许可证贸易。 

 2017-21-多伦多-3-经 PE 修饰的透明质酸用于美容和透皮传输蛋白质 

透明质酸是一种长链大分子多聚糖，具有多重生理作用。透明质酸通

常存在于年轻健康的皮肤中，有助于皮肤保持厚度和完整性，防止感染和

紫外辐射等环境因素造成的损伤。随着人体衰老，皮肤逐渐损失透明质酸，

对环境压力抵抗力变弱，容易出现皱纹。 

西安大略大学的研究人员使用源于 PE 的一种脂质对大分子透明质酸

进行结构修饰，可穿过表皮对角质细胞形成保护层。使用修饰的透明质酸

可增加皮肤厚度，增加胶原蛋白产量，减少皱纹，从生理上增强皮肤对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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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压力的抵抗力。修饰后的透明质酸还可传输大分子蛋白质通过表皮进入

更深的皮肤层包括表层肌肉，研究人员已证明无需注射即可传输肉毒杆菌

毒素。除显著的化妆品应用外，此技术可用于许多采用肉毒杆菌毒素的治

疗，如偏头疼，肌筋膜疼痛综合症，痉挛性膀胱等等。 

该技术已具有专利，外方希望寻找合作伙伴技术转让、技术入股或者

专利许可证贸易。 

 2017-22-日本-5-使用特殊纤维载体的少剩余污泥型生活排水处理技术 

1、用途： 

已经成熟的“多段式生物水处理装置”可以在医药、化妆品、化工、印染、

食品行业工厂废水处理中使用。 

通过城市（城镇）生活排水（污水）处理的实证试验表明，该技术在

处理效率和质量、建设成本、使用维护成本方面较目前的生活排水处理技

术有一定的优势，可以推广应用到众多城镇的生活排水（污水）处理系统

中。 

2、原理、流程： 

城镇排水（污水）处理中，一般会经过物理沉淀、生物降解及特殊化

学物质去除几道程序进行处理，才能向江海湖泊中进行无害排放。在生物

降解工序中，具有曝气和循环流动功能的“氧化沟法（OD 法）”是被世界各

国广泛选择采用的一种方法。 

本技术的特点并不在生物处理原理的创新上，而是对原“OD法”中废水

循环流动、曝气等流程进行了改革，在生物反应容器中创新性地设置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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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反应落差结构及帝人公司的特殊纤维载体（能使好氧菌和厌氧菌共存），

在槽内形成自然的食物链，并控制生物处理过程中生物污泥的肥大化，从

而比“OD法”具有更高的高处理能力，并减少污泥产生量。多段式生物处理

装置 MSABP®(Multi-Stage Activated Biological Process)的原理如下图所示： 

 

3、特点： 

利用微生物的食物链实现对废水中的有机物进行处理，和以往普遍使

用的活性污泥设备相比，具有节能、节约成本等诸多优点。例如，可以大

幅度地减少污泥的产生；可以应对废水的水质变化；可以实现对高浓度排

水的处理；可以处理难以用生物处理法处理的废水；可以利用现有“OD法”

进行改造建成，从而能大大降低装置建设的一次性投资。 

该技术已具有专利，外方希望寻找合作伙伴技术转让、出口产品或者

合作生产。 

 2017-23-日本-6-智慧别墅、公寓能源管理系统（D-HEMS） 

1、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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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智慧别墅、公寓能源管理系统（D-HEMS），主要用于家庭能源的

智能化、可视化管理控制，可以统一合理管理、控制家中的空调、照明、

家电、家用分布式热点联供系统、蓄电池、充电机等，从而更方便地使用

能源、节约能源、并在不同时段合理搭配能源资源的利用。 

2、原理、流程： 

大和智慧别墅、公寓能源管理系统（D-HEMS）主要由通用性较强的控

制器构成，OS 采用 Linux。连接的电力测量装置以及空调等设备采用日本

家电、设备仪器标准规格 ECHONETLite，可选择相应各厂家的设备。此外，

HEMS 画面运用控制器上搭载的通信命令由住宅 API 开发而成，因此可与

主机搭载的软件分开，另外开发。如下图所示： 

 

3、特点： 

 电能及其管理操作可以在手机等智能终端上实现远程可视化，例如，

可以实时看到不同房间不同电气的能量使用情况； 

 空调等各类电器的电能使用可以在手机等智能终端上实现远程智能

控制； 

 具有家庭能源使用数据的管理、分析、报告等功能，可以查看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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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源消耗数据等。 

该技术已具有专利，外方希望寻找合作伙伴技术转让、出口产品或者

合作生产。 

 2017-24-日本-7-家庭用燃料电池热电联供装置 

1、用途： 

该燃料电池热电联供装置可用于家庭或小型独立建筑，所用能源为瓶

装液化石油气或城市管道燃气，系统与家用供电系统直连，所发电力可以

供家庭在用电高峰使用，所产生热水可储存供家庭生活使用。 

2、原理、流程： 

该热电联供装置使用城市煤气为燃料，在系统内部重整制氢后，由燃

料电池电堆进行发电，其发电反应生成的热，被用来提供家庭热水。这一

系统所使用的固体高分子型燃料电池（PEFC）电堆，功率为 0.7kW 左右。

该装置的核心部件主要有两个，一是由燃气重整制氢的重整器，二是将重

整过来的氢、一氧化碳等与空气中的氧反应发出电力（生成水）的燃料电

池电堆。    

 

3、特点： 

东京瓦斯株式会社推出的该独户住宅使用的家用燃料电池热电联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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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额定发电效率为 39%、综合效率达到 85%（均按 HHV 高位热量标准测

定），其燃料电池电堆的寿命达到 6 万小时。另外，根据日本东京瓦斯株式

会社的独立数据，该装置能实现一次能源的现场发电和热电联供，如果按

其 HHV 高位热量标准发电效率为 35.2%、供热回收率为 50.6%计算，与原

来的“发电-送电-用电”系统相比，整个系统的能源消费量能减少 37%，二氧

化碳排放能降低 49%。如下图所示。 

 

该技术已具有专利，外方希望寻找合作伙伴技术转让、出口产品或者

合作生产。 

 2017-25-多伦多-4-一种基于磁流变液的驱动装置 

驱动装置对多自由度运转的需求不断增长，但是安装多个发动机价格

昂贵。西安大略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技术，将磁流变液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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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连接标准发动机到一个负载的驱动机械上。磁流变液是一种在磁场作用

下可瞬间并可逆地改变粘度的智能材料，从而能够转移力/力矩。通过控制

磁场强度，它可以精准地控制驱动系统中的力矩，并且为每个自由度充当

一个开关。 

西安大略大学的创新技术可以在不影响单个输入电动机的情况下，按

照用户需求灵活地合并多个自由度，最终使用户能够完全控制驱动。该技

术减少了对多台发动机、传动装置和传感器的需求，为任何多自由度驱动

系统提供了一个具有成本竞争力的选择。 

该技术已具有专利，外方希望寻找合作伙伴技术转让、技术入股或者

专利许可证贸易。 

 2017-26-多伦多-5-一种解决无线网络中固有漏洞的嵌入式安全协议 

由于发送器和合法的接收器之间缺乏了物理关联，现今无线通信网络

面临着各种入侵和攻击的风险。对于这些安全问题，传统解决方法是使用

较高层的 OSI 模型，包括常规身份验证和加密技术。可是，这些技术都不

能直接解决无线环境引起的漏洞。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创新的嵌入式安全协议，

以解决无线网络最新的漏洞。这个协议使用物理层的特性实现持续的验证

网络每个成员的身份，以预防在无线网络中固有的漏洞。通过结合传统及

这种创新的协议，网络管理员可确保无线信道完全安全。 

该技术已具有专利，外方希望寻找合作伙伴技术转让、技术入股或者

专利许可证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