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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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8511828，68515508                                      

Email：irs@cste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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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研发动态 

 德国实施“电子加油站计划” 

为进一步推动电动汽车的发展，德联邦交通与数字基础设施部（以下

简称“交通部”）制定了“电子加油站计划”。近日其框架下的第 100 个快

速充电站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奥格斯堡东”投入使用。 

德国致力于在移动 4.0 时代保持领先地位，而全面覆盖的充电设施是驱

动技术得以突破的关键。交通部的目标是，所有高速公路服务区都必须设

有快速充电桩，在高速公路上驾驶电动汽车的人无需再为寻找最近的充电

桩担忧。 

德交通部正在联邦高速公路上布设一个密集的快速充电站网络，所有

在营的高速服务站都将配备快速充电桩和电动汽车停车位，以便实现更多

的移动出行与更少的尾气排放。 

“电子加油站计划”是德联邦交通部建设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系列措

施之一，其中包括“本地电动出行计划”，每年向社区投资约 3000 万欧元，

以及新的 3 亿欧元资助计划，到 2020 年建成一个全面覆盖的充电网络，包

括 5000 个快速充电桩和 1 万个普通充电桩。 

 德国研发含天然活性成分的杀菌剂 

全世界每年因霉菌病害损失大约四分之一的粮食收成。霉菌侵害不仅

发生于冰箱里的食品中，而且从农作物生长到存储和加工无处不在，是粮

食生产和食品加工中的大问题。霉菌还含有不易去除的毒素，而少量的真

菌毒素会给人畜健康带来危害，损伤中枢神经系统和生殖系统、减低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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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甚至引发癌变。因此，防治霉菌病害尤显重要。 

德国新勃兰登堡大学的一个跨学科研究团队目前正在开发基于天然活

性成分的新型生物杀菌剂。研究的核心是天然脂肪酸，尤其是 3-羟基十八

烷酸（TriOH），它是植物为抵御有害生物入侵而产生的。针对不同作用方

式，研究人员开发出不同的 TriOH 化合物，并结合田间测试进行筛选。所

开发出的生物杀菌剂，避免了化学农药在高浓度时对环境和健康造成的风

险，同时还不影响对病害的防治效果，这对生态种植和有机食品生产意义

重大。 

该项目由德国联邦教研部在“高等专科院校研究”计划“工程师后备

人才”资助指南框架下提供资助，经费约 100 万欧元。 

 韩国研究人员成功制作出人工肝 

韩国首尔大学和江原大学联合研究组近日成功制作出可植入人体的人

工肝。该研究是 2012 年韩国农村振兴厅为培育一流科学家和开发农业及农

场发展实用技术而开展的“禹长春计划”的科研项目。  

研究表明，从 40 到 50 岁年龄段的韩国人死亡率看，肝癌居首。此外，

韩国有关肝脏方面的疾病也拥有比其它疾病更高的死亡率。目前，研究组

已掌握利用猪肝制作在结构和功能方面类似人类器官的人工肝的技术。  

从人工器官开发到实际应用，还需要克服很多技术问题，为解决这些

问题，需要持续进行投资和技术开发，此次研究结果解决了人工肝免疫排

斥反应问题的基础技术，人们期待今后能有更大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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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科学家发现可能阻止癌症扩散的新途径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生物科学系的研究人员发现L-丝束蛋白(L-plastin)

中一种被称为钙结合蛋白的“分子开关”，能够在肿瘤转移中起重要作用。

通过解除 L-丝束蛋白中分子开关的控制，就能够阻止侵入的癌细胞发挥功

能。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近日的《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rots）杂志上。  

癌症转移过程是指癌细胞离开最初的肿瘤，穿过身体，在一个新的位

置成长为一个新的肿瘤。研究显示将近 90%与癌症有关的死亡是源于肿瘤

扩散。  

L-丝束蛋白是一种钙控肌动蛋白集束，出现在造血源细胞和大多数转

移癌细胞中。这类细胞是可移动的，需要经常重构它们的肌动蛋白细胞骨

架。以前，依赖钙来调节 L-丝束蛋白的肌动蛋白集束活动还没有被很好的

理解。  

利用磁共振波谱分析方法，研究团队通过分析 L-丝束蛋白的三维结构，

发现一种新的结构，其功能可以作为“分子开关”。当肿瘤细胞开始转移并

形成触须时，肌动蛋白集束作用允许癌细胞来回走动并扩散到整个身体。

利用一种肽抑制剂，研究团队阻止分子开关，使肌动蛋白集束的调节功能

被阻止。通过修改 L-丝束蛋白来移除这个开关之后，这个蛋白不能再正常

发挥功能。  

研究表明癌细胞在到达别的地方并给病人带来问题之前，它们必须获

得运动的能力。因此，能阻止它们获得运动的能力，就可以阻止它们扩散。

这个发现有可能为治疗癌症提供新途径，可以让人们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

度来看待癌症治疗，将注意力放在阻止癌细胞的转移上，而不是放在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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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成型的实体肿瘤上。这是与目前肿瘤学家和外科医生所做处理完全不

同的一种方式。  

L-丝束蛋白的这一部分结构可用作新的抗癌治疗的目标。了解分子开

关的三维结构，对于未来发展药物治疗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可以着手设计

或开发新药。如果利用一种药物能在人体中实现这一过程，就能抑制肿瘤

细胞在人体中的转移和扩散。 

 美国农业专家通过基因研究确定 8 种低草酸菠菜品种 

菠菜因其富含多种营养素，被公认为重要的蔬菜类经济作物，但它含

有比大多数作物更高的草酸盐浓度。草酸或“草酸盐”是天然存在的植物

化学品，在人类饮食中，它可以与钙、铁和其他矿物质反应，抑制矿物质

吸收，严重时还会导致肾结石的形成，影响食用者的健康。美国农业研究

局（ARS）的科学家们通过对菠菜基因的研究，确定了 8 个低草酸菠菜品

种。 

在加州萨利纳斯，ARS 的科学家与参与“作物保护和研究项目”的相

关单位和阿肯色州大学进行了一项关于菠菜草酸浓度基因构成的研究。通

过对 310 个菠菜品种遗传密码的研究分析，他们发现并鉴定了六个决定菠

菜草酸水平的 DNA 标记。这个发现将有助于作物育种专家对低草酸菠菜品

种的培育。 

通过对美国农业部种质基因库中近 300 个菠菜品种以及商业化育种公

司培育的 10 个菠菜品种的基因分析，科学家们发现每 100 克鲜菜的草酸盐

浓度范围从 647.2 毫克到 1286.9 毫克不等，其中，每 100 克鲜菜中草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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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小于 780 毫克的 8 个种质可以作为培育中低草酸盐浓度菠菜的基因来

源。 

 美国首次公开 GPS 卫星测量的空间天气数据 

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近日首次向公众开放了由军方通过 GPS

卫星传感器收集的超过 16 年的太空天气数据。这些数据保存在美国海洋与

大气管理局（NOAA）网站，方便公众进行访问，有助于科研人员了解空间

天气变化机制，也有助于保护卫星、航天器、通信网络、导航系统和电网

等。 

空间天气指地球周围的太空环境，包括电磁场、各种辐射以及粒子流

的情况。美国 GPS 卫星系统的 30 余颗卫星中有 23 颗携带由洛斯阿拉莫斯

实验室开发的测量空间天气的传感器，已经连续测量空间天气超过 16 年，

主要测量地球磁场中带电空间粒子的能量和强度。这些数据对于科研人员

和开发空间天气预报模型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最新一期《空间天气》杂志上发表了关于这些数据的综述论文《来

自 GPS 网络的高能粒子数据》。 

 莫斯科大学建成世界上最大的校藏数字化植物标本库 

莫斯科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俄罗斯科学基金资助的“诺亚方舟”项目框

架下，对莫大生物系植物标本库进行逐一扫描，建成世界上最大的植物图

像扫描标本库之一。 

该校储存植物标本数字化工作始于 2015 年春季，用一年半时间完成了

对东欧、西伯利亚和远东、克里米亚、高加索、蒙古、非洲和南亚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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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大量代表性植物群系的扫描工作。新建的数据库是俄罗斯最大的植物

多样性与繁殖信息库，不仅供专业人士使用，也可为想更多了解植物方面

知识的业余爱好者提供服务。 

使用该数字化植物标本库时，仅需输入植物的拉丁语名称或利用高级

搜索功能即可。所有图像具有高分辨率，从而使研究样本的个别片段时，

无需对所关注的细节部分进行单独扫描。 

目前，该标本库共计有 786000 个扫描样本，其数量位居世界大学首位，

仅次于巴黎、莱顿、北京、纽约和华盛顿等地世界几大科学中心的收藏量。 

莫斯科大学植物标本库具有世界意义，最早关于该库藏的记载可追溯

至 1780 年。该标本库是先进的植物多样性研究与档案中心之一，库藏共计

有 1011000 多个样本，汇集了与卡尔·林奈和詹姆斯·库克相关的珍贵历

史藏品，也有后续植物研究学家的大量资料。该标本库经常增补新的数字

化样本。 

 欧盟开发工程化遗传改性微生物合成生物柴油和汽油技术 

根据微生物植物光合作用仿生原理，在成功实现工程化遗传改性微生

物“高效”生产氢气和碳氢化合物的基础上，欧盟 2020 地平线提供部分资

金，支持由德国大众汽车制造公司领导的研发团队，利用改性微生物和微

藻生产线，通过太阳光线和可吸收大气中二氧化碳的藻类，直接自然合成

生物柴油和汽油。尽管自然合成生物燃油相对合成氢气工艺更复杂，但合

成生物燃油的最大优势在于更适应现有的交通基础设施。 

作为工业规模化应用前的中试示范项目，研发团队已在英国伦敦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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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的楼顶上，建立起户外密封的、实验室规模的生物柴油和汽油炼制厂

原型。研发最主要的挑战来自改性微生物在高效提供生物燃油的同时仍然

保持完好无损，确保生物炼制厂连续不断地生产太阳能生物燃油。 

项目一旦成功未来影响力巨大，生物炼制厂犹如自然的奶牛养殖场，

输入的“草料”是来自大自然的太阳光线和二氧化碳，挤出的“牛奶”是

生物柴油和汽油，从而以生态健康可持续的方式为人类活动提供绿色能源。 

 欧盟细菌抗生素耐药研究取得进展 

细菌抗生素耐药已对现实社会构成严重威胁。当听到细菌抗生素耐药

时，大部分人会想到“刀枪不入”的超级细菌。实际上细菌通常拥有休眠

能力，当遇到外部环境压力时会创建自身毒素（蛋白质）导致细菌休眠，

压力解除后创建另一毒素（又称抗毒素）结束休眠状态。药物抗生素一般

只对“活着”或正在裂变的细菌产生作用，而对以细菌微生物膜形式出现

的休眠细菌无任何作用。欧盟第七研发框架计划为此提供了全额资助进行

研究。 

由意大利结构生物学科研人员领导、欧盟多个成员国跨学科科技人员

组成的欧洲 BIO-NMR 科研团队，通过对大肠杆菌毒素抗毒素系统的结构机

理研究，发现细菌毒素抗毒素结构足够大到让氧通过，意味着毒素抗毒素

系统对氧构成严重的依赖性。 

换句话说，额外的氧气供应可以唤醒休眠细菌，促使其对药物抗生素

保持敏感性。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只需增加 10%的额外氧气足以唤醒细菌

微生物膜边缘的休眠细菌，从而促使微生物膜分解，失去抗生素耐药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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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科研团队的负责人称，深入理解细菌毒素抗毒素系统在分子或原则层

面的结构生物学机理，有助于开发更高效的抗生素。 

 日本加速激光二极管应用研究 

日本赤崎勇教授由于开发了蓝色发光二极管（LED）而获得诺贝尔奖，

他领导的研究组目前正致力于超越 LED 的下一代光设备激光二极管（LD）

的研究。LD 可大幅度提升能效，应用于医疗激光及信息通讯等诸多领域。 

目前，医疗应用已经部分实现。但由于效率及成本方面还没有达到预

期，普及仅局限于一部分。赤崎教授所在的日本名城大学通过应用与蓝光

LED 开发相关的氮化镓结晶技术，试图实现可广泛普及的 LD 开发。 

赤崎教授的研究中心总面积为 1500 平方米，投入 1.2 亿日元（约合人

民币 6055 万）构建新型结晶装置，除了无尘室、研究室、实验室外，还开

设了与民间企业合作的产学合作基地，进行研发成果的宣传活动等。 

LD 的研发广受瞩目，不仅是为了节能，还可广泛应用于医疗、工业加

工、水净化等方面，其开发将大大改善社会现状。 

 日本开发出世界最结实的瓷器 

瓷器易碎的原因是由于其材料中含有气泡以及颗粒。位于日本有田町

的佐贺县窑业技术中心的技术人员通过将粘土加入人工材料铝，成功改变

玻璃成份配比，从而使气泡变小、颗粒减少，这一工艺采用一般性材料制

备方法即可实现。 

实验证实，新开发的瓷器比普通市售的瓷器强度要高 5 倍，将来可用

于学校食堂或者饮食店。一般材料的瓷碗从 20 公分的地方掉下即破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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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瓷碗从 70 公分处落下也安然无恙。这一高度和学校食堂的桌面一致。 

该中心从 2014 年开始进行这项研究，先后对 600 多种配方进行了反复

试验，并于去年 11 月中旬申请了专利。新材料瓷碗除了有利于降低学生午

餐用碗破损率，而且给增加产品的设计样式提供了新的可能。 

 日本破解特应性皮炎致痒机理,为药物开发带来契机 

特应性皮炎是一种过敏反应，起因是由于身体对入侵异物产生过度反

应。7-15%的日本人患有这种“国民病”，由于长期的瘙痒而影响生活质量。

根据近年的研究，发现其原因是体内产生了大量的致痒分子 IL-31，但具体

的机理一直不清楚。 

日本九州大学的研究人员制作了患有特应性皮炎的模型鼠，并将其与

那些经基因检测为健康的野生鼠进行对比，结果发现，有一种蛋白质“EPAS1”

仅存在于患有严重特应性皮炎的老鼠的免疫细胞内，而正常老鼠的免疫细

胞内则没有。此外，通过基因操作，使免疫细胞内的 EPAS1 发生加强或减

少时，会导致 IL-31 发生相应的增减。另外，对特应性皮炎患者提供的血液

进行化验后，发现其中的 IL-31 是常人的 5 倍；对试管中 EPAS1 的作用进

行人为抑止后，发现 IL-31 量降为原来的 1/10。通过上述实验，确定了 EPAS1

蛋白质对特应性皮炎的关键作用。 

以往对特应性皮炎都是对免疫系统注入免疫抑制剂，副作用很大。研

究人员希望能够以此发现为契机，找到仅对 EPAS1 起作用，对身体无副作

用的药物。 

这一成果发表于英国科学《Nature Communications》1 月 9 日电子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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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将建首个数字创新园 

泰国政府计划投资 100 亿泰铢（月 19 亿元人民币），在东部的春武里

府新建泰国首个数字创新园，计划将于 2017 年 3 月提交给泰国总理主持的

东部经济特区委员会批准，7 月开始在国内外路演，2018 年初开业。 

创新园将重点发展机器人、航空与物流、数字业务、生物燃料和生物

化学品等产业，将成为泰国数字基础设施聚集地，并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

入园企业将享受特别的税收优惠，包括 8 年免企业所得税，另加五年减半

税，同时豁免机械进口关税等。 

园区由数字创新中心、研发中心和居住区三大功能板块组成。数字创

新中心将云集国内外软、硬件企业，研发中心重点围绕智能闭路电视、物

联网、云计算和新型传感系统等展开研发，住宿设施中心将为园区人员提

供住房。 

创新园由泰国国有电信运营商 CAT 电信公司和泰国工业产权局负责筹

建和运营。CAT 电信公司负责园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如光纤网络、云计算、

数据中心和互联网网关等服务，泰国工业产权局则为入园企业提供一站式

服务。 

由于园区位于东部经济特区内，基础设施完备，拥有深海港口、机场、

铁路、高速公路和海底电缆连接，投资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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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优质可再生生物质资源——芒草 

 

多年生芒草（Miscanthus）适应全球各类严苛恶劣的土壤和环境条件，

不占用农业耕地，无需太多种植成本，生长快速，生物质产量高。欧盟第

七研发框架计划提供 300 万欧元，总研发投入 400 万欧元，由德国、英国、

荷兰、比利时和土耳其以及联合中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同行，组成 OPTIMISC

研发团队，经过 4 年多时间的深入研究，全面证实芒草的使用价值，再次

确认芒草作为优质可再生生物质资源的科学依据。 

研发团队全面系统地收集、整理和分析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芒草资源，

包括野生和杂交资源，不同土壤与环境条件下芒草的产量和质量，例如中

国、俄罗斯、欧洲和南半球。通过遗传基因、生态环境和生命周期，研究

如纤维素、沼气、乙醇或蛋白质等，证实芒草生产生物质燃料和高附加值

生物制品的可利用价值。通过提高种植技术和育种方法，进一步提升芒草

的产量与质量。通过改进芒草加工技术和生产工艺，完善芒草可持续的整

体生物质价值链。 

芒草相对其它能源农作物，生态环境友好、温室气体排放少。芒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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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具有广泛的适应性，耐干旱抗虫害，适宜于大面积贫瘠土地集约化生产。

相对简捷的炼制技术、模块化工艺流程，更容易使其规模化低成本实现规

模效益，有助于生物经济转型的升级和可持续。 

 希腊研究人员开发出人工神经元 

希腊国立雅典大学光通信光子技术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个人工

神经元，它模拟人类大脑的基本功能，但速度高出许多个数量级。 

模拟生物神经元的行为堪称计算领域的圣杯。该团队使用的是基于

InAs / InGaAs 半导体量子点被动锁模激光器的集成全光学神经元。研究人

员通过几十微米尺度的阵列复制了大脑中的尖峰神经元的功能。除了促进

对大脑功能的理解之外，还可以导致构建构成脑结构的基本结构元件，这

使得创建一个综合的神经模拟系统，复制复杂的神经功能更近了一步。 

 印度开发碳封存新技术：二氧化碳变为苏打粉 

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开展了世界领先的清洁能源项目，成功捕获

并再利用企业排放的二氧化碳废气。 

印度 Carbonclean 环保技术公司研发出专利化学物和碳回收系统，可将

化工厂燃煤锅炉排出的二氧化碳从废气中分离出来，然后利用锅炉蒸气及

额外加入的岩盐与氨气 (NH3) 生产出碳酸钠（Na2CO3），俗称苏打粉。该

技术即可降低企业能量消耗、减少碱性废物，又可使用较低成本钢制作反

应炉。 

苏打粉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化工产品，是玻璃、肥皂、纺织、造纸、制

革等工业的重要原料。冶金工业以及净化水也用到它，还可用于其它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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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的制造。 

燃煤锅炉排放的二氧化碳回收制造出有价值的化学品，这在全球范围

内尚属首例。该项碳回收利用技术的推广可回收全球 5-10% 烧煤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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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项目 

 2017-27-日本-8-100kW 级燃料电池发电系统 

1、用途： 

该系统能使用各种制氢原料，如天燃气、液化石油气、工业副产氢气、

沼气等或者直接用氢气进行稳定发电和供热。例如： 

（1）在通常情况下使用城市煤气（NG，CNG）或液化石油气(LPG)

用于各类医院、写字楼、宾馆公寓的电力补充（或应急电源）和热力（热

水供应）； 

（2）灾害情况下，可将燃料由城市管道煤气切换为罐装 LPG 临时应急

发电供热；在夜间电力充足时可用该系统制氢、供热； 

（3）在钢铁、化工、炼焦等企业副产氢气充足的地方，可以接入该系

统用来发电供热； 

（4）在工厂污水或城镇排水处理常用的“氧化沟法（OD 法）”处理设

施中应用，可以使用污水处理厂氧化沟污泥发酵产生的沼气发电补充污水

处理厂用电，同时燃料电池发电系统所产生的热量用于“氧化沟”的加温。 

2、原理、流程： 

在燃料电池发电系统运行过程中，首先城市煤气经过改质器变为氢气

为主（同时含有 CO 等，并放出部分热量）的改质氢气，接下来磷酸型燃料

电池电堆将改质氢气与空气中的氧反应发出电力（同时放出热量），在发电

需求较低（电堆工作在较小发电功率段时）或无需发电时，可将改质氢气

通过氢气精制装置制氢（作为小型加氢站氢源，供燃料电池汽车加氢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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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点： 

使用天燃气的该 100kW 磷酸型燃料电池发电系统是一套成熟、可靠的

绿色发电系统： 

 系统在 200℃左右的中温运行，具有较高的运行稳定性（可 24 小时

不间断运行）和耐久性（平均 7.5 年一次大修，其他发电方式为 2-3

年一次）； 

 该系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进入推广普及阶段的大功率燃料电池发电

系统； 

 系统具有比内燃机发电高得多的能源利用效率（发电功率为 100kW，

效率为 42%，中温（60℃）排热回收功率为 123kW，综合效率超过

90%），低负荷发电效率（见 Fig.1），以及较低的发电噪音（见 Fig.4）； 

 虽然使用天燃气为燃料，但其废气排放远低于同样使用天燃气的内

燃机或燃气轮机（见 Fig.2 和 Fi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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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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8-日本-9-有机化学氢法氢储运系统 

1、用途：    

有机化学氢法氢储运系统（SPERA 氢系统）被设计用来（通过液相有

机化学载体）进行氢的大规模、远距离、常温常压、高效安全储运。    

2、原理、流程： 

在氢源端（国家或地区）由天燃气改质或煤炭气化大规模制氢（或可

再生能源发电电解水制氢，或核电热解水制氢等），通过氢与其载体甲苯（液

态）的氢化反应生成富含氢的甲基环乙烷（MCH，液态），利用火车或远洋

船舶将其运送到目的地（国家或地区），然后再通过脱氢反应（需脱氢催化

剂和一定的工艺条件）将甲基环乙烷还原为甲苯和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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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点： 

 可以常温、常压、安全地进行氢的大量贮藏，以及海上或路上运输； 

 通过这一系统，氢气也可以以汽油同样的安全性进行大规模贮运，

贮运过程中，氢不会泄露； 

 使用已经商品化的 5 万吨级液态化学品船，满载可以运输 3000 吨氢

气（可供 60 万台燃料电池汽车一次性加满车载氢瓶），运输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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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9-日本-10-移乘移动护理机器人（Keipu，惠风） 

1、用途： 

移乘移动护理机器人“惠风 Keipu”不同于以往的电动轮椅和老年代步

车，是既适合于残障人士、又适合于常人的个人移动工具（建筑物内使用）。    

2、产品特点： 

移乘移动护理机器人“惠风 Keipu”已获得日本“介护保险适用用具”

认证，主要优势在于其辅助护理的移乘移动功能，特点有： 

 从后面移乘。与轮椅不同，此产品可以从后面扶着把手移乘，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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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自己从床上移乘到“惠风”上面，到达厕所后可以扶着把手方

便地从“惠风”上退坐到坐便器上； 

 电动调整座位高度。例如，在前述功能中，可以方便地将座位高度

调整到床面的高度和坐便器的高度。在移动中可将病人视线调至与

周边医护人员视线等高，便于交流； 

 电动调整扶手（半月形支撑台）的高度。由于电动扶手高度可独立

调节（相对座位高度可调），辅助移乘病人时相对座椅有“抱起”和

“放下”的作用，便于移乘，节省医护人员体力； 

 原地 360 度转向，方便在电梯等狭窄空间移动； 

 便于操作的人机界面。例如，“惠风”的移动可以通过一个多向操纵

杠实现转向，有触摸屏上显示操作界面，可以实现 5 挡调速等。 

        

外方希望寻找合作伙伴技术转让、出口产品或者合作生产。 

 2017-30-日本-11-新型高出力紧凑型电机线圈量产技术 

1、用途： 

该技术涉及一种新型的电机绕线包结构，与电机工厂（特别是对紧凑

性要求较高的电动车电机，或功率消耗量级较大的发电机组电机）企业配

合，可开发出高效率、高比功率的电机产品。 



 

021 

2、技术原理与特点： 

一般电机绕线包中漆包线的截面为圆形，后来出现了方形截面的漆包

线，可以降低绕线包中的孔隙率（同样功率的绕线包，比圆形截面漆包线

绕线包体积减小 15%），而本技术涉及的所谓“AST 绕线包”是在方形截面

类技术的基础上，又开发了绕线包的新型结构设计和整体压合工艺，使整

个绕线包的孔隙率进一步降低（同样功率的绕线包，比圆形截面漆包线绕

线包体积减小 50%），同时提高了绕线包生产制造效率、制造精度。 

 

新型高出力紧凑型电机线圈量产技术（AST 绕线包）的特点： 

 实现了绕线包理想的高密度化，支撑电机的小型化和高功率密度化； 

 绕线包制造技术创新，使得根据电机设计需求灵活配置绕线包空间

成为可能，如绕线包可以做成内外任意大小圆角、内外方角、薄片

状、超长状及梯形截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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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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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生产。 

 2017-31-白俄罗斯-1-将天然气余压转换为电能的节能装置 

项目来自白俄罗斯国立技术大学科技园，该科技园是白俄罗斯第一个

国家级科技园。其主要职能是促进白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提供市场分析、

推动高校技术转移、支持中小型创新企业研发高科技产品等。 

将天然气余压转换为电能的节能装置适用于配气站、燃气供应站和气

体调节装置；具有安全、环保、节省能源、成本低的特点，装置能长期、

稳定运行，设备及流程简单，便于运行维护。 

外方希望寻找合作伙伴技术转让或者合作生产。 

 2017-32-白俄罗斯-2-高精度、高效激光切割金属材料工艺及设备 

项目来自白俄罗斯国立技术大学科技园，该科技园是白俄罗斯第一个

国家级科技园。其主要职能是促进白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提供市场分析、

推动高校技术转移、支持中小型创新企业研发高科技产品等。 

高精度、高效激光切割金属材料工艺及设备主要用于汽车制造企业、

机械制造企业、化学工业企业和需要裁剪板材的生产备料工段。 

该项目的优势是：设备功率为 500-2000 瓦，适用于中小企业，可以对

厚度达 18 毫米的碳钢板坯、厚度达 10 毫米的合金板坯或厚度达 12 毫米的

铝合金坯件裁切和打标，切割速度为 20 米/分钟，切口表面精度达 Ra2.5。 

该工艺和设备较成熟，已在白俄罗斯和俄罗斯 50 多家企业应用。外方

希望寻找合作伙伴技术转让或者合作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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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33-白俄罗斯-3-使用碳酸盐原料生产粘接材料的超临界流体

工艺 

项目来自白俄罗斯国立技术大学科技园，该科技园是白俄罗斯第一个

国家级科技园。其主要职能是促进白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提供市场分析、

推动高校技术转移、支持中小型创新企业研发高科技产品等。 

该项目的创新点是使用超临界流体从碳酸盐岩石中冲刷出氧化镁的过

程；该项目可以使标准燃料消耗减少一半、生产支持减少一半，且生产过

程中无废料和有害气体排出。 

外方希望寻找合作伙伴技术转让或者合作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