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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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8511828，68515508                                      

Email：irs@cste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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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研发动态 

 白俄罗斯研制出高效激光切割金属材料工艺和设备 

白俄罗斯国立技术大学的研究人员研制出一种高精度、高效率激光切

割金属材料的工艺和设备。该工艺和设备可用于汽车制造、机械制造、化

学工业以及需要裁剪板材企业的生产备料工段。 

研制的设备功率从 500-2000 瓦，最适用于中小企业，设备可以对厚度

达 18 毫米碳钢板坯、10 毫米厚合金板坯、12 毫米厚铝合金坯件进行裁切，

切割速度为 20 米/分钟，切口表面精度达 Ra2.5。工艺和设备已在白俄罗斯

和俄罗斯 50 多家企业应用。  

激光切割技术具有以下优点：1、精度高；2、切缝窄；3、切割面光滑；

4、速度快；5、切割质量好；6、不损伤工件；7、不受工件外形的影响；8、

不受被切材料的硬度影响；9、节约模具投资；10、节省材料等。 激光切

割技术广泛应用于金属和非金属材料的加工中，可大大减少加工时间，降

低加工成本，提高工件质量。 

 俄科学家发现控制皮肤癌的纳米凝胶粒子 

俄罗斯科学院生物化学物理研究所最近研制出纳米凝胶粒子，可以用

来封裹各种对人体有益的物质，比如：对心脏、大脑和血管有益的不饱和

脂肪酸，以及各种草本抗氧化剂。该项成果是研究人员在研究水果和某些

植物的叶子里含有多种草本抗氧剂的有用属性时额外发现的，并成功试制

出了这种粒子。 

人类健康离不开不饱和脂肪酸，而 ω-3 和 ω-6 脂肪酸人体自身不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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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只有通过食物摄取。俄研究人员利用蛋白质分子与其它生物聚合物构

成该纳米粒子，可保证在任何类型的食品（如：各种果汁、酸奶、酱油、

番茄酱等）中添加 ω-3 和 ω-6 脂肪酸和抗氧化剂时，不必担心它们会破坏

食品的味道或者怕因与食物中的分子发生化学反应而被氧化和被流失，食

物的卡路里也不会被改变。 

这种纳米颗粒尤其对那些生活在远离大海、接受 ω-3 和 ω-6 脂肪酸其

它来源比较少的人群更加有益。通过小白鼠实验，这些纳米凝胶粒子能够

战胜皮肤癌。 

 俄物理学家研制“纳米发动机”电池 

俄罗斯科学院的研究人员正在研制一种极其微小的内燃发电机，用于

为电子设备、笔记本电脑及医学芯片提供电力。目前常见的电池，其能量

密度相比于常见的燃料不到十分之一，研制一种微型发电机提供电力是一

种提高能量密度的解决途径。 

近年来，各国科学家都在积极寻找替代铅锌及锂离子电池的技术，其

中燃料电池作为一种有前景的方案被广泛研究，但其通过氧化燃料的方式

产生电力的效率仍低于目前常见的内燃发动机。俄化学家在实验中偶然发

现，在水中通入电流并不断地改变电极方向会引发含有氢氧混合气体的微

小气泡产生，伴随着电极转化的频率及电极之间的距离改变，会导致这些

气泡的燃烧并产生水分子，这一过程无法用肉眼观测到，因为气泡极其微

小。对于这一现象，俄研究团队尝试利用这种“纳米爆破”，搜集爆破产生的

压力，使其驱动内燃机气缸运动从而产生电力。为此，研究人员设计了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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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实验装置用于跟踪单个微气泡的产生及爆燃，并试图测量其爆燃所产

生的压力。 

任何一种燃料燃烧都会产生两种现象：热量和压力，而对于内燃机来

说需要利用的只是压力。俄科学家测量出单个微气泡爆燃后大约有 0.3 微焦

耳的能量转换为压力，目前科研团队正致力于研制如何搜集这些能量并通

过足够微小的内燃机将其转化为电力。 

 韩国研发出利用水和阳光将二氧化碳转为燃料技术 

韩国高丽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最近成功研发出利用水和阳光将二氧化

碳转化为合成燃料的技术。 

此前，如果将二氧化碳转换为燃料需耗费较多电与热量，成本过高，

没有商业价值。此次开发的技术仅使用水和太阳光，外加一种催化剂即可

达到相同效果，而该种催化剂是可以廉价大量生产的，因此具有很高的实

用价值。  

该技术如能普及，有助于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改善地球变暖状

况。 

 加拿大学者发现服用抗抑郁药可能加倍增加患痴呆症的风险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的研究人员采用医学文献研究方法，发现位列

全球处方药前列的抗抑郁药，有可能助长阿尔茨海默症和其他脑损伤痴呆

症的发生。研究团队利用医学文献研究方法，对 4123 篇医学文章进行筛选，

最后选择出 5 篇符合他们研究标准的文章，这 5 篇文章共涉及约 150 万人。  

研究发现，服用比较受欢迎的被称为选择性 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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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RIs）的一种治疗精神抑郁的药以及其它抗抑郁药，与包括阿尔茨海默

症在内的一些痴呆症发病率加倍增长密切相关。年龄对服用抗抑郁药和患

认知损害疾病或阿尔茨海默症/痴呆症之间有相关影响，平均年龄在 65 岁以

上服用抗抑郁药的人患认知损害疾病的几率会增加。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2016 年 12 月 28 日的《抑郁和焦虑》（Depression and Anxiety）杂志上。  

该研究虽然没有证明原因和结果，但是，他们的发现会激发起人们对

一系列抗抑郁药物的关注。这些药物被广泛和不加选择地用于治疗从普通

的“悲伤”到失眠、疼痛和热潮红等各种疾病。抗抑郁药虽然对一些人确实有

用，但研究人员确实发现抗抑郁药与痴呆之间有相关性。科学家一直在寻

找导致痴呆症的因素，抑郁症可能是其中一个因素，但不是每一个有抑郁

的人会得阿尔茨海默病，也不是每一个患阿尔茨海默病的人会都有抑郁症。  

加拿大位列世界抗抑郁药使用前列，根据 IMS Brogan 公司的市场研究，

加拿大 2015 年开出超过 5 千万份抗抑郁药处方。同时，由于人的寿命增长，

得阿尔茨海默症和其他脑疾病的人在增加。目前全球约有 4750 万人患痴呆

症，加拿大有 75 万人，预计在未来 15 年会增加一倍。 

 美德克萨斯州启动一项 10 亿美元的控制碳排放项目 

近日，德克萨斯州启动了一项控制碳排放的 10 亿美元项目。美 NRG

能源公司下属的一家煤发电厂开发了一项收集二氧化碳排放物的设施，并

用于附近 Thomspsons 油田的原油开采。该设施是全世界同类产品中规模最

大的一个，在运营高峰期，该设施可每年收集 160 万吨碳排放，相当于 NRG

电厂 90%的排放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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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设施将收集的二氧化碳排放物打入地下来开采石油，既照顾了环境

保护者的关切，开采石油所带来的利润也解决了长期维护的费用。 

该设施由日本三菱公司承建，自 2016 年 12 月 29 日运营以来已收集了

11 万吨二氧化碳排放物。NRG 公司表示该设施不会增加电费。NRG 和 JX

日本合资公司还与 Hilcorp Energy 能源公司签定了合同，将为其建设一根长

达 80 英里的二氧化碳管道，向其 West Ranch 油田输送二氧化碳。 

美国能源部为该设施建设拨款 1.9 亿美元，日本政府提供贷款 2.5 亿，

NRG 和 JX 日本公司以合资企业的形式分摊余下的 6 亿美元。 

 欧盟加强研究船舶节能减排技术 

欧盟支持的研究项目 LeanShips 选取八种具备或接近市场成熟度的造

船技术加以深入研究，拟将欧盟船舶改造成为低能耗、零排放的绿色船只。

研究人员计划将船舶的燃料消耗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 25%，将其它排

放物如硫氧化物、氮氧化物、颗粒物等减少到零。 

该项目选取的八种技术包括：使用压缩天然气的港口拖船原型；将甲

醇作为清洁燃料；使用液化天然气提高能效、降低排放；为船舶设置“硫化

物排放管控区”，以鼓励船主采纳废气清洁技术；为定螺距螺旋桨船舶配备

节能设施；为普通货船配备大直径螺旋桨以减少二氧化碳、硫氧化物、氮

氧化物和颗粒物排放；构建船舶能效的决策支持体系，全面考虑船舶的结

构布局、能源平衡、创新型技术的整合，以及船体和螺旋桨的水动力特征；

开放针对邮轮和客船的能效系统。 

研究团队已完成一些技术的 1:1 中试示范，并希望通过良好成效激励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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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们在改建投资计划中采纳这些技术。LeanShips 项目由荷兰牵头，德国、

法国、意大利等 13 国参与。欧盟在该项目中投入了 1700 万欧元，工业界

投入将达到 5700 万欧元。 

 欧盟软物质纳米技术研究动向 

为确保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生态环境可持续，欧盟软物质纳米技术在各

行各业的商业化应用正在快速发展，其研发目前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欧盟

第七研发框架计划提供 780 万欧元，总研发投入 970 万欧元，由德国、英

国、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瑞典、芬兰、希腊、波兰和瑞士 10 个国家的

科研机构联合工业界组成 ESMI 研发团队，从 2011 年起，实施软物质纳米

科学与纳米技术科研联盟，已逐步形成欧盟层面这一重点优先领域研发创

新及商业化应用推广的主要力量。 

目前，ESMI 研发团队已建立起世界级的软物质纳米合成技术、模拟超

算能力和试验科研基础设施，组成由跨成员国跨学科的三大科研平台。纳

米合成技术平台主要分析研究无机或有机纳米粒子结合聚合物的软物质纳

米合成材料；模拟超算平台集中于理论模型超算能力建设和相关功能算法

开发；试验科研平台集成相关的光谱学、显微学、散射技术、流变性和微

纳米成像技术及方法工具。 

目前的研发创新活动主要聚焦于 3 大方向：1. 兼容有机聚合物的纳米

粒子表面改性；2.新兴生物多肽纳米合成聚合物材料开发；3.特定功能合成

聚合物结构如环聚合物和支化聚合物材料开发。取得的技术突破主要包括：

优化软物质电子传输显微技术、降低光束衰变提高分辨率技术、结合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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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力显微的纳米电解质光谱技术、先进的界面流变检测技术和共焦显微

数据实时跟踪分析技术等。部分新开发的软物质纳米智能材料已商业化推

向市场。 

 欧盟推动飞机生物燃油的商业应用 

欧盟第七研发框架计划提供 950 万欧元，总研发投入 1600 万欧元，在

欧盟层面创建飞机生物燃油科技创新联盟（ITAKA），吸收的成员包括空客

集团（Airbus）和欧洲航空防务与航天集团（EADS），囊括从原材料生产到

航空公司用户整个价值链的所有利益相关方。目前的研发创新活动，集中

在推广飞机生物燃油的商业化应用上，包括相关新技术及标准指标参数的

进一步开发。 

欧盟飞机生物燃油原材料主要来自亚麻芥油，辅之食品餐饮业使用的

废弃煎炸油。考虑到技术经济可行性、生态环境友好型和原材料可持续，

特别是不占用农作物耕地，欧盟利用贫瘠荒废土地分别在西班牙和罗马尼

亚建起 5 座亚麻种植基地，在芬兰建立起年产 4 万吨能力加氢脂和脂肪酸

生物燃油炼制厂，同时最大化萃取原材料其它的高附加值活性化合物成分，

已基本达到预期的盈利水平。 

2015 年 12 月，借助并稍加改造挪威奥斯陆机场加油基础设施，欧盟首

个飞机混合生物燃油加油系统诞生。荷兰皇家航空（KLA）、德国汉莎航空

（Lufthansa）和北欧航空（SAS）成为第一批飞机生物燃油客户。截至目前，

各项运营指标数据良好，特别是生物燃油价格相对传统飞机燃油已基本上

具备了平等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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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欧盟飞机生物燃油开发的初步成功，ITAKA 已同美国洛杉矶机场

签署合作协议，正在建设飞机生物燃油加油系统，有助于加速飞机生物燃

油的规模化生产和商业化推广应用。 

 欧盟研制创新型半透明混凝土墙体材料 

欧盟第七研发框架计划提供 160 万欧元，总研发投入 210 万欧元，资

助丹麦、法国、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 9 家建材创新型中小企业联合科技

界组成研发团队，成功研制出一款全新的半透明混凝土墙体材料，最近获

得欧委会专家组的技术鉴定。 

创新型半透明混凝土墙体材料设计成智能控制“三明治”结构墙体夹层

板原型，内设光纤网和吸热隔热材料，夹层表面分别涂有聚合物分散液晶

（PDLC）薄膜，可广泛应用于建筑物的外墙或隔墙，更有效地利用太阳自

然光线提高建筑物节能和降低碳排放。 

研发团队经过反复试验，有效将墙体内吸热隔热材料所吸收的热量，

最佳转化为室内空间的照明、制冷或加热，进一步提高了建筑物的节能减

排。通过夹层板智能实时控制调节室内自然光线，已被证实对人体有积极

的健康影响。新技术已申请数项欧洲发明专利，目前仍然处于中试示范结

构优化阶段，有望很快商业化推向市场。 

建筑物耗能约占欧盟总能源消费结构的 40%，每年花费 1000 亿欧元。

创新型半透明混凝土材料不仅可提高欧盟建材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而且可

为欧盟的节能减排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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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开发无人驾驶全自动运行农业机械 

日本大型农机企业久保田（KUBOTA Corporation）近日公布了最新研

发的无人驾驶可自动运行的农业机械，该设备能与全球定位系统（GPS）和

农场的特定信息等云计算系统联动，大幅减轻人们农作业的强度。 

久保田宣布将于 2020 年推出能够完全自动运行的农业机械。作为其第

一款初级自动运行的农机设备，久保田准备在 2017 年 6 月开始试销售部分

自动驾驶（由操作者远程监视遥控）的拖拉机及配套的农机具（耕耘、插

秧、收割）。该自动运行拖拉机在接受到作业信号后，能自动计算行进路径、

自动驾驶并自动运行农具进行相关作业。这款初级自动运行产品，属于日

本农林水产省《确保安全的农业机械自动化水平》标准 1-3 三个水平级别中

的“2级水平”，而完全自动驾驶属于“3级”水平。 

在日本，一方面存在农村劳力老龄化及人手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有

农业规模化发展及产业界积极介入的趋势，对农业机械自动化有较迫切的

需求。因此，不仅是久保田，洋马（YANMAR CO., LTD.）、井关农机（ISEKI 

& CO., LTD）等大型农机制造企业都在加紧开发无人驾驶拖拉机等自动运

行农机产品。 

 日本破解 50 年难题 实现栉江珧全程养殖 

日本国立研究开发法人水产研究教育机构在大量培育栉江珧（Atrina 

pectinata）贝苗方面取得成功，今年开始在大分县等海湾进行养殖开发。日

本从 1960 年代即开始在各地进行栉江珧贝苗的生产，但是由于贝苗在水中

分泌粘液，从而附着于气泡，浮至水面，无法吃到池里的水藻而不能存活。 



 

012 

1997 年以来，日本有明海沿岸的大分县等四县的栉江珧采获量急剧减

少，由 1978 年的 2.9 万吨降至 2005 年的 200 吨。尽管改善了海底环境，但

成效不明显，该海域至今已连续 5 年休渔了。 

为了提高濑户内海区幼贝存活率，该研究机构从 2011 年起对育贝槽进

行改良。利用水淋装置使随着气泡浮上水面的贝苗沉回水中，再通过桨叶

等搅动，使贝苗在水中不停地漂游而且不相互粘连。通过这些设计，使幼

贝存活率提高了 500 倍，达到 5%，超过了商业化规模的要求。 

栉江珧由贝苗到幼贝需要约一个月时间，再养 1 年半后可采获出售。

一旦实现全程养殖，就能像牡蛎一样，将幼贝从筏子上吊到海水中进行养

殖，从而大幅减轻采贝时的劳动强度。 

 日本研发在晶片上形成 GaN 元件功率半导体的关键技术 

 

 

 

日本三菱化学及富士电机、丰田中央研究所、京都大学、产业技术综

合研究所的联合团队成功解决了在氮化镓（GaN）晶片上形成 GaN 元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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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半导体关键技术。GaN 功率半导体是碳化硅功率半导体的下一代技术。

日本通过发光二极管的开发积累了 GaN 元件技术，GaN 晶片生产量占据世

界最高份额。若做到现有技术的实用化，将处于世界优势地位。 

功率半导体有利于家电、汽车、电车等的节能，产业需求很大。GaN

功率半导体中，硅基板上形成横型 GaN 系的高电子迁移率晶体管等设备已

经量产，但是，GaN 基板上形成 GaN 的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

（MOSFET）高性能设备的研究刚刚起步。美国也在积极研究，世界开发

竞争激烈。 

日联合团队制作了高质量 2 英寸 GaN 晶片和 MOSFET。三菱化学面向

功率半导体改良了 GaN 晶片量产技术“氨热热法”。优化晶体成长条件，将

晶片平均缺陷密度，减少到以往的数百分之一、每 1 平方厘米数千个水平。

他们 2018 年度目标是使缺陷进一步降低 1 位数以上，实现 4 英寸大尺寸晶

片。 

富士电机等制作的 MOSFET，元件性能指标之一的移动度比碳化硅功

率半导体高，确保了实际工作所必要的正阈值电压。GaN 的 MOSFET 兼有

这些特性为首例。丰田中央研究所通过新离子注入法试制成功了 GaN 的 pn

结。 

 “新一代功率电子工业”为日内阁府发展战略性创新创造计划的一环。

今后，日研究团队将从晶片到元件形成、加工技术、基础物性的解读等各

个方面入手，检验其实用性，特别要将元件纵型制作，以便通过大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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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研发自动驾驶超小型电动车 

日本松下集团正在加紧开发带有全自动驾驶功能的中低速超小型纯电

动车，并计划于 2020 年推出市场销售车型，用于智能社区等限定区域内的

自动驾驶运行。目前，松下已利用其过去为汽车厂家提供自动驾驶系统的

技术基础，结合最新车载影像及数据处理、人工智能的研究，开发出了数

台样车，开始在横滨松下公司内的专门路线上试验运行。  

松下公司目前对该产品的定位，一是超小型（单人或 2 人座）；二是时

速在 40km 以下；三是用于解决智能社区等短距离运行，意在避开与汽车厂

家在自动驾驶以及电动汽车领域进行正面竞争。但是，这一产品定位对于

自动驾驶系统的要求并没有降低，相反，比起高速车辆自动驾驶系统的以

正面探知控制为主，该中低速小型车在重点关注正面的同时，还要考虑侧

面及后面的状况，并要针对中低速及其与人、自行车、汽车混行的行驶条

件给出妥善的解决方案。  

松下公司将陆续开发的此类电动车的试验运行放在位于大阪的公司总

部内进行，那里有更大的运行空间，并有几千名员工的步行及自行车等方

式出行的实际测试环境，与产品定位的社区运行环境更加接近。目前，松

下公司已开始在该区域内的交叉路口和电杆上设置摄像头等传感器，并将

电动车与这些传感器及区域内行驶的自行车、汽车和行走职工的智能手机

通信软件相连，进一步完善车辆技术及道路运行环境配套技术等。松下公

司计划从 2017 年开始，积极推动该自动驾驶电动车的公共道路试验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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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性太阳能光伏发电与储存技术的研究进展 

欧盟第七研发框架计划提供 400 万欧元，总研发投入 550 万欧元，由

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丹麦和瑞士的 15 家太阳能企业

组成欧洲 Powerweave 研发团队，长期从事太阳能光伏发电与储存技术的开

发及应用。 

Powerweave 团队在成功开发出基于染料敏化纤维材料太阳能光伏电池

技术和基于电能储存纤维材料薄膜蓄电池技术的基础上，目前研发活动主

要聚焦在二项技术的有机组合，即柔性太阳能光伏发电与储存纺织物或涂

层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开发。 

通过两种纤维材料针织或编织实现柔性太阳能光伏发电与储存纺织物

双重功能，或太阳能光伏发电与储存涂层组合技术，有助于太阳能光伏发

电更灵活、更广泛的商业化应用，特别是远离电力供应的区域，有效降低

光伏发电技术成本。 

刚性太阳能光伏发电在世界各地的建筑屋顶和光伏发电场随处可见，

相对而言，柔性太阳能光伏发电与储存纺织物或涂层技术，具有明显的适

应性强、易弯曲、重量轻、省材料、无需额外安装费用等技术经济成本优

势，可灵活应用于服饰、帐篷、遮阳伞、窗帘、温室、建筑物、汽车和飞

机等需要遮阳的物体外表面等。柔性纺织物或涂层，也可作为太阳能光伏

发电或电能储存单独使用。 

 乌克兰研发出高堆积密度纳米二氧化硅 

乌克兰国家科学院表面化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实验室条件下，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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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活化，通过几何修饰纳米二氧化硅 А-300，研制出高堆积密度纳米二氧

化硅(300-400г/dm3）技术。目前，该成果已通过乌克兰技术规格和临时技

术规范认证，以及几何修饰纳米二氧化硅国家卫生健康医学认证。  

利用硫酸锌、硫酸铜和硫酸银，研究人员优化了气相机械吸附改性纳

米二氧化硅实验室技术，合成出纳米复合材料 Ag-SiO2 、CuO-SiO2 和

ZnO-SiO2。结果表明，所获得的纳米复合材料中的盐以高度水合离子单层

形式位于二氧化硅表面，而金属银和铜、锌氧化物则形成尺寸从 15 至 25

纳米不等的独立结构。  

利用氨基酸组氨酸、甘氨酸、赖氨酸和色氨酸，机械吸附改性纳米二

氧化硅可以获得生物纳米复合材料，可以用作聚合物填料，包括医疗用品，

特别是在牙科等医学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匈牙利政府大幅增加科研创新投入 

匈牙利研发与创新署 2017 年 1 月公布了政府管理的研发与创新基金

2016 年数据。数据显示去年基金总额为 2.76 亿欧元，比前几年有大幅增加。

2015、2014、2013 年分别是 1.78、1.16、1.2 亿欧元。2016 年比 2015 年提

高了近 60%，分别是 2014 年、2013 年的 2 倍多。 

2016 年匈牙利政府研发与创新基金除了资助蓝天研究计划和博士后计

划外，主要资助了大学等研发机构和中部地区的创新企业。向研发机构投

入了 1.2 亿欧元，帮助研究机构提升研究基础设施水平，支持他们与企业开

展合作。向创新企业投入了 7000 万欧元，支持企业开展自主研发和创新，

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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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匈牙利政府批准的项目战略，2017 年政府将继续增加研发投入。

基础研究专题计划投入将被提高 14%，达到 2600 万欧元；将向企业投入 1

亿欧元，继续支持提升创新能力；同时将向“国家优秀项目”投入 3300 万欧

元，向“竞争力和卓越合作项目”投入 5600 万欧元，促进企业与大学等研究

机构合作。另外，将设立 3300 万欧元专项研发基金支持企业以进出口为导

向的研发活动。从这些新增经费来看，匈牙利 2017 年的研发经费增加了 1

亿多欧元，这对于一个中欧国家来讲绝对是大手笔。 

 印度大数据产业发展迅猛 

据印度技术创业培训公司 Simplilearn 最新报告，印度大数据 2016 年为

IT行业提供 6万个就业机会，同比增长 30％，这一迅猛发展势头预计在 2017

年仍将延续。 

随着印度 IT 服务公司对大数据分析需求快速增长以及云计算领域新时

代数字项目的发展，IT 行业对大数据专业人士的需求将持续上涨。预计在

2017 年，印度对数据科学家的需求将大幅增长，将会出现大数据人才短缺。 

据《印度大数据就业市场报告》中提到，班加罗尔汇集了印度大部分

大数据企业，占有印度 40％的大数据就业市场份额。其他大数据专业人员

需求旺盛的城市包括浦那、海德拉巴、德里、孟买和金奈等。2016 年，印

度诸多大数据创新企业，包括 Realbox、Scienaptic、Bridgei2i 等公司已完成

融资并步入良好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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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项目 

 2017-34-古巴-1-古巴生物医药集团急需智力和资金投入开发新药 

古巴生物医药集团 BIOCUBAFARMA 成立于 2012 年，该集团是由一

些从事生物技术，医药、医疗设备研究开发的研究所和公司整合而成，例

如：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研究中心（CIGB），分子免疫学中心（CIM），芬

莱疫苗研究所（FINLAY），神经科学中心（CNEURO），免疫试剂中心（CEM），

古巴药物研发中心（ CIDEM ，  CENTRO DE INVESTIGACION Y 

DESARROLLO DE MEDICAMENTOS ）等，集团现有 31 家公司和 64 家

生产厂家，拥有 1000 多个产品，销售到 48 个国家，在全球获得专利 2000

个，实现了对巴西、越南、印度、南非、委内瑞拉、阿尔及利亚、伊朗、

中国的技术转让。古巴生物医药集团已经为社会提供了有重大影响的医疗

产品，例如，预防传染性疾病的疫苗、对不同癌症的早期诊断和治疗的药

物、监测和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药物等等。 

由于古巴的经济比较困难，政府和集团无力对生物制品的研发投入更

多的资金，该生物制药集团有大量的药物研发和后期生产需要后续资金支

持，急需为以下药物的研发和生产引入外资和合作伙伴。具体药物如下： 

1.Heberprot-P：世界上唯一的治疗糖尿病足部溃疡，并减少截肢的风险

药物。 

运用范围：创伤伤口的愈合。 

治疗目的：治疗糖尿病足部溃疡，减少截肢率。 

合作目的：进行临床评价，并进行注册。或者进行 IV 期临床试验（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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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作用监督），和合作伙伴开展国外注册，合作分析等。 

专利：在澳大利亚、中国、韩国、古巴、欧盟、美国、印度、墨西哥、

俄罗斯、新加坡、南非、马来西亚、乌克兰、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加拿

大、日本、巴西、泰国、智利获得专利权。 

2.CIGB500：在防止心功能衰竭方面具有良好效果。 

运用范围：心血管疾病。 

合作目的：和合作伙伴开展国外注册，共同开发。 

专利：在欧盟和美国获得了专利。 

3.PROCTOKINASE®：治疗痔疮疾病。 

运用范围：胃肠道疾病。 

合作目的：临床评价和国外注册。 

专利：在古巴，欧盟、加拿大、印度、韩国、奥地利、中国、马来西

亚、墨西哥、南非获得专利，在美国、巴西、泰国、阿根廷正在申请专利。 

4.HEBERNASVAC：治疗慢性乙型肝炎。 

运用范围：感染性疾病。 

合作目的：临床评价，国外注册。 

专利：在古巴，中国，欧盟，美国。阿根廷、巴西，韩国、印度、俄

罗斯、加拿大获得专利。 

5.CIGB128：治疗非黑色素瘤皮肤癌。 

运用范围：肿瘤。 

合作目的：国外注册，共同研发。 

专利：在古巴、美国、加拿大、奥地利、俄罗斯、韩国、南非、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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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获得专利，在欧盟和中国正在申请专利。 

6.CIGB-300：抗肿瘤药物。 

运用范围：肿瘤。 

研发目的：成为抗肿瘤药物。 

合作目的：共同研发，国外注册。 

专利：在欧洲、美国、俄罗斯、中国、马来西亚、奥地利、南非、韩

国、日本、印度、新西兰、乌克兰、秘鲁、摩洛哥、黎巴嫩、墨西哥、突

尼斯、阿根廷、智利、挪威获得专利。 

7.CIGB247：恶性肿瘤治疗性疫苗。 

运用范围：肿瘤。 

研发目的：成为具有知识产权的产品，用于治疗固体形态肿瘤，其他

的退行性疾病。 

合作目的：在国外注册，继续研发特特色的抗肿瘤疫苗，建立动物模

型，进行临床试验，研发对非肿瘤疾病的治疗作用。 

专利：在古巴、伊朗、欧盟、美国、俄罗斯、加拿大、奥地利、日本、

印度、南非，韩国获得专利。 

8.CIGB247：抗内皮生长因子，治疗眼部血管瘤，退行性斑点。 

运用范围：眼科。 

研发目的：抗内皮生长因子，减少退行性斑点。 

合作目的：进行临床试验，在国外注册。 

专利：在古巴，伊朗、欧盟、美国、俄罗斯、加拿大、奥地利、日本、

印度、南非、韩国获得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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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CIGB-552：治疗肿瘤。 

运用范围：肿瘤。 

研发目的：治疗肿瘤。 

合作目的：国外注册，合作研发。 

专利：在欧洲、美国、加拿大、俄罗斯、中国、奥地利、南非、韩国、

日本、印度、南非、乌克兰获得专利。 

10.CIGB-854：治疗神经性疾病。 

运用范围：神经疾病。 

研发目的：治疗脑部缺血导致的各种神经疾病。 

合作目的：合作继续研发，国外注册。 

专利：在加拿大、俄罗斯、中国、日本获得专利。 

11.CIGB-814：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 

运用范围：自身免疫性疾病。 

研发目的：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和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 

合作目的：联合临床试验，注册并销售。联合临床试验，探讨治疗 I

型糖尿病和青年自发性关节炎。 

专利：在秘鲁、欧盟、中国、日本，韩国、阿根廷、俄罗斯、墨西哥

获得专利。 

12.PO：治疗动物壁虱的疫苗。 

运用范围：兽医。 

研发目的：治疗动物壁虱。 

合作目的：合作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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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在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巴西、多米尼加、秘鲁、

墨西哥、阿根廷获得专利。 

13.典型猪瘟热：预防和诊断猪瘟热药物。 

运用范围：兽医。 

研发目的：预防疫苗。 

合作目的：国外注册，继续研发和商业化。 

专利：在古巴获得专利。 

14.大豆生物改良剂：改善大豆耐受杀虫剂和除草剂品质。 

运用范围：农业。 

研发目的：用于铁锈病，改善对杀虫剂和除草剂的耐受。 

合作目的：共同开发并进行实地试验，评价结果，并进行商业化。 

15.HEBERNEM：生物杀线虫药物。 

运用范围：农业。 

研发目的：治疗线虫病。 

合作目的：在农作物进行实地试验并评估结果，最终商业化。 

专利：在古巴、欧洲、中国、越南、以色列、墨西哥、巴拿马、美国、

南非、秘鲁、奥地利、哥伦比亚、俄罗斯、印度、加拿大、巴西伊朗、尼

日利亚获得专利。在委内瑞拉和巴拉圭正在申请专利。 

16.CIGB42：柑橘属植物黄龙病控制。 

运用范围：农业。 

研发目的：控制黄龙病。 

合作目的：国外注册并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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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CIMAvax-EGF：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疫苗 

研发目的：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疫苗。 

合作目的：在 MARIEL 特区建立 GMP 认证的生产区域。 

专利：在美国，日本，加拿大，中国获得专利。 

18.Family of Human IL2：治疗癌症的突变蛋白质。 

研发目的：获得高效低毒的生物药物。 

合作目的：和合作机构共同研发，生产产品，在国外注册在市场销售，

国外生物药企投资，在 MARIEL 特区建立 JVC（合资企业）。 

专利：在美国，日本，中国获得专利。 

19.Bivalent Vaccin HER1+HER2：治疗癌症的二价疫苗。 

研发目的：治疗肿瘤。 

合作目的：和国外生物药企达成协议，共同研发，注册和商业化。 

正和美国 ROSWELL PARK 研究所谈判，在美国进行临床试验。 

正和中国最大药企-国家生物技术集团谈判。 

20.Cimaher®Nimotuzumab：治疗癌症的抗体疗法。 

研发目的：治疗癌症，延长患者生命，改善患者生存质量。 

合作目的：在工业化国家引入该药物，在美国，该药物已经进入市场。 

在 MARIEL 特区建立 GMP 认证的生产设施。 

21.Immunotherapy 免疫疗法：治疗动脉粥样硬化。 

研发目的：研发抗体，治疗动脉粥样硬化。 

合作目的：和合作机构生产，再开发，注册，市场销售该药物。特别

是吸引外资进行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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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Pharmaceutical Formulation（NeuroEPO）：治疗大脑感染性疾病。 

研发目的：形成鼻部用药产品，提高药效，减少副作用，提高脑部药

物浓度。 

合作目的：和国外药企共同研发，生产，注册，上市该药物，特别需

要外资投入临床试验。 

23.CIDEM 161：治疗大脑缺血性病变。 

研发目的：研发、注册、上市治疗脑部缺血性病变的药物。 

合作目的：和合作机构联合开发，进行临床 I、II、III 期临床试验，注

册，上市。    

24.CIDEM 161：治疗痴呆，帕金森氏病和神经性疼痛。 

研发目的：开发、注册、上市一个新的、治疗痴呆、帕金森氏病和神

经性疼痛的药物。 

合作目的：和合作机构联合开发，进行临床 I、II、III 期临床试验，注

册，上市。 

25.Amylovis®：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诊断试剂。   

研发目的：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诊断试剂 。 

合作目的：和具有投资能力的企业联合进行临床试验，并在企业所在

地上市，企业将获得该地区的市场份额。  

古巴生物医药集团就以上项目寻求智力和资金投入，联合在国外进行

临床试验，在国外注册并销售，或者在古巴 MARIEL 特区建立获得 GMP

认证的生产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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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35-乌克兰-1-多用途光电显微镜数字化测量仿真系统 

乌克兰“科学与能量”集团是一个独立的由众多生产设计企业和专家构

成的科技研发组织，致力于开发各个领域创新项目，最近该公司开发了多

用途光电显微镜数字化测量仿真系统。 

系统的的工作原理：利用信号波衍射的基本规律，即通过从信号中提

取其未发生畸变图像数据，将被研究对象图像恢复到其原始状态的方法实

现观察对象数字化； 

系统的主要功能：该系统可对信号质量进行监控，具有特殊杂波滤出

方法，清晰度是国际同类产品的 15 倍。可获得原子内外电子图像，应用于

分子原子物理、化学、生物材料领域；另外该系统也可显著提升光学制导

系统精度，瞄准距离提高 1.5 倍；还可以提高太空观测对象图片的清晰度和

对比度等； 

该技术应用领域广泛，技术先进，外方希望寻找合作伙伴技术转让或

者合作生产。 

 2017-36-伊尔库茨克-1-化学、石化及天然气工业故障和事故鉴定智能决

策支持系统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系统动力与控制理论研究所成立于 1980 年，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演化方程，动力系统、应用程序的定性分析方法，应用

控制定性理论与方法，信息计算解决方案的理论基础和自动化技术等，该

所科研人员获得过原苏联国家科技奖、俄联邦政府奖、伊尔库茨克州政府

奖等多项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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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该研究所开发了化学、石化及天然气工业故障和事故鉴定智能决

策支持系统，该系统用于鉴定石化、天然气及化工工业领域机械设备故障

和事故原因，提供智能决策支持，防止故障和事故对经济、生态和社会造

成危害。系统能够记录工程事故不良状况，查明导致故障和事故的综合因

素，论证和制定防止二次故障和事故的必要措施，论证和制定设施（设备）

恢复工作的必要措施，识别事故和故障并写入数据库，预测后续更高级别

事故和故障，生成故障和事故标准、简短和完整信息报告。 

外方希望寻找合作伙伴合作生产。 

 2017-37-伊尔库茨克-2-锅炉炉膛检修吊台 

锅炉炉膛检修吊台适用于热电站锅炉炉膛内部检修，安装仅需 0.5 小时，

安装时无需对锅炉进行任何改动。吊台长约 1.5 米，宽 0.5 米，高约 2 米（可

按工人身高设计）。已于 2011 年 9 月取得发明专利（专利号：2430224），

专利有效期至 2027 年 5 月。 

绞车固定在锅炉平台上，绞车安装在距炉膛维修点 0.5 米以上的地方，

钢丝绳套筒穿过锅炉炉壁固定在锅炉观察口，钢丝绳穿过上套筒，使装置

处于工作状态（1-2 名工人），带手动传动（也可以安装电动或气动传动装

置），钢丝绳与吊台可靠绝缘，以保证锅炉炉膛内的焊接维修。 

外方希望寻找合作伙伴技术转让。 

 2017-38-塞尔维亚-1-潮湿产品节能烘干系统（节能型烤烟房） 

该公司的烟草烘干系统可靠、节能，不仅能大大降低能耗，而且能提

高烟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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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烟叶烘烤方法效率相对较低，需要大量的热能输入，该干燥系

统的独特性在于能从湿热的排气中获取热能，与目前在塞尔维亚和欧美使

用的烤烟房相比，该干燥系统能降低能耗 60%左右。 

该技术已申请专利，外方希望寻找合作伙伴技术转让。 

 2017-39-乌克兰-2-提高植物生产率的金属纳米粒子使用技术 

目前，世界各国家通常通过使用重金属盐和螯合物的方法来调节肥料

的微量元素含量，以提高植物的生产率。但金属盐的使用有其局限性，一

方面由于植物中存在最大允许剂量，另一方面由于金属离子有污染环境的

风险性。 

本项目提出了金属纳米粒子的使用技术，借助纳米粒子胶体溶液的物

理和化学属性，环境清洁式地优化生物金属性能，发挥植物生长潜能。 

该技术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预先将纳米金属粒子胶体溶液与农药

混合，剂量为 0.2 升/吨，每公顷追肥仅需 1-2 升胶体溶液，明显低于已知的

微量元素投入剂量。一升金属纳米粒子胶体溶液的价格约为 0.5 欧元，通常

处理一公顷农田的化学品（肥料、农药等）的总价为 100-500 欧元，由此，

添加胶体溶液仅增加了 0.1-0.5%的成本，而谷物产量可以增加 10-15%。 

该项目具有以下优势： 

 金属纳米粒子作为微量元素使用技术的主要优势在于其高社会效应、经

济可行性、成果获取速度、使用简易性、生态安全性，因为它能最大限

度地减少对生态系统和土壤的腐蚀性影响。 

 使用纳米金属胶体溶液（混合物）对种子进行预处理能促进活化生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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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增加秋季植物营养含量，这是作物顺利越冬的关键。 

外方希望寻找在农业领域从事科研和生产的合作伙伴进行长期技术合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