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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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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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研发动态 

 欧盟科学家利用离子液体从矿渣中回收稀土元素 

欧盟通过“地平线 2020”计划出资 700 万欧元，资助开发从工业废弃

物中提取钪（Sc）等稀土元素的技术，近期利用离子液体从铝土矿渣中成

功回收稀土元素。此名为 SCALE 的项目以产业化为导向，研究团队来自希

腊、德国、瑞典、匈牙利等 10 个国家的 18 家机构，包括 10 家公司和 8 家

学术研究机构，涵盖了钪的整个价值链过程。 

钪等稀土元素可大大改变材料特性，在新材料中的作用非常重要，是

生产用于航空和 3D 打印应用的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和高强度铝合金的关

键成分，在风力发电机、汽车、计算机、智能手机和其他高科技产品的制

造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钪元素稀缺且生产成本高（目前在亚洲和

俄罗斯有生产），其供应有限。欧洲没有生产钪的厂商，但钪的终端用户却

有很多，包括空客公司，KBM Affilips 合金公司等。SCALE 项目旨在开发

可以从欧洲工业废弃物中提取钪的技术，从而形成欧洲的供应链，减轻欧

洲对进口稀土的依赖。  

欧洲每年在制铝过程中会产生 500 万吨铝土矿渣，在二氧化钛颜料生

产中会产生 140 万吨酸性废物（均以干燥基成分计），如果有可行的提取技

术，这些工业废弃物中的钪含量便能达到可开采范围。SCALE 项目的目的

就是开发创新技术，可以用经济且可持续的方法从这些工业废弃物中提取

低含量的钪，并以低的能源和材料成本将其升级为纯氧化物、金属和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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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提取其他稀土元素。  

    目前，希腊科学家开发了一种从铝土矿渣中溶解和分离稀土元素的简

单方法。此方法使用离子液体而不是传统溶剂，可以选择性地浸出稀土元

素，不需要溶解整个固体物质。将铝土矿渣倒入含有离子液体溶液的反应

器中，几个小时后稀土元素可完全溶解在离子液体中，在过滤后的液体中

加入一些酸即可使离子液体恢复到可再次使用的状态，剩下的则是含稀土

元素的提取物。由于离子液体具有不易燃和不挥发的特性，因此可在更高

的温度下工作，而不会带来火灾或健康危害。 

 俄科学家发现引发缺血性心脏病的突变基因 

来自库尔斯克国立医科大学、托木斯克国家医学研究中心及别尔哥罗

德国立大学的科学家发现了 3 个突变基因，这些突变基因与缺血性心脏病

有关。  

缺血性心脏病是指心脏肌肉无法得到足够的供血，从而导致心绞痛、

心梗以及心脏骤停甚至死亡。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2012 年全球有 740

万人死于该疾病，超过了其它原因的死亡人数。在俄罗斯用于治疗缺血性

心脏病的费用占心血管疾病治疗总费用的 37%。其他科学家之前的研究表

明，缺血性心脏病与遗传基因有关，导致缺血性心脏病的一个可能的原因

是基因损伤，从而导致环氧二十碳三烯酸（EET）合成不足，而 EET 在调

节动脉血压中发挥重要作用。  

俄科学家研究了三个基因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这些基因参与编

码生产制造 EET 的酶，单核苷酸多态性是指在基因组水平上由单个核苷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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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异所引起的 DNA 序列多态性，而且这种变异往往是疾病发生的根源。

俄科学家分析了 561 名缺血性心脏病人和 694 名健康人的基因图谱，从中

找到了与缺血性心脏病有关的 4 个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其中 3 个 SNP

导致患缺血性心脏病的风险升高，1 个 SNP 相反会降低患缺血性心脏病的

风险。  

    研究人员表示，该项研究将有助于研制促进 EET 合成的新药，除此之

外，研究成果还将促进对缺血性心脏病的治疗更有针对性。研究人员还表

示，下一步，需要进一步揭示由基因变化而导致缺血性心脏病发病的具体

机理。该研究结果已刊发于《Gene》科学杂志。 

 国际原子能机构利用稳定同位素研究环境肠紊乱与儿童健康成长的关

系 

全球中低收入国家有很大比例人口生活在较差的水和卫生条件之下，

并因此导致儿童身体发育迟滞。这主要是因为环境原因造成的肠消化系统

功能改变而导致食物营养成分不能正常吸收所致，在医学上称为环境肠紊

乱（environmental enteric dysfunction， EED）。国际原子能机构批准澳大利

亚、英国、美国、孟加拉国、印度、牙买加等 9 国专家联合开展研究，探

索利用稳定同位素、采取非侵入方式研究环境肠紊乱与儿童健康成长的关

系。 

研究基于的主要原理是：人体通常会食用较多蔗糖，蔗糖在消化系统

中被蔗糖酶分解为葡萄糖和果糠，两者在人体利用过程中被最终氧化为二

氧化碳和水。通过研究食用蔗糖中碳-13 和呼吸中排出二氧化碳中碳-13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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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关系即可分析儿童肠消化系统健康状况。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中蔗糖

酶处于活跃状态，产生的碳-13 二氧化碳较多；在患环境肠紊乱的情况下，

肠道中蔗糖酶活跃程度将减弱，产生的碳-13 二氧化碳也将会减少。这种研

究方法称为碳-13 蔗糖呼吸测试（Carbon-13 Sucrose Breath Test）。中低收入

国家的人群通常食用较多的玉米和甘蔗，玉米和甘蔗中天然含有较多量的

碳-13，因而在测试中使被测试人群食入碳-13 富集蔗糖不会对儿童健康产

生负面影响。机构利用稳定同位素研究环境肠紊乱诊断和对儿童健康的影

响问题已取得初步成果，并分别在国际知名学术刊物《儿科学》（Pediatrics）

和《儿科肠胃病学和营养》（Pediatric Gastroenterology and Nutrition）上发表

了两篇学术论文。 

 俄奥科学家联合研发出硫化钼单层纳米材料 

俄罗斯斯科尔科沃科技学院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联合研发出硫化钼

(MoS2)单层纳米材料，并采用该材料制备出新型纳米光源。  

两国科研人员联合研究了硫化钼特殊的层状结构及独特的物理化学性

质，研发出硫化钼单层纳米材料制备的工艺方法。硫化钼单层纳米材料应

用研究发现，在真空中将硫化钼单层超细条固定于金属电极上，通电加热

至高温可引发发光现象，按此原理制备出 50 纳米的超小型灯泡。 

    所研发的单层硫化钼纳米材料可用于研制光电集成电路，以期进一步

研发单原子超薄柔性透明显示屏、半导体电子元件及新型光源等。相关成

果已经刊登在 Advanced Materials 科学期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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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牙利科学家找到预防和治疗结缔组织钙化新方法 

无机焦磷酸盐（PPi）能防止软骨外周组织中钙和磷酸盐沉淀，血浆 PPi

降低就会导致组织钙化。之前人们认为口服 PPi 不能在人体血液内循环流通，

生物利用性低，不能有效抑制异位钙化。但是匈牙利科学院科学家安达

斯·瓦瑞迪领导的研究颠覆了人们的看法，在健康的人类个体和反映两种

人类遗传性钙化障碍--弹性假黄素（PXE）和广泛性动脉粥样硬化性钙化

（GACI）的小鼠模型中进行了测试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这一发现意味着结

缔组织钙化可以通过一种新的，非常容易和低成本的方法来预防和治疗，

即口服 PPi。 

    匈科学家研究证明口服 PPi 后人体血液中 PPi 浓度增加。此外，在 PXE

和 GACI 的小鼠模型中，通过口服 PPi 减弱了其异位钙化表型。值得注意的

是，在小鼠怀孕期间，将 0.3mM PPi 的饮用水提供给 ENPP1 突变的杂合子，

能强烈地抑制 ENPP1 后代的异位钙化。因此，PPi 不仅被 FDA 认定为对于

目前一些难以治愈的遗传疾病有效安全，而且在涉及结缔组织钙化的其它

病症中也具有巨大的潜力，是一种有效且成本极低的预防治疗药物。 

 俄罗斯采用“绿色化学”从白桦树皮中提取药用原料 

俄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有机化学研究所采用“绿色化学”技术研发出

白桦树皮提取白桦脂醇的新型工艺方法，所研发的技术具有生态性、节能

性、产品纯度高的特点。 

所研发的工艺技术为萃取方法，但其萃取剂不是传统工艺方法所采用

的酒精，而是醋酸类“绿色萃取液”。萃取液采用可再生原料制备，具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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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低廉、无毒性、可生物降解的特点，而工艺过程则具有低能耗及萃取液

可回收再利用的特点，由此整个生产过程具有生态安全性的特点，向“绿

色化学”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白桦脂醇为白桦树皮的提取物，是一种已知的具有抗感染、抗肿瘤、

抗病毒病菌效果的药用原材料，并且最新研究发现这种物质还具有抗艾滋

病活性。 

 美科学家成功测量涡环交织数据 

芝加哥大学新兴实验涡旋动力学领域的物理学家，首次实现对液体流

动基础特性的测量。 

此前，科学家无法在实验室测量总旋度，或两个涡环交织时的数据。

在本次试验中，芝加哥大学研究团队通过 3-D 打印生产的水翼制造类似飞

机起飞或昆虫飞行时的薄核涡旋。用于标记水翼的红色罗丹明染料，被激

光照射时会发出荧光，当水翼放置在水箱中时，染料开始扩散，当水翼加

速时，染料被吸入生成新的涡流核心，科学家通过高速激光扫描层析成像

记录了这一过程。  

    这是人类第一次发现在粘性液体流动期间旋度保持定值。涡流动力学

在日常生活中有着重要应用，如气象学家认为旋度是形成超单体龙卷风的

因素之一。该研究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帕卡德基金会共同资助，实验

结果发表在最新一期《科学》杂志上。 

 韩中研究团队成功研发新型 MRI 造影剂 

韩国基础科学研究院(IBS）与中国安徽省立医院的联合研究团队对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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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动物进行氧化铁纳米粒子 MRI 造影剂的临床前试验取得成功。 

    MRI 是收集磁共振现象所产生的信号而重建图像的成像技术，可精密

检查全身各系统的疾病。目前，MRI 检查使用的造影剂主要是钆制剂，因

此被称为“钆造影剂”。由于钆造影剂在体内停留时间短，很难长时间进行

高分辨率的影像拍摄，并可能产生副作用，此次韩中研究团队研发的氧化

铁纳米粒子 MRI 造影剂能弥补上述缺点。研究团队负责人表示，新方法能

提高 MRI 造影效果，特别是在脑灌注显像时能更准确判断大脑的血流情况。

相关研究结果已刊登在《自然》杂志网站上。 

 美开发更可靠高效的法医指纹识别技术新算法 

最近的研究表明，指纹检查可能导致错误的结果。如 2009 年美国科学

院的研究报告表明，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探员在后来重复检查同一个指纹时

也可能得出和自己先前不同的结论，这种情况导致无辜的人被错误地判罪，

而犯罪分子却无法被定罪而逍遥法外。  

    近期，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和密歇根大学合作研究，开

发出一种算法，突破指纹自动识别的关键步骤。该算法主要是减少人的主

观性，使指纹分析更加可靠和高效。如犯罪现场获取的指纹质量较高，可

简单匹配。但一旦有效信息不足时，认为分析将因人而异，形成不同的结

论。采取自动识别技术，可以使匹配结果更加持续。研究误差并需找到方

法来修复指纹，可使探员更加高效处理证据，减少积压，快速消除犯罪，

将更多时间花费在应对指纹证据搜集的挑战。该算法另一大特点是利用机

器学习来构建算法，通过不断的培训，然后对算法的性能进行测试。下一



 

09 

步，研究团队将利用大数据的方法，进一步提高算法的性能和更准确地测

量其错误率。 

 三星电子首发大容量 V-NAND 

近期在美国举行的“2017 闪存峰会（FMS，Flash Memory Summit 2017）”

上，三星电子首次公开了容量高达 1TB 的 V-NAND 闪存技术。 

V-NAND 是利用立体（3D）堆叠技术封装更多 cell 单元的垂直闪存，

较 512GB 提高 1 倍，采用 16 层堆叠可以生产出容量达 2TB 的闪存，大幅

提升了储存容量，三星电子计划将其运用于 SSD（固态硬盘）上。 

SSD 硬盘是一种取代 HHD 硬盘的存储设备，利用 NAND 闪存或是

D-Ram 等超高速半导体存储器，不仅能够提速，还能减少机械卡顿、发热

和噪音。三星电子在此次峰会上提出了新的 SSD 标准，即“NGSFF（Next 

Generation Small Form Factor）”，预计于今年第四季度开始量产 NGSFF SSD，

将最大限度地提高服务器存储数据容量，提升数据中心和服务器的系统效

率。 

 爱尔兰科学家揭秘微生物引发腹痛的机理 

爱尔兰科克大学微生物研究所的科学家通过老鼠实验发现，肠道细菌

在引发腹部疼痛以及相应的大脑和脊椎变化中起着关键作用。 

内脏部位疼痛影响着相当一部分人群，很多情况下是由肠易激综合征

（IBS）等功能性肠胃道失调引发。目前对内脏痛的认知一般会指向脑肠轴

的改变，但由于对基础机理缺乏详尽认知，常规治疗策略效果不理想。人

体肠道里有数百万亿的细菌和其他微生物，它们与消化、代谢、免疫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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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营养吸收等密切相关。虽然大家知道微生物在疼痛调节中起重要作用，

但我们对微生物如何影响神经系统知之甚少。 

科克大学的科学家发现了引发肚子痛的一个新的机理。实验发现，无

菌老鼠对肚子痛的刺激更加敏感，并会引发脊椎基因的改变。而无菌老鼠

的大脑变化主要发生在减痛调节区域和情感区域。将肠道菌定植到无菌鼠

后，可以发现这些变化有逆转的现象。  

    该研究成果明确揭示了微生物影响大脑和行为其潜在的神经生物学机

理，对我们通过微生物调节疼痛或其他肠道失调提供了科学支持。 

 马自达推出燃效提高 20-30%的新型发动机 

电动汽车有多环保，还要看它的电池电力来自哪里。如果是煤炭电力

为动力电池充电，那还远不如传统的汽柴油车更环保。只有当电动汽车的

电池电力来自清洁能源，它们才会比内燃机汽车更为清洁和环保。 

据国际能源署预测，2035 年内燃机汽车比例为 84.4%，电动汽车为

11.2%，燃料电池车为 4.4%。在今后较长的时间里，内燃机汽车还是主力军，

为了提高燃油效率，达到 CO2 减排目的，马自达在布局电动汽车的同时，

还加强了提高内燃机发动机效率的研发。 

近期，马自达在东京召开技术开发战略发布会，表示将在 2019 年推出

新一代发动机，该款发动机将比现有发动机节能 20%-30%。通过自主开发

的燃烧技术，满足对环保与驾驶的要求。2019 年首先将该款发动机用于一

种车型上，之后，不断推广至其它车型。发布会上还公布了在 2030 年前，

该公司销售的汽车平均 CO2 排放量比 2010 年减少 50%的计划。利用新型发



 

011 

动机和电力驱动技术，将完成这一目标。 

新一代 SkyActiv X 发动机最关键的技术是采用全新点火技术——均质

充气压缩点火(HCCI)，工作原理与柴油机相类似，即无需火花塞点燃油气

混合气，通过压缩气缸中的空气和燃料的混合物直到其燃烧，但依然使用

汽油作为燃料，提高了燃油效率，能达到清洁燃烧。为推动 HCCI 技术进入

应用阶段，马自达自主开发了点火控制压燃（SPCCI）技术，解决了汽油发

动机压燃点火应用中压燃点火（CI）工作范围的课题，实现火花点火和压

燃点火（CI）之间的无缝切换。 

 印尼科学院开发生物肥料改良土壤退化 

根据印尼肥料生产协会（APPI）公布的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印尼农业

生产共消耗化学肥料 310 万吨。其中，尿素消耗量最大，达 130 万吨，氮

磷钾肥料（NPK）次之，达 110 万吨。而同期有机肥使用量仅 22 万吨。 

印尼科学院研究员 Sarjiya 表示，土壤需要源源不断的有机物质来提供

碳资源，如果土壤失去了碳，肥力将会降低。Sarjiya 预测，如继续大规模

使用化学肥料，未来 25 年印尼将发生严重的土壤破坏。正因为此，Sarjiya

及其团队正抓紧研究改良土壤退化的有效方法。 

印尼科学院的研究已证实，一种存活于植物根部、被称作根际细菌

（rhizobacteria）的土壤微生物，能显著改善植物根部的免疫系统，可在土

壤修复中扮演关键角色。根际细菌在土壤中天然存在，系植物生长的节拍

器，可引导植物根部自主发现食物。 

    Sarjiya 表示，豆芽等豆科植物富含氨基酸，对根际细菌而言是非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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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的食物来源。在土壤中添加豆科植物等有机物质，可显著提升土壤中

的根际细菌含量。印尼科学院正是基于豆芽成功开发了有机肥料配方，并

已联合当地两家企业量产。 

 爱尔兰科学家在纳米材料结构分析领域取得突破 

《科学》杂志近期发表了爱尔兰圣三一大学牵头完成的一项研究成果：

纳米铜膜表面不可能是平的。文章指出，构成铜表面的晶体颗粒不可能完

美契合，相互之间有倾斜和角度变化，造成错位和表面粗糙。 

材料的电子、温度和机械等特性一般是由组成材料的晶粒的构成方式

决定的。过去普遍认为这些晶粒象积木块一样组合起来，相互之间会有些

隙缝。爱尔兰的研究人员重点研究了集成电路中广泛使用的纳米级金属铜，

用扫描隧道显微镜测量其三维结构，包括相邻晶粒间的角度，发现晶粒间

是有旋转角度的。因此，纳米膜的表面不可能是绝对平滑的。 

这项研究将对纳米级材料的设计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课题组找到了

如何通过控制晶粒的旋转从而操控材料性能的方法。如，通过设计减少电

阻，从而延长手机等移动终端的电池寿命。除消费类电子产品外，该项研

究对医学植入和诊断等也有应用价值。 

 俄罗斯完成首例“仿生眼睛”植入手术 

俄罗斯国立医科大学眼科医学研究中心完成了首例全盲患者“仿生眼

睛”植入手术，现患者处于康复期，医生及相关设备研发人员对病人进行

人工视觉系统使用的培训。    

眼科医学研究中心研发出人工视觉系统，并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了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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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系统与大脑之间的联系，所研发的系统由带有摄像机的眼镜、小型计

算机和芯片组成。首先将芯片植入人体视网膜，图像从摄像机提取并转换

成电脉冲信号，电信号通过人体的视神经系统到达脑部，人体大脑，类似

于大功率服务器，按照正常人视觉信号处理模式对所获得的信号进行处理，

由此产生“所看到目标”的影像。 

虽然人工视觉系统还未达到人眼的完善程度，暂时无法区分颜色，只

能形成黑白图像并且分辨率较低，但病人足以看清目标轮廓，例如楼房、

人体外型等，可轻易辨别方向，这对全盲患者已经是很大的幸福了。首例

患者 -- 格雷格里·乌里扬诺夫是来自车里雅宾斯克州，完全失明超过 20

年，手术后经过近一个月的康复训练，现可独自散步、到商店购物或从事

锻炼运动。 

人工视觉系统的研发成功在全盲患者治疗上迈出了一大步，可称得上

是眼科医学领域的重大突破。全球共计 3000 多万全盲患者，仅俄罗斯的患

者人数就超过 5 万，此项技术的推广应用可帮助众多患者开启全新的生活。  

 美国 IBM 研究院实现深度学习性能突破 

美国 IBM 研究院发布消息称，通过应用全新的分布式深度学习软件，

在 64 个 IBM Power 系统服务器中的 256 个 GPU 上并行运行深度学习框架，

实现了 95%的扩展效率，并使运算速度与准确率得到了显著提升。此前最

佳的系统扩展能力是 Facebook 人工智能研究院所取得的 89%。 

深度学习是一种广泛使用的人工智能方法，可以帮助计算机通过大量

数据理解真实世界的图像和声音，并提取其中的含义。到目前为止，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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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主要是在单一服务器上运行的，在不同计算机之间高速移动大量数据

的协调过程太过复杂，因此大规模运行深度学习模型在技术上面临着困难，

训练时间通常要持续数天甚至数周。 

IBM 研究团队编写了软件和算法，能够对在数十个服务器中的数百个 

GPU 加速器间并行运行的、非常庞大且复杂的计算任务进行自动优化。在

使用 ImageNet-22k 数据集的 750 万张图像训练模型时，图像识别准确率史

无前例地达到了 33.8%，而微软此前发布的最好结果仅为 29.8%。据悉，IBM

的分布式深度学习技术不仅提高了准确率，还能大幅缩短运算时间，可在 7 

小时内训练一个 ResNet-101 神经网络模型，而微软训练同一个模型需要花

费大概 10 天时间。 

 日本有望利用“iPS 细胞”量产血小板 

日本国内 16 家制药和化学相关企业开发出利用“iPS 细胞”量产血小

板的技术。iPS 细胞是可成长为身体任何部分的万能细胞。 

本次可望量产的是血小板的血液制剂。这种血液制剂被用于需要止血

的患者，例如接受外科手术的患者或交通事故的受伤者等。日本国内每年

有 80 万人接受血小板输血，国内市场规模按药价计算达到约 700 亿日元。

此外，美国的市场规模是日本的 3 倍以上。 

目前，血小板完全依靠献血获得，但随着人口减少等影响，将来可能

出现短缺。如果能借助 iPS 细胞大量生产血小板，则无需依赖献血就能进行

输血。  

此外，使用 iPS 细胞制造还能防止混入病毒等病原体。此前，发生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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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时混入的病毒导致艾滋病和引起丙型肝炎感染扩大等事件。如果利用 iPS

细胞制造血小板，可以避免这种风险。 

研究团队此前利用 iPS 细胞在研究室制造了 1～3 人份的血小板，但一

次性量产几千人份，需要设定细致条件和使用特殊添加剂。此外，在用过

滤器去除异物、包装血液制剂的工序等方面也需要经验。各家企业分享这

些关键技术，使得实际应用成为可能。 

 俄罗斯科学家开发出一种用于矿藏研究的人工神经网络 

俄科院科拉科学中心的科学家使用人工神经网络方法绘制出复杂矿床

的分布。 

在地质绘图时，多多少少会受到客观因素和主观意识的影响。地质学

家按照一定的网络（例如，每隔 50 米）选择岩石的样本，并根据自己的美

感，将其分解成小类，这是绘图主观性的首要来源，因为任何一组事实可

以按多种不同方式进行分类。当样品被分类之后（按小堆摆放），地质学家

开始确定在空间里这些各类岩石之间的界线如何分布，以此来绘制矿床的

地图和剖面。这样做是源于自己对矿源的认识、与其他类似矿的比较、自

己对矿床的印象。一般来说，与自己受教育的程度、工作经验、某个学派、

以及美感等有关。其结果是，在实践中，对同一矿床不同地质学家可以按

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描绘。 

为了克服绘制的主观性，该中心的地质学家以斜锆石、磷灰石和磁铁

矿分布的科夫多尔矿床为例，使用人工神经网络方法构建了摩尔曼斯克地

区矿床结构的三维模型。分析用的数据采用钻探出的岩石的化学成分和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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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成分。 

地质矿物学年轻的副博士安德烈·卡拉什尼科夫表示，研制的这一方

法可以优化地质学家的工作，使用正确调谐的“机器学习”（神经网络或者

其他类似的方法）和地质统计学能够建立矿床的 3D 地图，这对矿床的最佳

开采和降低成本非常必要。 

    该新方法对研究俄罗斯北极地区的矿产资源具有很广的前景。该课题

是在地质矿物学博士格ㆍ尤ㆍ伊万纽克的领导下完成的，得到了俄罗斯科

学基金会的支持。这一研究成功发表在了著名的国际期刊《科学报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