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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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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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研发动态 

 诱导干细胞在实验中成功缓解帕金森症状 

日本的研究人员报道称，将由诱导干细胞生产的神经元植入大脑，可

以改善帕金森行动障碍。 

可分泌多巴胺的脑细胞减少是导致帕金森患者出现行动障碍的原因，

研究人员认为，诱导干细胞可以在体内分化形成任何细胞类型，似可替代

帕金森患者已死亡的神经细胞，从而阻止甚至逆转疾病进程。研究团队先

是用药物杀伤猕猴的神经细胞，然后利用健康人体及帕金森患者人体的多

能干细胞转化为多巴胺分泌细胞，植入到猕猴头部。 

    动物实验表明，该疗法似乎很安全。植入的细胞在大脑中存活了两年

以上，而且对机体并无任何危险影响。研究人员表示下一步希望在人类患

者身上进行测试。该成果发表在 8 月《自然》杂志上。 

 莱斯大学利用金属简化抗体药物合成 

莱斯大学科学家开发出一种“通用盒”以简化癌症药物设计，这种方

法能够对将药物运送到靶细胞的天然抗体进行修饰，其关键在于添加金属

元素。 

研究人员发现稀有过渡金属铑可以作为设计和制备抗体药物共轭物的

有效元素，而抗体药物共轭物已成为靶向递送药物的标准工具，用于化学

治疗剂等多个方面。他们开发出一种类似酶的多金属蛋白质，用于催化多

种抗体。这一简单过程将帮助实验室人员测试各种抗体来源和抗原靶标的

相对功能，以筛选出最能有效对抗肿瘤细胞的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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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团队设计的关键是将三个铑复合物连接到结合恒定（Fc）抗体区域

的蛋白质的特定部位。一旦结合，该多金属肽能够在最低程度破坏抗体的

前提下，催化治疗剂的位点特异附着性。他们对金属肽在乳腺癌细胞上的

复合物进行了测试，证实修饰过的抗体保留其抗原结合特性。所开发的催

化剂相当于一个“通用盒”，能够插入抗体，与抗体的恒定区域结合，更

容易更迅速地产生药物共轭物，且对于所有人类抗体都能够广泛使用。 

 美国天文学家利用神经网络分析引力透镜图像 

美国斯坦福大学与 SLAC 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近日宣布，利用神经

网络的人工智能算法可在不到 1 秒的时间内完成对“引力透镜”这一复杂

时空扭曲现象的分析，该算法比传统方法快了 1000 万倍以上。 

引力透镜是指由于大质量天体（如星系团）的引力改变了更远天体的

光路，从而使其在被望远镜观测时发生扭曲的现象。引力透镜提供了质量

在宇宙空间中分布的线索，是研究暗物质与暗能量的重要途径。传统上，

对于引力透镜的分析需要将望远镜观测得到的实际图像与数学透镜模型生

成的大量计算机模拟结果进行比较，并需要专家进行人工分析，可能需要

几个星期到几个月的时间。而该研究团队使用包含 50 万个模拟透镜图像的

数据集对神经网络进行训练，经过训练的神经网络可以在几分之一秒的时

间内从真实图像中提取信息，并取得与传统方法类似的结果。这一成果发

表在最新一期出版的《自然》杂志上。 

 芬兰将机器人引入医院日常服务工作 

芬兰 VTT 国家技术研究中心介绍，目前芬兰一家医院已成功将递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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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机器人引入医院的日常服务工作，以降低医院物资运送成本和减轻医

院走廊交通压力。芬兰是目前仅有的将自动化运输机器人引入医院日常工

作的国家。该医院共使用了 5-8 台机器人，每天 24 小时不间断工作，传送

药品食品等各种物品。根据今年上半年运行情况看，机器人达到了预期的

目的，医院的工作压力得到减轻。医院工作人员对机器人的引入持积极态

度，其他医院也对该医院的经验表示了兴趣。 

    随着社会老龄化情况严重，机器人服务需求日益增长，但是利用技术

支持，引入机器人护理并不简单，自助机器人和机器人系统的安全性以及

护理质量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机器人物流及护理研究是芬兰“机器人和

未来护理服务”研究项目（2015-2020）的一个组成部分。 

 俄科学家发明钛金属网状移植体 

俄科学家成功研制了一种多功能的钛金属网状移植体，该移植体目前

已在俄多种外科手术实践中取得良好效果，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广阔应用前

景的未来医学移植体。  

成功研制该移植体的科学家团队来自俄科学院中央临床医院，该研究

团队在寻找治疗疝气的更优替代移植体过程中发现，目前外科手术使用大

量的复合材料移植体，而这些移植体使用寿命有限，材料的退化不但引起

炎症，严重的甚至导致并发症。为解决这些问题，俄科学家开始寻找新的

替代移植体并最终成功研制这种钛金属网状移植体。  

新移植体很好地解决了原有复合材料的退化问题，借助于网状结构，

新移植体具有很好的弹性，在腹腔手术、牙科以及骨科手术中都取得了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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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应用效果。科学家们还尝试着用这种网状的结构制备大小不一的移植

体，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构成这种钛金属网状移植体的金属线，直径仅

为 30-38 微米，网状结构组成的移植体往往比所替代的移植体重量减少 2-3

倍，且新的移植体弹性更优，更具有人体工学的性质。 

    目前，俄境内已有 50 家医院在手术治疗疝气中采用这种新移植体，随

着关注的增加，已有更多的外科医生开始尝试将这种新移植体用于整形外

科，特别是乳房成形术、牙科和妇科领域。研究人员表示，该技术可能在

体内组织的手术治疗中获得更广阔的应用，这种新移植体相对于传统的移

植体，不会因退化而引发炎症及并发症。 

 现代汽车推出氢燃料电动车 充一次电可行驶 580 公里 

现代汽车推出了“新一代氢燃料电动车”，将于明年年初正式上市。 

氢燃料电动汽车由添加到燃料电池的氢气与氧气发生反应后产生电

能，排放的尾气只有水蒸气，属于环保型汽车。现代汽车在此基础上添加

了清除微细颗粒物的高性能空气过滤器，进一步提升了其环保性。此次推

出的氢燃料电动车一次充满电的行驶里程可达到 580 公里，与第一代氢燃

料电动车 Tuscon（415 公里）相比提高了 160 公里以上，最大功率也增至

163 马力。并且可在零下 30 度的低温条件下发动，解决了氢燃料电动车在

寒冷天气条件下不易发动的技术难题。  

现代汽车计划至 2020 年推出 31 款环保汽车。包括 10 款混合动力车型

（HEV）、11 款插入式混合动力汽车（PHEV）、8 款电动车、2 款氢燃料

电动车（FCEV）。此外还计划于明年研发无人驾驶氢燃料电动汽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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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纳米显微镜研究取得新进展 

纳米技术可用于制造医疗设备，提高医学检查和治疗的精确性。欧盟

第七框架计划 NANOSCOPY 项目支持开发基于芯片，旨在发现实时亚细胞

动力学的高速纳米检测技术，项目时间为 2014 年到 2019 年，欧盟出资 149

万欧元，由挪威特罗姆瑟大学（北极大学）协调实施。目前该项目在纳米

显微镜研究方面已取得进展。 

纳米显微镜的价格通常高达 50-100 万欧元，而该项目所研究的纳米镜

利用光子电路，即用光子芯片而非玻璃片承载样品，只需在便宜的显微镜

上添加一个芯片即可。光子芯片能够提供高分辨率图像所需的照明，同时

使用标准光学显微镜获取图像。这样就不再需要复杂的激光照明，因此常

规的光学显微镜都可用该种光子芯片。该种芯片可由半导体工厂批量生产，

类似于手机内的硅芯片，成本只有几十欧元。项目组希望该项技术将有助

于发展中国家使用光学纳米显微镜。 

 俄罗斯研发出石墨烯表面纳米微孔成孔技术 

俄罗斯国家研究型大学“莫斯科钢铁学院”的研究人员会同国外同行

研发出石墨烯薄片表面纳米微孔成孔技术，其纳米微孔的孔径可控。此项

技术的研发成功为石墨烯应用开辟了更广泛的前景。相应成果刊登在

“Carbon”学术期刊上。 

研究人员首先理论研究了加速离子作用下石墨烯薄片表面纳米微孔成

孔机理以及孔径与离子能量之间的关系。而试验则是采用诸如碳、氧、硅、

金、碘、氙、钽等不同质量元素的离子在不同的能量下对石墨烯薄片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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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击。离子轰击能量可调，其最大能量可达 91 兆电子伏。实验结果表明，

离子的能量决定了石墨烯薄片表面上纳米微孔的孔径大小，可通过调节离

子的轰击能量设定所形成纳米微孔孔径的大小，使其在 1-4 纳米之间变化。

此项成果的研究成功向石墨烯材料特定结构定向获得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印尼与日本联合开发治疗疟疾与痢疾新药 

疟疾和痢疾是印尼等国最主要的传染病。尽管医学界已掌握较成熟的

治疗方法，但最新发现的疟疾和痢疾病毒，却对现有药物表现出越来越强

的抗药性。印尼技术评估与应用署（BPPT）正联合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JICA）、日本医疗研究开发机构（AMED），试图利用印尼丰富的植物

及微生物资源，为疟疾、痢疾等传染病治疗寻找新的有效药物。 

印尼植物及微生物多样性十分突出，这些资源具有潜在药物价值。过

去 12 年，印尼在全境药物资源富集的 60 个地区和 30 个岛屿开展了微生物

样品收集工作。BPPT 生物技术实验室已对收集到的 25000 个微生物样品进

行了活性成分分析，并成功提取出 12000 个微生物分离菌，其中 200 个已

被证实具有活性成分，研究人员希望从中发现治疗疟疾、痢疾和阿米巴病

的有效药物。 

BPPT 反疟疾和阿米巴病研究主管 Danang Waluyo 表示，印尼微生物分

离菌具有多种不同特性，这些活性成分对传染病治疗具有重要价值。但药

物生产尚需经历一系列临床前试验和临床试验，希望在未来三年内能够获

得候选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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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航空航天局开发可自动校准的磁强计 

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报道称，其戈达德（Goddard）太空飞行中

心科学家开发出一款可自动校准的磁强计原型，可精确测量空间磁场的强

度和方向，体积较小，适用于微小卫星及其它航天应用。 

磁强计对于空间探索至关重要。长期以来，人们利用感应线圈原理制

成的磁通门（Fluxgate）磁强计精确测量空间磁场的强度和方向，但由于宇

宙空间温度剧烈变化等原因，这种磁强计在长期使用后会因漂移而造成性

能下降。另一种原子磁强计利用铷、铯等碱性金属气体发光频率随磁场变

化的性质制成，稳定性好，但只能测量磁场强度，而不能测量其方向。NASA

戈达德（Goddard）太空飞行中心的技术人员 Todd Bonalsky 将两者集成在

一起，利用原子磁强计为磁通门磁强计提供自动校准，并将其体积缩小至

微小卫星可用的大小。 

 乌克兰量子场相互作用子系统动力学研究新发现 

乌克兰国家科学院磁力学研究所首次在所有时间尺度上得到与量子场

（恒温器）相互作用的子系统精确闭环演化方程式的解。  

基于多粒子系统微观可逆的动力学不可逆方程是统计物理学的问题，

通常采取几个假设，主要是系统初始状态的因式分解，其在混沌阶段的近

似体现，而这些近似是以数学假设为前提，在大的过去时间尺度上无初始

相关性，从而有可能得到动力学方程。  

乌克兰科学家们绕过这个假设并得到一个在任何时间尺度上都有效的

进化方程式。同时，他们研究了晶体中的电子—声子系统，并且在扰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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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第二近似中，获得了进化方程的解，且在任何时间尺度上都有效。电

子—声子系统表明在大尺度时间内消失了初始相关性对时间演化的影响。  

    该发现应用于极化子流动问题：与 R.Feynman 和 L.Kadanov 的结果不

同，该发现可应用于基于初始相关性原理的极化子运动的校正。 

 乌克兰科学家对磁化粒子在随机电场中的 2d 扩散研究新发现 

乌克兰国家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科学家对扩散条件的统计描述研

究取得重要成果。其研究的扩散不是由颗粒相互作用引起的，而是由集体

相互作用引起的扩散，包括环境的意外扰动，以及在等离子体、大气、海

洋中发生的扩散。  

乌科学家认为，在某些条件下，由上述相互作用可能导致所谓的异常

扩散，其速度由于捕获非均匀准静态的颗粒的过程而减慢。因为相对较慢

的电位扰动，特别是在实验室条件下，在随机电场中常常发生带电粒子扩

散。  

目前，通常在现象学方法的框架内对异常扩散进行描述，乌克兰科学

家在微观方程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研究探索，提出了相关函数封闭方程解决

方案，其优点是获得相关函数的最小值，这是捕获颗粒效果的前提。通过

对分析模型与数值模拟结果进行比较，乌科学家认为效果良好，封闭方程

的方法可以用于描述在不同环境中带电粒子和中性粒子的迁移过程，包括

发生在各种等离子体装置、大气中相对较长关联时间内可能发生的粒子扩

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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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成功开发智能喂鱼器 

印尼是传统水产养殖大国，拥有 330 万个鱼塘和 270 万个养鱼场，水

产业市场规模达 54 亿美元。从养殖成本看，鱼饲料占养殖总成本的比重高

达 50%-80%。养殖过程中，喂食过量会经由多种渠道对环境造成危害，而

喂食不足则会降低鱼虾存活率。因此，设计科学而精准的喂食方案，是控

制水产养殖成本的关键。 

作为一家从事鱼虾养殖的物联网初创企业，印尼 eFishery 公司致力于

为鱼虾进食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公司成功开发了一款智能喂鱼器，基本

原理是通过分析鱼虾个体行为及由此产生的涟漪，获取鱼虾饱腹感或饥饿

感水平。简单来讲，当大量鱼虾同时移动时，意味着它们处于饥饿状态；

当只有少量鱼虾移动时，意味着大部分已处于饱腹状态。 

智能喂鱼器的核心硬件是一款传感器，用于监测由鱼虾移动而引起的

水流，如监测到特定水流，喂食器将自主判定鱼虾是否处于饥饿状态，进

而决定是否释放鱼食。公司还开发了手机 App 同步软件，养殖户可通过手

机实时监控鱼食消耗情况，并视情况进行下一步喂养操作。 

公司联合创始人 El Farizy 表示，智能喂鱼器兼顾了小规模和大规模养

殖者的需求，可使鱼食消耗量平均减少 21%，成功解决了鱼食喂养效率不

高的问题。这项技术有望为全球水产养殖业建立新的标准，并推动产业向

更透明、更数字化和更经济的方向发展。 

 乌克兰科学家研发出新型双光子超荧光探针 

乌克兰国家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科学家建立了单光子和双光子吸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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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双光子泵浦中一些分子衍生物的激发光谱与其结构

之间的关系，在此研究基础上，研发出新型双光子超荧光探针，用于显现

生物体的结构。超荧光探针特点是：双光子吸收（截面 400 GM），荧光量

子产率高（≈0.7），可用于超高分辨率荧光显微镜（STED 显微镜）。 

 美国军方与 IBM 合作开发类脑超级计算机 

IBM 公司宣布将为空军研究实验室（ARL）开发由 64 个“真北”

（TureNorth）类神经形态芯片驱动的新型超级计算机。这一计算机能够进

行大型深度神经网络的实时分析，可用来在高速的空中战场上区分真假目

标，而且其功耗比传统的计算机芯片降低 4 个数量级。如果该系统功耗可

以达到人脑级别，理论上可以在 64 颗芯片原型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从而能

够同时处理任何数量的实时识别任务，具有广阔的军事及民用前景。 

“真北”芯片始于 2008 年美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启动的“神

经形态自适应可塑可扩展电子系统”（SyNAPSE）项目，项目任务是建造

机能类似于大脑的计算机系统。2014 年，IBM 公司开创了“真北”芯片体

系结构。该芯片是一种“神经形态”芯片，可模仿人类神经元，使用远少

于传统芯片的能量进行优异的先进计算，特别适合于人工智能所需的神经

网络算法。“真北”芯片的神经元被打包在互相连接的“核”内，每个核

还包含用于信息存储、处理和通信的组件，消除了传统芯片中数据在存储

单元和处理单元之间密集交换带来的能量消耗，每个芯片功率不超过 70 毫

瓦。 

通过集成类脑能力，该体系结构有潜力彻底改变计算机行业。I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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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maden 研究中心负责类脑计算的首席科学家 Dharmendra Modha 指出，“真

北”芯片神经元的数量从 2011 年的 256 个增加到了 2017 年的 6,400 万个，

年增长率达到 800%。在整个系统中，这些神经元使用类似于人类神经元电

化学脉冲方式的脉冲模式来传输数据，表现出了利用深度神经网络进行推

理方面的特别高效能。 

乔治·华盛顿大学管理、技术与创新教授 William Halal 表示，类似于

“真北”的神经形态计算机能以传统计算机无法做到的方式进行“思考”：

擅长并行处理和解释，发现模式或从数据中得出结论。“真北”可预先识

别用户可能想知道的信息，并相应地收集数据，或者将数据集联系起来，

独立地从中发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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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项目 

 2017-57-印尼-2-印尼就海产品加工技术及海洋生物活性研究寻找中方

合作伙伴 

渔业产品加工及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RCFPPB) 系印尼海洋渔业部所属

的科研机构，主要致力于渔业产品加工，海洋生物技术研究与开发，以及

向印尼沿海地区示范和推广先进适用的技术。目前其主要在产品加工、食

品安全、生物技术三方面开展研发活动，并于近几年，与澳大利亚国际农

业研究中心（ACIAR）等单位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RCFPPB 的巴古斯先生致函，希望在海产品加工技术、海洋生物活性

研究两方面寻找合适的中方合作伙伴，开展合作，并共同申请中印尼海上

合作基金等政府资助项目。 

 2017-58-叶卡捷琳堡-3-俄罗斯石油天然气领域相关技术项目 

俄罗斯地质与自然资源研究所所长涅斯捷洛夫•伊万•伊万诺维奇教

授，同时作为秋明油气开采系统创建者联盟主席，俄罗斯（包括前苏联）

国家科学院通讯院士以及三个民间（包括国际）科学院的院士，俄罗斯国

家地质委员会成员，俄罗斯联邦自然资源和生态部资源利用联邦署专家咨

询委员会成员，勘探和发现了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众多油气田。 

涅斯捷洛夫教授目前共有 11 个石油天然气领域的相关技术项目，希望

寻找合作伙伴进行技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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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59-意大利-1-用于建筑结构抗震保护的复合地基 

意大利地球物理与火山研究所是目前欧洲最大的从事地球物理和火山

研究的机构，总部设在罗马，并在米兰、博洛尼亚、比萨、那不勒斯等地

都有重要设施。其主要任务是监测地球的固体和流体成分中的地球物理现

象，致力于 24 小时全国范围内的地震监测、实时火山监测、早期预警和预

报活动。该研究所已与全球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展了合作。 

用于建筑结构抗震保护的复合地基项目由意大利地球物理与火山研究

所、墨西拿大学、都灵理工大学的多位专家教授共同研发完成。研究人员

设计出一种新型地震防护装置——“复合地基”，通过将这种复合地基嵌

入到建筑物的地基下，可以有效削弱地震波对建筑物的冲击，从而达到保

护建筑物的目的。 

该装置的原理是：复合地基由数块利用圆柱状连接件横向连接并叠置

的钢筋混凝土板制成，在混凝土板中布置有适当数量的空腔，空腔中填充

有可自由震荡的金属块，同时，混凝土板之间是具有一定摩擦系数的钢-聚

四氟乙烯层。当地震发生时，复合地基中的这种耗散机构可使地基在水平

方向上发生一定的位移，而在竖直方向上保持不变，这样就可以大大耗散

对建筑结构本身危害最大的地震横波频率分量的能量，从而防止建筑物发

生永久变形。 

实验室模拟测试结果显示，这种复合地基可使地震的破坏作用大幅度

下降（约 16 倍），特别是在地震发生的最初 1.5 秒之内。 

外方希望寻找合作伙伴技术转让或者合作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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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60-芬兰-3-新型智能街道照明控制和节能管理系统 

CS控制软件公司是芬兰一家致力于在工程领域开发和应用智能化系统

的公司。公司成立于 2006 年，一直专注于自动化控制系统和系统集成的研

发设计、生产应用、安装调试和技术服务等工作，在芬兰、新加坡和埃及

拥有强大的跨国科研合作、技术支持及服务专家团队。公司以自主核心技

术和系统集成优势为依托，为客户提供完整的行业技术解决方案，其涉及

的主要工程领域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智能电网建

设、发电厂建设、海洋船舶事业及铀矿开采等。 

该公司研发了基于神经网络机制的动态控制和预测模型系统 Optimux。

该系统可与智慧城市综合管理平台连通，运用其路灯照明方案来真正实现

节能控制。Optimux 系统从各类传感器接收实时数据，如交通量、天气状况、

亮度水平等，并依靠神经网络所具有的变换机制和自适应学习能力，以及

高度的并行计算能力，通过动态方式来进行实时控制和管理路灯照明情况，

在 LED 路灯照明节能的基础之上再实现 20%以上的节能。同时，该系统的

预测模型可以从对所收集数据的分析和决策中预测当前和未来的交通道路

情况，反馈给照明方案制定机制，从而进行照明水平的动态调节，达到真

正的照明节能，预测准确率高达 85%。此外，它还可以模拟未来的能源需

求，从而为保证充足的能源需求提供先进的技术支持。 

外方希望寻找合作伙伴共同合作开发 Optimux 系统，同时寻找国内落

地项目展开平台和系统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