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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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兰成功开发出可用于大规模生产的等离子处理设备 

芬兰 VTT 国家技术研究中心成功开发出了可用于大规模制造业生产的

等离子处理设备。该设备可改变金属等材料粉末性能，使其流动性提高，

以达到 3D 打印大规模生产所需的水平。该设备对金属-陶瓷复合粉末的等

离子体处理效果尤为突出。 

目前欧洲有几台与此类似的设备，但仅可用于实验室研究。VTT 的设

备则可用于大规模制造业的生产，可满足产业和研究团队日益增长的 3D 打

印需要，有望推动 3D 打印产业链的发展，使机器设备制造商、能源产业以

及高校和科研机构从中受益。 

 以色列研究发现 T 淋巴细胞低氧环境下可杀死更多癌细胞 

以色列魏茨曼科学院研究人员研发了一种新方法，可通过降低免疫细

胞供氧量来增强其杀死肿瘤细胞的能力，从而更好地杀死癌细胞。相关实

验显示，接受低氧 T 细胞治疗的实验小鼠活得更久，且其肿瘤与正常 T 细

胞治疗的实验鼠相比缩小得尤其快。 

魏兹曼科学院研究人员认为缺氧状态下的杀伤性 T 细胞就像慢慢适应

缺氧环境的登山运动员——海拔训练能增强运动员的忍耐性，对杀伤性 T

细胞进行低氧条件下的“健体养生”可明显提高其杀灭癌细胞的能力。目

前该研究正期待在人身上验证以期发现良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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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科学家发现防护有毒金属和放射性核素的方法 

俄远东联邦大学药学和药理学系主任马克西姆·霍基姆钦科在美国哈

佛医学院举办的“功能性食物与慢性疾病”国际会议上提出，海草中的低

分子量果胶能够保护人们免受有毒金属和放射性核素的侵害。  

据他介绍，科学家研究了虾海藻属海草中的低分子量果胶物质对实验

动物的影响，结果表明，服用这种果胶能大大加速锶和钇离子排出体内并

阻止其在内脏中聚积。这种结构化的果胶物质可以用作食品的活性成分或

生物活性添加剂，以保护人体免受有毒金属和放射性核素的有害影响，而

这些物质是大城市环境污染的主要组成物。  

 乌克兰开发出用于测定碳氧血红蛋白的非侵入性方法 

目前，用于测量血液中碳氧血红蛋白含量的准确灵敏方法是气相色谱

法，但由于这种方法的复杂性，以及相当高的时间成本和对技术人员的高

素质要求，其使用仅限于实验室研究。另一种方法是在血液样品中进行分

光光度测定，这种方法也需要精密的仪器和熟练的技术人员，因此只适用

于医院中一氧化碳中毒情况的诊断。 

    乌科学家使用三种波长并考虑外周凝血组织通过血液脉冲波光的调制，

开发了一种用于测定碳氧血红蛋白的非侵入性方法，并且在此方法基础上，

开发出了监测一氧化碳中毒状态的新装置。 

 美科学家利用锥螺毒液开发老年医疗药物 

几个世纪以来，锥螺一直为人类所感兴趣，沿海地区的居民将美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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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壳视为财富和珠宝。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科学家在研究分

析锥螺毒液时发现，其毒液可能对开发一些针对疑难疾病的新药有帮助。

通过模仿锥螺等小而安静的生物传递毒素的方式，科学家有可能找到针对

一些疾病更好的治疗方法。世界各地已发现 800 多种锥螺，主要生长在温

暖的热带地区。最小型的锥螺有类似蜜蜂蛰一样厉害的刺，在大型物种的

刺激下可以在几个小时内杀死成年人。最致命的锥螺是印度-太平洋的香烟

锥螺，接近一个人的拇指长度，其毒素可以在一根烟的时间内杀死一个人。

锥螺的毒素能够如此快速地穿透另一种动物的神经，并有效地瘫痪受害者，

了解它们的作用机制可能可用于开发更快更有效地向患者注射药物的新方

式，用于治疗糖尿病的新型胰岛素或更好地用于神经疾病如阿尔斯海默病

治疗等。该团队的系列研究成果最近发表于《Scientific Reports》、《Journal of 

Proteomics》和《Neuropharmacology》等刊物上。 

 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所开发出第一台等离子体微型激光器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NIST）的科学家们开发出世界上首台等

离子体微型激光器，该设备可以成为环境化学品和生物分子的精湛传感器，

可以作为纳米尺度装置来感测环境中的微量污染物和其他化学物质，或者

检测生物分子的表面结合用于医疗诊断。该成果由中国南京大学和密歇根

大学合作完成，相关研究在 NIST 纳米技术中心进行。 

 美国科研人员成功开发声波灭蚊新技术 

2015 年以来，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发现了 5300 多例寨卡（Z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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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感染病例，美国全境发现的寨卡病例累计近 3.7 万例，而蚊子是引起寨

卡病毒传播的主渠道之一。为拓展用于测量、控制和保护人们免受蚊子滋

扰和传播危险病原体的新方法和新手段，美国农业部下属农业研究服务局

（ARS）的科学家致力于运用创新的方法来灭杀住宅周围的蚊子群落。近

日，ARS 的昆虫学家与其在佛罗里达州的合作方共同研究开发了一项利用

强声波来灭杀水中蚊子幼虫的新技术。这种技术通过一种便携式声学装置，

主要灭杀可以将病毒传染给人类，导致寨卡、登革热、黄热病等疾病的亚

洲虎蚊幼虫。这种装置区别于以往运用合成或天然化学物质灭杀蚊虫的创

新点在于它对人体不产生危害，它可在大型塑料容器中有效杀死蚊子幼虫，

控制蚊虫的繁育。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传统中药丹参治疗骨质疏松 

《神农本草经》对中草药丹参早有描述，味苦、性微寒，入心、肝经，

为“活血祛瘀、通经活络、清热除烦”之品。早在 2013 年，我国已有关于

丹参水提物能有效防止由泼尼松和糖皮质激素所造成的骨丢失的报道，称

其机制可能与抑制破骨细胞性骨吸收功能有关。 

近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针对丹参提取物开展研

究，发现了一条技术途径，可利用丹参提取物特异性锁定组织蛋白酶 K

（CatK）中有关胶原蛋白降解的活性。CatK 在骨质疏松症期间对骨骼中的

胶原蛋白分解起主要作用。研究人员在人和小鼠骨细胞以及小鼠模式上进

行了测试，丹参提取物不仅可以防止骨丢失，还可以使小鼠的骨密度提高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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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研发出检测感染类型的手持仪器可减少抗生素使用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罗伯特·伯勒尔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新近研发出

一种手持检测仪器，可以让一线临床医生在几分钟内区分病人是病毒性感

染还是细菌性感染，从而帮助减少不必要的抗生素处方和抗生素过度使用。 

该仪器通过检测一个叫血清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的分子是否出现

在病人的血液中来判断感染的类型。病人被细菌感染时血清降钙素原在血

液中被释放，而被病毒感染时不被释放。正常情况下，在人体内无法检测

到血清降钙素原。当病人被细菌感染时，血液中血清降钙素原的含量会提

高。 

    该研究团队已获得加拿大卫生研究院的资助，下一步将申请专利，生

产仪器，做必要的测试来验证其有效性。同时，他们已建立衍生公司 OR 

Science 对该技术进行商业化。 

 德研发出食品中组胺含量快速检测方法 

一杯红葡萄酒、一块发酵成熟的奶酪或几片火腿对大多数人没有问题，

但组胺不耐受者食用后却可能会引发心律失常（心动过速）、偏头痛、焦虑、

眼睑肿胀、胃肠道不适（胃痛）或皮疹等类似过敏的不适症状，组胺含量

过高还会导致食物中毒。几乎所有的食物都含有组胺，含量依品种不同或

储存时间长短差异较大。如能提前获知食物中是否含有组胺以及含量，无

疑是消费者的福音。德国图宾根大学自然科学和医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新

近开发了一种可快速检测食物中组胺含量的方法。 

现行的组胺检测只能在实验室里进行，而新研发的快检方法因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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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可在食品销售现场使用。检测仪只有圆珠笔大小，借助其尖端的冲

压装置只需取少量样品，经专用溶液将组胺从中提取后，将提取液加到制

备好的试纸条上，5 分钟内即可显示结果，原理类似妊娠检测。 

    该方法的研发由德国联邦教研部支持，历时 7 年，花费大约 65 万欧元。

目前，研发人员正在筹建一家专门开发食品中组胺含量快检产品的生物科

技公司，产品预计 2018 年投入市场。 

 剑桥大学设立“一带一路”研究中心 

近日，剑桥大学成立“一带一路”研究中心，这是英国首个专门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的独立研究中心。 

该中心联合创办人、剑桥大学法官商学院教授 David De Cremer 在成立

仪式上介绍，一带一路倡议体现出了中国的全球领导力，值得进行深入研

究。“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中国现在都已经表现出全球领导地位，”

Cremer 补充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一个人的乐队，而已经是很多国

家参加的交响乐。” 

    该中心的另一位联合创始人、剑桥大学教授、皇家学会工业院士张祥

成表示，中心将致力于研究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各种挑战和问题，

并努力提供解决方案。 

 日本研究发现食用沙丁鱼、秋刀鱼等鱼类有助减少患抑郁症风险 

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从 1990 年至 2015 年间，对长野县的 1181 名

40-59 岁男女居民进行长期跟踪，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其饮食结构，计算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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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背鱼类（包括沙丁、秋刀、青花等）摄入量，并观察了 2014、2015 年

的抑郁症发病情况。 

这 1181 人按照日均摄入量分成四组，分别为 57 克/天、84 克/天，111

克/天，153 克/天。结果发现，111 克组的发病率比摄入量最少的 57 克组的

发病率低 56 个百分点，另外两组不具备统计学意义，但也比 57 克组的发

病率低。 

课题组根据上述摄入量，进一步计算了廿碳五烯酸、鲱油酸等ｎ―３

系列脂肪酸的摄入量，确认了适当摄入这些成分的人较少罹患抑郁症，在

上述青背鱼类体内所含有的ｎ―３系列脂肪酸具有抵制炎症等多种功能，

是减少抑郁症发病概率的主要因素。 

 日本团队利用中子射线开发全息成像技术，成功获得轻元素的超精

密原子三维图像 

熊本大学等单位组成的联合团队，利用包含各类波长中子射线的“白

色”中子束开发了新型全息显微镜，将可用于在原子水平对半导体、传感

器等高性能材料中添加的微量轻元素进行精密结构分析。其中子束来自世

界最高強度的大强度质子加速器 J-PARC（位于茨城县东海村）。 

利用这种“白色”中子射线对掺杂物进行研究时，只需进行一次拍照

即可对 100 种波長形成全息图，从而极大地缩短了研究周期。今后，通过

对各类功能材料调整掺杂物成份进行成像分析，将可能带来众多材料性能

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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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发现微小 RNA-150 在调节 T 细胞分化过程中的新功能 

韩国延世大学与韩国生命工学研究院共同研究发现，“微小 RNA-150”

具有调节记忆型 T 细胞分化的新功能。该研究成果对研制针对 C 型肝炎、

艾滋病、结核等传染性疾病的预防疫苗及抗癌疫苗药物具有重大意义。  

研究发现，当 T 细胞识别出外部抗原时，其中一部分被分化成记忆型 T

细胞。这种细胞在同一抗原中再次出现时，会产生很强的二次免疫反应，

从而控制病原体的二度感染或肿瘤的复发。 

研究还表明，在缺乏微小 RNA-150 的 T 细胞分化过程中，FOXO1 蛋

白质表达增加的同时，发现了微小 RNA-150 T 细胞可以抑制 FOXO1 蛋白

质的表达。将缺乏微小 RNA-150 的记忆型 T 细胞注入老鼠体内后，与注入

正常T细胞的老鼠对比后发现，结果更好地控制病毒感染及肿瘤细胞繁殖。  

 韩国开发出蜘蛛网状锂离子电池新材料 

韩国成均馆大学的研究小组根据蜘蛛网的结构与功能开发出新型锂离

子电池高性能电极活性材料，成功地解决了高容量电极材料的退化和充放

电速度慢等问题，可以应用于多种类型的高容量二次电池。 

目前科学家为了克服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石墨容量受限的缺点，开发

了高容量硅和过渡金属氧化物等多种材料。但是，大部分高容量材料因电

传导速度较慢，导致充电和放电速度缓慢或充电放电时因体积膨胀而出现

限速特性和长期不稳定性等问题。  

    研究组通过运用冰膜方法，将蜘蛛网形状的三维网络结构组建成具有

多重保障的碳纳米管，并对其进行臭氧处理，使纳米管表面像蜘蛛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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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弹性功能。该研究结果近期发表在国际学术杂志《先进能源材料》上。 

 韩国开发出可鉴别肺癌的电子鼻 

韩国盆塘首尔大学附属医院与韩国电子通讯研究院联合研究团队开发

出通过分析呼出气体诊断肺癌的技术。研究团队采集了 37 名肺癌患者和 48

名健康成年人呼出的气体，并成功利用“电子鼻”鉴定出癌细胞产生的化

学物质。所谓“电子鼻”是利用肺癌患者数据，区分气味、分析化学成分

的智能化的电子仪器。 

人体中含有与呼吸相关的蛋白质——细胞色素 P450混合功能氧化酶系。

患者身上的这种酶若被激活，就会分解出特定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电子

鼻若鉴定出这种化合物，就可以判断患有肺癌，电子鼻的检测准确度大约

为 75%，目前还没有到临床应用阶段，研究团队计划进一步提高检查的准

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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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项目 

 2017-68-芬兰-5-具有新型用途的纤维素纳米纤维      

芬兰国家技术研究中心（VTT）是北欧国家领先的科研和技术研发中

心，该中心有 2000 多位专家，为芬兰国内外的客户和合作伙伴提供专业的

科研技术服务和支持。该中心的研究领域不仅涉及传统的工业、生物医药

领域，还涉及一些新兴研究领域，包括生物经济、低碳与智能能源、人类

福祉、资源节约型产业、清洁地球、数字世界。该中心努力将其研究成果

商业化，并愿意与国内外客户共同研发及将研究成果商业化。 

纤维素微原纤维（CMF）是具有广阔应用前景的独特纳米生物基材料，

可以在许多应用中使用。采用成本效益好，新颖的高浓度纤维酶技术生产

的纤维素微原纤维，可以用于加强板材结构中间层的强度，提高材料的拉

伸强度和弯曲强度。 

该技术已具有专利，外方希望寻找合作伙伴技术转让。 

 2017-69-芬兰-6-一种新型的炉排锅炉      

芬兰阿尔托大学是由三所历史悠久的优秀大学——赫尔辛基理工大学

（1849 年成立）、赫尔辛基经济学院（1904 年成立）和赫尔辛基艺术设计

大学（1871 年成立）合并而成。阿尔托大学在众多研究领域均有建树，并

拥有十数个国家级卓越研究中心。 

阿尔托大学发明的新型炉排锅炉可以有效提高锅炉的生产率，解决由

于燃料变化，如燃料含水率的变化干扰锅炉工作的问题。该发明采用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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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燃料流量和锅炉状态估计器来处理锅炉的时间常数和时间延迟。此

外，研究小组设计了燃料床高度、燃料分解和水分蒸发的模型用于预测燃

烧功率和稳定鼓压力，从根本上减少了滚筒压力的稳定时间，并且能够更

快地调整蒸汽负荷，同时保持锅炉的稳定性。本发明可以为一个小型工厂

每年节约 50 万欧元。 

该技术已具有专利，外方希望寻找合作伙伴技术转让。 

 2017-70-俄罗斯-5-纳米氢氧化镁阻燃添加剂      

俄罗斯纳米集团公司是 2007 年成立的国有控股企业，主要对纳米产业

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俄罗斯企业和外国企业的进行投资，重点推动具有高增

长潜力的纳米产业项目在俄境内实施。该公司与俄化学行业著名企业尼克

化学公司联合研发了纳米氢氧化镁阻燃添加剂，如将该阻燃剂加入到塑料

中，可降低聚合物材料的可燃性，塑料燃烧所产生的有毒气体也可以降低

40%以上。 

外方希望寻找合作伙伴技术转让、技术入股或者合作生产。 

 2017-71-芬兰-7-一种大规模制备纳米纤维素薄膜的新方法  

芬兰阿尔托大学是由三所历史悠久的优秀大学——赫尔辛基理工大学

（1849 年成立）、赫尔辛基经济学院（1904 年成立）和赫尔辛基艺术设计

大学（1871 年成立）合并而成。阿尔托大学在众多研究领域均有建树，并

拥有十数个国家级卓越研究中心。 

该大学最近研发出一种大规模制备平滑均匀的纳米原纤化纤维素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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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C）的方法。通过控制 NFC 在支撑材料上的粘附和延展，在塑料薄膜

支架上制备 NFC 膜或双层结构的膜，并可以通过合适的基材、干燥控制和

热压力的组合来控制 NFC 膜的孔隙率，通过上述方法可以制造具有良好氧

阻隔性的厚度为 50-150 微米的高强度薄膜。这种膜可以用于阻挡氧气和油

脂，也可以作为纳米复合材料和热固性材料的优质原材料。 

该技术已具有专利，外方希望寻找合作伙伴技术转让。 

 2017-72-芝加哥-1-库克郡烧伤创伤诊疗中心征集中方合作伙伴 

美国芝加哥库克郡创伤烧伤中心成立于 1966 年，是全美第一个专门用

于治疗急性创伤病人的综合中心，为美国烧伤协会认证中心。该中心主要

涉及严重创伤、烧伤、复杂软组织感染、重症监护、创伤性脑损伤、暴力

预防、复杂腹部创伤等领域诊疗服务，为所有创伤严重的患者提供院前、

术后、复苏、损伤、康复等全面治疗护理服务。中心以重度烧伤和创伤护

理系统见长，拥有训练有素的外科医师队伍以及先进全面的医疗设施，具

有丰富临床和康复经验。 

该中心希望在严重创伤/烧伤领域与中国对口单位合作，建立大数据收

集、分析计划，开展联合研究，或联合建立诊疗中心，以促进双方专业水

平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