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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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科学家发现利用生物发光分子检测纳米材料毒性的方法 

近年来，现代纳米材料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医学、化妆品、美容、食

品工业等各个领域。纳米材料可能存在毒性，但由于材料本身的特性（如

尺寸、结构、表面特性和化学成分等），对其毒性的评估较为困难。然而，

鉴于人们至今尚未完全了解纳米材料与活细胞和人体组织之间的作用，对

纳米材料毒性的检测迫在眉睫。 

据报道，俄罗斯西伯利亚联邦大学和俄科院西伯利亚分院“克拉斯诺

亚尔斯克”科学中心的科学家研发出了基于生物发光分子的纳米材料毒性

评估测试系统。研究者从海洋细菌 Vibrio Fischeri 中提取出发光分子，制成

带有生物发光酶分子的小尺寸圆形试片测试系统，只需将待分析样品放在

试片上，几分钟后即可根据发光强度测定材料的毒性。该方法使用简便、

敏感度高、检测结果快速。 

 俄罗斯科学家首创利用光合作用合成 3D 打印材料的方法 

俄罗斯化学家发明了一种全新的 3D 打印材料，其本质是利用由大气中

的二氧化碳和水在光合作用下由植物合成的纤维素，制成独特的 PEF 材料，

3D 打印机可用它打印出各种产品。  

据介绍，这项世界首创的研究成果来自俄罗斯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

科学家表示，这种 3D 打印材料的来源是利用二氧化碳和水，也就是从几乎

无限量的、最便宜的成分中创造出来的。制备出的聚合物表现出较高的化

学稳定性、耐氧化、耐化学溶剂性，在自然环境下不易分解，而且可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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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循环使用。由这种聚合物制成的产品具备较好的耐用性，而且由于 3D 打

印可以创建几乎任何复杂形状的物体，所以它的应用范围将会非常广泛。  

    更重要的是，由于这种材料可以再生和循环使用，通过 3D 打印出的产

品在生命周期结束时，可以通过燃烧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水，然后再通过植

物的光合系统合成纤维素。这种封闭的碳中和循环不污染环境，材料来源

天然，可以无限次进行。 

 俄罗斯研制出与骨组织弹性完全相同的生物相容合金 

俄罗斯国家研究型工艺技术大学报道称，该校研究人员与加拿大合作

者共同研制出了一种弹性与骨组织完全相同的形状记忆合金，它们由具有

生物相容性的钛锆铌合金制成，由于其生物力学特性，该合金可以大大延

长医用植入物的使用寿命。 

    这种新的超弹性合金也可用于个性化医疗。俄研究人员已经具有了制

造指定成分的钛锆铌合金粉末冶金技术，因此借助于目前 3D 打印技术，可

制造出疏松度符合既定要求的金属植入物。 

 俄罗斯研发出低温制热技术 

俄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催化研究所研发出低温制热技术，可用于严寒

地区的供暖。该技术被科研人员形象地称之为“冷制热”，其原理为利用疏

松材料吸附低温甲醇气体这个过程来获取热能。该项目的技术关键点为吸

附剂的研发，科研人员通过理论研究设计了吸附剂的最佳结构，之后定向

合成出专门用于“冷制热”的吸附剂。吸附剂由两种材料构成：相对惰性

的基体材料及具有甲醇良好吸附性的盐类。现已研发出 4 种吸附剂，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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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证明，这几种吸附剂均具有非常好的制热效果。 

研发人员通过对“冷制热”流程进行热动态分析，评估了热转换过程，

并据此确定了吸附的最佳工艺参数；为确定热动态流程的效率和产热功率，

设计并制造了“冷制热”试验原型机。该设备由吸附器、蒸发器和恒温器

组成，用于吸附剂吸附放热的铝制交换器具有发达的表面，可从冷空气或

非冷冻水中获取热量。设备制热为间歇式，在甲醇气体被吸附过程中释放

热量，之后对吸附剂进行再生处理。实验模拟了西伯利亚冬季严酷的温度

条件，结果令人满意。 

该技术可在北方寒冷地区应用，比如，俄罗斯北方、北欧、美国和加

拿大北部等地区，技术推广可加快上述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此外，环境

低温热源的直接利用可改变全球能源结构，降低全社会对有机燃料的依赖，

并能有效改善环境。 

    未来该技术还可扩展到工业垃圾低温热能的利用，比如热电站冷却水、

石化工业气体副产品的热回收，以及地球可再生热能的利用，以此为全球

寒冷地区提供补充的热源。 

 美国在开发人体移植器官上取得重大进展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一家企业 Miromatrix 医药公司开发出一项

新技术，可制造用于人体移植的生物工程器官。 

该企业利用细胞清洗技术去除器官现有细胞，但保留器官结构，然后

将病人细胞植入器官框架内，从而生产出一个新的器官，最大程度避免新

器官的排异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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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已批准 Miromatrix 的专有技术可用于

进行疝修补的生物网。该公司的目标是利用生物工程技术制造用于移植的

心脏其他器官，目前正在开发“心脏补丁”以修复心脏疾病造成的损害。 

 美国家实验室运用表面纳米技术制造低眩光“隐形”玻璃 

美国能源部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功能纳米材料中心的科学家在《应

用物理快报》上在线发表论文，宣布通过在玻璃表面刻蚀纳米尺度的纹理，

极大降低了玻璃的光反射，提高了光的透过率，使得玻璃本身几乎完全不

可见。这种“隐形玻璃”不仅能改善消费类电子产品显示器的用户体验，

而且可以通过减少阳光反射损失来提高太阳能电池的能量转换效率，还具

有替代强脉冲激光器中易受损的抗反射涂层的潜力。   

光遇到折射率突然变化（从一种材料进入另一种材料）时，一部分光

将被反射。该项研究成果的纳米级特征具有使从空气到玻璃的折射率逐渐

变化的效果，从而减少光反射。科学家使用嵌段共聚物自组装的方法，形

成了将玻璃表面蚀刻成具有尖锐尖端的纳米级锥形结“森林”构的模板。 

 美国科学家开发新技术创造纳米多孔材料 

芝加哥大学伊利诺伊分校、德克萨斯大学和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

的合作研究小组开发出一种新技术，制造出具有独特性质的新型纳米多孔

材料，可用于过滤分子或光。该研究结果已经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基于纳米颗粒可自行组装成具有特殊光学、磁性、电子及催化性能的

格状结构的特性，魏茨曼研究所的科学家利用核心分别为磁铁和金的两种

纳米颗粒制造出薄晶格结构。在这一过程中，纳米颗粒自行组装在干燥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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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层上，而干燥溶剂层则漂浮在纳米颗粒不溶的液体中。 

研究人员发现，薄溶剂层上纳米颗粒的自行组装机理与在大量溶剂中

呈现明显差别。他们还开发一种新技术对纳米颗粒进行化学蚀刻，所形成

的材料具有微小、规则的孔。随后科学家使用原子分子动力学模型来准确

模拟纳米颗粒的组装过程，发现该过程中，不同溶液会导致纳米颗粒形成

不同结构。 

    基于对纳米颗粒及不同溶液的已知属性，科学家能够预测不同晶格结

构形成的原因。通过改变纳米颗粒及液体的类型，科学家就可创造出多种

新型纳米多孔材料。 

 日美团队破解高致病性 H7N9 禽流感病毒致病及传播特性 

2013 年开始出现的低致病性 H7N9 禽流感病毒，于 2016 年下半年变

异为高致病性病毒。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截止 2017 年 9 月 20 日，

已确认高致病性 H7N9 禽流感病毒感染者 1589 名，其中 616 名死亡。目前

高致病性 H7N9 禽流感病毒的传染路径还不明确，但通常而言禽流感病毒

较难传染给人，即使传染了也不易发生人传人的情况，所以到目前为止还

未发生大的流行。然而，如果今后反复发生 H7N9 禽流感病毒向人类的传

播，进而使该病毒不断适应人类细胞，结果将可能最终形成在人类之间快

速传播的能力。这种危险是存在的，因为决定流感病毒致病能力和传播能

力的因素，在于病毒与宿主细胞结合并侵入宿主细胞的时间和效率，而这

又取决于病毒表面的 HA 蛋白质。也就是说，如果这一病毒拥有识别人类

型受体的 HA 蛋白质，它将能够快速高效地使人类感染，并具备较强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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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能力。为尽快弄清高致病性 H7N9 禽流感病毒在哺乳类之间的传播能力

和致病能力，在日本文部科学省、日本医疗研究开发机构、富山化学工业

株式会社、第一三共株式会社和美国流感研究中心等单位支持下，东京大

学、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美国米国斯克利普斯研

究所组成的联合研究小组进行了专题研究。研究结果如下： 

一、高致病性 H7N9 禽流感病毒具备发展为大规模传染病的危险性 

根据对从患者分离的高致病性 H7N9 禽流感病毒的基因解析结果显示，

在其 HA 蛋白质中，具有由鸟类识别向人类识别转化的氨基酸变异情况；

在控制病毒增殖的病毒聚合酶中，也具有能使鸟类病毒在哺乳类细胞中加

快增殖的氨基酸变异情况。因此，高致病性 H7N9 禽流感病毒本身具备变

异能力以适应在人类之间传播，这一病毒确实具备引起世界大流行的危险

性！ 

二、高致病性 H7N9 禽流感病毒具备很强的致病能力 

研究小组进一步通过小鼠实验发现，高致病性 H7N9 禽流感病毒在小

鼠呼吸器官、脑部等多类脏器中都能够增殖，而低致病性 H7N9 禽流感病

毒仅能在呼吸器官中増殖。这说明，高致病性 H7N9 禽流感病毒在小鼠身

上的发病情况比低致病性 H7N9 禽流感病毒强得多。 

接着，采用流感模型动物雪貂进行实验。结果发现，高致病性 H7N9

禽流感病毒可以在雪貂的肺部、脑部快速増殖，并导致雪貂死亡。而受到

低致病性 H7N9 禽流感病毒感染的对照组则一只也没有死亡。另外，高致

病性 H7N9 病毒在雪貂之间通过飞沫进行传染后，也导致雪貂死亡，这说

明即使只有少量高致病性 H7N9 病毒入侵体内，也能导致哺乳动物病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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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三、高致病性 H7N9 禽流感病毒可以抑制 

研究小组采用现有流感药物对小鼠进行治疗试验，发现神经氨酸酶抑

制剂对高致病性 H7N9 病毒的效果不明显。而采用能够抑制病毒 RNA 聚合

酶活性的药剂（法匹拉韦，Favipiravir）时，病毒的增殖可以得到控制。 

 日美团队开发根治急性骨髄性白血病疗法 

急性骨髄性白血病复发率高，常常危及生命。因此，人们一直迫切希

望开发一种能够防止复发并根治急性骨髄性白血病的疗法。然而，困绕人

们的难点在于，每个急性骨髄性白血病患者都会发生若干基因变异，而且

变异的部位各不相同。其中究竟哪个变异是导致白血病的关键原因，以及

应该针对哪个变异进行治疗一直不为人知。 

日本理化学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组成的国际联合研究小组首先将取

自患者的各类细胞移植到无免疫小鼠，制作出“人化小鼠”，并进行了详细

解析。结果发现，当造血干细胞发育不久形成“前驱细胞”时，FLT3 基因

发生变异。 

在此基础上，研究小组将同时发生 FLT3 基因变异及其它多个基因变异

的 19 个患者的病症，复制再现于“人化小鼠”，得到 19 类病例，并探索试

验新疗法。首先，仅施用了能够阻碍 FLT3 蛋白质形成异常信号的低分子化

合物“RK-20449”，结果有 5 类病例的白血病细胞彻底根绝，其余 14 类则

因白血病细胞对“RK-20449”具有抵抗性而有所残存。在对上述“治疗抵

抗性”的原因进行进一步研究后，发现是由于“BCL2”蛋白质的作用，增



 

010 

强了白血病细胞的存活能力。于是，研究组小组将“RK-20449”与 BCL2

阻滞剂同时使用，结果成功地将 80%病例的白血病细胞彻底根绝。 

这一疗法计划于 2019 年开始临床试验，将为目前难于治疗的急性骨髄

性白血病患者带来福音。 

 韩国研发出新型二次电池技术 

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报道称，该院研发出用于电池离子保护膜的新型

人工固体-电解质中间物质（ASEI），同时为了保持锂阴极与硫阳极的稳定

性，开发了高性能锂-硫电池技术，从而大幅提高了锂-硫电池的性能和寿命。 

研究组从根本上发现了电解质中间物质（ASEI）在阴极中形成锂稳定

镀层、弥补现有电池缺点的机制，有效解决了在阳极存在的问题，提高了

硫的再利用率。研究组研制的高性能锂-硫电池可以进行 1000 次充放电，与

目前的锂离子相比容量超出了 3 倍。 

研究组表示，锂-硫电池具有重量轻、能量输出高的特点，今后可以广

泛应用于无人机、无人驾驶汽车和能源存储系统（ESS）。  

 韩国研发出治疗帕金森疾病新途径 

韩国 KAIST 研究组发现，帕金森发病原因与抑制基底核（调节运动功

能的脑结构体）信号物质的目标神经无关，而是由兴奋引起的运动系统疾

病。 

帕金森病是大脑中多巴胺神经坏死引发的疾病，有静止性震颤、动作

迟缓及减少、肌张力增加等病症。根据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理论，帕金

森患者的大脑中分泌的调节运动功能脑结构体信号物质，抑制大脑运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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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影响运动功能。所以目前医学界通过抑制运动信号的方法治疗帕金森

疾病，但治疗效果有局限性。  

    研究组在动物实验中，研发出神经活性调节技术。利用光刺激老鼠大

脑后，发现基底核神经出现了与帕金森患者相同的症状。接收到基底核抑

制性信号的丘脑核神经统一被抑制后，发生了反抗性兴奋。研究表示，在

抑制反抗性兴奋时发现患有帕金森症状的老鼠完全康复。通过调节反抗性

兴奋，可以抑制帕金森疾病，该技术有望成为新一代治疗方法。 

 韩国开发出利用血液检测老年痴呆症的新技术 

韩国首尔大学开发出利用血液检测阿尔兹海默症（老年痴呆）的新技

术。目前只能在有明显症状情况下才能诊断出老年痴呆，但该技术可以通

过血液，在无明显老年痴呆症状的情况下就可以检测出该疾病。 

研究组表示，该技术仅使用少量血液就可以检测出淀粉样蛋白 PET，

检测结果准确率达 90%，今后，有望进行早期诊断和预测，并采取预防措

施，从而节约医疗成本。 

 丹麦研究人员发现治疗 I 型糖尿病胰岛素的方法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研究人员发现了胰岛素细胞是如何形成的，这一发

现可能实现重新编程干细胞来产生胰岛素。新方法有助于以更低的成本、

更有效地从人类干细胞中制造产生胰岛素的β细胞。  

哥本哈根大学健康与医疗科学系主任、诺德基金会干细胞生物学中心

Henrik Semb 教授表示，“研究项目成功识别了指示小鼠祖细胞变成管道和

稍后形成生产胰岛素β细胞的信号。我们可以将这些知识转化到人类干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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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中，从而更有力地制造β细胞”。I 型糖尿病是因为免疫系统破坏其β细

胞，干细胞可以产生足够的β细胞用于移植。研究人员使用人类干细胞可

以产生胰岛素分泌细胞，将来可以将其移植到糖尿病患者体内。这将对治

疗 I 型糖尿病重症患者带来希望，该研究成果为更有效地治疗糖尿病铺平了

道路。该方法也可能对一系列其他疾病的治疗有重要意义。 

 德研发辅助切除恶性肿瘤的 AR 眼镜 

近期，德国弗劳恩霍夫图像数据处理研究所（IGD）与埃森大学附属医

院皮肤科以及专门生产头戴式显示设备的 Trivisio Prototyping 公司采用透

视技术开发出一种新型的 AR（扩增实境）眼镜，能协助医生准确定位癌症

淋巴结的位置，顺利实施肿瘤切除手术。这种 AR 眼镜装备有功能强大的医

用导航软件和带有近红外摄像机（NIR）的立体系统，其样机将在 2017 年

德国国际医院及医疗设备用品展览会（Medica）上展示。 

恶性黑色素瘤等恶性肿瘤通常会转移，通过淋巴系统遍布全身。前哨

淋巴结在诊断和治疗皮肤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等癌症中发挥着决定作用，

通过监测前哨淋巴结还可了解已切除了肿瘤的病情是否得到控制。准确定

位前哨淋巴结，要求医生有丰富的手术经验。3D-ARILE 技术则可协助医生

准确定位并彻底切除癌症前哨淋巴结。 

    3D-ARILE 技术较现有定位技术凸显三项优势：（1）安全，替代了一直

使用的医学示踪标记物放射性纳米胶体锝 99m，减轻了对病人的伤害；（2）

快速，无需使用约需 30 分钟才能显现被标记淋巴结的“闪烁照相机”，而

是即时显像；（3）简便，无需额外的显示屏和图片，这大大方便了手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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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欧洲建全球首座海上浮游风力发电厂 

挪威能源集团 Statoil 在北海苏格兰东角建起了全球首个漂浮在水上的

风力发电厂 Hywind，5 座风力发电机矗立海面，高度达到 253 米，几乎是

美国自由女神雕像的 3 倍。3 片转子叶轮旋转时，其转动半径比著名的伦敦

眼还大，从相距 25 公里远的陆地用肉眼也能识别。 

这些风车每小时可产生 30 兆瓦的电力，可供 2 万个家庭使用，虽然这

并不多，但是专家们却十分乐观。Statoil 新能源的项目负责人 Irene 

Rummelhoff 坚信这是一项未来科技，咨询公司 Winsresearch 的专家 Dirk 

Briese 认为漂浮的基座技术将改变近海风力发电厂的游戏规则。 

 瑞士研制成功世界首台可测定单个活体细胞质量的“天平” 

自然界的动植物都是由细胞组成，细胞是生物科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虽然目前对细胞的许多秘密已经揭开，但迄今尚没有合适的方法能够精确

测定单个活体细胞的质量并实时观察其变化。瑞士苏黎明世联邦理工大学

报道称，该校生物物理研究所与瑞士巴塞尔大学以及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合

作，成功研制出世界首台可直接精确测定单个活体细胞质量的仪器-“单细

胞天平”，可在短时间内精确测定单个活体细胞的质量，而且可以实时跟踪

其随时间的变化情况，测量精度达到毫秒级和万亿分之一克。 

这种“单细胞天平”有一个十分微小的用透明超薄的硅材料制成的“臂”，

表面用胶原蛋白类物质涂覆，可伸进细胞培养室底部“捕获”单个细胞，

将其推送到天平的悬臂上。通过蓝色极化激光的刺激，天平的悬臂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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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的震动，用另一束红外激光可精确测定悬臂的震动情况，通过比较悬

臂在放置细胞之前和之后的震动情况的差异来确定细胞的质量。测定过程

中细胞培养器放置在高性能荧光显微镜的测试台上，因此可在测定细胞质

量的同时观察到细胞内部变化过程并通过高速摄影技术进行记录。 

    科研人员介绍，这一新技术是生物学研究领域一项重要突破，在医学、

制药行业以及新材料领域也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研发团队已经将其申请专

利，目前已有瑞士企业提出开展合作进行技术转让，开发系列化产品推向

市场。 

 澳大利亚科研人员发现治疗青光眼的新方法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科研人员发现人体内天然存在的一种蛋白质能预

防青光眼，但是这种蛋白质会因年龄增长和疾病等因素影响而日渐减少。

如果能找到让该蛋白质持续存在的方法，就有可能开发出治疗青光眼的新

途径。 

这项发现使医学界对青光眼的病变机制了解得更加清楚，并可能因此

找到治疗青光眼的新方法。研究人员正试图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改造这种蛋

白质，使其能够更耐氧化，从而能持续存在于眼睛中，抑制有破坏性的酶

类，实现保护视力的目的。 

 澳大利亚量子计算研究取得新进展 

量子计算机被称为“21 世纪的星球大战计划”，这是一项宏伟而艰巨的

挑战。它的实现可以带来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变化，对医疗、国防、航天、

金融、材料等行业发展带来巨大推动力。目前，虽然基于超导电路和基于



 

015 

量子阱的量子比特研究取得一定进展，但其电路体积较大，使得大数目量

子比特的集成面临很大困难，进而影响到量子计算的实际应用。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新的量子计算机结构。

这种结构基于新型的“自旋翻转型量子比特”，可以使硅量子处理器在不用

准确放置原子的情况下实现扩展。它可以使得量子计算机中最基本的单元，

即量子比特之间的距离达到百纳米量级而且依然保持耦合特性，从而大幅

度降低大规模制造量子芯片的成本和难度，利用现有工艺技术便可快捷实

现生产。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西蒙斯表示，实现量子计算机的商业应用需

要耗费巨大的投入，但目前大学掌握的这一新型设计，让团队至少领先世

界两到三年，使得澳大利亚拥有了发展量子计算的先机和优势。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开发出新型区块链技术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名为“红腹”的新型区块链技

术，相关测试结果显示该技术的计算和处理速度远超金融机构使用的现有

技术，比 VISA 这样的全球信用卡支付系统更快。 

区块链技术本质上是提供了一种公开记账方式，通过高度安全和高效

即时的方式实现虚拟货币在全球范围的数字传输和交易，可以解决目前电

子交易遇到的重复支付、信息篡改等共性安全问题。 

“红腹”一词来源于澳大利亚一种致命毒蛇的名字。“红腹”区块链技

术是基于当前的共识研究而开发的，无论遭遇故障或攻击都能保持公开账

本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红腹”区块链是首个可以同时在公共和私人环境下

工作的区块链技术，这意味着既允许互联网用户以 P2P 的方式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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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允许在工业环境下针对特定用户进行交易。“红腹”区块链相比目前“工

作量证明”式的区块链技术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其耗电量并不会随着

用户规模的增加而显著上升，这样可以确保安全地处理每秒几十万次的交

易。 

悉尼大学研究人员对“红腹”区块链技术进行了跨越美国、英国、日

本、巴西、新加坡等 14 个不同地域的分布协作式测试，每个地域由 10 台

计算机处理工作，测试结果依然表现出很好的性能，超过目前其他的区块

链技术。下一步研究组将会尽快把“红腹”区块链技术推向市场，供互联

网用户公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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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项目 

 2017-73-芬兰-8-一种新型控制阀故障检测和诊断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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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业生产中，由不合格产品和糟糕的环境等因素导致的控制阀问题

会导致经济损失及高维护成本。芬兰阿尔托大学的研究团队研发了一种新

的控制阀故障检测方法，该方法引入了经过有效过程数据训练的静态模型

来描述化学工程过程中的非线性，这些模型可用于各种化学工程应用中的

故障检测和诊断（FDD），特别是可有效应用于纸板机干燥复杂流网络的故

障检测和诊断。该方法可以定期更新过程模型，因此可以保障模型始终保

持有效。 

该方法有以下优点：通过检测设备故障来降低维护成本；早期发现阀

门问题可避免工厂停机；通过检测故障来提高工厂生产能力；提高维护效

率；该方法可以容易地在各种平台中实现。 

该技术已具有专利，外方希望寻找合作伙伴技术转让。 

 2017-74-芬兰-9-新一代阴极电化学发光检测技术及成套设备 

Labmaster 公司位于芬兰图尔库市，是专业开发创新型临床和科研检测

工具的企业。公司成功开发并产业化了基于公司专有的阴极电化学发光技

术（LM-CECL）的下一代多功能小型检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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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CECL 技术的优点是在敏感性、准确性、易用性和经济性等方面超

越了上一代的性能，特别适合移动检测。基于该技术，公司分别开发了可

检测多种成分的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成套装备（TR-FIA，Time-Resolved 

FluoroImmunoAssay Kits ），分别为： 

  肠内酯（Enterolactone）检测成套装备 

  雌马酚（Equol）检测成套装备 

  木黄酮（Genistein）检测成套装备 

  黄豆苷元（Daidzein）检测成套装备 

以上装备可用于检测和研究具有抗癌功能的异黄酮等物质，可用于临

床、生物及化学分析。 

该技术已具有专利，外方希望寻找合作伙伴进行技术合作。 

 2017-75-芬兰-10-特洛伊木马方式肝癌靶向药物 ED12 

芬兰图尔库大学 Timo Korpela 教授开发了一种特洛伊木马方式的肝癌

靶向药物 ED12。ED12 是一种专有的非糖基化和金属离子稳定的重组人甲

胎蛋白（rhAFP），用于癌症的靶向化疗。使用 ED12 可将不良水溶性药物

携带到含有甲胎蛋白受体（AFPR）的细胞中。这使得细胞毒性药物分子靶

向递送到癌细胞中，增强治疗功效并降低毒性。 

该技术已具有专利，外方希望寻找合作伙伴进行技术合作。 

 2017-76-芬兰-11-电浮选水处理技术 

芬兰图尔库大学 Timo Korpela 教授研发了一种电浮选水处理技术，并

用技术开发了一种新型的消毒系统，该系统制造简单，运行比同类系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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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成本低，能够去除悬浮的固体残留物，操作灵活方便，也可以在无

电力地区使用（用发电机或太阳能电池）。研发团队可以设计和制造任何尺

寸的水清洁和消毒系统，提供可以饮用的洁净水，也可以制成大规模水处

理系统，电源和自动化程度可以根据客户要求进行设计。 

该技术已具有专利，外方希望寻找合作伙伴技术转让。 

 2017-77-以色列-1-可用于安全处理放射性核废料的新技术 

为了解决核废料处理这一世界性难题，以色列环境能源资源公司

（Environmental Energy Resources Ltd，EER）联合以色列理工学院以及俄

罗斯库尔恰托夫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共同开发研究了一种可用于安全处理放

射性核废料的新技术。 

该技术基于等离子体气化熔化（PMG）原理，首先将部分核废料转化

为高度电离的气态物质，再经过最高 7000℃的高温分解、固化、熔融、玻

璃化等处理流程，处理过后的核废料在冷却后最终可转变成环境友好的玻

璃态物质，这种玻璃态材料性质十分稳定且安全，可以被铸成瓦片、砖块

或者板材用于建筑行业，也可以用于道路铺设，实现了核废物的充分利用。

EER 公司所制造的一种名为 Karmiel 的处理设备能够实现每小时 500 至

1000 千克核废料的无害化处理，而其他一些同类核废料处理设备的每小时

核废料处理量仅在 50 千克左右，且运行成本十分高昂。目前市场上对于低

放射量核废料的处理成本大约为每吨 30000 美元， EER 公司处理同样的核

废料成本每吨仅需 3000 美元，且处理后固态副产物的体积仅有原来废料体

积的 1%左右，处理效率与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020 

外方希望寻找合作伙伴进行技术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