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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技术、通讯、数字技术类

1.(I001) NEXTOME 室内定位和导航系统

项目所属国家：意大利

项目介绍：

Nextome 是一家软件技术公司，提供室内定位和导航系统，适用于定位服务相关的应用。

Nextome 使室内定位和导航成为现实。有了 Nextome 技术，当你到访一座大楼，在封闭空间

中行走，可以定位你的位置，并且指引你到达指定地点。Nextome 代替了纸质的地图，很好的

解决了室内导航问题，你不用再四处寻找标示，只需要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将广告和优惠信息等

精准推送给使用人。我们的技术在欧洲、美国和新加坡申请了专利。由于算法在手机中运行，因

而具有高度可扩展性。

合作需求：股权投资、生产工艺、设备转让、技术许可

2.(I002)Bekiki

项目所属国家：意大利

项目介绍：

Bekiki 是一个全定制泳衣的电子商务公司，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着眼于大尺码泳衣。我们的泳

衣适合每种女性的体型和尺码并且根据个人品味定制。

Bekiki 建立于 Woocomerce，是 wordpress 的电子商务平台。用内部开发定制器来形成每件

个性化的泳衣。

我们可以计算每件泳衣将会用多少面料，由于每一件泳衣都是配套的并且只被下单一次，所以只

订我们所需要的面料以此来避免面料库存堆积。

制图，开发者和用户体验设计师的团队建立使得定制过程更加容易。

顾客只需要简单的 3 步就可以在 15 天之内创造他们的泳衣，购买并且收到。Andrea Barbieri

负责掌管供应链确保所有材料到达工厂，努力去得到网站和工厂的完美回应。

合作需求：合作研发

3.(I003)基于 Web-BIM 技术的工程项目三维信息管理解决方案与平台开发（A Web-BIM

based 3D Digital Management Platform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项目所属国家：中国

项目介绍：

在建筑行业信息化发展的过程中， BIM 技术是继计算机辅助设计（CAD）技术后的又一次技

术革命。在 BIM 技术的应用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数据信息交互集成机制，造成建筑工程全寿

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参与方之间信息交互困难，尤其是工程施工阶段。这种信息断层现象，

不仅阻碍了信息技术在建筑领域的应用，还影响了工程的生产率。因此，建立面向工程施工阶段

的数据集成管理系统，已成为提高项目管理水平的重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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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首先对建设项目集成管理和 Web 开发基础理论进行研究，针对工程施工阶段，通过对

BIM 多源异构数据的分析，建立了相应的数据交换方法，实现了数据信息的有效集成。然后，

对集成后的数据格式进行分析，设计了对应的 Web 数据接口，使得模型得以实现三维浏览。

最后，基于 Web 开发技术，数据库技术，提出了面向 Web 的 BIM 多源异构数据集成管理

平台的结构、功能模块设计框架，验证了所研究的面向工程施工阶段的 BIM 异构数据集成管理

平台和核心技术。本项目为建设项目施工阶段项目管理提供了一种高效的管理方法，提高了建设

项目的综合效益。

合作需求：股权投资、合作研发

4.(I004) HOME3D

项目所属国家：意大利

项目介绍：

3DSign 是一家创业创新公司，研发了 HOME3D。这是一款云端解决方案，用于场景与 3D 物

品的建模与管理。

HOME3D 是互联网上一种最简单、快捷的制定、定制与分享方案的办法。这套方法能够给人们

创造整个场景和 3D 环境，即使是那些完全不懂图形程序的人。

它包括了语言、图形库和先进技术，如：WEBGL, WEBGL 2, HTML5 CSS3, Javascript and Unity

3D。

合作需求：股权投资

5.(I005) ZAKEKE SUITE

项目所属国家：意大利

项目介绍：

企业家首创精神的主题思想是为所有的商人提供创新有经验的完整云平台，使得所有电子商务门

户网站的运营者在他们自己的系统中根据产品类型直接且容易地联系在一起。

3 种软件服务：

——产品定制器使他们有能力定制销售产品给顾客，同时挑选任何配件和其他可选物品。

——3D 配置器适用于模块化产品动态组合

——虚拟镜像专注于脸部和手腕，是某些产品虚拟穿着的虚拟试衣间，例如耳环，手表，头发，

墨镜等。

情感上的定制和虚拟试穿软件方案被叫做 Zakeke SUITE，是一个云平台服务，行话叫做 SaaS

合作需求：技术许可

6.(I006) Bizmatch.me

项目所属国家：斯洛文尼亚

项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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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使命是使用数字化，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来简化和优化重要会议的实现，与商业活动现场

进行最佳匹配。。

我们将根据互利商业将随机联络转变成智能对接。数字化帮助我们将人们带回到根本-亲自会面

并讨论业务。

Bizmatch.me 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商业网络平台，使展览和活动的组织者能够跟随行业趋势，即

使他们进行会谈、匹配业务，参与者能够获得收益、反馈，公司间可合作，参与者和参展商的活

动等方面而言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的开发的技术包括：

适用于与会者和参展商的 iOS 和 Android 应用程序

组织者的 CRM 平台（包括业务统计，分析，决策工具）

匹配算法

合作需求：股权投资、技术许可、技术转让、合作研发、企业并购

7.(I007) 45HC.com

项目所属国家：斯洛文尼亚

项目介绍：

45HC.com 的成立是对经典物流供应商的数字式响应。通过后端连接和 EDI / API 连接，我们可

以使客户预订更快更透明。

合作需求：股权投资

8.(I008) 3D 测量

项目所属国家：斯洛文尼亚

项目介绍：

3D 测量是一种针对空中图像处理，建模和分析的摄影测量软件解决方案。它是特别为土地测量

师和工程师设计的。通过无人机专业人员使用 2D 成像和地理空间信息捕获任何地形或物体的空

中图像，来创建 3D 点云，数字正射影像（orthomosaics），数字表面模型（DSM），完全纹理

化和地理参考曲面，并以快速轻松的方式计算体积和剖面图。危险和无法进入的地形，如岩石悬

崖，垃圾场，采石场，露天煤矿和繁忙的高速公路现在可以以快速优雅的方式测量。定期测量工

作可以比传统的测量方法快 10 倍，大大的提高了投资回报率。

9.(I009)PPP4 宽带（PPP4Broadband）

项目所属国家：马其顿

项目介绍：

PPP4 宽带是一个欧盟 SEE 项目，用于开发适合特定互联网技术的公私伙伴关系的具体模式。PPP

模式克服了市场低效率，并为弥合农村和城市地区之间的数字差距提供了工具。

合作需求：合作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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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I010)移动商务（M-commerce）

项目所属国家：马其顿

项目介绍：

移动商务是一个欧盟项目，用于探索单一数字市场的环境，发展关于监管，IT 安全，工具（网

店）和技巧（数字和社交媒体营销）的具体知识，以确保中小企业对市场机会的利用。

合作需求：股权投资、合作研发

11.(I011)FoodPlus

项目所属国家：斯洛文尼亚

项目介绍：

在全球范围内为人类消费生产的所有食品中，有大约三分之一被丢掉或浪费掉。在欧盟，食品浪

费估计为 8900 万吨（1100 亿欧元），预计到 2020 年将达到 1.2 亿吨。这造成经济损失，加剧

了饥饿问题，因为适合人类消费的食物并不是为了用作此用途，且会对水和肥料的使用以及温室

气体排放等环境问题造成影响。食品供应商正在付出代价。估计他们浪费掉的每吨产品的损失超

过 1000 欧元，并且必须支付产品销毁费用。如果他们提高资源效率，每年就可以增加 12%的

利润。FoodPlus 将提供一个渠道，通过这个渠道，食品制造商将能够通过自动识别能够以较低

价格购买优质产品的合适买家来快速，智能地销售这些产品。因为这些食品的处理是个非常敏感

的问题（健康问题），此平台将通过实施安全特性，确保产品和公司可以得到验证来建立买卖双

方的信任。

FoodPlus 是一个智能的 B2B 在线平台，可使食品供应商（例如制造商，零售商，分销商）加速

向酒店业（例如餐馆，酒店）销售过剩食物，并可向慈善机构捐赠食物。与现有的做法（包括市

场）相比，该平台使重新分配食品的过程更加有效和高效，因为它采用了独特的机械学习法，战

略性地将卖家和买家联系起来，优化产品运输，与现有的仓库管理系统集成，以识别潜在的食物

过剩，通过验证系统在用户之间建立信任。此外，FoodPlus 通过减少食品浪费来计算所实现的

环境和经济效益。这些关键元素可以作为独立的工具提供给用户，但不能作为无缝衔接的单一产

品包进行提供。

合作需求：股权投资、技术许可、企业并购

12.(I012)Mystate Mobile（2014 年）有限公司出品的 Mystate VAS（Mystate VAS by

Mystate Mobile (2014) Ltd.）

项目所属国家：以色列

项目介绍：

Mystate VAS 是面向终端用户设备的基于云的多平台服务。MyState VAS 平台为服务提供商提

供创新和创收解决方案，使客户为中心的组织能够增强客户体验。

SaaS VAS 平台是企业规模化的准备，使服务提供商能够增加客户的粘性。该平台由集成到

MyState 核心产品的许多关键组件中的多种解决方案组成。

Mystate 的 VAS 具有下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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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拨电话、收费（停车）、备用渠道和广告弹出窗口、视觉 IVR、可用性指示、基于队列管理的

状态、呼叫记录和以大数据为目的的文本转换等。

合作需求：股权投资、合作研发、技术许可、企业并购

13.(I013)实时自适应交通管制系统（real time adaptive traffic control system）

项目所属国家：以色列

项目介绍：

传统的信号定时程序非常耗时，且需要手动收集大量交通数据。传统的当日时间信号定时方案不

适应可变和不可预测的交通需求。此类方案引起客户投诉、驾驶员受阻和安全性降低。在不存在

投诉的情况下，可能需要经历数月或数年才会更新低效的交通信号定时设置。特殊事件、施工或

交通事故通常对交通状况造成严重破坏。虽然可预料大型建设项目和常规事件，但可能非常难以

确定其对交通状况的影响。当日时间信号定时方案还无法调解诸如碰撞之类的其他中断事件。

NoTraffic 正在开发一个实时自适应交通管制系统。我们的系统采用独特的方法将商品硬件与深

度学习算法相结合。仅需支付相对较低的成本（与现有解决方案相比），在几乎无需依赖现有基

础设施的情况下在几个小时内即可将该系统轻松安装至任何十字路口。

我们的系统将促使城市能够根据交通状况的实时分析结果，反应性地主动管理交通并优化交通信

号以改善交通流量和减少拥堵。我们的系统通过部署于十字路口的传感器收集交通数据、实时评

估数据并自动改善信号定时。

合作需求：股权投资、合作研发、生产工艺、设备转让

14.(I014) DATAFY.IT

项目所属国家：斯洛文尼亚

项目介绍：

销售人员每天必须发送 30 封邮件，与 30 位客户交谈，举办 5 场销售会议。因此他们并没有时

间准备相关数据资料。他们只能使用 B2B 销售工具，如领英、谷歌、电子邮件和电话。这些方

式成效低且费用高。举个例子，0.025%的交谈率就能算得上是一个不错的交流了。因此，销售

人员真正需要的是能够为他们提供销售数据的智能“黄金数据挖掘机”。

Datafy.it 能够从 1000 多个数据源中收集非结构化的、公开的数据，提供结构化 B2B 人员信息

和公司数据，并且能够立即运用到销售过程中去。我们为客户提供了三款定制产品：用于商业联

系的搜索引擎、自定义数据库和 Datafy.it API Firehose。

Datafy.it 合并了对手的数据（领英、Xing、Viadeo、彭博社、EuroPages 等等），为客户提供

了商业数据一站式服务。

合作需求：股权投资、技术转让、企业并购

15.(I015) Appnext 广告平台

项目所属国家：以色列

项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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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next 是一家总部位于以色列的全球领先移动广告平台，依托强有力的产品以及技术团队，

公司致力于通过用革新的解决方案让用户使用手机的体验得到前所未有的变化：通过精准的用户

数据分析与定向，我们向用户提供的是与之日常使用手机行为完全贴合的服务，而非传统意义上

的广告推送。用户可以在他们最需要某个服务的时候，发现这款应用并进行使用，这极大的改善

了用户体验，同时也加深了用户与应用的深入互动。

Appnext 如今在中国，北美，印度等诸多地区建立了分公司，其营销版图覆盖了全球主要的移

动行业分布地区，以可靠的产品为根基，Appnext 如今已经与全球诸多顶级广告主和媒体主建

立了良好的合作。

16.(I016) 机械系统的预先维护（Predictive Maintenance for mechanical systems）

项目所属国家：以色列

项目介绍：

DiagSense 算法在正常运行的情况下研究系统行为，搜索统计分类器，找出所有样本参数之间

的联系。

这项功能依靠线性回归，控制多项式的程度。

线性回归能够控制“培训质量”。线性回归技术在培训过程中为我们解决了意料之外的高峰期。

目前在监测与控制行业里，预先维护或有条件的维护是最热门的问题。

每个 SCADA/控制系统制造商为了生存必须声称拥有这样的应用。绝大多数像这样的大型企业

通过收购创业公司而拥有这样的优势，例如：GE 收购以色列公司 Smart Signal，chneider

Electric 收购 Invensys 和 Wonderware。

这并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许多这类人工智能公司都遭受到其他问题：

-过度拟合

-漏失侦测

-假高位报警

-无法处理复杂数据/情况

-在特定环境下，这款方案不止适用一个对象

所有这类方案都非常昂贵。

由于不合理的投资回收率，大多数中小型工厂或企业无法负担这款系统。

我们成功地克服了这些问题。

17.(I017) Mobileye N.V.

项目所属国家：以色列

项目介绍：

Mobileye N.V.是提供基于视觉系统分析和数据处理研发高级驾驶辅助系统和自动驾驶解决方

案的全球先行者。

全球主机厂认可：Mobileye 技术已被多家全球超过 25 家汽车公司装配在各种车型中，如奥

迪、宝马、福特、通用、日产、沃尔沃等。

最前沿的技术：Mobileye 系统的 LDW 和 FCW 安全预警功能符合 NHTSA 标准；且 L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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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支持装配车辆满足欧盟法规(ECE R30)标准。

Mobileye 产品能够给予驾驶者主动安全预警，能防撞车防撞人以及在司机分心/无意的时候提

供车道偏离预警等，主机厂层面可基于预警的条件下的 AEB(自动刹车)，同时我司的产品能够同

车载系统集成（集成在仪表盘上等），数据信息能够被输出上传到你们的车联网管理平台。进而

对驾驶者进行驾驶行为分析，相关的数据能够提供给车队管理者及第三方（如保险/通信/政府

等）。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合作从而增强贵司的车联网系统及信息。形成具有主动安全功能的车

联网。

Mobileye 合作伙伴 ：随着 Mobileye 技术有助于市场更进一步走向更高级别的自动化技术，

Mobileye 也已从技术供应商转变到合作伙伴的角色。

Mobileye 在全球已斩获超过 25 家汽车制造商的项目合作伙伴，其中 5 家是共同进行 3 级

的半自动驾驶项目，以及还有有 5 家事进行 4 级的完全自动驾驶的项目（该项目包括宝马和

德尔福）。

18.(I018)UBOOK -通用笔记本

项目所属国家：美国

项目介绍：

NAJMTEK 开发了一个超越目前设备强大的动态硬件和软件工具，可提供更先进的功能和体验。

NAJMTEK 的套件包括具有高度实用性和自适应性的硬件、操作系统、在线应用商店、SDK 和

程序/应用程序在内。Ubook 是第一款一体化、多点触控、多语言、多功能、多附件、完全可定

制和完全自适应的笔记本电脑。

UBook 是 Universal Notebook（通用笔记本）的缩写，是一款具有高度实用性和自适应性的

笔记本电脑，其中包括一个可替代标准实体通用键盘的触感键盘（屏板）。

UBook 的外观和感觉就像一台超轻便的笔记本电脑，将笔记本的所有优点（电源、兼容性、容

量等）与平板电脑的所有优点（轻便、用户友好、触摸技术、便于携带等）相结合，并避免了其

各自的主要缺点。它易于清洁，并可以无限和即时地变换和定制，以满足所有用户的需求。

NAJMTEK 的多点触控一体机还具有多语言、多功能键盘、多附件键盘、数位板等功能，使用户

可以直接在屏幕上操作，或与键盘配合使用。这款一体机还可以运行 Windows 和 Linux 程序。

UBook 是一个使用自有在线应用商店和软件开发工具包（SDK）实现最佳移动性和无限适应性

的单一硬件工具。

使用 UBook 可以在用户和设备之间创建协作和直观的交互。通过硬件、操作系统和 SDK 的多

功能性，只需简单地按下一个按键，UBook 即可从一台虚拟机转换为另一台虚拟机。

目前，我们的硬件、软件和 SDK 已用于为具有阅读障碍的人创造一种增强性学习工具，未来，

它可以变成超声波机器、EKG 机器、图表或设计工具、记事本或可以想象得到的大多数其他业

务或个人工具。

合作需求：技术转型、技术许可、合作研发、股权投资、制造技术；设备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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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I0019)SPUD（自动弹出显示装置）

项目所属国家：美国

项目介绍：

作为首个进入市值 280 亿美元的折叠式显示装置市场的参与者，Arovia 预计将主导未来市场走

向。折叠式显示装置为用户提供了大型显示装置，可在家里或世界任何地方使用。Arovia 的首

台产品是一个集工作和娱乐为一体的 24 英寸显示屏，该显示屏可折叠成一本书的大小：SPUD

（自动弹出显示装置）。SPUD 在 Kickstarter 的预售价格为 711,397 美元，并且作为 2017 年

技术发展趋势产品，被列入“今日主打”系列。在创新方面，Arovia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Arovia

计划研制尺寸更大的屏幕、车载操作系统、新的外形尺寸和触摸屏。您可以登陆网址 arovia.io

，查阅更多有关 Arovia 的信息。

展望中国市场价值/商业价值：中国人将在自己家里使用 SPUD，将其当做电视机的替代品，同

时用于开展一些活动或用作大型的工作显示屏幕；此外，Arovia 将在中国提供内容订购服务，

这是另一个收入来源。 此外，因为中国人似乎更喜欢独立设备，因此中国版本的 SPUD 将配备

O/S 系统（可能是 SPUD 版本 2）。

合作需求：股权投资

20.(I020)Camarada VR & Aimfire Gaming SDK

项目所属国家：美国

项目介绍：

Aimfire 是一家受天使投资资金支持的创业公司，该公司在过去两年里开发了一项独有的技术。

此项技术可帮助附近移动设备进行真正的“合作”与“沟通”，实现单台移动设备无法实现的强

大功能。

基于此技术，我们研发了两种产品：

1)Camarada VR。通过使用我们的技术，Camarada VR 可将附近的智能手机转变为功能强大

的动态摄像机阵列。这项技术可以准确同步和连接多台智能手机拍摄 3D 虚拟视频。其精湛的软

件可自动矫正多个不同相机的输出，而无需用户干预，使任何人都可以制作吸引人的 3D 虚拟视

频。

2)Aimfire Gaming SDK。使用与之相同的技术，此 SDK 可实现无缝、多屏幕移动游戏。其目

标用户的游戏开发者，这项独特的、创造性的工具可以使游戏开发者在众多移动游戏开发者中鹤

立鸡群。

合作需求：融资

21.(I021)多数据流、多平台聊天和分析（Multi-streaming, multi-platform chat and

analytics）

项目所属国家：美国

项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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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ream 提供云服务，以确保（a）内容制作者（例如游戏玩家、音乐家、政治家或运动队）

能够将现场视听内容同步播放至全球 30 多个平台（包括中国的斗鱼 TV）；（b）通过单个多平台

聊天应用程序与观众互动；以及（c）分析累计浏览统计数据。

简而言之，Restream 的整套技术包括（a）包含转码至不同分辨率之类的增值服务的视频转播

服务（发送至 Restream 服务器的视频流立即被同步转发至多个浏览平台，例如 Facebook、

Twitter 和 YouTube Live）；（b）将所有浏览平台的聊天数据流合并为单一数据流的聊天汇总服

务和应用；以及（c）将所有浏览平台的实时和事后浏览统计数据合并至一组统一仪表板的分析

汇总服务。所有这些技术组合构成一系列产品，且此类产品促使实时视频创作者/制作人和/或其

代理商/经理能够尽可能地向更多观众传播其内容，并更好地了解其内容相关市场。通过全球 70

多个（还在快速增多）服务器提供 Restream 的服务。

Restream 的商业模式包括以上服务的订阅费用，仅凭这些费用将促使 Restream 在 2017 年第

二季度得以盈利并成为处于试验阶段的品牌赞助商。

Restream 的服务和技术旨在解决制作者的实际紧迫问题和利用现有市场机会；并非用于搜索某

些商业应用的新技术。因此，Restream 的服务和技术被市场得以有组织地接受以及通过受众采

纳得以急速发展；并将继续保持此类发展状态。截至 2017 年 3 月，使用 Restream 的制作者达

到 20 多万个，关注者达到 3 亿多，而且每个月的内容观看时间达到 20 多亿分钟。其网站的访

客每月达到 100 多万人次。在过去两年中，该网站已播放 700 多万条消息，且在 YouTube Live

上来源于该网站的视频直播量达到 7％以上。

合作需求：股权投资

22.(I022)Senstone

项目所属国家：美国

项目介绍：

我们希望 Senstone 成为以语音为中心的可穿戴设备制造公司，任务就是要彻底改变人们借助

AI 分析工具的笔迹体验。

我们的第一个产品是笔记本设备和应用程序，可以帮助人们记住与他们专业和个人生活息息相关

的事情。我们采用可穿戴设备，录音机，笔记本应用程序和配件的最佳部件，将他们结合在一起

，为现场笔记提供定制的解决方案。

日常活动匆忙，人们的想法经常就像做梦一样还没有写下来就消失了。这就是我们如何看待单一

信标的想法被记录下来并组织成一个电子的现代计时器的方式。我们使用人工智能将语音转换为

文本笔记，代办事项列表，提醒，并用关键字和时间将他们进行组织。

语音备忘录登陆到应用程序，通过关键字、语调和主题对他们进行组织。笔记可在云中备份，可

通过网络搜索，编辑，并与第三方应用程序（如 Evernote 和 Dragon Medical One）集成。

技术要求说明：我们使用与音轨（文件）专用的协议开发了我们自己的固件。我们对其进行了优

化以记录和传输高质量的音频而不会造成数据丢失，并通过云中的人工智能系统运行他们。我们

可以确保对数据进行加密，因此数据在传输工程中会受到高度保护。我们针对低能耗对硬件进行

了优化，使用时间可达到平均 4 天。此魔法就在于设备机器学习系统。麦克风处于主动聆听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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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并且当捕获的声音与拍摄模式相匹配时，会激活该设备。麦克风在无声环境中效果最好，设

备进行输出后，您可根据自己的喜好切换到”Snap”或 “Tap”模式。

您在开始录制的那一刻，即使您的应用程序处于后台运作，它也会存储在智能手机上并备份在云

中。云软件平台将语音备忘录转换为文本，提取关键字，待办事项，并分析您的语音模式。

合作需求：股权投资、制造技术；设备转移

23.(I023)Orbii

项目所属国家：美国

项目介绍：

世界上第一个可驱动和模块化的智能相机，可以将实时视频，音频和传感器数据流传给用户。他

就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监控家和亲人。传统的安全摄像机的视觉覆盖范围有限，且设置多个设备

非常昂贵，而 Orbii 是一个单一的智能设备，你可以在流动接收直播视频，音频和传感数据的同

时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进行驱动。

合作需求：技术改造、合并与收购、股权投资、制造技术；设备转移

24.(I024)基于账户的营销（Account Based Marketing）

项目所属国家：美国

项目介绍：

Metadata 提供了一个基于闭环账户的营销解决方案，通过选择加入合适的领导来扩大你的营销

活动。我们的专利技术会拉出你的历史销售数据，丰富它，介绍你的理想客户(包括公司和人)，

并最终协调进程，促成现有机会和锁定网络新账户。

我们已经拥有思科、Mulesoft、Payscale、Mulesoft 和一些其他的客户。

技术/项目的竞争优势和可持续性的描述:

预测营销技术与程式化广告的结合

网络效应

多数据源方法

多广告渠道（直接+dsp）

合作需求：技术许可、并购、股权投资

25.(I025) DazePlug 自动充电系统

项目所属国家：意大利

项目介绍：

当车停放好后，DazePlug 充电系统可以自动将充电电缆连接到车辆，排除了忘记给汽车充电的

可能性，同时也移除了任何种类的障碍物，因为此系统位于车辆下方并且最终消除由于存在任意

电力电缆而引起的风险。

合作方式：股权投资、生产工艺、设备转让



11

26.(I026) iUto 专业服务应用程序

项目所属国家：意大利

项目介绍：

iUto 是一个应用程序，收集了许多为消费者和企业提供服务的专业人员、工匠和企业家信息。

使用 iUto，当消费者或企业需要提供服务时，可以轻松地浏览类别的列表，并选择数据库中的

人员，满足我们的需求和前往目的地。

iUto 是一个应用程序，可在应用商店和游戏商店下载，主要有 2 种使用方式：

1）如果你是一个消费者，你可以通过浏览工作类别列表很容易查到你所需要的人。

2）如果你是一个工匠，专业人士或企业家，你可以创建个人资料，添加你的专业信息，如名称，

地址、个人资料照片。这是一个免费的基础帐户。

合作方式：股权投资

27.(I0027) Buildcon 建筑公司移动软件

项目所属国家：塞尔维亚

项目介绍：

Buildcon 是一家服务于建筑公司的网址兼移动软件公司。同时它也是房地产开发商，通过开展

精益建筑方法论以及风控机器学习，实时报告项目进展，进行成本分析。

项目的技术优势：

与传统的项目管理工具不同，Buildcon 将领域及办事处的数据与自动化报告、采购相结合。将

机器学习与精益、帕雷托原则结合在一起能够更好地评估预测未来的项目。

合作方式：技术许可、合作研发、企业并购（期待与中国大型建筑公司，房地产投资商和建筑材

料制造商合作）

28.(I028) 基于 IPEYE 平台的视频服务器

项目所属国家：俄罗斯

项目介绍：

俄罗斯程序员已经开发出了一款独特的 IoT 媒体流平台，并向国内和国际市场发布了一系列专有

的 IP 摄像头。

项目的技术优势：

高性能视频流处理核心

每个应用服务器可以支持 10000 多个视频流，无需负载平衡集群解决方案（仅限于处理和存储

资源）

用于视频数据传输的品牌压缩协议，无质量损失

动态比特率支持

可以通过基于平台核心的 API 构建定制的企业解决方案

与所有第三方 IP 视频解决方案（软件和硬件）无缝集成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技术许可、合作研发、企业并购、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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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I029)生产决策支持系统，生产技术变革管理，快速响应制造管理；所有软件基于本地

数学算法和核心平台 BFG SOFT

项目所属国家：俄罗斯

项目介绍：

我们解决的问题：

预测和估计所作决定的后果;

在高层管理人员和业主处置方面填写客观信息;

改变制造系统开发的管理;

材料，信息和财务资源管理;

提高生产利润率;

规划和组织供应，制造和生产分配协调团队工作;

投资项目实现的财务和时间支出减少。

BFG 集团解决方案允许：

分析制造系统的能力和制约因素;

检测和消除制造系统关键限制;

估计在执行之前作出的决定的后果;

开展综合企业再造三个层次：

业务流程

技术

企业管理系统;

高效的规划和快速建立制造管理体系

响应外部和内部的变化。

项目的技术优势：

所有 BFG 软解决方案都可以独立运行，并且可以集成到信息景观的企业。集成 BFG 集团解决方

案与企业信息系统允许保持一致的数据结构，验证参考数据，提高决策的效率和客观性。

合作方式：技术许可、合作研发、企业并购、股权投资、

30.(I030) 安全学校道路数字化

项目所属国家：斯洛文尼亚

项目介绍：

创新设计更安全的路线到学校。该应用具有教育功能，因为它有助于孩子学习更安全的上学路线，

了解交通规则、规章和交通文化。这个应用程序的目标是确保更安全的路线计划透明度，并找到

将儿童纳入交通的新途径。应用程序 Lilly＆Val 连接儿童、家长、学校和市政当局和当地环境。

项目的技术优势：

•增加儿童安全往返学校

•通过游戏教育孩子们了解交通文化

•儿童创新合作;

•关于通往学校的路线情况即时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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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人员密切联系;

•该应用支持操作系统（iOS，Adroid，Windows）。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企业并购、股权投资

31.(I031) ETCS

项目所属国家：韩国

项目介绍：

DSRC 路测基站(RSE)和 DSRC 车辆模块(OBE)之间通过双方通信高速行驶下自动收取通行费系

统、会提高道路效率的基础设施性质的交通管控系统。

合作方式：产品销售、寻找合作伙伴

二、生物技术、制药、医疗类项目

32. (B001) Amyko

项目所属国家：意大利

项目介绍：

amyko 既是一个用于数据存储和管理的数据库，也是一个用户可以读取和修改数据的移动/网络

应用，而且还是是一个近场通讯触发软件（可选）。Amyko 主要面向公共和私营医疗保健服务

供应商。amyko 解决的问题包括：持续数据流、随时随地登陆、医疗信息更新、衔接用户和健

康服务供应商并为他们提供服务平台（以手机应用为前端），该平台提供一系列辅助服务，包括

自助服务、医疗提醒、地理信息和紧急呼救等。由于处理的数据涉及隐私，amyko 适用于保险

公司和公共急救服务运营单位。该技术构架还可以应用于牲畜或宠物监控。除此之外，植入近场

通讯标签后可形成通行控制功能和支付功能（手环可以作为充值卡），整合一些植入特色后，可

以根据不同行业客户的需求实现功能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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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需求：股权投资、生产工艺、设备转让、企业并购

33. (B002) EASYCARB

项目所属国家：斯洛文尼亚

项目介绍：

Easycarb 是一个完善糖尿病管理的工具，适用于所有糖尿病患者和糖尿病前期患者。核心产品

是一个用于安卓 / iOS 设备的基于云的应用程序，可作为碳水化合物管理的平台。它包括用户

自定义可扩展的营养数据库，胰岛素计算器，自动记录器和自动 PDF 报告生成器的许多其他功

能。

大部分患有糖尿病并防止健康并发症发生的患者能准确的了解每餐食用多少碳水化合物，注射适

当的胰岛素剂量并记录这些活动，因此医生可以帮助调整治疗。良好的碳水化合物管理可以帮助

将大多数与糖尿病相关的健康并发症发生的风险降低 50%。实施良好的碳水化合物管理是一项

非常复杂和乏味的任务，几十年来一直保持不变。

相比之下， Easycarb 是跟踪碳水化合物的第一个完整解决方案，意在使过程简单，准备和高效。

它包含一个结合专用的便携式蓝牙管理的功能强大的应用程序，可以自动计算家中或旅途中给定

膳食中碳水化合物确切量。

患者将其放置在蓝牙管理上来可以检索给定膳食中的重要营养价值，蓝牙管理可自动将检索到的

海量数据发送到智能设备。碳水化合物和其他关键营养物质（蛋白质，脂肪，...）的确切量可通

过集成食品数据库计算并记录。存储的数据可以随时访问，甚至作为 PDF 报告导出，以便医生

或看护人检查。该应用程序还可以根据患者的胰岛素敏感曲线提供准确的胰岛素剂量建议，大大

简化了糖尿病管理中的常规任务。

但是，此产品的长期愿景是将移动应用程序转变为一个全面的互操作平台，把其他现有的糖尿病

设备（例如葡萄糖计，胰岛素泵和笔等）无缝地连接到集中的解决方案。这使用户可以从某一个

地方完全控制和监督其疾病，这在之前是绝不可能的。

合作需求：股权投资、合作研发

34. (B003) ADORA Assistant—手术中利用简单手势实现无触点医学影像控制

项目所属国家：斯洛文尼亚

项目介绍：

问题：外科医生在无菌环境下看医学图像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事，这种事通常委托给一个助手，

或者由外科医生直接用一个无菌塑料鞘包裹的交互装置。这个过程很耗时，效率低下，而且还增

加手术部位感染的机会。

通过使用无接触的用户界面，我们减少手术时间和病人麻醉时间，并减少了宝贵的人员和运营成

本。

解决方案：ADORA Assistant™让外科医生用简单的手势减少对手术室病人扫描的控制，而无

需触摸非无菌设备，或要去寻求护士帮助。

ADORA Assistant™与现有的医院信息系统连接，以显示患者的成像数据。ADORA Assistant

™使用已经在现代医院系统（DICOM）中使用的标准语言界面。我们的解决方案与手术室中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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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医院 IT 系统（西门子、Agfa、Sectra、Carestream 等）兼容。它从现有系统中获取图像，

并且不会造成干扰。集成的主要部分通常通常在几天内与医院的 IT 部门进行远程协作，最后一

部分在几个小时内现场完成。

我们正在使用由加拿大 Thalmic Labs 有限公司生产的 Myo™ armband，作为识别手势的界

面。Thalmic Labs 拥有一系列美国专利，该列表可在 https://www.thalmic.com/patents 找到。

没有侵犯苹果的专利权。

合作需求：技术转让、技术许可、企业并购、股权投资

35. (B004) JAFRAL - 生物制剂 GMP 流程开发与制造

项目所属国家：斯洛文尼亚

项目介绍：

JAFRAL 是合同开发和生产组织（CDMO），提供各种生物制剂（DNA，病毒和重组蛋白质）的

工艺开发和制造。开发的工艺是稳健的，可扩展的，一致的且符合 GMP。在生物处理开发期间，

开发了联机离线分析，这符合对实施 PAT 技术的最新监管指导。

根据 ICH 指导， JAFRAL 在设置完整的分析程序和稳定性程序方面也有丰富的经验。

制造流程和随之的分析被开发出来后， JAFRAL 专家通过与客户的员工密切合作来进行技术转

让。

合作需求：合作研发、技术转让、生产工艺、设备转让

36. (B005) Life Shell

项目所属国家：以色列

项目介绍：

航空医疗集团是一家初创公司，专注于“LifeShell”，的开发， LifeShell 是一个医生控制的远

程医疗装置，在将伤员用载人车辆或无人驾驶车辆转移到医院时可监控生命体征，实施治疗伤员

的关键手术。

我们的技术能够预防危及救援人员，迅速撤离和获取患者从受伤时刻到进入医院的医疗信息，从

而降低成本，提供撤离的效率。

这种独一无二的产品的产品是为独立工作而设计的，因此它可安装在任何载人或无人机平台上。

合作需求：企业并购、股权投资、生产工艺、设备转让

37. (B006) 用于治疗皮肤和粘膜伤口的下一代生物药物的开发（Developing of

next-generation biological drugs for treating wounds in skin and mucosa）

项目所属国家：瑞典

项目介绍：

技术创新使用改性乳酸菌（益生菌）作为小生物反应器，以便在伤口部位产生和提供人效应蛋白。

此为最具成本效益的生物药物提供方法。此外，还获得了细菌所制乳酸的协同伤口愈合效果。将

益生菌冷冻干燥后储存，然后仅需加入少量的水即可立即恢复之前的使用效果。这些结构被 EMA

分类为活体先进疗法药用产品。由于不具备购买所有目前正在开发的蛋白质和抗体药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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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很明显需要采用更具成本效益的方法来提供生物药物。

合作需求：技术转让、股权投资

38. (B007) BEA 核心设施（BEA core facility）

项目所属国家：瑞典

项目介绍：

BEA——用于生物信息学和表达分析的核心设施是能够获取范围较广的全部基因组技术的核心

设施。BEA 在实施和维护作为核心设施服务的基因组技术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目前，基于

Affymetrix、Agilent、Illumina 和 ABI 微阵列平台、NGS（下一代测序）和 qPCR 以及在通过

数据采集实施的实验规划至先进生物信息学支持这个范围内，BEA 使用基因组分析法提供服务

以支持研究项目。BEA 由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组织，并得到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支持。健康和环

境等领域的科学家借助于复杂而昂贵的仪器以及专门培训的人员以充分探索基因组技术。为了满

足这一需求，BEA 提供了范围较广的全部基因组技术，以帮助调查人员和生物技术社区以最具

创新、最高效和最经济的方式来开展研发工作。具体来说，BEA 参与了以下各项的开发和实施：

1）自动样品处理，以编制用于基因表达分析和 ChIP 测序分析的序列数据库；2）处理和分析测

序数据的软件流水线；3）在允许基因表达相关大量队列研究的限定路径中选择重点基因表达研

究的方法的实施。

合作需求：合作研发、技术转让

39. (B008) 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新疗法（Novel therapies for neurodegenerative

disorders ）

项目所属国家：瑞典

项目介绍：

AlzeCure 是一家瑞典研究基金会，专注于开发阿尔茨海默病和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新疗法。

该组织拥有一小批制药行业专业人士。这些专业人士采用合作商业模式整合尖端科学研究和技

术，以提供与该疾病具有较强基因连锁关系的新型疗法。AlzeCure 隶属于卡罗林斯卡医学院，

并在瑞典胡丁格的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科学园区设有实验室和办事处。

AlzeCure 的资产：

项目 GSM：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新型疾病控制药物。旨在抵制阿尔茨海默病主要致病因素的口

服小分子治疗药物，Ab42 肽。阶段：临床前安全性。

项目 NeuroRestore：具有较强疾病缓解潜力的最佳阿尔茨海默氏症对症疗法。通过增强的神经

营养信号研究的口服小分子治疗药物和认知促进药物。在临床前期的后阶段具有快速转换至概念

研究临床证据的潜力的独特项目。

项目 iProg：用于治疗因颗粒体蛋白前体编码基因 FTD/PGRN 中的突变而引起的额颞叶变性

（FTD）的基于细胞的创新疗法。利用脑修复装置（BRD）治疗平台将生物制剂直接递送至脑部

疾病区域的最佳定制疾病缓解疗法。阶段：临床前概念证明。

项目 iBody：一种针对因共核蛋白病理（疾病的关键病原驱动因素）引起的帕金森病症的新型疾

病缓解疗法。该项目提供了可轻易地转化为多种适应症且借助于 BRD 技术的优势可实现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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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免疫疗法概念。阶段：临床前概念证明。

40. (B009) “ Betalin 疗法”（Betalin therapeutics）

项目所属国家：以色列

项目介绍：

胰岛移植已成为一种可行的细胞治疗方法，用于严重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控制。目前，这种方

法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早期胰岛细胞死亡。自然微环境在胰岛分离过程中丢失，导致β细胞功

能障碍且有时会死亡。因此，许多文献中均有对细胞外基质（ECM）对胰岛活力和功能的重要

性的记录。具体来说，β-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脉管系统基膜的方法对于功能的正确性具有重

要的作用。

据相关记录，几个单独的 ECM 部位上生长的胰岛有体外胰岛增加的功能。胰岛内皮细胞支持胰

岛素分泌且β细胞基底膜部位的分泌物分化，尤其是层黏连蛋白和隐藏到隔离胰岛基质和肝细胞

生长因子中的糖蛋白血小板反应蛋白-1。胰岛毛细血管数量众多，使得每个β细胞附近至少有一

个内皮细胞，从而直接与内皮衍生因子相互作用。

组织器官工程意识到复杂基质的必要性，因此需要通过几种方法来利用来自目标组织或器官的天

然脱细胞支架。胰腺微支架是一个直观的选择，但由于外分泌部分（产生胰腺基质的部位）以及

内分泌部分（胰岛所在的部位）之间的管脉系统存在冲突，所以其也不是实习治疗目的的理想方

法。

然而，去细胞肺微支架由肺泡基质的大表面积产生，总体上由高度浸润性微血管生成的基膜整理。

由于已证实β细胞和内皮细胞产生的基膜之间的相互作对于β细胞的功能而言至关重要，我们认

为，应该为去细胞肺微支架提供一个合适的β细胞环境

我们还认为，采用厚度不超过 300µm 的微小尺寸的三维脱细胞支架时，应允许所有部位的气体

和营养物质能够自由扩散，从而避免缺氧和营养不良。这也可以证明最终移植尝试的重要性，因

为其能在血管生成发生之前避免血管化。

事实上，我们在实验室用完整胰岛（I0 EMPs）合成的 EMP 通过葡萄糖调节的方式分泌大量胰

岛素。在进行 I0-EMPs 的同时，通过葡萄糖刺激胰岛素分泌（GSIS）分析的方式定期对培养物

进行化验，以确认其生存能力和功能。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在培养 4 个月（最长测试时间）后，

I0-EMPs 仍不断分泌大量的胰岛素。下图显示，I0 EMPs 不断通过葡萄糖调节的方式分泌胰岛

素，且其分泌的量可与那些刚分离的胰岛所分泌的量相比较。从统计上看，在同一葡萄糖状况下，

在培养 94 天（p > 0.15）后的任何培养点，I0-EMPs 在高浓度葡萄糖（HG）下所分泌的胰岛

素的量与新鲜胰岛（I0）的胰岛素分泌值无法比较。从统计意义上看，I0-EMPs 在低浓度葡萄

糖（LG）下的胰岛素分泌值与新鲜胰岛（I0）的胰岛素分泌值也无较大差别（p > 0.15）。但

是，对于新鲜胰岛（I0）和 I0-EMPs 的所有培养点（94 天除外），高浓度条件和低浓度条件下

（p < 0.05）分泌的胰岛素有较大差别，进一步说明了 I0-EMPs 调节胰岛素分泌的能力。

合作需求：技术许可、合作研发、股权投资、生产工艺、设备转让

41.(B010)瑞典创新眼科产品转让项目

项目所属国家：瑞典



18

项目介绍：

瑞典公司创新眼科产品，使用独家专利共振技术测量眼内压，适用于临床眼科多种疾病的诊断

和长期病情监测

是目前唯一测量时准确度不受测试者体位影响的眼内压计

产品专利覆盖多个国家地区，CE 认证, 通过 ISO1348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项目的技术优势：

眼内压测量：主要用于青光眼和圆锥角膜患者的诊断以及确诊后的长期病情监测

青光眼：诊断，确诊后需要长期监测眼内压以控制病情

圆锥角膜：诊断和病情监测辅助手段

眼脉动测量

生物力学应用，包括角膜粘弹力（粘滞性）测量和圆锥角膜交联治疗的效果衡量等

兽医学临床应用：由于测量眼内压时不受测量者体位影响，在给动物做眼部检查时具有相当优

势

合作需求：技术转让

42.(B011)瑞典牙科材料公司转让项目

项目所属国家：瑞典

项目介绍：

瑞典科技创新公司，针对种植牙引起的相关疾病，研发多种产品。

相比传统治疗方法，产品更加安全有效，可减少患者经济负担

专利覆盖多个国家，欧盟 CE 认证，通过美国 510(K) FDA 二类医疗器械认可

产品有多种拓展应用可能，相关专利正在申请中

项目的技术优势：

产品 1－－钛颗粒骨骼替代物

针对种植牙周围骨质缺失

易于使用，预防种植牙脱落和相关疾病。

已经过多轮临床试验，超过 18000 例应用，无不良反应报告。

产品 2－－钛合金牙刷

针对种植牙后的牙齿清洁

产品耐用，不损伤种植牙齿。相比现有其他清洁手段，更加省时有效。

超过 8000 例应用，无不良反应报告。

通过美国 510(k) FDA 二类医疗器械认证。

合作需求：技术转让

43.(B012) 现代化和标准化的老年痴呆治疗的诊断和发展

项目所属国家：瑞典

项目介绍：

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和阿尔兹海默病: 据最新统计 (2017-05-05)，但前中国人口总数为 1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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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中国人口的老龄化的特点是规模大且发展迅速。老龄化速度高于其他国家。预计人口增长达

到平稳时，全国老年人口将达到 1 亿，届时 80 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将达到 2400 万，65 岁以上

老人将超过 5100 万；到 2025 年，中国老年人口总数将近 3 亿，到 2050 年，我国将有 4 亿老

年人。对医疗保健的巨大需求是老龄化社会的重要特点，这其中最显著的是老年痴呆病。

阿尔兹海默病 (Alzheimer´s disease) 是最常见的痴呆病，占全部痴呆病例的 60-80%。根据美

国-Alzheimer´s & Association (阿尔兹海默病协会) 2017 年报告，65 岁以上人群的发病率为

11%；75-84 岁的为 17%； 85 岁以上人群的发病率为 32%。美国目前有大约 5 百 50 万阿尔

兹海默病例。据 2017 年统计，在美国有 2,590 亿美元花在阿尔兹海默病和其它痴呆病的医疗保

健上。保守估计中国阿尔兹海默病病人总数在千万例以上。阿尔兹海默病所需的医疗，保健对社

会是一巨大的负担。

阿尔兹海默病不可治愈，但可以治疗，同时需要合理的医疗保健。这里一个关键是如何尽早和正

确诊断阿尔兹海默病。明确诊断阿尔兹海默病对预防、治疗、 (家庭) 保健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特别是新药研制，正确选用新药受试人群对评价新药的疗效至关重要。国内正确诊断方面与发达

国家比较有很大的差距。此外在普及指导对阿尔兹海默病的认知方面明显不足。

本项目的宗旨：

1. 聘请专家，以国外专家为主，通过专业讲座的形式，对神经系统科室的医师进行专业培训。

2. 参照美国 Alzheimer´s & Association，建立阿尔兹海默病数据库。

项目的技术优势：瑞典是较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国家，其对阿尔兹海默病的病因，病理以及流行

病学方面有深厚的认识。同时在开发新药、临床诊断方法和医疗保健上都有世界领先的成果。本

人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科大学和乌普萨拉大学从事近 20 年的阿尔兹海默病的基础医学研究，对

此病的病理和治疗有比较深的了解。因此在教育 (正确诊断和医疗保健) 和开发诊断方法方面能

够提出好的建议。

另外的优势是与瑞典从事阿尔兹海默病治疗的临床医生以及从事基础研究，新药研发的专家有密

切的联系。能够组织聘请他们定期来华开办讲习课程。

合作需求：技术转让、股权投资

44.(B013)抑制 RAS 导致的癌症和新陈代谢的最新抑制剂 RALGDS

项目所属国家：美国

项目介绍：

由于 Ral 会调节对肿瘤发生和新陈代谢至关重要的多种生物通路，RalGDS 通路对人体体内 Ras

导致癌症和新陈代谢是必不可少的。路易斯维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已研制出 C4，是最新的 RalGDS

抑制剂。C4 是具有 nM 活性的全 RalGEF 抑制剂，高特异且低毒。体内研究表明，C4 会抑制

Ras 导致的癌细胞株的新陈代谢。首轮药物化学中得到的部分化合物仍保持活性。

过去大部分注意力均集中在 Ras 导致的 Raf 和 PI-3 激酶通路。这是因为在实验系统中，上述通

路的生物效应非常明显，在技术上很容易测量。与此相反，通路（RalGEF）的第三部分则相对

被忽略，因为其在实验系统中的生物效应非常微弱。因此，目前在文献中没有针对 RalGEF 的药

物的描述。大量证据支持这样一种观点，事实上被大大忽略地 Ras 的第三部分，对人体内 Ras

导致的癌症和新陈代谢，才是最必不可少的。我们抑制该通路的策略也很独特。且我们采用最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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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电子筛选系统来鉴定可能的抑制剂（亦为药物类分子）。

45.(B014)用于 MRI 和 CT 影像的肿瘤靶向造影剂

项目所属国家：美国

项目介绍：

核磁共振成像（MRI）和计算机断层扫描（CT）被广泛用作筛查、诊断、分级和监控大多数癌

症治疗反应的工具。目前，尚未发现临床可用的肿瘤靶向造影剂。路易斯维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已

研制出 SpheraHance，一种可用于 CT 和 MRI 扫描的可注射造影剂。SpheraHance 包含涂有

螯合钆（用于 MRI 造影）的金纳米球（用于 CT 造影），和名为 AS1411 的肿瘤靶向适配子。AS1411

与核仁蛋白相结合，后者是存在于大多数癌细胞表面而缺少于健康细胞表面的一种颗粒。重要的

是，SpheraHance 的所有成分已被证明对人体无害。

46.(B015)碳青霉烯酶检测试验（Carbapenemase Detection Test）

项目所属国家：美国

项目介绍：

我们开发出了一种可快速检测革兰氏阴性超级细菌的试验。CDC 认为这类耐抗生素细菌可造成

与埃博拉病毒相当的死亡率。最致命的超级病菌会产生一种使碳青霉烯类（救命药物）和相关抗

生素失活的碳青霉烯酶。这些生物体通常还含有抵抗大多数、有时是所有其它抗生素的机制，且

还包括主要和日益增加的全球健康威胁。在美国，该类病菌每年造成 23,000 多例死亡，200 万

种疾病，直接医疗费用高达 200 亿美元，以及因此而失去生产力和病假日增多的 350 亿美元的

额外费用。2012 年，美国 63%的传染病医师报告称，在过去的 12 个月中，患者感染了完全耐

药的细菌病原体。超级病菌既威胁感染病的治疗，又威胁需要抗生素以保护患者免受感染的就医

流程。

实验室试验至关重要。医师可能只有一次成功治疗超级细菌感染的机会。与大多数细菌感染不同，

最佳治疗需要至少两种活性抗生素，以预防总抗生素耐药性和患者死亡的出现和传播。至关重要

的是，实验室必须快速、准确地检测出碳青霉烯酶产生的超级细菌，以提醒医师联合治疗的需要。

大多数实验室使用不准确的表型碳青霉烯酶来检测需要隔夜孵化的试验。而少数实验室使用准确

但不便的表型试验或昂贵的 PCR 试验，但其具有一些未解决的准确性问题。目前，无自动化的

试验。我们迫切需要进行快速、准确且方便的碳青霉烯酶检测。

我们的试验通常在 1-30 分钟内产生结果，准确、便宜、还可手动操作或适应自动化。与目前的

表型试验相比，它将碳青霉烯酶分为分子基团，这在治疗上至关重要。该试验较小型，所需利用

的接种物、试剂和空间最少，能高度准确地试验具有良好表征的细菌。用当前碳青霉烯酶试验一

些表征良好的细菌，则会产生不准确的结果。

47.(B016)Colo-miR：用于诊断结直肠肿瘤的高特异和敏感性血浆 miRNA 测定

项目所属国家：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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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

在美国，每年约有 14 万患者被诊断出结直肠癌（CRC），每年约有 51,000 例 CRC 死亡。如果

在浸润性癌症发展之前筛查和除去癌前期息肉，可预防许多死亡。如果及早发现，可能治愈 CRC

患者；一旦症状发展，治愈率降至不到 50%。目前的诊断方法包括结肠镜检查、灵活的乙状结

肠镜检查和微创诊断方法，如粪便隐血检查，粪便 DNA 检查及血浆测定。然而，这些方法具有

局限性：表现在成本高，需要患者清肠及处于镇静状态，这可能与医疗并发症有关，需要粪便标

本，或具有低敏感和特异性。用于早期诊断的高敏感和特异性微创治疗方法，将极大改善早期临

床诊断和患者依从性。预想产品 Colo-miR 是基于磁性微珠提取和电化学检测的诊断即时平台，

具有 7 个经临床证明的专有血浆 miRNA（Colo-miR），能够将结直肠癌患者与具有 90%敏感性

和 100%特异性的无癌患者区分开来，并能将大肠息肉患者与具有 65%敏感性和 95%特异性的

无息肉或癌症患者区分开来。这种技术比当前产品更好，因为 Colo-miR 可以识别具有良性或恶

性结直肠肿瘤的个体。

48.(B017)突变型人类细小病毒 B19 疫苗（Mutated Human Parvovirus B19 Vaccine）

项目所属国家：美国

项目介绍：

人类细小病毒 B19（B19），一种感染能迅速感染分裂红细胞（RBC）前体的小型 DNA 病毒，

具有高度传染性。在健康儿童中，B19 感染会使其稍感不适，但症状并不严重，包括发烧、头

痛以及传播到躯干和四肢的“第五病”皮疹。然而，在具有遗传性和获得性贫血的儿童或成年

人中，B19 是他们生命受到危及的原因之一。在贫血症中，美国最大的单一疾病群包括镰状细

胞疾病（SCD，美国>100,000），遗传性球形红细胞症（HS，美国>60,000）是第二大单一疾

病群。镰状细胞贫血患者发生再生障碍危象的比重（36-86%）主要归因于 B19 感染。如果注射

B19 细小病毒疫苗，几乎可以完全预防由 B19 引起的、危及生命的事件。行业研发该疫苗利润

相当高，但由于不良副作用和低免疫原性，中止了两项由病毒样颗粒（VLP）组成的常规 B19

疫苗人类临床试验。我们现已确定副作用产生的原因，并研发了突变型病毒样颗粒新方法，该方

法能避免所有不良反应，增加免疫原性，从而开发出安全有效的 B19 疫苗。

该项目涉及生产突变病毒样颗粒以及在猕猴上测试其免疫原性和副作用。如果成功，我们预计将

在婴儿期给高危人群（SCD 和 HS 患者）注射 B19 疫苗，以预防再生障碍危象。最终，疫苗可

以应用到普通人群中，虽然 B19（像其它病毒，如风疹和寨卡病毒等）一般为良性，但女性如

果在第一或第二个三胞胎怀孕期间，特别是在疾病流行期感染，可能会导致胎儿死亡或引起胎儿

畸形发育。我们在以前工作中，采用了类似方法研究人乳头瘤病毒（HPV）病毒样颗粒，最终

研制出了宫颈癌疫苗 Gardasil 和 Cervarix。

49.(B018)PFKFB4 抑制剂治疗癌症（PFKFB4 Inhibitors for Cancer Treatment）

项目所属国家：美国

项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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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正常细胞相比，癌细胞必须保持较高的糖酵解速率，以满足其对能量和生物合成前体增加的需

求。最近研究已证明，来自不同组织起源和遗传背景的癌细胞需要 PFKFB4 表达，PFKFB4 是导

致 PFK-1 活化的调节酶，是限速酶和糖酵解途径中的关键控制点。路易斯维尔大学（UofL）前

项研究已确定，用于抑制 PFKFB4 酶的试剂可能有助于降低肿瘤代谢和生长。最近，路易斯维尔

大学研究人员使用基于结构的虚拟计算筛选，鉴定新研制出的小分子 PFKFB4 抑制剂 5-（n-（8-

甲氧基-4-喹啉基）氨基）戊酸硝酸酯（5MPN）。已确定 5MPN 可抑制重组人红细胞生成素

PFKFB4 的活性，降低 PFKFB4 体外产物的稳态浓度，并减少体外糖酵解通量。此外，已证明

5MPN 能减少体外多种癌细胞系增殖；选择性减弱 Ras 转化支气管上皮细胞的生长，而不影响

正常支气管上皮细胞；口服给药后，显着降低小鼠模型中已建立的 Lewis 肺癌移植瘤的生长。

50.(B019)首创植物制成的霍乱毒素 B 亚基治疗溃疡性结肠炎

项目所属国家：美国

项目介绍：

路易斯维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在小鼠模型中，口服植物制成的霍乱毒素 B 亚基（CTBp）可

缓解溃疡性结肠炎（UC），通过上调 TGF-β信号通路以利于黏膜伤口愈合。这些研究人员正在开

发干性 CTBp，使其成为一种新颖、安全且有效的 UC 治疗方法。这种治疗方法的特点包括靶向

给药的简单配制，易于服用，较高的患者接受度，这将有助于在长期治疗方案中确保较高的治疗

依从性。

51.(B022)用于近患诊断的无标记便携式电化学阻抗测量平台

项目所属国家：美国

项目介绍：

该平台系基于电化学阻抗光谱学的分析系统。其拥有一个平面的保形电流传感器，带有两个或三

个电极以及用于单个或多个分析物检测的手持设备。该传感器通过单级免疫作用、核酸序列互补

等捕捉待测量的目标分析物。传感器电极上耦合了一个手机大小的装置，其中配有可编程增益放

大器。一个可编程微控制器可操作地耦合到上述增益放大器和电极上，向电极和可编程增益放大

器施加交流输入电压，以放大电极间的交流输出电流。可编程微控制器将输入电压和待测输出电

流进行比较并计算阻抗，随后确定输入电压和输出电流间的相位差。阻抗数据和相位差均被进一

步用于计算目标分析物的浓度。

该技术为开发用于临床和患者家中即时应用的医学诊断和预测检测打下了基础，也适用于环境保

护、公共安全、生物防御、农业和食品安全领域。

合作需求：技术许可、合作研发

52.(B023)治疗眼部感染的抗病毒化合物

项目所属国家：美国

项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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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性疱疹病毒感染会导致严重的角膜瘢痕和角膜混浊。目前 HSV 角膜炎的可用疗法涉及 1%

三氟胸苷（TFT）溶液的使用。然而，TFT 疗法的一大主要问题是细胞毒性，限制了其在长期治

疗过程中的使用。

UMKC 教授 Ashim K. Mitra 博士研发出了一种酯类，其亲水性足以被制成药理学活性成分，如

水性溶液（如眼药水）。发明的化合物可被有效地运往眼部组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进行全

部和局部给药时，此类化合物可有效抵达眼前段和/或玻璃体视网膜段。制成的化合物被证明可

有效抵抗病毒性感染，特别是疱疹病毒组（如单纯疱疹病毒 1 型和 2 型、水痘带状疱疹病毒（VZV）

和人类巨细胞病毒（HCMV））。本化合物利用寡肽转运子运送到更深的角膜组织中。因此，若

角膜基质和下层组织受到感染，本化合物将非常有效。此类化合物展现了较高的对 HFF 细胞中

HSV 1 的体内抗病毒活性，并能有效地抵抗体内上皮角膜炎，且无明显细胞毒性。

合作需求：技术许可、合作研发

53.(B024)siRNA 治疗乳腺癌和肝脏疾病

项目所属国家：美国

项目介绍：

大分子，又称为小干扰 RNA（siRNA），通过干扰细胞中遗传信息传递，阻断某些基因表达——

致癌基因。分子存在不稳定性，其大粒径电荷和负电荷阻止分子有效进入细胞。必须建立一种独

特化学连接，把癌细胞与 siRNA 相结合，并让药物更深入肿瘤细胞。

siRNA 的化学毒性远低于其对患者的巨大潜在益处，传统化疗给患者带来痛苦、潜在、危及生

命的副作用。目标是让 siRNA 更有效，并将其更高效地提供给肿瘤，同时最小化对健康组织的

伤害。对于乳腺癌，该研究针对存在于大约 30%乳腺癌中的活跃致癌基因。前项研究表明，用

合成 siRNA 阻断该基因，能显著抑制实验室中肿瘤生长，并能很好治疗啮齿动物的肿瘤。

合作需求：技术许可、合作研发

54.(B025)新型手术设备——黄金标准骨移植材料

项目所属国家：美国

项目介绍：

Avitus™矫形外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以开发新的骨科技术为己任。这类技术在降低医疗

成本的同时，还可改善临床疗效。公司正在开发一种新型手术设备,可让外科医生使用自体骨移

植材料来改善患者的生活。Avitus 目前正在试图结束其 A 轮融资。

优势：

由于自体移植物具有更高的成功融合率，因此，它是一种黄金标准骨移植材料。自体移植物拥有

这些优良的再生特点，其原因在于其具备骨生长和融合所需的必要特性：

 骨传导：引导自然骨的再生和修复

 骨诱导：促进未分化细胞成为新的骨细胞

 骨生成：促进骨生长并通过移植物中的活体骨细胞进行骨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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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自体移植物取自患者自身身体，因此可消除疾病传播的风险。

55.(B026)具有变革性的类病毒囊泡（VLV）技术

项目所属国家：美国

项目介绍：

CaroGen 公司已开发出具有变革性的类病毒囊泡（VLV）技术，可用来生成安全但有效的疫苗

来治疗各种疾病。这项技术由耶鲁大学 John Rose 教授开发，并已在概念验证研究中得到验证。

目前，CaroGen 正在筹集 700 万美元到 1000 万美元的资金，以准备和完成其乙肝疫苗（HBV）

的第一期试验——人体临床试验，同时还将该技术和概念验证用于动物模型以便研究其它目标

疾病。

优势：

VLV 系统大大改进了用以制造加德西（默克公司制造）和 Cevarix（葛兰素史克制造）等疫苗的

现有前沿非复制型类病毒颗粒（VLP）技术。在功效、效率、选择性、易用性和成本方面，相比

其它竞争策略，CaroGen 疫苗具有明显的总体优势。简言之，这项疫苗技术简单、通用且有效。

在竞争方面，CaroGen 有可能成为一流公司，进而有可能占据巨大的市场。

56.(B027)新型心血管保护药物 MRS2339

项目所属国家：美国

项目介绍：

Cornovus 制药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开始运营。公司专注于开发一种新型心血管保护药物

MRS2339 来治疗心力衰竭。MRS2339 最初是在 NIH 合成的。它是一种能刺激心肌细胞 P2X4

受体的小分子，这类受体反过来又能在不增加细胞内钙的情况下激活生理相关的 eNOS。最新数

据显示，MRS2339 还会增加心力衰竭模型中的心肌细胞 cGMP，这可能反映了一氧化氮水平提

高的结果。

优势：公司专注于开发一种新型心肌保护药物 MRS2339 来治疗心力衰竭。MRS2339 最初是在

NIH 合成的。它是一种能刺激心肌细胞 P2X4 受体的小分子，这类受体反过来又能在不增加细

胞内钙的情况下激活生理相关的 eNOS。

潜在应用：由于目前的医学疗法有限，且 VAD 和心脏移植对许多患者而言行不通，因此，一种

新的医学疗法将实现这项重要的未满足医疗需求。

57.(B028)基于蛋白质的高分辨率视网膜植入物

项目所属国家：美国

项目介绍：

LambdaVision（LVI）公司正在开发一种基于蛋白质的高分辨率视网膜植入物，以恢复数百万

由视网膜变性疾病（包括色素性视网膜炎（RP）和老年性黄斑变性（AMD））造成的失明患者

的视力。由 LambdaVision 公司开发的视网膜植入技术受专利保护，使用光激活的蛋白质（菌

视紫红质）来代替受损感光细胞的功能。灵活的视网膜下植入物由入射光供光，且不需要任何外

部力量、眼上眼外硬件支持，相对于与之竞争的电极技术而言，它还具有更大的分辨率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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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bdaVision 公司目前正处于规划阶段，但正在寻找种子资金来支持进一步的临床前开发。

优势：随着平均寿命的延长和全球老年人口的增长，由视网膜变性疾病（包括色素性视网膜炎和

老年性黄斑变性）造成的全球盲症发病率正显著增加。这些疾病引起的失明可能导致患者生活质

量的显著下降。两种疾病的特征在于感光细胞（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的损失。

58.(B029)能长期管理心律失常的胸前可穿戴式产品

项目所属国家：美国

项目介绍：

Mobile Sense™公司在过去七年中以 420 万美元的补助资金和 72.5 万美元的种子资金发展，正

在创建基础技术，使胸前可穿戴式产品能长期管理心律失常。我们的嵌入式算法与不粘结、无线

且防水的传感器臂环相结合，并提供高保真的 ECG 和 PPG 记录。自动监测可提供前所未有的

365 天全天候连续检测，并直接向用户报告致命的心律失常。大规模消费者部署的独特潜力：与

大型可穿戴设备公司签署非排他性开发协议，并将其作为发展全球软件许可协议的基础。

优势：为消费者设计的首个不粘结平台意味着更高的合规性、检出率及更长的监控期。无线电极

可放置在任何部位（手臂、手腕等），但竞争对手的产品只能放在胸部。不需要皮肤刺激性粘合

剂，且我们的传感器在湿润的情况下也可运行，允许进行无限期持续监测——竞争对手的传感

器仅在 2-3 周后就会产生明显的皮肤刺激性。

59.(B030)肿瘤学和细胞遗传学产品 - OaCP

项目所属国家：意大利

项目介绍：

该产品的目标市场是可以提供诊断服务和分子分析与原位杂交技术的公共和私人卫生设施。

具有吸引力的二级市场可能由生产分子探针或诊断试剂盒的企业构成，这些企业希望实现其产品

的技术水平。

使用我们的产品后，实验室可以满足分子“当天”诊断（相比目前至少 3 个工作日）的要求，

以及降低诊断测试的经济影响（-50％）。所有这些功能，无需购买专有仪器或中断实验室。

合作需求：股权投资

60.(B031)Mirrorable 儿童互动运动平台

项目所属国家：意大利

项目介绍：

这是一个互动平台，也是一个学习过程培养儿童具有独一无二的在家运动技能。Mirrorable 设

计的目的是让患有中风的孩子康复，任何希望学习新的运动技能的儿童都可以使用。

儿童在观看定制的视频以及与有类似需求的儿童远程玩，mirrorable 通过刺激镜像神经元系统

促进运动神经系统的可塑性。mirrorable 能够让患者，护理人员和医生收集到每个独特的儿童

更多数据并为其制定独特策略。

合作需求：合作研发、股权投资、技术许可、企业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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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B032)含有姜黄的眼用制剂用于预防和治疗人类翼状胬肉和其它眼部疾病

项目所属国家：意大利

项目介绍：

该项目诞生于 10 年前，其目的是基于文献和 PI 实验室执行的体外研究，作为预防和治疗翼状

胬肉的替代治疗策略，显示姜黄对人类翼状胬肉角化细胞的凋亡效应。这些研究结果获得了意大

利专利并支持以前的报告证明姜黄素（姜黄的活性成分），能够抑制人类翼状胬肉纤维细胞增殖

和诱导。

合作需求：股权投资

62.(B033)机器人系统 IVF 01

项目所属国家：保加利亚

项目介绍：

Microna 机器人系统 IVF-01 主要是为人类体外授精设计的。它出色的技术特色使得它同样适用

于微型与纳米技术领域的许多其他高科技应用。优质光学、精密机器人、自动化微流体、力量感

应器、微电子学和软件的结合使得卵母细胞胞浆内单精子注射几乎完全自动化。游动精子的选择

权掌握在操作者的手上。

IVF-01 系统的自动化应用：

快速发现培养皿中的卵子且存储它们的位置；

定位工作空间中部的其他卵子；

通过压电操纵器或微流体装置自动化固定其他卵子；

确认卵子的动向；等待操作员确认可靠性；需要时部分旋转卵子；

评估精子形状与速度；

项目的技术优势：

我们研发的技术以自动化流程为目标，控制体外授精技术的速度（卵母细胞胞浆内单精子注射方

法）

合作方式：合作研发、股权投资

63.(B034)通过数据应用改进商业模式

项目所属国家：丹麦

项目介绍：

我们正努力成为丹麦，乃至欧洲最好的医疗保健合作伙伴。为此，我们建立了一个汇聚知识和经

验门户公司，其宗旨是为人类健康领域创造积极影响。

我们采用数据驱动健康创新技术，以同样（或更少）资金提供更多健康解决方案。这是因为医疗

服务需求持续增加，供应压力很大。我们针对健康信息技术和医疗设备功能进行开发。新的医疗

器械或信息技术的开发和实施往往涉及组织，文化和管理，而不仅仅是信息技术。从需求规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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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管理，即在短时间或更长的时间内进行数字化的管理，都是我们的研究领域。因为我们

坚信新技术可以克服各种不利因素。

此外，我们协助解决医疗保健服务相关的复杂问题。我们的医疗保健管理专注于为管理任务的各

个方面提供支持，我们有能力来协助开发新工具或优化现有的工具，例如：基于价值的管理或会

计，平衡计分卡，三重目标，财务和基于活动的管理或其他管理流程，可以有效地确保高质量的

服务。因为我们有能力识别和发现可行的机会，并以持久和可持续的方式实施这些机会，所以医

院和市政当中非常受欢迎。

合作方式：合作研发

64.(B035)ANYGEN 医疗/研发用胜肽

项目所属国家：韩国

项目介绍：

AnyGen 依靠其先进的合成技术以及丰富的肽合成经验，提供各类的高质量肽。

我们将全面的产品管理系统（ISO 9001, 14001, GMP Certificated）应用于肽的合成与提纯，

从而生产出高质量的定制肽。我们将根据合成的难度与改性的类型来提供专为客户定制的合成与

提纯，从而提供满足客户需求的肽。

定制肽合成服务：

我们提供价值可靠的肽合成服务。

>80%, >95%, >98% 纯度级别

mg ~ kg 范围

用于学术研究、制药以及工业

合作方式：技术转移

65.(B036)以人工外泌体基础的抗癌剂

项目所属国家：韩国

项目介绍：

免疫细胞人工 Exosome 治疗剂的研发：

#1. 抗癌药: BNS(Bionanosome®) + Doxorubicin

 Doxorubicin 作用原理: 抑制细胞内 DNA replication 及 RNA transcription

适用: 恶性淋巴癌，消化器官癌，急性骨髓性白血病，软组织骨肉肿，乳腺

癌，卵巢癌，肺癌，支器官癌，膀胱癌等。

 但是 doxorubicin 可引发因致命性心脏毒性的心衰竭 !!

累计投药量 250~300mg/m2 之后，每次投药须进行检验 (最多用量 450~550mg/m2)

 Mdimune 正在开发利用 BNS 技术的抗癌剂

(把最少量的 doxorubicin，只在癌组织里选择性的传达，以促使治疗效果的最大化，毒性

的最小化。

干细胞人工 Exosome 治疗剂研发：

#2. 慢性封闭性肺疾病(COPD)治疗剂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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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lastase induced COPD mouse model 确认约 50%可再生

在 Smoking induced COPD mouse model 确认约 44%可再生

人工 Exosome 最佳投入量的研究：与 IV 投药的干细胞相比，通过吸入的可直接投入肺里

面的人工 Exosome，投药量可减少至 1/15

自主开发后的收益增长：

 自行免疫细胞患者的定制性抗癌剂的研发- 进行国内临床及承认 (2020 年)

- 运行制造中心的运营/ 与大型医院合作，给患者提供定制型服务

 BNS-Doxorubicn 抗癌剂 – 进行国内临床及 KFDA 条件部承认目标（2021~2022 年)

- 生产及出售进行外包 (从临床阶段开始共同研发)

合作方式：战略性融资、技术合作

66.(B037)利用有益病毒开发抗癌生物新药

项目所属国家：韩国

项目介绍：

首次开发癌症 ：开发胃癌治疗剂

（1）胃癌治疗剂开发内容

目前治疗法的问题: 复发或已进行的胃癌转移到腹腔里面或复发是常见的，如果发现已转移到腹

腔内时，由于范围大，不能完全切除，很难进行减少肿瘤大小手术以外的根治性手术。目前的主

要治疗方法是向正脉或腹腔里面注射抗癌剂，虽然由此导致的肿瘤治疗反应率每个人都不同，但

大多数人会在数个月内复发，因

此需要同时使用其它化学抗癌疗法，治疗效果只有 5 年生存率 5.8%。

（2）抗癌病毒治疗方法开发

向抗癌病毒（呼肠孤病毒/痘病毒）直接注射和感染，减少肿瘤大小，可以实施根治性手术，做

根治性手术以后还要为了减少复发危险，定期地在胃组织里面注射抗癌病毒。

（3）开发抗癌生物新药产品的数量：到目前为止，预计于开发 3 个种类增加到 20 个种类以上

合作方式：战略性融资、技术合作

67.(B038)可降解片材、缝线、螺丝、膜

项目所属国家：韩国

项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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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方式：产品销售、寻找合作伙伴

68.(B039)牙科 3D 查看器

项目所属国家：韩国

项目介绍：

产品 1：Rebel3D-Dental

UI/UX 介绍

智能工具栏

提供“功能组合”

按标签“功能组合”自动重新排列

提供 On/Off (折叠)功能 提高工作效率

色相及工具栏图标

适用感觉熟悉且舒服的配色

时尚且直观的图标

鼠标动线最小化的功能性构成

产品 2：Rebel3D-Navi

产品 3：Rebel3D-Recon



30

合作方式：产品销售、战略性融资

69.(B040)智能医疗健康服务系统

项目所属国家：韩国

项目介绍：

库伯智能诊断系统：物联网(IoT) 为基础，利用各种检测设备和深度深造人工智能技术的诊断专

家系统 里融合美国 Cooper Aerobics Center 的 45 年积累的运动医学产品，以 COOPER Brand

往世界市场销售。

产品 1：库伯 诊疗系统（物联网-大数据-深度深造为基础的综合健康测试系统）

- 运动负荷检测 : 运动性高血压/运动性心率不齐

- 体力检测 : 心肺耐力/上下肢筋力/上下肢耐力/柔软性/爆发力/平衡力/敏捷性/稳定程度

产品 2：库伯锻炼系统（大数据-深度深造为基础的定制诊断专家系统）

- 定制诊断 : 运动诊断/营养诊断

- 产品 : Cooper Aerobics / Muscular Skeletal / Rehabilitation

产品 3：生物智能 App（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 生活管理 App）

- 日程管理 : 日历为基础的调度

- 备忘录管理 : 日程/位置/照片 以多功能页为基础整理备忘录

- 照片管理 : 时间/地点为基础整理照片

- 身体活动管理: 地点/时间, 运动强度/运动量为基础的身体活动管理

- 运动管理 : 根据 COOPER 诊断提供每天运动目标及实践管理

- 营养管理 : 根据 COOPER 诊断提供每天营养目标及实践管理

合作方式：产品销售、寻找合作伙伴

70.(B041)填充物针剂（玻尿酸）

项目所属国家：韩国

项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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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毒素生产技术实力经专利认证：

肉毒杆菌菌株生产的肉毒素以多种复合体存在。高纯度肉毒素生产技术中最为重要的是单一分子

量(900kDa)的生产。由于很多公司的生产工艺比较老旧，产品当中不可避免的带有副产物。为

了克服此项缺点我司开发了一套 ProNX4TM 工艺，由此工艺生产的肉毒素不但品质高，功效好，

而且副作用明显降低。

合作方式：产品销售、寻找合作伙伴

三、能源与环保类项目

71.(E001)HBI srl

项目所属国家：意大利

项目介绍：

该技术基于由 HBI S.r.l 公司开发的新型技术（采用 HTC 工艺），能够直接将超市环境下的可降

解残余物直接转化为有价值的高热值碳质产品（又称绿色泥煤），该产品物理和化学特性足以和

天然化石泥煤或褐煤媲美。全过程在封闭的反应炉中发生，处理约温度 473K，压力 40bar。视

不同喂料、和最终泥煤产出效果，加工时间介于 3-5 小时之间。与其他常见的处理手段相比，

如热解和气化（预处理成本更高）或堆肥和厌氧消化（处理时间 20-60 天），HTC 工艺能够更直

接且更加快捷地处理原料。此外，相交其他处理工艺动辄 40%-50%污染气体排放量，HTC 工艺

只产生 7%的污染气体排放。

合作需求：企业并购、股权投资、合作研发

72. (E002) greenBag

项目所属国家：意大利

项目介绍：

greenBag 是一种 HW/SW 解决方案，主要特点如下：

油料回收桶能够在不同液体中检测出 UCO。每个油料回收桶中装置专有的传感器，通过测量个

别数据来识别油类液体，例如总极性化合物（聚合甘油三酯、氧化甘油三酯、甘油二酯、游离脂

肪酸等）和物理数据（阻抗、粘度等）。一旦确认 UCP，油料回收桶能够将其从其他液体中分

离出来，确保提取纯净的 UCO。所有的油料回收桶通过长距离低功耗无线技术连接网络，每个

都能够反馈独立的数据：例如哪些提供 UCP 哪些提供废料、各自的提取量、UCO/废料的含量

等。其亮点之一是，greenbag 油料回收桶不产生任何异味，其功劳来自一款除味系统，该系统

能够在多种场合应用，在室内环境例如超市中也有应用。

• 云端基础架构能够搜集和展开从油料回收桶中反馈的数据，数据生成各种服务产品销售给废料

管理公司。

• 收集路径优化：与 UCO 收集过程 80%的成本来源于运输成本。greenBag 能够提供装填数据，

提供最好的路径以确保手机车辆满载运输。

• 跟踪来源：greenBag 方案设计能够实现每家每户产生的 UCO 得到回收。目前家庭产生的 U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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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球未实现回收总量的 60%，greenBag 是唯一能够实现低成本回收这部分 UCO 的解决方案。

• 分析最佳和最不适合的 UCO 回收地区:greenBag 能够反馈整个城市的回收情况，分析那些地

区回收效果最好，哪些地区回收效果不好，指导废料管理公司向不同城市地区居民提供指导服务。

• 一款支持应用，该应用用于：

指导教育（应用软件可以通过视频和信息推送正确的废料处理方式）；

显示每个用户的回收贡献量，并示以奖励；

显示 greenbag 油料回收桶的物理位置；

显示 UCO 回收后的去处；

推送新的激励政策、用户竞争等。

合作需求：股权投资、技术许可、企业并购

73. (E003)独立楼宇智能供暖系统的研发和产业化

项目所属国家：中国

项目介绍：

本项目是中国南北方供暖最优方案。自主产权智能系统配以国产化的硬件设施。本团队为中外技

术专家，以单体楼宇为供暖单位，将热源放置在楼宇的顶部，主立管直接拉至楼内各楼层，不需

要设置独立锅炉房，不需要交"并口费", 节约占地及投资，无需城市及小区内的管网建设，没有

主管热损。热源放置在楼顶，为常压锅炉（1.5 公斤水压），无需每年报检，安全可靠。热源采

用模块式锅炉，可在线式维护，供热永不停止，不用备用锅炉。采用全预混冷凝式燃气锅炉，热

效率高达 108%，节约能源；烟气排放温度低，45℃-80℃；排放可以达到欧洲 5 星级标准，极

大地减少 PM2.5 的产生，节能环保。热源主循环泵采用变频节能循环泵，可根据负载需要，自

动调节所需流量，节约电能，仅为定量泵额 50%左右。引入室内机的概念，将热源一次侧与用

户室内采暖回路用板换隔开，使楼内的任何单元均达到同样的采暖温，采暖温度可调。还可以同

时供应可调温生活热水。真正实现同温同价，即集中供暖的用户，付同样的冬季采暖费，所获得

的冬季室内采暖舒适度一样，不因朝向不同而冷热不均，或付费不等。

目前我国的城市集中供暖大部分采用电厂余热供热、或采用大型燃煤燃气锅炉供热，由于环保的

压力，国家已基本禁止采用燃煤锅炉供暖，强制改为燃气锅炉。但由于锅炉均为大气直燃式燃气

锅炉，热效率低，管网损失大，目前大部分供热公司均靠国家的补贴方能维持供热，每到冬季取

暖时，各地报纸媒体时常报道由于供热公司入不敷出，停止供热，造成严重社会矛盾。同时，各

地政府每年会花费巨资补贴居民供热，实为最大的浪费，巨额补贴全部耗费在管网损失及低热效

率上。因此，各地政府会强烈接受我们的解决方案。

该产品同样适用于俄罗斯、东欧等以传统集中供暖为主的国家，国际市场潜力巨大。

74. (E004)优化中国改造和能源设施建设中地热能的计算机工具创新（Computer tool

creation by optimizing geothermal energy in the rehabilitation and energy facilities

construction in China）

项目所属国家：西班牙

项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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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旨在建立一种电脑工具，根据地貌和建设性资源，考虑到地热能和改造，按地区计价地图

在中国区域（仍有待确定）实施节能措施，以达到节省，并且有益于环境。

考虑到由于电价大幅上涨和/或燃料成本上涨，能源成本意味着重要的日益增加的成本，我们正

在努力采取一系列配套措施来减少电力成本。

同样，从环境的角度来看，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承诺也得到加强。建筑物中的能源需求取决于许多

变量，但空调占相当大的比例，因此，为建筑物空调寻找高效的系统可以节省大量经济成本。此

外，只要新的解决方案是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将对环境的可持续性作出很大贡献。

最终，项目的目标是通过两种方式优化建筑物：第一，通过改进热覆盖层以减少能源损耗，其次

通过使用可再生能源（如地热能）来减少来自化石燃料的能源需求。

合作需求：技术转让、技术许可、合作研发

75. (E005)实施可再生能源能源供应的模块化结构，用于发展军事、人道主义和应急功能。

项目所属国家：西班牙

项目介绍

该项目旨在创造具有高能效和可持续性的创新项目，重点是开发可再生能源用于的模块化、临时

或永久性建筑的全部能源供应。

模块化结构可用于临时或永久性的安装，用于人道主义或军事设备，由于易于安装和快速安装，

在两种情况下都能确保不间断的能源供应。主要目标是通过基于可再生能源的能量杂交的供应来

实现和实现创新能源岛，同时设计更有效的系统，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这样，我们可以降低部署、调动和能源消耗的成本，通过使用当地可再生能源并且减少燃料运输，

增加的安全性。目标是为有效和可持续的危机管理解决方案做出贡献。

关于结构，我们希望通过创新设计，开发模块化结构的快速组装建筑，并且可以无限延展，零件

可以在标准的 20 英尺集装箱内运输，可以空运、陆运和海运，并可完全拆卸。

关于能源生产，我们希望通过整个能源采集和 HVAC 生产过程，基于本地可再生能源，创造出

适合特定气候条件的高效率解决方案。不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整合与结合，可以减少初期投资、

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量，提高运行效率。

合作需求：技术转让、合作研发、股权投资、生产工艺、设备转让

76.(E006) LTC（低温转化）技术（LTC (Low Temperature Conversion) Technology）

项目所属国家：斯洛文尼亚

项目介绍：

LTC（低温转化）技术将各种有机材料（木质生物质，煤，塑料，RDF，轮胎，污泥等）转化为

高热值合成气（32 MJ / m3）和 /或生物燃料（柴油，煤油， 汽油）和/或电力）。

项目技术优势：

-气体、燃料、电能和热能是由有机废物（包括煤）产生的。

-廉价、完全的清洁能源生产

-废物清除，高项目盈利能力

项目技术优势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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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产生的能量是完全清洁的，没有废气排放。

-生产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减少其他污染物。

合作需求：技术许可、企业并购、股权投资、生产工艺、设备转让

77. (E007) 多元住宅 nZEB（近零能源建筑）

项目所属国家：斯洛文尼亚

项目介绍：

多元建筑 ECO Silver House 于 2014 年在斯洛维尼亚的卢布尔雅那建成。它包括四个地下室停

车场，停车场带有技术区域，底层和带有商业楼宇，技术设施，自行车存放室，储藏室的夹层，

11 层共有 128 套公寓。住宅部分按被动式住宅标准设计，带有隔热的外墙包膜和有热回收空气

通风。

扁平绿色屋顶上的太阳能发电厂为车辆充电中心或公共电力网络提供电力。

雨水被收集在屋顶上的水箱中，用于灌溉绿地。

轴承结构由钢筋混凝土墙，柱和厚板组成。建筑包膜包含由砖制成的外墙，用矿棉绝缘，窗户采

用三层嵌装玻璃和自动百叶窗。内墙由石膏板制成，用矿物棉进行隔热和隔音。技术设备由智能

控制中心控制。

建筑的主要规格是使生活高度舒适且能耗低。 ECO Silver House 是一个城市空间的建筑，提供

可持续的生活和流动性。

EE 高层项目由欧盟资助，从 2013 年与建筑施工同时运行，到 2016 年 4 月底才完成对建筑的

监测。详情请见网站。

78. (E008) MSH -欧洲和全球建筑市场模块化体育馆（MSH – Modular Sports Hall for

the European and Global Construction Market）

项目所属国家：斯洛文尼亚

项目介绍：

MSH 建筑是一个创新的小型模块化体育馆，理念是基于符合投资者（主要是市政当局和其他公

共机构）的具体功能和投资需求的能源，资源和低碳排放建筑。

MSH 产品是一个木质结构为主的多用途体育建筑，采用先进的运动技术提供第四个运动空间

（ + 20％的空间，见图 04），采用三个建筑面积就是为了实施建筑经济使用的新原则。木材

施工的创新方法和技术根据时间元件将建筑成本降低了约 30％（与混凝土类似的施工相比），

从而解决了使近零能源建筑的成本最优化的挑战。通过定制的 HVAC 包装实现环境绩效（一次

能源使用<50kWh / m2，年均浓度> 70％，碳排放量每年 3 千克/平方米的目标。

MSH 的竞争优势源自 Alfa Natura 的创新的 EUIPO 注册的建筑模型，该建筑模型结合可持续

木材建筑（拱肋 CLT 板）采用的创新方法和技术，以独特的方式满足客户需求。

合作需求：技术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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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E009)nZEB-近零能源建筑和 nZEB 的 HVAC 系统 （nZEB-nearly Zero Energy

Buildings and HVAC systems for nZEB）

项目所属国家：斯洛文尼亚

项目介绍：

符合欧洲法规的 nZEB-近零能源建筑技术：适用于所有气候条件的所有规模的定向 EPBD-重铸。

绿色科技，健康的生活环境，最高的生活舒适度，节能，经济。

nZEB-近零能源建筑的主要好处体现在高舒适、健康的居住条件：

－房间里保持新鲜的空气

－低耗能

-墙上不会发霉

-没有灰尘和烟雾从外面进来

-没有外界噪音

更少的细菌和病毒

控制湿度

-全年恒温

-绿色能源的利用

对环境的影响：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烟雾量

对就业的影响：nZEB 技术是巨大的新工作机会。

合作需求：合作研发

80. (E010)可持续住宅（Sustainable homes）

项目所属国家：斯洛文尼亚

符合欧洲法规的 nZEB-近零能源建筑技术；定向 EPBD-重铸(2010/31/欧盟)

能源监测和家庭自动化是 nZEB 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发 HW 和特殊算法 SW，监测和控制 nZEB

中的电气消费者。

NZEB 提供的主要好处是高效益 NZEB 舒适、健康的低能耗和低碳排放的方式。

利用现代技术监测能源能够控制能源消耗提高出行方式带来新的维度。。

合作需求：合作研发

81. (E011)WeBIM-木结构和建筑信息建模的能源效率应用（WeBIM – Wooden structure

and energy efficiency application of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

项目所属国家：斯洛文尼亚

项目介绍

建筑信息建模技术的优点，确保木结构的概念和设计阶段的可持续方面。

这些概念可以被虚拟设计和分析。 这允许多个迭代过程，这些过程由所有与施工相关文档的自

动生产，成本和活动持续时间来支持。

项目技术优势：

项目技术优势的可持续性：建筑信息建模是贯穿整个建筑可持续设计与管理的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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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需求：合作研发

82. (E012)SLE-单线电力（SLE – Single Line Electricity）

项目所属国家：斯洛文尼亚

项目介绍：

单线电力（SLE）是一种革命性的电力技术，可仅使用单根电线来进行输配电。单线电力采用标

准电气部件，重新配置的方式允许仅使用一根电线，这样节省了大量的成本，还带来其他好处和

优势。 SLE 是一种成熟的技术，安装在以色列的大学校园，得到国家基础设施，以色列能源和

水资源部验证。

合作需求：技术许可

83. (E013)Envilop-基于木材结构的高级幕墙系统（Envilop - Advanced Curtain Wall

System Based on Timber Structures）

项目所属国家：捷克

项目介绍：

大学能源效率建筑中心 UCEEB 可以分享基于木质结构的被动式房屋复杂设计和环境评估的经

验。我们开发以可再生，可回收利用的和天然原料为基础的结构。我们还研究带有综合能源功能

和智能控制系统的建筑围护结构。我们的研究计划还包括建筑节能改造的预制解决方案和节能建

筑的新一代轻型预制周边结构。我们正在开发一个结构元素 LCA 的参数数据库。

我们开发优化的可再生能源组件，将其集成到筑技术系统的建筑围护结构和部件中，从而降低初

级燃料消耗。我们对供热，供冷，供电，如混合太阳能收集器和先进的热泵的创新多用途能源系

统，以及高效的热冷存储进行调查。我们也注重节能建筑用户室内气候的质量（健康，安全和舒

适）。

我们还负责建筑用户与数学模型有关的长期行为的建模和监测，以及其对 HVAC 系统（模型的

创建和识别），太阳能混合动力系统设计和施工，结合智能储能和使用的预测控制系统方案的影

响。我们开发了 Envilop（环保建筑围护结构）-一个基于木材的被动建筑的幕墙模块系统。其

集成的木质结构可隐藏窗框形成电动百叶窗的外部或系统解决方案。此外，还可以安装可光伏面

板（作为最终包层）或空气通风单元集成。

合作需求：技术许可、技术转让、合作研发

84. (E014)城市垃圾的水浮选自动分类回收技术

项目所属国家：瑞典

项目介绍：

大城市垃圾围城，另一方面城市垃圾焚烧产生空气污染遭到居民反对，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西

方运行良好的垃圾焚烧炉，大多数在国内难以运行。其主要是由于国内城市垃圾的厨余成分含水

量大，混合垃圾中的塑料成分在与含水成分难以高温燃烧，800 度一下的低温燃烧不可避免的产

生了十分难闻并那以去除的二 英（1,4-dioxin）气体。

鉴于国内城市垃圾分类难以实施，本团队和合作伙伴基于常规工业工艺过程，研发了用水作浮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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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质，根据不同成分的比重和流体动力学性能的差别，将城市垃圾中的纤维素和高分子塑料车成

分有效的分离。经过分离后，纸张木材棉纺织品的纤维素可以被制成多孔的燃料颗粒。而塑料成

分加以回收，循环使用。

项目技术优势：该技术在瑞典已经经过对模拟分类混合垃圾的中试，效果理想。该技术可以模块

化，安装在卡车上处理垃圾山，可以腾出垃圾占地，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另一方面，该

技术的实施可以产生燃料，对温室气体减排和绿色经济有明显的贡献。该技术浮选用的水溶液可

以循环使用，工艺过程采用 70 度巴氏灭菌法，无臭味，工作环境好，不对环境产生危害。可以

循环使用的塑料作为本技术的副产品，减少了社会对石油的消耗。该技术用工人的数目不多，运

行成本较低。

合作需求：技术转让、合作研发

85. (E015)电子垃圾的破碎分离回收技术

项目所属国家：瑞典

项目介绍：

随着技术进步，电子产品淘汰的速度不断加快。 俗称“电子垃圾”，是指被废弃不再使用的电

器或电子设备，主要包括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和计算机等通讯电子产品等

电子科技的淘汰品。广东的贵屿镇是我国民间电子垃圾回收分解最为集中的地区，当地人由此获

得丰厚收益的同时也面临着极为严重的污染威胁。电子废弃物中所含的金属，尤其是贵金属，其

品位是天然矿藏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有研究分析结果显示，1 吨随意搜集的电子板卡中，可以

分离出 143kg 铜、0.5kg 黄金、40.8kg 铁、29.5kg 铅、2.0kg 锡、18.1kg 镍、10.0kg 锑。电

子垃圾回收中的最大问题是有机材料和金属材料的分类。现在多数地方使用燃烧有机材料的方

法，获得金属材料，但是燃烧会产生大量二噁英等有毒气体，也会造成严重的重金属的污染。本

技术采用先进的高压脉冲电破碎法将两类物质沿着其边界崩开破碎，再用二者在比重和磁力性能

上的差别将其分离，并回收。

项目技术优势：本技术是根据高压脉冲电流倾向于在固体材料边界传导的特点，将初步破碎的数

厘米大小的块状垃圾用水悬浮并用高压脉冲电弧击碎，以实现有机材料和金属材料的彻底分离。

由于使用了 500ns 高压短脉冲，此技术不会消耗较多的电能。

该技术已经经过验证，效果理想。该技术可以模块化，安装在卡车上处理各地的电子垃圾，产生

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合作需求：技术转让、合作研发

86. (E016)大尺寸金属粉末增材制造技术

项目所属国家：瑞典

项目介绍：

三维打印(增材制造)技术已被确定为各国重点发展的科技领域。由于给技术对材料消耗较少，可

以随意制造各种常规制造技术难以制造的各种复杂形状的部件。近年来，增材制造在包括核电站

部件制造领域已经有了较快的发展，然而还有两大局限性，1，机械性能，热稳定和化学防腐性

能的保障 2.较大尺寸的制造。本团队在这两个领域做了长期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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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增材技术加工的由于孔隙率和烧结不均匀等原因机械性能远远不及传统方法加工的部件。

本团队优化了激光烧熔和电子束烧熔的扫描速度，强度，热点强度，扫描速度，上下层的厚度和

扫描夹角，得到比常规热锻压方法得到的（抗疲劳试验）机械性能更好的 316L 不锈钢材料。

目前激光烧熔和电子束烧熔的部件的尺寸是有限的（25 厘米边长），而我们正在研发尺寸扩大

一倍面积扩大四倍的工作底盘的烧结设备。

试图通过 XY 滑动单热源（激光源或电子枪），或多热源两种方式解决工作底盘的扩大尺寸的问

题。

本技术着重研发新的增材制造的设备并优化制造工艺参数。

合作需求：技术转让、合作研发

87. (E017)IOSight—数据管理与报告（IOSight – Data management & reporting）

项目所属国家：以色列

项目介绍：

iGreen, IOsight 的核心解决方案是成熟的端对端的 BI 和数据分析系统。 iGreen 包含广泛的专

业知识，涉及的领域有水、海水淡化、水网络、污水处理、能源、油和天然气。它能够收集、存

储、模拟并分析大量不同来源的数据，并且为各级工厂、机构和监管单位提供重要的可行性报告

及网络仪表盘。各级的负责人与经营者能够获取工厂工作的实时照片，并且深入了解工厂活动，

这不仅能够大大提高生产效率，还能够节省成本与能源，保证遵纪守法。

简单地说：将 iGreen 安装在水厂并与数据收集系统(SCADA)连接后，iGreen 会涵盖了大量数

据，这些数据能够优化全球和当地水厂的运营。

合作需求：技术许可、企业并购

88.(E018)钢铁粉尘和尘泥再生利用创新技术及其培训（Innovative Technology of Steel

Dust and Sludge Recycling and It’s Training）

项目所属国家：瑞典

项目介绍：

绿色钢铁工业体系是建立在循环经济基础上的经济形态。其特点是科技含量高，能源消耗少，生

态化，资源循环利用，零排放，可持续发展等。本项目技术涉及上述钢铁副产品资源循环利用，

零排放和可持续发展。特别关注含铁含锌粉尘和尘泥物料的处理和回收利用。

目前钢铁企业对含铁含锌粉尘和尘泥物料的处理和回收利用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预处理后烧结

球团法，粉尘喷吹法，直接还原法, 溶融还原法，冷造块和冷固结球团法。瑞典钢铁公司(SSAB)

于 1978 年由于环保原因关闭了烧结厂，高炉炉料完全采用球团矿。1993 年在北部建成首座冷

造块生产厂，以作为烧结工艺的替代方法。自此大部分含铁粉尘和尘泥用冷造块技术处理后并经

高炉作为配料回收利用。

冷造块生产工艺涉及到预处理，优化配料，精细造块，热气养护和质量控制等主要过程及多项创

新技术和技巧。近几年生产结果表明这些创新技术在钢铁粉尘和尘泥回收利用领域是切实可行并

且非常有利于环保。

作者在瑞钢工作近二十年，参与并领导了一系列有关钢铁粉尘和尘泥回收利用的实验室和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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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试验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多项专有技术。作者愿与国内专家携手推广该项工艺技

术，并可提供瑞典考察，商务洽谈和和人员培训等一系列客户服务工作。

合作需求：技术转让、合作研发、生产工艺、设备转让

89. (E019)瑞典绿色钢铁工业现状及其发展趋向（Pres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Swedish Green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项目所属国家：瑞典

项目介绍：

目前中国钢产量已是排名世界第一，但大部分钢铁企业按照国际钢协有关绿色钢铁工业体系的要

求标准还相差甚远。瑞典钢铁公司(SSAB)是全球先进高强度钢（AHSS）和调质钢（Q＆T）产

品以及施工解决方案的领先生产商。近年来 SSAB 被国际钢协连续评为世界领先水平的绿色钢铁

工业企业，并具有成本效益和灵活的生产系统。

绿色钢铁工业体系是建立在循环经济基础上的经济形态。其特点是科技含量高，能源消耗少，生

态化，零排放，资源循环利用，可持续发展等。该项目涉及绿色钢铁工业的发展，并介绍了瑞典

钢铁公司的主要内容，特别是绿色发展观，战略与运行方式以及零排放最新进展情况。

作者在瑞钢参与并领导了一系列有关钢铁付产品资源循环利用，高强钢产品应用开发和技术销

售管理等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多项专有技术。作者愿与国内类似项目主管经理和专家合作，

协助完善中国绿色钢铁规则及标准，提供瑞典绿色技术在钢铁工业及其上下游领域的应用和发展

调查报告，并可提供瑞典考察安排和国内技术管理人员培训等工作。

合作需求：技术转让、合作研发、生产工艺、设备转让

90. (E020)Nortex

项目所属国家：以色列

项目介绍：

Nortex 是智能电网（SG）和智慧型电表基础建设（AMI）技术的领导力量，是能源、燃气和水

源实现高效节能的关键。 Spot™系统能够准确无误地读取在线计量数据，并减少盗窃损失，智

能需求侧管理（DSM）采用先进的 TOU 多关税结构，能够进行电能质量监测，实现在线使用控

制，提高计费效率并支持消费者的实时数据，在网络环境下使用起到保护的作用。

Spot™强调双向传播媒介的组合，如网电力线、LPWAN（低功率无线）和 GPRS，结合现代互

联网 MDM 中心平台进行实时数据监测与分析。

此平台可用作智慧城市项目节能效率的扩展应用程序，如楼宇自动化（医院、酒店、商场等）、

创新路灯网络控制、燃气及水等城市基础设施管理。

合作需求：合作研发、生产工艺、设备转让、股权投资

91. (E021)Sol Chip 的独立免维护精准农业无线标签（Sol Chip's Autonomous and

Maintenance Free wireless tag for precision agriculture）

项目所属国家：中国

项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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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 Chip 发明了 LightBattery™。简单地说，这是安装于芯片内的一个光电压太阳能电池板。

芯片非常小，只有 1x1 厘米。这是我们用于物联网解决方案的“秘密武器”。一个极小的能量

收集用电源。

LightBattery™

您不再需要 30x30 厘米的太阳能电池板了！也不再需要准备大量电池以供每隔 1-2 年更换一次！

这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芯片周围设计了由 LightBattery™太阳能芯片供电并包括能量存储装置、传

感器和执行器控制装置以及无线电的超紧凑型系统。控制标准传感器和执行器的太阳能供电设备

（市场现有最小设备）可提供 10 年以上的免维护操作（市场上其他设备均无法企及），而且成

本低于任何其他可比较的解决方案。

Sol Chip SCC™无线太阳能标签。在太阳能标签的顶部可见两个 LightBattery™芯片。太阳能标

签的尺寸为 13x8x4 厘米。底部是传感器/执行器连接器和外部天线连接器。外置天线的距离可

达视线范围内 1500 米。还可为该装置配备范围可达几百米的内部天线。通过将其简单连接至设

备上，或将其安装在设备附近的小杆上即可轻松完成装置的安装工作。

合作需求：合作研发、技术许可、企业并购、生产工艺、设备转让、股权投资

92. (E022)Yam Pro 能源（Yam Pro Energy）

项目所属国家：以色列

项目介绍：

 Yam Pro 能源获得专利的独特海浪技术使用海浪发电，且成本达到空前较低水平，不到 3

美分/千瓦时

 在全球多个国家获得专利，包括中国

 适用于各种波浪和气候条件

 通常部署于在不会干扰正常海洋活动的区域安装的消浪器上。

 能源效率高

 易于实施

项目技术优势：

 环保。

 生产成本低。不到 3 美分/千瓦时

 施工时间较短。

 系统易于使用并可自动运行。

 只要存在波势，系统可适用于任何海面情况。

 系统可帮助保护消浪器。

 在恶劣天气条件下系统仍可使用。

项目技术优势的可持续性：

Yam pro 能源有限公司拥有利用海浪发电的独特创新海浪技术。70％以上的地球表面被水覆盖。

波浪中蕴含的能量每年可能生产高达 80,000 太瓦时的电力——这足以满足我们五年以上的全

球能源需求。从海上捕获能源的潜力为生产清洁的可持续电力提供了广泛而无限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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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E023)Airlite 抗污染物质

项目所属国家：意大利

项目介绍：

Airlite 环保漆： Airlite 是一个革命性的新技术涂料，100%纯天然，它向普通漆一样广泛适用

于任何（建筑）表面。

它具有强大的抗菌性能，利用二氧化钛的光催化反应，降低空气中的污染物（氮氧化物、甲醛、

乙醛、二氯甲烷、苯），消除不良气味，杜绝细菌和霉菌的生长和防止污垢沉积在墙壁上，可以

从任何（建筑）表面消除多达 99.9998%的细菌。此外，它反射阳光的热成分，能保持房间凉爽，

而不必使用空调系统，有助于减少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实验数据显示，1 平米的 Airlite 与 1 平米的树木表面吸附污染物的能力相同，5000 平方米的表

面涂层的光催化涂料可以吸收每公里 900 量汽车的排放污染物。目前，该产品已经在罗马

Umberto 隧道进行试验，改造后的污染所产生的氮氧化合物将降低 51%。（可有效吸附 P.M 2.5，

治理雾霾。）

94. (E024)反渗透膜法高回收率处理，高难度废水零排放（Solar energy system DC

optimization solution）

项目所属国家：以色列

项目介绍：

1.AST 公司拥有一项自主研发的国际专利：AOP 高级氧化专利，于 2012 年申请国际专利，有

效期为 30 年。可将 AOP 应用于大型污水处理项目中，实现连续使用并工业化；

AOP 现有三种形式：超声波高级氧化、紫外高级氧化、电催化高级氧化。AOP 的最大处理水量

目前实现了 100t/h 的处理规模，可连续运行，已实现了 AOP 高级氧化的工业化，可应对水质

不同程度的波动，处理效果稳定。

2.AST 公司的 ROTEC 倒向反渗透技术，针对各种反渗透系统，可将系统回收率提高 15~17%，

降低系统的运行费用，快速回收投资成本。

3.AST 公司的 well to do 无机膜，可以降解水中硝酸根，没有浓水产生，回收率 100%。

项目技术优势：

ROTEC 倒向反渗透技术不仅能应用在新建系统中，而且还能用在原有系统的改造中。应用后，

可给业主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也可使用在零排放项目中，提高膜浓缩段的回收率，缩短处理流

程，降低系统的总投资。

AOP 高级氧化较常规的氧化技术效率更高，可将降解水中的有机物，同时也可以将大分子小分

子处理。且设备已经工业化，成熟可靠。

well to do 无机膜，可以降解水中硝酸根，没有浓水产生，回收率 100%。

合作需求：股权投资、企业并购

95. (E025)太阳能系统直流优化解决方案

项目所属国家：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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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

全球直流优化逆变解决方案的发明者，通过直流优化器和逆变器的配套使用，可以实现光伏系统

的组件级可视化，提高发电量，保证可靠性，安全性等诸多优点。目前公司拥有 84 项授权专利，

并有 123 项专利正在申请中。

项目技术优势：凭借公司出众的研发实力，我们在优化器，逆变器的转化效率，可靠性做到世界

领先地位，并且首创了 HD-WAVE 逆变技术，可以将逆变器的效率提高到 99.2%以上，依托可

靠地 PLC 通信技术，可以实现组件级的性能监控。

项目技术优势的可持续性：区别于传统的集中式，组串式逆变器，SolarEdge 的直流优化逆变

解决方案可以做到更简便安装，更安全，更高效，更智能。全球的逆变器市场每年销售额大概

70 亿美金，智能解决方案的额度正在逐渐的变大，我们认为未来的光伏发电系统都应该是智能

控制的。

合作需求：股权投资、销售代理

96.(E026)分布式储能系统

项目所属国家：美国

项目介绍

主要部件包括长筒形电池、阴极和阳极电解液燃料箱以及泵。该电池可通过一个外部电源充电（如

常规电池充电一样）或者通过添加电解液充电（如为内燃车提供燃气一样）。这种技术的一个优

点是不需要设计完全新型的加油站，既有加油站适用于采用这种技术的其它加油系统。该电池也

可与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结合使用。

合作需求：技术许可

97.(E027)新型透度计根际系统对水/机械应力耐受作物的高通量筛选

项目所属国家：美国

项目介绍

由于缺乏先进分析方法，研究植物根系对各种环境刺激的反应很有挑战性。因而，迫切需要先进

方法，以进行前所未有的根系和根区动态控制和检测活动。尽管在微小系统技术（例如传感器、

致动器和微流体）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该技术仍没有或在应用于根系研究时受到限制。

与传统方法相比，微小系统技术能提供更优越的系统控制和根区环境分析。因此，我们在新型根

际系统中利用微小系统技术，展示用以分析根系对非生物胁迫反应的创新的、前所未有的方法。

合作需求：技术许可

98.(E028)CellLED 集成宽带移动 Wi-Fi 网络卸载功能的 LED 驱动器

项目所属国家：意大利

项目介绍：

一个真正的智能城市必须拥有节能且无处不在的隐形无线宽带网络来管理所有的数据类型（从计

量到视频应用程序），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开发“CellLED”，一个集成宽带移动 Wi-Fi 网络卸载功

能的 LED 驱动器。无需更换照明设备，该 LED 驱动器全是内置的驱动程序的形状因数。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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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LED，每个灯柱都变成可用于移动运营商、MVNO 和热点聚合器的小型基站，不仅能提供

超快速服务，同时向市政当局提供相当丰富的节能和实时（即宽带）智能城市功能。

在 CellLED 技术方面，我们与米兰理工大学和技术合作伙伴（英国剑桥大学）合作。LED 驱动

器基于我们创新和专利未决的 FlyBuck 驱动器，其性能通常比常见的 Flyback 或逻辑链路控制

层（LLC）解决方案更好，其宽带移动功能基于 Wi-Fi。这两个方面（照明+移动宽带）在驱动

程序内部集成在一起，共享多个资源（供电阶段，形状因子等）。

在网络节点配置中，CellLED 的 LED 驱动程序是“智能”的，它收集来自每个移动终端用户的

卸载呼叫或互联网访问请求，并在其他网络节点之间提供路由功能、无线或有线回程功能网络节

点通过多个信道互连“ad-hoc”，以创建回程宽带网络，并且经由光纤或无线链路将卸载的呼叫

返回到载波，或者经由 IP 传输直接接入因特网。

在 Lite 节点配置中，LED 驱动器仅仅充当一个 Wi-Fi 客户端，向网络节点提供有关照明和环境

参数的信息，并且执行远程管理指令，例如调光、接通、关断、光强度和颜色的周期变更，以及

基于运动传感器的开启等...

虽然部分回程功能由 Wi-Fi“ad-hoc”信道提供，并且随着 Wi-Fi 速度（例如从 802.11ac 到

WiGig）的不断增加，需要一定数量的光纤连接极来确保适当的延迟和抖动，从而提供真正的高

速服务。根据与我们的一些合作伙伴开发的建模软件，可逐个估计每个城镇的光纤数量。

99.(E029)Ribes 科技：为物联网供电的印刷膜

项目所属国家：意大利

项目介绍：

Ribes 技术将生产塑料光伏（PV）箔来作为家庭 /楼宇自动化，智慧城市和物联网的设备充电

器。这些高潜力的新兴市场需要我们的离网能源来作为一种使能技术。传统（如，硅基）光伏电

池板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我们的光伏组件是可用任何形状或颜色的廉价塑料箔大规模印刷，这些组件灵活而且非常轻（几

百克每平方米）。他们是室内应用能量采集的最佳选择。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的 PV 箔将集成作为电子货架标签和必肯的充电器，应用于零售商店。

这是在 2015 - 2019 年期间， 以 18.03%的复合年增长率日益壮大的市场。据估计，截止 2020

年，每年的收入是 3015 万欧元，息税前利润接近收入的 31%。一家大型意大利连锁零售店已

经表现出了对我们的原型的兴趣。

业务开发的进一步选择涉及服装中的光伏箔的集成，从而开发可穿戴电子产品和智能衣服的潜

力。长远来看我们的 PV 箔可以生成一种新型功能化轻型上盖，用于野营帐篷、紧急营地，以及

像体育场，论坛和建筑物之类的大型建筑的张力结构。

Ribes 技术是意大利技术研究院 （www.iit.it）的副产品，位于意大利米兰的“米兰理工大学纳

米中心”。活动受益于印刷电子和有机太阳能电池领域的 CNST 的特定技术及 OMET 的印刷技

术有机太阳能电池和， 带领公司进行工业印刷线的生产。

100.(E030)SBskin- 采用新的方式构思光伏和玻璃块工业

项目所属国家：意大利

项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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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skin 的目的是采用新的方式构思光伏和玻璃块工业，通过在屋顶和外墙上使用多功能半透明

部件，优化建筑物的能源性能，同时增强他们的美学。这些组件由与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DSC）

和/或 LED 技术集成的新的高绝缘玻璃块制成。

合作需求：股权投资；生产工艺、设备转让、技术许可、企业并购

101.(E031)光伏潜力估算

项目所属国家：斯洛文尼亚

项目介绍：

由于太阳能极易获取，它是一个有前景和可持续性的能源。近年来，利用光电效应生产电能的技

术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在安装有栅格连接的光伏系统时必须考虑各种参数，因为一些建筑物

的屋顶比其他建筑物更适合于接收太阳辐照度。在太阳能潜力估算中需要考虑的一些重要的参数

是:地理位置，地表地形，分子吸收、瑞利或米氏散射对大气衰减的影响，以及来自周围环境的

阴影效应。在估计太阳辐照度的基础上，引入了光伏潜在指标，将瞬时辐照度与光伏系统的效率

特性相乘。

项目的技术优势：

该方法通过光探测和测距(LiDAR)或数字表面模型(DSM)等遥感数据估测了光伏潜力。该方法从

遥感数据中考虑到了高分辨率几何，以便对周围的物体进行精确的遮蔽。此外，该方法基于长期

球形的、从附近位置扩散的辐照度，估算了各向异性扩散辐照度。为了估计每一个屋顶的光伏电

势(每年发电)，考虑了一个给定的光伏组件和逆变器的非线性效率特性。

102.(E032)Ductor®发酵技术

项目所属国家：英国

项目介绍：

Ductor®发酵技术可防止沼气生产中的氨抑制。主要是通过在沼气发酵之前加入一个发酵步骤，

以及氮气提取装置来完成的。Ductor®的微生物创新专利通过将浪费问题转化为可回收商品来

解决氮气难题。该技术可以应用于各种规模得沼气工厂，技术操作不会超过正常沼气工厂操作得

复杂程度。

项目的技术优势：

Ductor 高含氮物质处理技术的优势体现在水顺循环利用环节。不采用 Ductor 技术，当进行水

循环处理时，氮含量将升高到 AD 抑制水平。

Ductor 技术的其他优点是，AD 工艺中不会有废水，只有纯水才能排放到自然界。营养物在自

流的过程中回收，其中氮气转化为硫酸铵，磷被沉淀并干燥消化。

合作方式：技术许可、股权投资

103.(E033)测试燃料电池的电子加载站——示范教育

项目所属国家：塞尔维亚

项目介绍：

电子加载站在塞尔维亚氢能部门“Vinča”核科学研究所在物理化学实验室研制生产，用于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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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W 功率的燃料电池的电流电压特性描述。电子加载站可作为未来使用氢气作为燃料的示范教

育的一部分。电子加载站包括两部分：掌握 PC 虚拟仪器应用与具有可编程电流源的基于微控制

器系统。

电子加载站是一种特定电化学仪器，用于测试燃料电池（FC）的电压电流曲线特性。电子加载

表示化学能源（如燃料电池）提供的可编程电流源。该仪器的主要作用是在可编程电流源调节电

流时测量燃料电池的电压。通过这种方式，可获得电流电压和电流功率曲线，并提供燃料电池中

电化学过程的许多信息。

项目的技术优势：

该电子加载为一种基于微控制器的仪器，使用 PC 虚拟仪器的概念，并与实验室中的其它电化学

仪器简单集成。仪器便于携带，易于实地测量。电子加载站可作为未来使用氢气作为燃料的示范

教育的一部分。

104.(E034)能源经理（Energy manager）

项目所属国家：塞尔维亚

项目介绍：

能源经理是监测、分析，规划和管理能源流动的信息系统。根据收集道德数据，能源经理可以提

供参数化分析和报告。它使用 IEA/EUROSTAT/UNECE 方法生成能源平衡表，并致力于支持所

有用户的业务流程和规划（资源规划，能源优化，功耗异常检测等）。

项目的技术优势：

通过各种标准收集和监测能源流量，数据处理和分析数据。资源和财务的规划和管理。灵活的解

决方案独立于平台，能量类型，用户类型等。可扩展系统可以在城市或市政一级实施，也可在工

厂、公司和建筑物和整个分配系统中实施。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合作研发

105.(E035)太阳能追踪器 Sphebotics OU

项目所属国家：塞尔维亚

项目介绍：

Sphebotics 是一种太阳能追踪器——可以收集尽可能多的太阳能的解决方案，其次可以收集实

时天气数据。该解决方案包括根据太阳运动调整太阳能电池板的技术，以及收集太阳光实时数据

的软件和传感器。

一方面，Sphebotics 是第一款可以根据太阳能完全调整太阳能电池板的技术，经济实惠，适用

于城市地区。其次，它使用软件和传感器，可以提供首屈一指的天气和太阳能面板数据——220

毫秒的间隔，而不是当前的 15 分钟间隔。

Sphebotics 采用球形和齿轮箱自由方式，使其成为市场上最便宜和最敏捷的追踪器 - 当然也适

用于城市地区。进一步的创新与收集关于太阳辐射和太阳能电池板的实时数据有关。这使

Sphebotics 可以进入大数据市场，能够涵盖从天气预报到保险的行业。

我们的太阳能追踪器是基于能与机动化球形接头媲美的低成本机器人平台。与其他太阳能追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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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我们的产品能够安装在任何位置上安装运行，不受屋顶类型的限制，且机载传感器能够保

证我们的产品为能源生产与环境输出实时数据。所有收集到的数据都将用于提高太阳能系统的效

率。太阳能系统的设计与运行都也将利用这些数据与服务。

106.(E036)可逆式的轴流风扇

项目所属国家：俄罗斯

项目介绍：

一个可逆式轴流风扇包括一个具有特殊叶片系统的单叶轮。通过反转叶轮的旋转实现流体转回。

特殊的非对称 S 型叶片形状和定位确保了以下空气动力特性：

- 正常流量下的特性与最大总效率为 75-76％的低负荷高效风机相似。逆流能力下降幅度不超过

直流流量的 10％，效率达到 68-70％;

- 在直接和逆向流动下，特征基本相同，最大总效率高达 72-74％;

- 在直接和反向流量下具有特定容量比的中间特性。

合作方式：技术许可

107.(E037)液化氢气充电站以及无人航空机能源

项目所属国家：韩国

项目介绍：

为了扩大化及普及燃料电池车，HYLIUM 的移动式氢气充电站：

 安全/高储存效率/降低运输成本方面具有优势的移动式液化氢充气站

 可运输 1,000~5,000L 的低压液化氢气

 液化氢气高压 Pump 体系

 一天可为 25 台到 100 台汽车提供 700 气压氢气

 99.99%以上高纯度氢气运送充电

 没有压缩机，没有冷却装置，降低了设备费用以及运输费用

 使固定型的氢气充电站扩张更容易

产品以及研发现状：移动式液化氢气充电站设计结束，1 号车正在制作中（申请了专利）

- 光州创业经济核心中心，现代汽车支援开发费用 1 亿韩币

- 中小企业厅 TIPS 支援研发费用 6.8 亿韩币

- 获得了光州汽车部件研究院制冷器及 DISPENSER 的开发课题，0.8 亿韩币/年

- 移动式液化氢气充电站 1 号车正在制作中(预计‘17. 9 完成)

无人航空机→液化氢气燃料电池能源包：

 无人航空载具用超轻液化氢燃料罐

 液化氢燃料电池能源包

 →能量密度： 液化氢 (5,000~8,000) > > Lis (500) > Li – po(200) (单位 : wh/kg)

 无人机的飞行时间相对于锂电池动力的 10 倍

 军用/警察/设施的安全诊断/农用/快递 等领域的最佳选择

产品以及研发现状：无人航空机的能源包(液化氢气罐 + 燃料电池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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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L 级的无人航空机用液化氢气罐样品的开发 (‘15.7)

- 液化氢气燃料电池能源包的试演 (‘16.6)

- 获得未来部无人移动体共同技术开发项目 (‘16.9, 9.3 亿元/3 年)

- 获得中小企业厅, 投资连锁事业课题 (’16.10, 3 亿元/1 年)

合作方式：产品销售、战略性融资

四、现代农业类项目

108.(A001)Saturnalia

项目所属国家：意大利

项目介绍：

Saturnalia 是一套定制服务，通过智能结合卫星与气象数据来预测名牌葡萄酒的质量指标。这些

指标与葡萄酒的投资商与经销商息息相关，因为他们是主要的目标客户。而零售商能通过一款免

费的智能手机 APP 来觉察饮酒趋势并相应地作出适当的调整。

Saturnalia 能够收集、累积并且轻松地展示与葡萄树相关的数据，从而评估出世界上任何地方葡

萄酒的质量。它的核心是能够自动检索与分析卫星和气象数据的系统。Saturnalia 适用于 B2B

和 B2C。

B2B： 投资者与葡萄酒经销商通过网上平台能够预测全球葡萄酒的质量，这能够帮助他们利

用详细的分析在感兴趣的领域里购买与投资。API 系统作为平台的基础能够在电子商务平台上提

供质量信息。而且，葡萄园的健康导图也将提供给它的主人，并持续不断更新。

B2C： 通过手机 APP，消费者能够根据他们的需求获取当前最好的葡萄酒。消费者的手机会

收到通知，欢迎他们到店内参观；用户同样有机会直接扫一扫瓶子获取数据。指向标会帮助他们

找到推荐的酒架。

合作需求：技术转让、技术许可、合作研发、生产工艺、设备转让

109. (A002)适用于互动参与式规划的林业管理仿真工具箱（Forest management

simulation toolbox for interactive participatory planning）

项目所属国家：爱沙尼亚

项目介绍：

在当代社会，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与森林疏远，且公众需要优质可持续的森林实践。公众的参

与需要特定的且符合林业管理计划的工具。如今这些工具都是实时、安全、高效的。实际上，林

业管理需要软件仿真林业生产与收益，以及林业管理活动。系统输出需要包括对不同生态系统服

务的影响（木材生产、重建价值、生物多样性价值、碳封存、土地、水和空气性质）。能够将林

业管理的参与途径设计成一种交互式网络和基于 GIS 的解决方案。在计划过程中涵盖更多的信

息有助于提高输出质量。土地拥有者能够受益于新思想，更深入了解他们的森林。

该系统利用最新的技术保证公众持续不断地参与。该系统的可持续性与依靠性需要身份识别。智

能手机及可携带设备是培养公众直接参与度的强大工具。拍摄一张照片或一段视频，附上评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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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 坐标，这对于强化林业管理计划是非常可靠的数据源。不同的林业 APP 也能够提供进入该

系统的链接。

合作需求：合作研发

110.(A003)AquaSprouts 鱼菜共生水族箱

项目所属国家：美国

项目介绍：

鱼菜共生养殖将为大家带来一些益处，我们设计、生产 AquaSprouts Garden 鱼菜共生水族箱，

将鱼菜共生养殖的革命性原则带入家中、办公室和教室。通过结合水族饲养和水培园艺两种养殖

方式，鱼菜共生养殖可实现前两种养殖方式不能单独实现的模式，大幅减少浪费并降低养护成本。

另外，通过将水族箱内的水循环通至箱床，AquaSprouts 鱼菜共生水族箱可循环利用鱼类废物，

为生长在其间的植物提供重要的营养成分，并保持箱中水的清洁干净，无需另外过滤或频繁地换

水。

111.(A004)WineSeq：葡萄园微生物组监测平台

项目所属国家：美国

项目介绍：

WineSeq™是基于微生物组分析来预测葡萄疾病的医学级诊断平台，加上智能数据库，可提供

洞悉疾病的可行建议。WineSeq™提供了全面的土壤分析服务，包括预测疾病、风土特性及测

定葡萄酒微生物组。我公司技术可分析葡萄园的微生物学知识，以了解微生物组对葡萄和葡萄酒

产生的影响。此外，我们还使用 DNA 测序技术来鉴定环境样品中微生物组的组成。我们正在发

展世界上最大的土壤微生物组数据库，并对这些数据进行挖掘，以深入洞悉特定微生物种类可用

作肥料、生物防治剂及其它重要工业产品的重要证据。

112.(A005)中国食品业通往国际化之路

项目所属国家：美国

项目介绍：

中国的食品安全事件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受到国际媒体的严密关注。加上宽松的食品安全执法，

这大大阻碍了中国食品的出口。

同时在美国，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及美国农业部（USDA）主张为美国生产商制定食

品安全标准。因此在大多数国家，所有 USDA 联邦授权的肉类、禽类和蛋类产品公司均有资格

向其出口，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欧盟 28 国及日本，但前提是要满足进口国的所有要求。

Harvest Water Cooper 公司可帮助中国食品公司在美国生产产品，从而在全球分销其产品和品

牌。凭借我们的食品安全专业知识，我们将使食品加工步骤完全符合 FDA 及 USDA 法规，因此

可在美国食品公司进行加工和生产。事实上，在美国生产商品的平均成本比在中国高出 5%，使

得这种商业模式具有经济竞争力。

为验证这种商业模式的可行性，我们已收购一家由 USDA 及 FDA 正常监管的美国食品加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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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购前，该公司在食品生产和包装加工方面已有超过 37 年的历史，每年可达到 400 万美元的

生产产量。我们正在向中国出口首个展示产品——四川风味香肠及牛肉干，并与多个上海分销

渠道和贸易部门建立了联系。

113.(A006)多功能太阳能脱水机及发电机设备

项目所属国家：美国

项目介绍：

问题：由于缺乏节能优质的脱水技术，每年有超过价值 200 亿美元的价值链（食品在内）在全

球范围内流失。

价值主张：“DEHYMELEON”多功能脱水机将为小型种植者和中小型企业提供一种利用太阳能

干燥作物的新技术，同时也为家庭发电——“一台脱水机，多种功能”。

“DEHYMELEON”脱水机将全年提供效益和价值。

114.(A007)Livin Farms Hive

项目所属国家：美国

项目介绍：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在未来 30 年内，全球对动物蛋白质的需求量将增加 60%。如果我

们按现在这种方式生产动物蛋白质，对蛋白质需求量的上涨将会对土地和水资源造成灾难，更不

要说气候了。气候已在变化中，我们迫切需要采用更可持续的蛋白质形式。为此，我们正在尽可

能最小规模地培育昆虫以获得蛋白质和营养。

粉虫在密集的条件下兴旺繁殖，其每单位空间的生产力要比大豆高 17 倍以上。现如今，粉虫只

需一小块土地、少量的水和能量，便可生产动物蛋白质。此外，粉虫仅排放同样微量的温室气体，

既可用于动物饲料又可用于人类食品。但目前昆虫行业的涉猎者们正考虑像人类在几个世纪前养

猪养牛一样来养育粉虫。Hive™专业版将成为首个使用设备齐全的“即插即用”生产系统，可为

“企业家”（“昆虫企业家”）和其他 B2B 客户提供生产可持续且高营养昆虫蛋白质所需的一切。

115.(A008)基于水培技术的家庭种植系统

项目所属国家：美国

项目介绍：

我们目前的重点是建立一个优于目前市场上其它系统的消费者室内种植系统库。通过包括分离传

播、定制种植面板和使用“智能”技术改进的微处理器，我公司系统得以改进，优于其它可用系

统。微处理器可控制水泵和灯光的定时器，且将来还会具有 WiFi 功能。微控制器（MCU）除具

有控制功能外，还将增加传感器和“智能”芯片技术。我们的目标是为客户/消费者提供大部分

的自动化种植，并提高公司与客户之间的互动性。技术风险虽然存在，但大多数技术增强并不少

见。我公司旨在通过研究改进植物生长的新方法、增加客户群及延长客户对产品的使用，从而保

持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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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A009)使用细菌和获得新型专利的缓释生物肥修复和恢复土壤

项目所属国家：美国

项目介绍：

Ruyang Microbi 公司是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开发用于修复和恢复污染土壤的微生物技术。我们

为政府、公司和研究机构提供所有与微生物相关的合同研究服务及土壤修复解决方案。此外,我

们还持有由废旧橡胶轮胎制成缓释氮肥的专利, 致力于将废料转化为农产品。

117.(A010)人工智能自动化烹饪及机器学习

项目所属国家：美国

项目介绍：

我们的宏观主张是自动化驱动 2.0，即自动化烹饪。

——大多数消费者日常生活中只有两件需要时间及敏锐度的重复且“必须做的事情”：驾驶和食

品烹饪。

——驾驶和烹饪技能相同：感知（计算机视觉）、操纵（激活反应）和决策（机器学习）。

——普通家庭在家电和汽车行业的消费相当可观。每 5-10 年买一辆汽车，每 10-15 年买一台

电器。

——两个行业的五大主要制造商 将被一类普遍的“社会化且自动化的平台”所垄断，其服务模

式将比拥有该器械更为普遍。

118.(A011)智能绿色农业传感和数据平台解决方案

项目所属国家：美国

项目介绍：

智能农业是全球可持续食品生产的核心战略。其起点是拥有各种传感装置，为进一步的分析和行

动提供有价值的数据。

SharpTouch Sensing Technology 公司是一家高科技公司,致力于制造农业相关传感设备，并为

用户和开发商提供基于云的传感数据平台，实现“互联智能农业”。此外，我公司还旨在开发和

销售广泛的连接传感产品组合以及基于云的传感数据平台，从而实现智能与绿色农业生产。这些

独特产品将使养殖人员显著地提高土壤、水分、肥料用量的生产效率，准时预测和提供作物所需

的这类用量，并以优化的成本结构让农场产出最大化。同时，农业价值链中的制造商和服务供应

商能够利用农场数据平台构建重点广告，优化产出时间表及改进库存管理。我公司重点针对物联

网农业中的两项核心技术：1）监测和数字化农场的关键参数；2）将农场数据与其它数据来源

进行聚合和整合，以在农业价值链中进一步创造价值。

中国蔬菜温室市场将成为首个目标市场，现有市场规模高于 200 亿美元。

119.(A012)UAV-IQ 精准农业（UAV-IQ Precision Agriculture）

项目所属国家：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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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

UAV-IQ 公司提供云基础设施，用于处理由无人机捕获的遥感图像，并生成直观的作物地图和环

境模型。随后这些地图可在移动设备，以及 UAV-IQ 的工作流程管理软件中使用。在开发附加

算法和指标方面，这项技术正迅速发展，以从收集的数据中提取更多价值。此外，UAV-IQ 公司

平台旨在实现更高效的农业生产和学术研究。

120.(A013) 蛋白质处理与改性用生物催化剂的发展

项目所属国家：塞尔维亚

项目介绍：

与未水解蛋白质组分相比，使用水解蛋清蛋白质已成为研究人类营养中蛋白质来源的热点，有着

诸多益处。经改进后，除了具有良好的溶解性、高发泡性和乳化能力等功能性能外，蛋白质水解

物也可具有与营养生理有关的良好性能。水解物含有生物活性肽，且无疑似过敏原物质作为“婴

儿配方食品”、饮食或“医疗食品”中蛋白质的主要或唯一来源，故生产水解物非常重要。然而，

由于这类功能成分对可能导致营养质量和化学降解缺失的各种环境加工因素较为敏感，所以创新

技术对其生产而言不可或缺。

项目的技术优势：

其理念是设计与优化由蛋清非热预处理和酶水解组成的酶催化过程，以将蛋清蛋白质转化成高价

值水解物。通常，除使用常规热处理以产生含有生物活性肽的水解物外，我们提出的方法是采用

高压处理技术作为创新技术，旨在（与工业化生产相比）获得优化过程的效益，同时生产优质且

在国内外市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

合作方式：技术许可、合作研发

121.(A014) 在荒漠化地区播种油菜

项目所属国家：韩国

项目介绍：

1）是应对荒漠化唯一有效的选择：

大规模地将这些土地转化为粮食种植区

a.引进适应干旱环境的作物

i. F&P 油菜籽经过分子育种技术能够在严峻的环境下茁壮生长

ii. 建立通过有机认证的油菜籽复合农业，这种农业竞争较少，不添加化学肥料、杀虫剂和杀菌

剂

b.大面积种植这些作物

i. F&P 在多地经营农场，并且通过自身技术和专业知识已经成功地大面积培育这些作物

ii. F&P 的员工拥有丰富的农场运营经验，并且擅长大规模操作农耕机械

2）荒漠地区的实际产量

a.鉴于可持续绿色项目需要大笔投资，F&P 为这些土地创造了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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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产出的油菜籽可进入韩国市场

ii 经过 F&P 设施加工而成的菜籽油能够进入韩国市场，包括升水市场（有机的）

合作方式：技术转移

五、科技服务业类项目

122.(S001) InnoRenew CoE

项目所属国家：美国

项目介绍：

InnoRenew CoE 从事可再生材料的研发与创新，专注于支持循环经济并提供建筑方面积极健康

的效益。中心将会把斯洛文尼亚提升成为欧洲可持续建筑研究的最前沿。InnoRenew CoE 将努

力成为可再生材料领域的科学卓越的国际孵化器，新的卓越中心将会融优秀的科学原创发明于斯

洛文尼亚和国外的研发与创新，并提供相应支持。

InnoRenew CoE 有两个其它中心没有的主题领域: 恢复环境和人体工学设以及木材改造。 另

外，有 4 个与这两个重点技术相关的重点活动被选择：材料，商业支持， ICT, 和可持续建筑。

预知的 RDI 需要被分成许多个实验室与工作坊，例如木材工作坊和机械工厂, 人类健康实验室,

复合材料制造实验室,化学工程实验室, 物理测试实验室, 特性实验室, 结构实验室, 声学特性实

验室, and 高性能计算实验室, 将会聘用全球的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以及获奖作家，科学传播

者，企业专家和统计与数据分析师。

合作需求：技术转让、合作研发

123. (S002) InnoPlatform

项目所属国家：马其顿

项目介绍：

Innoplatform 是一个即将在巴尔干地中海地区的项目，旨在发展创新知识，工具和基础设施（5

个卓越中心），以支持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其国际努力。

合作需求：技术转让、合作研发、生产工艺、设备转让、技术许可

124. (S003) ITEC—创新技术生态系统合作（ITEC - INOVATIVE TEHNOLOGY

ECOSYSTEM COOPERATION）

项目所属国家：克罗地亚

项目介绍：

通过寻求中国与克罗地亚之间的国际诚意合作与表现，构建由共同目标为促进创新技术开发、

A-Z 理念发展以及商业化的合作演进的两个实体组建的创新型双边生态系统模型。

我们的公司及公司项目代表一个熔炉，因此，在创新知识、理念演变以及携手实现商业化方面拥

有共同目标的克罗地亚和中国（有望参与）研发机构、资助机构和决策者可共同实现物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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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和企业家、理念和人力资本的融合。

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增强更多新技术型公司的实力、为科技园区吸引新投资并根据可持续发

展策略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来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化，从而提高竞争力。

我们在建模理念方面提供全面的创新支持，包括但不限于物联网传感器和公共设施、带有 3D 打

印设备的样品车间、机器人中心等。

合作需求：技术转让、合作研发、生产工艺、设备转让、股权投资

125. (S004) TRIG 天才（TRIG Talent）

项目所属国家：以色列

项目介绍：

我们的客户：（B2B）

包括对创新、最新专业学习解决方案设有最严格要求的领先组织。

华为、平安、英特尔、惠普、爱立信、阿尔卡特、渣打银行、花旗集团、EMC、VMware、Paypal、

大众、戴尔、AIA 等。

通常，我们与研发管理和 L&D 团队合作，并提供获取特定技能所需的解决方案。

L&D 咨询和培训解决方案：

-对人力资源的年度培训周期支持——学习需求调查和分析、整合、优先次序、程序定制和执

行。  

-更好的知识实现——整体学习经验：培训准备和“跟进”咨询。  

-新员工的技能提升——为新员工（大部分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量身定制培训和评估计划。改进

人员配置和更快实现生产力水平。根据 BU 学习要求进行定制。    

-重组和管理变更规划——培训与评估

-培养技术领导者——发展蓝图和计划。包括评估，过程和课程。

在中国的主要优势：  

-丰富的资源库：国际专家——来自以色列、欧洲、美国的全球专业教师资源。当地中文教师—

—300 多人，经仔细筛选的行业“经验丰富的”专家，被证明具有专业性和成本效益性的中国

教师队伍。

-广泛的培训课程，包括利基主题。

-程序定制。

-L＆D 团队的 1 个联络点。使用符合企业流程的学习解决方案支持工程副总裁和人力资源培训

职能。

-支持复杂的技术环境。应对技术和管理挑战的研发中心、发展中心需求。

-跨国服务标准——采用英文和中文实现无缝提供。市场龙头企业的全球供应商。

合作需求：股权投资、企业并购

126. (S005) Twin offices

项目所属国家：斯洛文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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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

知识转移——建立国家、地区甚至全球服务平台，符合科技园区的需求。

项目的技术优势：拥有成熟的方法服务于科技园；被称为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欧盟和国际科

技园协会网站上最好的实践。

项目技术优势的可持续性：我们是公私合营企业，但是这项技术让我们成为独立可持续的科技园。

合作需求：股权投资、技术转让、企业并购

127.(S006) Ancon

项目所属国家：英国

项目介绍：

美国和欧洲的政府机构不断地在寻找创新与新型检测技术，以确保前线边境和海关不仅能够对付

眼前的恐怖威胁，也能抵挡未来的威胁。

ANCON 研发了一项颠覆性技术，并取得了专利。这项技术很可能彻底改变安全、边防和国防

产业内的炸药、毒品和化学武器。这项技术能够在单个分子水平上检测出空气中有害物质的踪迹，

它的敏锐程度高于比现有技术。 ANCON 被 MoD 称为是唯一一项能够符合下一代民用和军用

危险检测系统要求的技术。

合作需求：技术许可

六、新材料产业类项目

128. (NM001) 基于超材料的无线能量传输系统（A Metamaterial Based Wireless Power

Transmission System）

项目所属国家：中国

项目介绍：

由于电池驱动设备的不断增长， 无线能量传输技术持续受到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关注。 无线能量

传输技术有望取代传统的电缆供电， 不仅适用于移动计算机， 移动电话， 智能设备， 智能传

感器， 对驱动无电池设备也具有重大意义。

超材料是一种新型的人工材料，它的特点是构建一个单元结构来模拟传统材料的原子，然后用这

种单元结构组成一个周期性的材料。 超材料的魅力能够随心所欲的得到想得到的电磁参数，并

且有些值是自然界不存在的，比如负值，和零值，极大的扩展了人们的选择。超材料在传输无线

电力的同时可避免微波或激光造成的干扰。这种超材料制成的透镜被放置于一个电源和一个准备

被充电的设备之间，以填补电力传输装置和接收装置之间的空隙。

我们专注于在辐射近场和远场范围内高无线能量传输效率， 该系统由一组传输和接收平面微带

贴片天线阵列构成， 其中发射天线用于产生聚焦光束并且接收天线置于聚焦点。接收天线孔径

和半波整流电路形成硅整流二极管天线结构， 用于将无线电频率信号转化成直流。接收天线的

输出接到微波能量计用来测量比较聚焦后接收到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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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需求：股权投资、合作研发

129. (NM002) 用于建筑物隔热和隔音的生态复合材料（Eco-composites for thermal

and acoustic insulation of buildings）

项目所属国家：罗马尼亚

项目介绍：

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从生态材料（通过回收）获得建筑物隔热和隔音的复合板。其目的是使用植

物纤维，包括植物和动物来源的纺织纤维，农业废弃物（谷物秸秆，向日葵种子）和各种制造工

艺（纺织工业、木材加工业、纸浆和造纸工业）和天然粘合剂 （粘土、淀粉动物蛋白质如白蛋

白、胶原、酪蛋白和来自谷物、大豆等的植物蛋白）作为原料。

我们的目标是制造从使用材料（当地材料）的角度来看，适用于某些区域（地理、农村、城市）

的不同类型的用于隔热和隔音的面板结构，且与市场上现有的经典隔热和隔音材料（聚氨酯泡沫，

聚苯乙烯、矿棉等）相比，价格和性能低

该项目将通过使用合作伙伴的专有技术和他们的设备或将要购买的设备开展。最低技术设备必须

包括：生产复合板（磨机、搅拌机、称重机、切屑设备），带加热板的液压机， 机械试验机的设

备，用于测定热和声系数的设备，面板硬度测试机。

合作需求：股权投资、合作研发

130. (NM003) 研究裂缝对 CLT 湿热阻和透气性的湿温特性的影响（Study of the impact of

cracks to the hygrothermal properties of CLT water vapour resistance and air

permeability）

项目所属国家：爱沙尼亚

项目介绍：

交叉复合木材，也被称为“工程木”，最初于 1990 年代在欧洲（瑞士）被开发，主要用于多层

建筑的轴承元件，因为与其他木材产品如胶合层压木材相比具有多功能性。交叉复合木材作为木

材结构，根据 EVS-EN 16351 可以描述为“至少由三层木材构成”的结构木材，其中至少三层

进行正交结合，包括木材层，换句话说， 每层面板交叉地放置到下一层，因此命名为 CLT。

本研究集中研究在 CLT 面形成裂纹的问题。更确切的来说是重点研究 CLT 面板初始使用期间水

分运动引起的裂缝形成问题及其对面板的湿热性能的影响。目前我们设定了一个新的更广泛的目

标。正在进行的研究是要找到一种减少裂缝数量及其在 CLT 面板中的尺寸的方法，从而可以降

低面板的透气性。使 CLT 面板在无额外的蒸汽内层和气密材料覆盖的情况下用于墙壁组件。

131.(NM004)箔质添加物制造系统和方法（Foil-Based Additive Manufacturing System

and Method）

项目所属国家：美国

项目介绍

成功制定了建造几何形状复杂的 3D 非晶结构的系统、方法及程序。新技术涉及到激光箔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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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FP）技术和冷却/隔离系统的整合。我们采用最新开发的 LFP 技术通过激光逐层焊接非晶态

箔带，用以建造几何形状复杂的 3D 金属玻璃（ MG）零件。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检测印制零

件的结晶化或非晶化程度。检测非晶化程度来验证已实现完全非晶态。同时也检测了焊接质量，

包括焊池形状和机械性能。

合作需求：技术许可

132.(NM005)在北方使用的机器和机械装置抗冻橡胶件

项目所属国家：俄罗斯

项目介绍

许多蕴含现代工艺技术的密封件都是使用不同种类橡胶制成的。现代汽车或装置中应用的橡胶件

可达数千件。高弹性、能承受长期的各种变形作用、耐腐蚀性、可制造性等特性使橡胶成为一种

生产各种密封装置不可替代的材料。

在北极地区使用弹性材料和产品会遇到一些问题。大多数工业橡胶在极端气候条件下的气候稳定

性和耐久性较差。受寒冷气候因素的影响，我们遭遇了以下过程：密封件压力完善性降低、密封

件脆性损毁、应力降低、聚合物损毁以及机械性能降低。例如，在萨哈共和国（雅库特）（位于

俄罗斯北部）的机器和机械装置的工作能力损失中有超过 30%的情况与各种橡胶件的抗冻性不

足密切相关；由此造成的停机情况则高达 50%。

在遥远的北极地区最有希望使用的材料是以环氧丙烷基橡胶（ SKPO，Tg=-70°C）为基础的具

有抗冻性、抗臭氧性及耐热性的橡胶。

目前已经开发出了以使用无机纳米化合物无或矿物填料和热塑性聚合物改性后的环氧丙烷和丁

腈橡胶为基础的新型密封材料。这些新材料具有很强的耐磨性、抗冻性、耐油性及耐汽油性。

使用含拟议成分的橡胶化合物制成的橡胶密封件因为具有更强的抗冻性和更低的残余压缩应变

值，其在密封装置中的使用寿命会更长。已开发的橡胶可用于生产能应用在机器和机械装置众多

密封组件中和其它应用（例如，生产适用于寒冷气候地区的保温窗密封件）中的橡胶件。

合作需求：技术许可、合作研发

133.(NM006)聚合组合物和纳米填料的生产方法

项目所属国家：俄罗斯

项目介绍

这是一项有关聚合组合物和纳米填料（二者可用于广泛应用的聚合物复合材料的生产中）的生产

方法的发明。该方法包括向纳米填料中添加和混合聚合物和干燥纳米复合材料混合物。所有过程

均在超声振荡空化场进行。首先在有机液体（如密度低于该聚合物的有机氧基和羟基化合物）中

分散纳米填料，然后向得到的悬浊液中添加聚合物，最后在逐渐升高至 80°C 的温度和从 101400

降至 100 Pa 的压力条件下通过持续机械搅拌对纳米复合材料混合物进行干燥处理，直至有机液

体完全馏出。

结果：得到成分和结构均匀且变形强度更高的聚合物复合材料。

技术优势：拟议的技术包括使用能使纳米颗粒均匀分布的液体介质。此外，持续超声处理能让纳

米颗粒团聚体分解，提高分布均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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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此前进行的研究发现该项技术可用于开发具有更强操作特性（如耐磨性和强度）的聚合物纳

米复合材料。这些材料可以代替传统的工业材料，由使用这些材料制成的零件所组成的设备具有

更高的有效性。

已开发的技术扩大了纳米颗粒的应用领域，提高了其作为聚合物基体填料的有效性。

该项技术不仅能应用在纳米颗粒上，还能应用在微米填料上，如层状硅酸盐、纤维等。

合作需求：技术转让、技术许可、合作研发

134.(NM007)用于制作摩擦单元零件的聚合组合物

项目所属国家：俄罗斯

项目介绍

基于聚四氟乙烯（PTFE）、镁尖晶石以及蛇纹岩的聚合组合物可用于制造摩擦上光机和设备的零

件。

这是一项有关可用于制造机器和设备摩擦单元零件（即滑动轴承、蒸汽旋转和往复副密封件以及

摩擦单元其他元件）的耐磨聚合物复合材料的发明。在聚合物中添加含展开比表面积的结构活跃

镁尖晶石纳米颗粒使结晶过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利于在 PTFE 中形成更有序的结构。机械活

化蛇纹岩的最佳掺量为 1.0-4.8%（按重量计），而镁尖晶石的最佳掺量为 0.2-1%（按重量计）。

观察到会形成含展开分界面的两相非均相体系，该体系能提高超分子结构元件的移动性。因此，

弛豫过程比例会上升，确保复合材料中的局部应力会降低，从而提高了 PCM 的变形强度。

技术优势：这项发明使得改善摩擦单元的耐久性和性能成为可能，因为它能够提高摩擦单元的耐

磨性并降低其摩擦系数（这些特性都取决于复合材料的结构）。相对于原始 PTFE，在标准设备上

使用本项发明能将质量磨损降低 2500 倍，将摩擦系数降低 1.5 倍，同时保持的变形强度特性。

已开发的材料可制成：

 无油压缩机活塞环；

 压缩机杆垫片；

 压缩机活塞支撑环；

 液压系统活塞环；

 支撑轴承；

 压盖、杯；

 滑动轴承

 可移动固定器压盖垫片

 行李箱内球阀垫片和工业油气管道；

 汽车悬架球面支座等。

合作需求：技术许可、合作研发、生产工艺、设备转让

135. (NM008) 牙科连续铸造合金

项目所属国家：斯洛文尼亚

项目介绍：

镍基牙科合金主要是通过真空感应熔炼产生的，先将连杆熔模铸造，然后将其切成合适大小用于

牙科实验室。镍基超合金的连续铸造有十多年的历史，如今它已发展成熟，为汽车与航空航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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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提供优质的合金。目前的科学文献暂无与镍基牙科合金连续铸造相关的报告。因此，该项目的

首要目标是连续铸造镍基牙科合金。与传统方法生产出来的合金相比，通过这种方式产生出来的

合金占有非常大的优势。也就是说，这类产品几乎不包含氧化物及其他有害物质，且内部结构更

精巧，均匀性与机械性能都更好。

通过连续铸造，我们计划生产不含铍的镍-铬-钼合金，但含丰富的铌与矽。这类合金在人工唾液

及漱口水中具有钝化腐蚀作用，且细胞毒性测试显示在使用钛板时，该合金在负调控中非细胞毒

性。

项目的技术优势：

这类产品几乎不包含氧化物及其他有害物质，且内部结构更精巧，均匀性与机械性能都更好。

该合金不含铍。铍化合物对人体健康有害。

合作方式：合作研发

136. (NM009) CI 凝胶灭火剂

项目所属国家：塞尔维亚

项目介绍：

CI 凝胶是消防用水的粉末添加剂。它是一种有色粉末，还是一种聚合物、增稠剂和流变添加剂

的混合物，可用于扑灭 A 类火灾，防止火灾进一步蔓延。

就其功能而言，CI 凝胶在水中多次吸收自身重量的水，并形成凝胶，产生增加的液滴粒度，将

其应用于空气中时，可减少漂移和蒸发。作为结构保护工具，凝胶形成凝聚层，可作为隔热层延

长水的有效性。

CI 凝胶独特的配方、覆盖面、保质期和环保特性使其成为灭火的极好武器，是唯一一种利用常

规消防设备（包括发动机气瓶、软管和喷嘴）的防火胶。

CI 凝胶特别适用于扑灭森林大火。

项目的技术优势：

与最常用的消防物质（水）相比，凝胶的优点在于：

用水灭火时，95%的水由于重力及其不能渗透并留在材料上而流出表面，而凝胶可将 95%的水

连接到燃烧材料的表面。燃烧材料表面上的水残留物可防止重燃。需要 5 kg 的粉末将 1,000 L

水转化为凝胶。1,000L 凝胶产生的效果与 6,000 l-8,000 L 水产生的效果相当。

我们不要忘记在燃烧物体上因流出额外的水所造成的巨大损失。CI 凝胶具有足够的流动性和粘

度，使其适用于所有标准消防设备（FF 设备和车辆）。由于森林火灾发生时正值高温季节，喷出

的水（70%）甚至在未触及火焰前便已蒸发。CI 凝胶让飞行工具的使用更加高效，减少了扑灭

森林火灾的用水量。此外，即使在 3,000°C 下燃烧材料，凝胶仍是绝热层。

合作方式：股权投资、生产工艺、设备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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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NM010)基于三维编织加强复合材料设计与制造方法的开发

项目所属国家：俄罗斯

项目介绍：

如今产品厚度超过 3 - 5 毫米的复合材料，可以用来收集信息。这种材料往往是分层的，特别是

在动态负荷冲击、有剪切力因素及疲劳强度降低的多循环负荷下。类似的这种工作环境对几乎所

有材料的工作环境而言都是典型的，特别是对于航空、空间和国防工业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复

合材料(CM)的使用是非常有前景的——首先应用于 KM 产品；其次，从金属来讲，以碳纤维为

基础的复合材料的强度超过了金属材料，由复合材料制成的产品比金属轻 10 倍，因此它们常被

用于飞行器，使用复合材料来制造飞行器的发动机是特别有前景的。俄罗斯联邦缺乏 3D 编织技

术，导致国内技术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复合材料的新产品生产始于其设计流程，主要的设

计流程是获取有关保险的信息。

在俄罗斯联邦，如今没有软件支持你设计各种三维结构来创建复合产品，以及在空间中构建高达

1 立米的建筑物；也没有软件可以为给定的 3D 产品建立结构数字模型。这导致了设计时间、成

本、产品认证时间的增加。在 3D 编织技术领域，还存在一个问题，创建三维编织技术需要获得

高性能的复合材料，这种性能要超越任何类似物。同样重要的是，实现 3D 编织技术的设备必须

具有数字控制功能——要符合行业工业 4.0 标准。该项目提出了一个综合的解决方法——将软

件与硬件合成使用于复合材料产品的 3D 预制实钢架构设计。

项目的技术优势：

解决方案是开发一种基于 3D 的加强合成纤维复合材料生产的新方法。首先，预设的设计过程与

制造过程有关，允许在计算机断层扫描的基础上获得数字格式的信息，从而控制制造的质量，这

对实际生产条件很重要。其次，在复合软件产品的预设阶段，软件以获得整体给定的三维几何形

状的几何模型为导向，而不是用约 1 立方米的材料代表性体积几何，这基于现有软件同质化原

则。

合作方式：合作研发

138.(NM011)木材及木制品专用无毒胶水

项目所属国家：俄罗斯

项目介绍：

该项目旨在为木材和工程木制品开发新的无甲醛胶水。常见的应用载体包括刨花板、纤维板

（MDF）、定向刨花板（OSB）和胶合板胶等。该胶水是替代产品，目前市面上基于脲甲醛树脂

和酚醛树脂的木制品粘合剂都可以用它代替。在制造木材和家具领域，与具有甲醛的树脂基粘合

剂相比，无毒胶水的优点不言自喻。空气中甲醛的推荐和最低安全浓度的标准是通过国际协议确

定的，近年来这些规范愈加严格。成功开发出来的无毒胶水不会含有与甲醛组成的物质，因此不

会产生有毒空气。同时，它将具有用于生产木材所需的全部特性，并为产品提供必要的厚度，密

度，耐湿性和强度。

项目的技术优势：

在生产工程木材，以及使用该木材生产的家具中不会产生任何有害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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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当前最严格的甲醛排放标准，符合欧盟内其他排放标准，如欧亚海关联盟、美国和中国的排

放标准。

与基于脲醛和酚醛树脂木制品粘剂相比，该产品价格具有一定的优势。

使用该粘剂的木制产品在强度、抗湿和其他性能指标上有优势，更受消费者青睐。

合作方式：技术许可、合作研发、企业并购、股权投资

139.(NM012)纳米结构保护薄膜“Epilam”

项目所属国家：俄罗斯

项目介绍：

纳米结构保护薄涂层“Epilam” - 含氟表面活性剂（润滑剂）特性组合物的可以在各种表面上

使用的多用途保护纳米膜，以复合保护表面，使其具有如下特性：防腐，抗粘附，抗摩擦，疏水，

杀菌。

项目的技术优势：

众所周知，耐温防腐、防粘附和疏水性纳米尺寸涂层等多功能膜需求日益增长，且愈来愈得到关

注。例如 2014 年中国因腐蚀产生的损失已经超过 3000 亿美元，相当于中国 GDP3.34%。 外

延片是聚合物组合物，属于有机化学领域化合物（液体）。当应用于固体表面时，其形成纳米尺

度多功能分子膜，能显著改变基底的表面能量，达到节能目的。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战略合作伙伴、联合研发计划和参与政府间合作开发项目。）

140.(NM013)Zap&Go 石墨烯快速充电技术

项目所属国家：英国

项目介绍：

ZapGo Ltd（ZapGo）是 2013 年在牛津创立的一家高科技企业。该公司已经开发出了可应用于

当前所有可充电电器得解决方案，解决了设备和车辆所遇到通病：充电缓慢。与锂离子不同的是，

碳离子（C-Ion）技术基于碳纳米材料，包括“奇迹材料”石墨烯。其优势是实现 5 分钟以内得

超快速充电。该技术和相关层数不穷的专利组合大多来自牛津大学，其中部分由 Zap＆Go 团队

科学家独立开发。

项目的技术优势：

Zap＆Go 已经成功申请了 14 项专利，包括牛津大学的两项独家许可证。它还在主要国际市场

上注册了设计权和商标。但是处于保护商业机密得目的，纳米碳混合物配方没尚未申请专利，以

防止抄袭。

该公司正处于多种应用原型开发阶段。第一款商业产品是预计 2018 年投产。

合作方式：技术许可、合作研发、企业并购、生产工艺及设备转让

141.(NM014)多功能颜色捕捉球

项目所属国家：塞尔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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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

该发明开始于 2011 年。2011 年与 2012 年进行了第一次试验，有了第一个成果。2015 年间，
经过技术测试取得了重大成果。该发明与多功能彩色捕捉球（MCCB）有关，扮演了一个“染色
清洁工”的角色，能够去除水中的染剂与着色剂，避免其他布料在同一盆水中染色。该成果保证
能够清洗出干净且令人满意的布料。多功能颜色捕捉球本身是一种颜色捕捉剂，无需额外的基质
或载体。它能够快速（20 分钟内）吸收或捕捉释放的染剂与着色剂，清洗时间短能够更好地发
挥作用。与市场上早已存在的单功能“染色清洁工”不同，多功能颜色捕捉球能够重复使用，且
效果相当。多功能颜色捕捉球在清洗程序开始时就已经出现了。它能够去除水里的任何染剂，净
化洗涤水。无论染色程度与浓度、水温以及清洁剂浓度如何，它都能够在 20 分钟内净化洗涤水。
另外，由于在生产多功能颜色捕捉球时使用的是可再生资源，因此它是可生物降解的。也可根据
需求选择性将多功能颜色捕捉球与其他功能优势结合，如颜色捕捉剂、衣物柔顺剂、软水剂、荧
光增白剂、防污剂以及抗菌剂。最后，多功能颜色捕捉球也加入了节能技术。

项目的技术优势：

到目前为止，已研发出多种技术避免在洗涤过程中燃料或着色剂相互渗色或变换。在这些技术当
中，抑制染剂变换聚合物的研发可以说是一项令人满意的成果。这些聚合物可以是可溶于水的，
是洗涤剂配方的一部分。也可以是不可溶于水且交叉结合的，与染色清洁添加剂的基质载体相联
结。这项发明作为一个单独的解决方案具有以下特征：

（1）本身就是一款颜色捕捉剂，无需额外的基质或载体；

（2）快速去除染剂或着色剂，适合短时间洗涤，如在水温 30 或 40 度下洗涤 14、30 或 40 分
钟；

（3）与其他一次性清洁剂相比，该多功能颜色捕捉球能够重复使用，且效果不会减弱。这是吸
引消费的一个方面。

（4）由可再生资源（绿色产品）制造保证它是可生物降解的，能够吸引市场。

（5）它是球状的（消费者最喜欢的形状。）

（6）多功能颜色捕捉球可与其他功能优势结合，如颜色捕捉剂、衣物柔顺剂、软水剂、荧光增
白剂、防污剂以及抗菌剂。

（7）多功能颜色捕捉球的生产过程引入了节能技术。目前生产颜色捕捉剂需要 70-200 °C 的高
温以及 0.7-1.7 MPa 的高压。相反，生产多功能颜色捕捉球只需在①25°C 的环境；②大气压力。
无需其他特殊设备。

合作方式：技术许可

142.(NM015)氢吸附分析仪 HAS-ULNS

项目所属国家：塞尔维亚

项目介绍：

近年来，氢(H2)吸附化合物、金属和复合氢化物、碳材料及其复合材料备受关注。氢化物形成(或
分解)的动力，作为材料中氢的吸附速率来衡量的，它是这些材料的主要特征，通过测量一个包
含样品的固定体积内的氢压力和时间的变化来确定。为了确定吸附氢的数量，必须定义三个参数:
压力、温度和气体体积。当体积和温度不变时，氚（H3）的量是由压力决定的。由于样品的质
量是在吸附实验之前测量的，因此可以通过样品测定吸附的氚（H3）的质量浓度。这通常是西
韦特（Sievert）体积测量的基础。我们的机器改进了西韦特（Sievert）设备，我们已经认识到
了样品处理、熔炉操作及安全问题，并通过简单的方法解决了上述问题。再加上一些技术改造，
我们的机器以后还可以测量其他吸附气体；通过开发软件，它还能够测量热力性质。

我们的机器改进了西韦特（Sievert）设备，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样品处理、炉操作及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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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样品温度各不相同。

由于样品室必须在氩气中移动打开，热电偶并不总是处于相同位置，造成了不准确的温度测量。
这个发明以两种方式克服了这个问题：样品室可以部分移动(下部分是可移动拆卸的，而箱盖是
固定的，从而固定热电偶的样品架)；为了获得惰性气氛，对样品容器进行了特殊设计，这是第
二种解决方案。

问题 2：测量不同类型和尺寸的样品的灵活性。

对样品容器进行了特殊设计，解决了这一问题。

问题 3 ：熔炉的处理。

据我们所知，采用以前的技术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要将熔炉打开并将样品室放在炉中央是非常
困难的。我们的发明克服了这个问题，通过气动控制将熔炉升高。该控制方法将氩气作为工作气
体，不需要额外的气罐(这种气体同时用于清除多余氢气)。

问题 4：样品室的打开。

我们发现样品室有螺纹环螺母(圆形的)，采用以前的技术很难打开它。此外，在吸附测量中，我
们使用的是高温和压力，使环螺母的材料伸展变形，因此更加难以打开样品室。我们的发明以两
种方式克服了这一问题:采用六角形截面螺纹环，并专门设计了钥匙以打开样品室。

问题 5：安全问题。

这个问题有三种解决方法。其中一个是氚（H3）的传感器。第二种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是在系统
中引入氩气，使其在膨胀体中混合氢气和氩气；我们用两路阀取代了三路阀，并在膨胀体积中引
入氩气。此外，在我们的设计中，室和室之间的密封横截面为六边形。

项目的技术优势：

特点:安全性与准确性。用带熔炉的机器操作更容易，因为它是自动工作的。为了提高安全性，
我们提出了两路阀取代三路阀，同时在膨胀体积中引入氩气。采用 0.05%全尺寸精度的 30 巴
（bar）压力控制器提高了精度，在样品上采用固定热电偶提高了温度的稳定性。

合作方式：技术许可

143.(NM016)富勒烯的工业化生产

项目所属国家：斯洛文尼亚

项目介绍：

富勒烯应用广泛、市场增长迅猛。该项目提供工业化生产解决方案。由于富勒烯优异的性能，它

被广泛应用的领域包括：电池和储能，光伏电池，燃料电池，滤水器，冶金，润滑油，医药等。

我们对纳米结构和新方法的专业知识可以以相抵低廉的成本工业化生产富勒烯。我们在高频等离

子体领域的新专利技术代表富勒烯生产和应用的新方向。采用该技术，每天可以生产高达 2kg

的富勒烯。我们开发了一种干式富勒烯分离方法，可以同时利用化学和物理原理生产富勒烯。这

是一项独一无二的技术，生产期间无需任何液体介质或化学品。

合作方式：

技术许可、生产工艺/设备转让

144.(NM017)阻燃剂技术

项目所属国家：韩国

项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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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1：水溶性耐火剂

特征 2：水溶性无机气泡阻燃剂

特征 3：持有专利现状——水溶性阻燃剂关联技术专利

特征 4：水溶性阻燃剂及其活用方法——核心专利①

特征 5：水溶性阻燃剂的耐火板——核心专利②

可使用领域：

现有产品：

①大理石聚氨酯板 ：利用独立开发的阻燃剂生产耐热 Kraft 纸板；Polyisocyanurate 和各种无

机物合成产生的耐火的并具有阻燃材料等级性能的专利产品。

②阻燃性纤维板 K2：利用公司源技术的气泡耐火剂和独特的特殊纤维涂抹技术制成的阻燃性纤

维板；使用 1000℃以上的温度来加热 K2 板时，板面会产生气泡并生成 1000℃为止的切断膜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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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燃烧后切断货源的技术。

合作方式：产品销售、战略性融资

七、高端装备与通讯设备制造类项目

145. (HM001) 三维智能工业在线检测传感器（The 3D intelligent industrial online

inspection sensor）

项目所属国家：中国

项目介绍：

三维智能工业视觉检测系统是机器视觉的一个重要分支，它结合应用光学、自动化和计算机图像

处理为一体的高科技项目。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图像摄取装置（分为 CCD 和 CMOS 两种）将

被摄取目标转换成图像信号，传送给图像处理系统，得到被摄目标的形态信息，根据像素分布和

亮度、 颜色等信息，转变成数字化信号；图像系统再对这些信号进行各种运算来抽取目标特征，

进而根据判别的结果来控制现场的设备动作。功能模块包括：三维空间定位、三维空间尺寸测量

和三维空间特征对比，可以配合机器人和各种装配生产设备使用，形象的比喻就是给机器装上大

脑和眼睛，以达到替代人眼来做测量和判断。

对于该套检测系统的开发，本团队已经近 10 年的技术积累。从最开始的二维检测系统，配合长

期各种视觉项目的历练，现在已经拥有国内领先、世界先进的三维重建和三维匹配的集成算法，

尤其在检测精度方面有很强的优势。 产品推广后，不但可以大幅度降低生产型工厂的生产成本，

还能对综合资源的利用开发和环境保护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如今机器替代人工的大潮中，本产

品必将受到重视和欢迎。

项目的技术优势：测度 3D 智能传感器非常适合被集成在生产设备上进行材料检测或用于改善生

产过程的质量控制。测度 3D 智能传感器是集 3D 测量和控制决策（分类、合格/不合格、警告）

于一身的完全一体式 3D“智能”传感器。每台传感器出厂前都已经被标定过，从包中取出后就

能立刻进行三维扫描和测量。测度 3D 智能传感器具有工业标准 I/O 和紧凑的机身尺寸，易于集

成到生产线上。

146. (HM002) 无人机无线电信标（Drone Radio Beacon）

项目所属国家：意大利

项目介绍：

无人机无线电信标是由 DRB 设计的系统，用于进行自动无人机检查。基本组件是一个 30x30 厘

米超薄且坚固的塑料封装地面站，能够驱动符合规定的无人机前往半径大约 200 米内的某一位

置，误差在 5-10 厘米的范围内。无人机无线电信标是 GPS 和其他定位系统的一个补充，在要

求提高局部精度和重点强调冗余的情况下非常适用。它可以用于建立禁飞区，让无人机沿着预定

的飞行走廊或将其精确地降落到地面站本身上。

合作需求：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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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HM003) 三维金属及陶瓷基积层打印技术

项目所属国家：美国

项目介绍：

三维打印是以三维打印机是采用层叠截面形状根据设计好的三维模块,一层一层的层叠堆积来制

作实物（立体模型）的技术。三维打印技术的最大特点是，与传统加工成形方法相比，可在短时

间内轻松获得立体模型。这带来了两大优点，一个是只要有三维数据，任何人都能挑战产品制造

。另一个优点是，用传统加工及成型方法无法实现的复杂构造也能一体成型。因之,三维打印有

可能成为现有制造业用来强化竞争力的关键技术。2016 年三维打印市场总营收估计为美金 43

亿元 (数据源: Wohlers Associates)市场潜力庞大。

我们所开发的三维金属积层打印技术整合了传统的金属加工技术、金属粉末烧结技术、雷射焊接

技术、自动化制程、光学自动智能识别系统等特色。我们针对金属材料模具的积层(加法)制作,

利用金属粉末,可为钛/铜/合金钢/不锈钢/铝粉等材料作为印制材料。用高能激光,真空及保护性

气体,目前已可达印制分辨率达 0.1mm 精细度的金属产品。不僅能够实现高精度，而且由此提高

了积层造型物品的品质，用来制造以前无法实现的轻量金属部件，可应用在航天及其他机械领域

。此设备可协助客户提高生产线产能及降低生产成本,迈向工业 4.0 提升产线科技创新的能量。

合作需求：技术转让、技术许可、股权投资、制造技术；设备转让

148.(HM004) MYNT_SDENO 人工智能机器人

项目所属国家：美国

项目介绍：

我们的专业团队专注于消费电子产品的智能应用，改变日常交互。人工智能被当做严肃的事情，

但我们认为它不一定是严肃的。我们相信我们的机器人和穿戴式产品将使你改变日常交互，并授

予权利。

轻客科技为企业建立机器人解决方案。整数解帮助人工智能应用满足了客户交互、品牌发展、安

全和服务需求。

技术/项目的竞争优势和可持续性：我们通用的机器人不是单一用途的机器人，堪比兢兢业业的

助理。MYNT 是依据移动设备精的准数据建立的，在工作日能够准确追踪，无需再充装。 当没

法使用 GPS 部件时，我们的视觉方案就立即作出反应。通过人机对话和助视器，MYNT 显示品

质交互界面。根据业务需求，平台能提供不同的人工智能服务。

客户可以选择客户服务任务和辅助任务的方案，在客户密集度高的区域和地方，这要求在交互时

机器人在有高的一致性和质量。

合作需求：技术转让、技术许可、合作研发、并购 、股本投资、制造技术；设备转让

149.(HM005)柔性触摸显示（Flexible Touching Display）

项目所属国家：中国

项目介绍：
穿戴式柔性显示触摸装置是许多消费电子产品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柔性显示器在全球销量迅速

增长，2022 年预计将超过 100 亿美元。我们的柔性触摸显示创新团队包括美国博士研究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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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工程院院士和俄罗斯顶尖科学家，以及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负责运营和销售。由银纳米线制成

的薄膜是透明，导电和柔性的。当用于柔性触摸显示时，银纳米线有助于提供卓越的灵活性，同
时保持优异的电气和光学性能，这对于柔性电子元件至关重要。经过七年，在银纳米线解决方案
和柔性显示打印技术的调查和研发中，团队在柔性显示打印领域实现了拥有自己的专有设备和技

术。特别是，该团队成功完成了宽幅 600mm 的银纳米线薄膜的卷绕生产，并展示了银纳米线
膜在各种柔性电路/部件中以及可穿戴电子产品中的柔性显示器的应用。该团队在柔性电子印刷
技术领域已经申请或者获得了 29 项中国专利和 2 项 PCT 专利。在这一领域的一些研究工作已

经在同行评议的科学期刊上发表，如《自然光自学》，并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150.(HM006)3D CPS 2.0 箱内拾取的机器人导向系统

项目所属国家：意大利

项目介绍：

3D CPS 2.0 是用于箱内拾取的机器人导向系统，让机器人系统集成商自行实现箱内拾取方面的

应用。该系统集成了以下功能：

 三维视觉系统，预先标定后具有较高的性能；

 零部件检测，可靠而灵活的三维型样匹配算法；

 最佳握持点的自动评估（用户可以设置多个握持点，系统自动挑选能够拾取已选定零部件的

握持点）；

 自动生成机器人轨迹，从而安全地触及已选定的零部件而不发生碰撞。

151.(HM007)DC90 建筑产业地震减震器

项目所属国家：塞尔维亚

项目介绍：

在塞尔维亚，专门研究地震工程，包括为建筑产业开发生产的地震减震器（加固并保护现存或新

兴的砖石结构与框架结构）的公司与海外合作伙伴开展技术合作，在塞尔维亚分销互补产品。

该公司由来自贝尔格莱德材料检测研究院资深合作人创建成立。从 2000 年起，他们研发了一系

列地震保护设备，包括已经应用于全世界的金属滞后设备。该公司还拥有一套建筑系统，用于加

强建筑或建筑内其他物体，目的是在地震时尽量保护物体。该技术获得了国内外的多个奖项，其

最成功的产品就是机械减震器 SYSTEM DC90，以恢复、重建及保护建筑及其他直立物体而闻名。

在地震高危险区内，建筑物的修复与重建以及保护都是通过原始建筑系统执行的。

该公司与海外合作伙伴开展技术合作（服务协议），在塞尔维亚分销互补产品。同时，它还提供

转包业务，如地震工程咨询及制定解决方案。

项目优势：

该技术已经在塞尔维亚地震高发区测试过。居民楼的动态原位测试目的是通过企业系统开展环境

振动试验及强迫振动试验而获取新建筑物的动态特征。试验获取的动态特征将通过数值模型进行

比较。

该公司与工程科学界不断交流联系，做到与时俱进。例如，该公司的所有者兼负责人是塞尔维亚

结构完整性与生命协会的活跃成员，经常与地震工程方面的专家分享经验，甚至还通过欧洲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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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协会（ESIS）与欧洲社团交流经验。

合作方式：技术许可、合作研发

152.(HM008)ANCON 纳米分子标记技术（NMT）

项目所属国家：英国

项目介绍：

美国和欧洲的政府机构正在不断寻求创新的检测技术/流程，以确保前线边境管制能够应对当前

的恐怖威胁和其他新的威胁。

Ancon 的专利破坏性技术在竞争者中具备优势，它在安保、边防和国防工业中对爆炸物，毒品

和化学武器的检测技术进行了革新; 同时也提供了监测空气污染的新方法。

项目的技术优势：

ANCON 的纳米技术分子标记技术（NMT）在单分子水平上检测空气中的微量化学物质，它的

方法是全新的，并带来许多优点，包括：

 基于探测和计数个体分子的能力，它具有前所未有的敏感性

 低干扰水平-在高度物质聚合的背景下，增强了对目标聚合物质的探测精准度

 直接测量浓度的方法消除了对复合放大电子的需求

153.(HM009)用于检测活体人类障碍物的放射线图

项目所属国家：俄罗斯

项目介绍：

用于检测活体人类障碍物的放射线图。

RADIODOZOR - 非接触式雷达探测器。该雷达能够探测在铁质混凝土，砖和多层障碍物和其

他建筑结构后方、烟雾条件下或在瓦砾下或移动或静止的人体。

功能：

检测移动的人（从不动目标过滤信号）

不动的人的检测（人类呼吸的独特振荡的注册）

图像实时显示（10 帧/秒）。

用于估计设备和物体之间的位置，轨迹和距离的二维网格。

应用：

•反恐怖主义行动

•在建筑结构（地震，空中灾难）的障碍物和碎片之下检测和定位受困人员

•在雪地和泥石流下的检测和定位（雪崩，滑坡）受困人员

•通过使用移动的胸部，呼吸频率判断在障碍物后方或烟雾中的人员位置

项目的技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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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术优势：

准确估计物体位置，不管是移动中或静止状态;

通过实时显示在屏幕上的图像，定位人员的位置;

操作员安全 - 设备可以从操作位置远程作业;

估计人呼吸频率 - 允许对生命垂危的受困人员采取紧急行动;

所有条件下的便携性和效率。

合作方式：技术转让、技术许可、生产工艺、设备转让

八、其他类项目

154. (O001) Rain on Request (ROR)

项目所属国家：斯洛文尼亚

项目介绍：

(ROR）是一种环保的雨水诱导技术，由来自以色列的世界知名科学家开发。通过一个称为电离

的过程， 请雨可以在单个系统的 15 英里半径范围内促使降雨，并可以提供有针对性的降雨。

该系统能够将降水量从 50％提高到-400％。

项目技术优势：

①地球上最有效的天气控制系统，需要较少的设备和电力，以诱发更多的降雨。

②不使用化学物质来加强降雨。

③提供有针对性的降雨，允许特定地区的降雨。

④快速设置/故障，

⑤不需要云层诱导降雨不像云播种和其他天气控制系统。

合作需求：技术许可

155. (O002) ROLL-EX

项目所属国家：斯洛文尼亚

项目介绍：

适用于自行车车主，将自行车作为日常上班、购物和家庭出行、运输的交通工具。我们研发了一

个 Roll-EX 系统，能够在几分钟内将自行车变为电动自行车。该系统在第一次安装后的几秒内

就会被移除。与其他转化系统不同的是，我们的产品非常便宜轻巧，能够完整地保护自行车，而

且你能够与家人公用一个系统。我们的想法是将 Roll-eX 打造成一种不可或缺的家电，如吸尘

器和割草器。我们将用创新高效的销售方式将它推向世界市场。

它是最新的电动自行车技术，非常小巧且强大发动机，先进的控制系统以及带有最新高密度锂电

池的专用悬置系统。所有的组件都封装在外壳中，可以在没有任何电缆的情况下进行安装和拆卸。

该系统能够远程控制防止偷窃事件，也能够与手机连接获取自行车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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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需求：合作研发、股权投资

156.(O003) 纳米织物（Nano-Textile）

项目所属国家：以色列

项目介绍：

本公司的技术以独特的生产方法为基础，通过一次性曝光的方法将将各种纺织品及抗菌品的标准

布卷转化成活性纳米工艺。

众所周知，一些金属氧化物具有抗菌性能。公司主要集中在氧化锌（ZnO）产品上，其具有高

度抗菌而且透明特性。因此，无需改变面料的色光。铜氧化物和银（AgO ）也不影响面料的色

光，也具有这一特性，但是由于其本身的色光限制，医院很难对其加以应用。

通过独特的生产工艺，可以将氧化锌或氧化铜进入到面料中，即开创性地使用抗菌纳米粒子，且

其能够快速有效地被面料吸收。

浸没在溶液中且位于布卷之间的声波驱动反应堆通过穴蚀工艺将溶液中的金属氧化物磷酸盐粉

碎成 50-100 纳米的颗粒，并使用冲击波的能量使形成的颗粒进入到面料。

抗恶劣条件下的微粒清除：测试织物在不同时间和不同表面条件下的抗细菌的耐久性，研究人员

在医院洗衣机 92°C 的条件下进行 65 次洗涤来检查布料。即使经过 65 次洗涤，面料依然具有

抗细菌特性，远超过该领域的标准要求。

157. (O004) 意大利 Sud Tirol 地区冬奥会项目

项目所属国家：意大利

项目介绍：

滑雪运动在意大利一直有很好的基础，尤其是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 Dolomites 和 Sud Tirol 地

区。该地区位于意大利北部，属于德语区。Sud Tirol 地区的优势不仅在于其技术上的领先，还

可以提供冬季运动所需的各种高端服务。

该区拥有非常好的滑雪培训学校，不仅可以提供世界级的滑雪场，也拥有世界级水平的滑雪教练。

除此之外，该地区还可以提供世界领先的与滑雪相关的服务及技术。鉴于中国将于 2022 年举办

冬奥会，非常有兴趣与中国相关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并希望就滑雪项目签署合作协议，定期举办

培训，以及为国家滑雪运动员提供相关培训或其他服务。

158.(O005) Kasita 制造（Kasita Manufacturing）

项目所属国家：美国

项目介绍：

Kasita 设计可以在城市环境中堆叠的小型预制和模块化住房单元。我们力求简化多单位家庭住

宅/酒店的开发周期，从而快速且有效地增加人口密集的城市中的住房供应量。

技术/项目的竞争优势和可持续性说明：我们的设计和结构出类拔萃，可提供运输和使用的灵活

性。我们已获得这些设计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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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风险：我们在克服地区政治因素以及着手制定我们的利润率/定价模式方面存在风险。在地

区政治方面，本地工会有可能会抵制我们的产品，这是一个风险因素。我们正在争取在美国的所

有目标州获得许可，取代大多数当地监管许可机构的许可，从而使我们的产品得以顺利安装。

我们目前的制造能力不足以支持我们实现我们所追求的长期利润率。我们正在寻找可以提供价格

较低的组件和劳动力，从而使我们能够降低成本的第三方合作伙伴。

中国市场价值/商业价值预测在中国可以快速部署的优质住房单元的价值预计可达数十亿美元。

合作需求：合作研发、股权投资、制造技术；设备转让

159.(O006) Perseus Mirrors

项目所属国家：美国

项目介绍：

Perseus 是一个带有数字显示功能（检查我们的装扮和提供视觉录影）的智能、语音控制的镜子。

我们开始 Perseus 这个项目,因为我们的团队相信智能和互联设备的力量。然而,我们发现运用这

些功能(例如智能中心,智能安全系统,智能恒温器)比预期的要慢,因为这些物品并不总是适合消费

者的生活;他们需要用户改变他们的行为。在许多研究和用户测试后,我们发现智能镜子提供了一

个进入“智能表面”领域的机会。

大多数互联家庭设备是生态系统以外的,但我们的智能镜子利用的是人们每天都已经在使用的东

西。我们的访谈和研究,以及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查,表明人们每天超过 30 分钟照镜子。Perseus

有着吸引人的特性,用户喜欢不需要做重大改变的消费者行为。

技术要求说明：

从硬件角度来看，Perseus 利用专利申请中的高可见度双向玻璃来增强设备的清晰度和亮度。

从软件角度来看，Perseus 利用自定义软件平台，使用户可以定制，推送更新和第三方 API 的集

成。因此，Perseus 的特点和功能在不断增长。

合作需求：股权投资、制造技术；设备转让

160.(O007) IoT 照明

项目所属国家：韩国

项目介绍：

核心技术一：世界上唯一的基于 IC 智能灯泡

核心技术二：世界上第一台高速网状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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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规模：Gartner 说，64 亿连接“事物”将在 2016 年投入使用，比 2015 年增长 30％。此

外，2017 年将连接 8.4 万亿的东西 ,这是 31％的增   幅相比 2016 年水平,其中,63％是消费

类产品。消费电子市场从 2016 年 500 万亿韩元，到 2020 年时有望上涨至 1500 万亿韩元。

智能照明有望占据物联网市场的单品数量首位. 全球市场在 2020 年全年出货量预计 10 亿, 在这

种情况下，总的市场规模年度市场估计为 20-40 万亿韩元。如果通过智能照明构建平台,提供使

用多种设备物联网综合服务或企业用形式的 Freemium 服务,再而销售物联网设备而产生大量可

观的收益。

产品：

合作需求：产品销售、战略性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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