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科学技术厅
冀科外函〔2019〕61 号

河北省科学技术厅
关于征集与香港理工大学科技合作需求的通知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科技局，雄安新区管委会改革发展局，
各省级以上高新区：
按照省政府赴香港和澳门举办招商引资和考察学习活动安排
部署，今年 4 月份，河北省科技厅赴香港组织了冀港科技创新合
作系列活动，期间与香港理工大学签订了科技合作协议。为促进
香港理工大学科技成果优先在河北转移转化，我厅与香港理工大
学积极对接联系，征集了香港理工大学科技创新合作重点领域 30
项科技创新协同发展项目及 12 项重点科研成果（详见附件 1.2.3）。
现将有关项目及成果信息发给你们，请组织发布项目成果信息，
征集有需求的合作企业信息，填报《香港理工大学科技合作需求
信息表》
（详见附件 4）
，请你们收集汇总后于 8 月 22 日前通过邮
件报送至河北省科技厅国际合作处。
联系人：省科技厅国际合作处 娄童瑶 0311-86251062
李媛媛 15383335769
传 真：0311-85814702
邮 箱：hbskjthzc@163.com

附件 1

香港理工-京津冀科技创新合作重点领域
·空气污染：大气污染成因、物化过程、健康影响及应对机
制，综合质量监测与预报技术，并找出有效空气质量控制技术。
·污水处理：厌氧流体化膜生物反应复合智慧工艺处理城市
生活废水，实现水再生及产能及资源化应用
·防火减灾：大型工程结构的远距强震反应、监测和控制，
并应用全球卫星定位及雷达遥感技术监测大型建筑结构的健康状
况；
·智能交通：为常发性和偶发性交通拥挤下不确定多模式交
通网络建立智能交通预测系统，提供城市交通控制系统的全面优
化；
·智慧城市：基于大数据智慧城市人流动态特征分析和对城
市规划影响和建议
·低碳建设：工业化建筑供应链管理和全寿命周期的能源效
益表现；
·智慧城市：基于都市大数据处理友善环境，3D 指纹和虹膜
生物识别。
·生物医学：假肢和膝盖设计、上呼吸道手术随机共振模式；
·纺织制衣：可变形仿生机器人的面料，内衣设计动态模型
及舒适度；可穿戴石墨烯复合电极锂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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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香港理工大学科技创新协同发展项目清单
序号

可供转化的研究项目

研究
领域

序号

可供转化的研究项目

研究
领域

1

航空业维修智能化物联网
应用

电子信息

16

创新的近视和矫视技术

生命科学

2

结构检测的传感器

电子信息

17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方法

生命科学

3

自主电磁低能耗智能电网
检测

电子信息

18

综合空气质量监测和预报
及控制系统

环境能源

4

多用户加密数据库

电子信息

19

大型工程结构的远距强震
反应监测和控制

环境能源

5

智能化电子数据搜索系统

电子信息

20

雷达遥感监测大型建筑结
构健康状况系统

环境能源

6

异构移动互联网解决方案

电子信息

21

城市交通控制优化的智能
交通预测系统

环境能源

7

具三维图像实时重建的智
能化识别追踪

电子信息

22

基于大数据智慧城市人流
动态特征分析

环境能源

8

基于 3D 指纹和虹膜生物
识别

电子信息

23

建筑供应链管理和全寿命
周期的能源效益系统

环境能源

9

三维城市规划和定位系统

智慧城市

24

新型污水处理技术

环境能源

10

地下水管检测的智能系统

智慧城市

25

具能源效益 的硝化-反 硝
化技术

环境能源

11

城市建筑机械的稳定系统

智慧城市

26

可变形仿生机器人的面料

新兴材料

12

智能无人机救援和监测

智慧城市

27

新型储能乳液

新兴材料

13

康复材料和人体康复设计

生命科学

28

纳米级隔热和自清洁透明
图层

新兴材料

14

心血管风险评估系统

生命科学

29

航空用复合材料和涂层

新兴材料

15

医学影像和基因检测和诊
断

生命科学

30

可穿戴石墨烯复合电池

新兴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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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香港理工大学科技成果清单
序号

科研项目

项目简介

特色优点

应用

·为偏远地区提供可靠的电源供应
·与纯风能或太阳能发电系统比较，
该风光互补发电系统能降低投资成本
·风能太阳能互补发电，较柴油供电
更加可靠方便
·提供环保的绿色能源

·移动通讯在海岸，海岛和
山上等郊野地区所设基站、
直放站的电力供应；
·为没有能源供电的海岛供
电，为山区郊野等偏远地区
供电

·独特的眼型入口集流器
·独特的多页中空垂直轴叶轮
·将水管内多余水头转换成电能给检
测系统供电
·安装简单，占用空间小

·为城市和偏远地区的地下
水管监测系统提供稳定的
电源；
·由于该系统安装简单和占
用空间小的特点，所以特别
适用于城市的地下水管监
测系统；
·可以应用于低水头发电场
所；
奖项:第 40 届瑞士日内瓦
国际发明展银奖

更可靠的能源发电系统：太阳能和风能具有互补性，如果
将两者联合起来发电将可以大大提高新能源发电系统的可
1

风光互补新能源
技术的开发研究

靠性，香港理工大学在分析气象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可
靠性计算模型，为偏远地区开发出高效节能先进的风光互
补发电系统。该高智能系统可靠性高、全自控无人值守，
且寿命长，投资省，尤其适合移动通讯在海岸上，海岛和
山上等郊野地区所设基站、直放站使用。
一种应用于输水管道的结合眼型入口集流器和多页中空球
型垂直轴叶轮的内联闭式水力发电系统：为了保证城市用
水可靠性，地下水管监测系统的稳定运行非常重要，由于
有限的地下空间和输运的限制，所以为地下监测系统提供
稳定的电源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然而，一种新型的内联闭

2

内联闭式输水管
水力发电系统（问
题）

式水管发电系统的开发解决了电源供应的难题，该系统结
合了独特的眼型入口集流器和多页中空球形垂直轴叶轮，
不但将一定量的水管内多余的水头转换为电能，而且还易
于安装在城市供水管线上狭小的空间，当然也适合于一些
远离电网的地区。目前香港特区政府水务署已经应用了本
系统，为供水网络的监控管理和遥距传讯系统供电，该项
目也将会是未来政府水务署在地下设施管理和水质监控领
域上的长远发展策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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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高效低成本染料
敏化的太阳电池
技术

一种用于制作自
清洁太阳能光伏
板的高分散可丝
网印刷型纳米涂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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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应用于第三代太阳电池的新技术：染料敏化太阳电池
由于其低廉的成本，简便的制作工艺以及相对高效的光电
转换效率，一直被业界认为是最有希望替代传统矽基太阳
电池的候选者。香港理工大学可再生能源实验室通过借鉴
仿生学的观点，设计研发了具有新型结构的染料敏化太阳
电池，该电池可以充分利用来自立体空间的光线，同时通
过与原位生长技术相结合，在电池的基底直接生长出诸如
纳米管，纳米线等一维纳米材料。这样可以大幅度增强电
子的收集效率。同传统的平板结构染料敏化太阳电池相比，
仿生状染料敏化太阳电池显示出卓越的光伏特性，甚至在
暗光的条件下一样可以发电
一种用于绿色建筑用的新型纳米复合浆料：传统方法在玻
璃幕墙表面制备自清洁涂层。通常都需要涉及到较高的初
始设备投资以及复杂的制备工艺。导致造价较高，例如通
常会使幕墙成本每平米增加 10 到 20 美元。基于此，本项
目开发了一种全新的高分散纳米复合涂料。可通过廉价便
捷的丝网印刷工艺，在玻璃表面制造高透明的多功能涂层，
该涂料由于其内部所含有的半导体纳米粒子分散性能极
佳。因此其可抑制瑞利散射效应。从而使得所制备的涂层
具有较高的可见光透过率（高达 98%以上），同时，该涂料
所制备的涂层，在经过阳光的活化后，具有光催化特性和
超亲水特性（接触角小于一度）。因此不仅可以分解吸附于
表面的有机物，也可以通过雨水轻松地将无机灰尘冲刷干
净。此外，该图层在随玻璃进行钢化处理之后会变得更为
耐用。使用寿命达 20 年，可以防止沙尘暴以及酸雨对玻璃
的腐蚀。更为重要的是，本项目所研发的涂料是水基涂料，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极低（低于 3g/L），并且不含有任
何重金属，因此是一种对人类友好的绿色环保产品，该涂
料的准备成本廉价而便捷，易于运输和仓储，我们预估该
涂料所制造的自清洁涂层其成本将不超过每平方米一美
元.

·仿生状的结构可以充分利用空间的
阳光；
·通过采用金属为基底，可以减少电
池的内阻；
·可以作为微型电源；
·由于采用一维纳米材料，具有高效
的电子收集效率；
·简单的制作工艺。

·光伏建筑一体化
·光伏电站
·微型电源

·制造成本低廉，每平米造价不超过
一美元；
·环保产品是一种基于水性的涂料，
挥发性有机化合低于 3g/L，并且不含
有任何重金属；
·卓越的超亲水特性；
·纳米粒子分散度高，平均粒子尺寸
为 5nm,透过率高，在可见光区超过
98%；
·结实耐用。硬度为 8H，该纳米薄膜
在于玻璃，进行钢化处理后寿命达 20
年。

·光伏电站
·玻璃幕墙
·窗户
·金属表面
·后视镜
奖项：第 44 届瑞士日内瓦
国际发明奖金奖;罗马尼亚
克纳波卡理工大学特别优
异奖;香港环保建筑大奖优
异奖。

5

6

7

新型玻璃用高分
散透明隔热涂料

具有高隔热系数的水性涂料。本项目旨在开发一种全新的
高分散纳米透明隔热涂料，该涂料所需的原料全部产自中
国或自主合成，该项目结合了溶胶凝胶技术及高温水热合
成的方式，生产出透明导电氧化物石墨烯纳米复合粉体，
加上研究小组独有的纳米高分散工艺，令制成品具有卓越
的可见光透过率，相比现有的透明隔热涂料，本技术制成
品的光学性优异，且成本低廉。

全球卫星定位多
天线结构监测系
统

测检地表沉降，结构性变形的高效技术:一机多天线全球卫
星定位系统 GPS 是为监测及预警山泥倾泻，以及大型结构
物，如高楼、水坝及桥梁，变形而发展的新的 GPS 技术。
该技术采用特殊的数据处理方法、软体和硬体，可以使用
一台 GPS 接收机设备带动多个 GPS 天线（如 20 个）。从而
能够使用一台 GPS 接收机设备准确的监测多个点位的移
动，大幅度的降低了 GPS 硬体成本，因而提高了 GPS 技术
应用与山泥倾泻及结构物变形监测的效能。

高精度地形测绘
计算模型

整合卫星相机影像与激光扫描数据以建立极高精准度的地
形模型：这是一项成功整合卫星相机影像与激光扫描数据
的星体地形地貌测绘技术。摄影测量测绘技术利用影像数
据建立 3D 地形模型，在水平方向的精度比垂直方向的更
佳。相反，激光扫描在垂直方向的精度较佳。这两种方法
各自存在可高达数百米的误差，结合两种方法能够消除数
据中的误差，取长补短，从而提高三维测绘产品在水平方
向和垂直方向的精准度。这项由理大研发的创新地形地貌
测绘技术已应用于中国探月工程，协助测量与选取嫦娥三
号着陆点，目前，该技术正应用于中国后续探月任务的着
陆点选取工作，以及建立香港的城市三维模型。

·具有高分散度，透明度和传导性，
且对红外有高度屏蔽作用；
·其 voc 含量，游离甲醛含量和重金
属 含 量 分 别 小 于 20g/L ， 0.03g/L,
0.1mg/kg

窗户，玻璃幕墙及汽车玻璃
等

·系统成本低廉
·全自动化运行
·实时监测
·高精准度

·监测及预警山泥倾泻
·监测河堤及水坝变形
·监测楼宇、桥梁及其他结
构物稳定性
·测量地表沉降，
奖项：2009 年 11 月 布鲁
塞尔世界创新科技博览会
银奖

·通过结合影像与激光扫描数据来消
除数据中的误差和提高三维测绘产品
的精准度；
·這 项研究对多源数据的比较、检测
与分析非常重要，能提高多源数据的
协同利用的可行性

·太空探测任务（如中国嫦
娥三号等）
·基于卫星影像与激光扫描
数据的城市地形测绘及三
维建模，适用于智慧城市发
展
奖项：第 44 届瑞士日内瓦
国际发明展金奖； 俄罗斯
下诺夫哥罗德国立技术大
学特别优异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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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可定向输送药物
的食品级胶囊制
备方法

新一代精氨酸消
耗性高效抗癌药
物

快速鉴别食用油
和筛查地沟油的
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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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胃肠道中定向输送药物的食品胶囊制备方法。目前药
物胶囊一般由合成聚合物或动物性明胶制成，这些材料在
安全性和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上都存在很大的问题。港理大
充分利用了玉米醇溶蛋白和果胶独特的物理化学特质，制
成一种新型胶囊。玉米醇溶蛋白是一种主要的玉米蛋白，
而果胶则是从柑橘类水果中提取的可形成凝胶的多糖。通
过特殊的设计，胶囊中的玉米醇溶蛋白能起到隔水层的作
用，可以有效避免果胶吸水膨胀。果胶则能避免玉米醇溶
蛋白在小肠中被消化掉。更重要的是，通过调整两种材料
的比例和胶囊的设计，可以实现定向药物输送，把药物传
送到一个选定的部位，包括胃，小肠和结肠
崭新的多效能抗癌药物。自血液中消除精氨酸以促使癌细
胞死亡。消耗精氨酸以饿死癌细胞，已发展为癌症治疗的
新模式，精氨酸是癌细胞生长所需的重要养分，正常细胞
对精氨酸短缺有良好的耐受性，但消耗精氨酸却能诱发癌
细胞死亡，精氨酸脱亚氨酶成功以此为治疗癌症带来新的
可能性，然而精氨基琥珀酸合成酶阳性癌细胞系却对 ADI
产生抗药性。通过崭新的药物设计，香港理工大学发展出
新一代的耐热性精氨酸酶，能够用来治疗精氨酸依赖型癌
细胞，并且适用于具 ADI 抗药性的癌细胞系。BCA-PEG20
于体外及动物体内测试中，均能有效抑制肺癌、肝癌、结
直肠癌、胃癌、子宫颈癌以及其他癌细胞的生长。
BCA-PEG20 更能联合其他药物做综合治疗，产生协同效应，
是甚具潜力的高效能抗癌药
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简单的方法，采用“基质辅助激光解
吸电离质谱”技术，通过直接样本载入、自动化数据采集
和简单数据处理等步骤直接分析食用油，并已建立常用食
用油的初步谱图数据库。由于每一种类的食用油都有其独
特的谱图，只要将食用油样本的谱图与数据库中相应食用
油的标准谱图进行比较，便可在数分钟内鉴别该食用油样
本是否与其标签的相符，进而可快速筛查地沟油。

·胶囊材料为未被充分利用、从植物
提取的食品级副产物，因此具有廉价、
安全和适合素食者的特点；
·通过改变两种材料的比例和胶囊的
设计，可以实现定向药物输送，把药
物传送到一个选定的部位，包括胃，
小肠和结肠

·适用于药业和健康食品工
业
·适合所有人士，包括素食
者
奖项：第 42 届瑞士日内瓦
国际发明展金奖，泰国国家
研究评议会特别奖

·BCA-PEG20 能于动物体内测试中有
效抑制肺癌、肝癌、结直肠癌、乳癌、
胃癌、子宫颈癌和食道癌的生长。
·BCA-PEG20 同时亦能有效对抗其他
精氨酸依赖型的癌细胞，包括血癌、
皮肤癌、胰腺癌、前列腺癌和眼癌；
·安全有效
·能杀灭具抗药性的癌细胞
·能做综合治疗，增强其他药物的疗
效。

·多效能的标靶抗癌药物，
用于对抗精氨酸依赖型癌
细胞
·化疗增强剂，有效提升化
疗效果
奖项：
日内瓦州政府大奖；第 37
届瑞士日内瓦国际发明及
创新技术与产品展览评审
团特别嘉许金奖；中国金种
子大赛金种子入围奖

·建立简单的分析步骤和食用油谱图
数据库
·食用油的鉴定时间由数小时缩短为
数分钟
·直接分析食用油，而且可得到高质
量和高重现性的谱图

·鉴别食用油和筛查地沟油
·建立食用油谱图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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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的肿瘤
多药耐药逆转剂
黄酮类二聚物

快速验毒新技术

多要耐药性 MDR 是肿瘤化疗的主要问题，我们已经设计并
合成了可以逆转 MDR 的一系列化学小分子。肿瘤细胞上的
跨膜蛋白 P-糖蛋白（ P-gp）和乳腺癌耐药蛋白能将细胞
里面的药物排除，从而减低化疗的效果。我们已经设计合
成一类新型的天然黄酮二聚物。得益于其结构特点，这类
药物可以靶向识别 P-gp 和 BCRP 的二聚结构并特异性结
合，从而抑制 P-gp 和 BCRP 的活性，达到有效逆转肿瘤多
药耐药性的目的。而且这类药物的毒性非常低，治疗指数
5
高达 1×10
常规验毒方法复杂、费时，而现有的快速验毒装置，也有
出现假阳性和假阴性的问题。理大研发了三种先进的质谱
技术，以高电压诱发经有机溶剂稀释的样本产生喷雾电离，
从而获取当中成分的质谱图，用以准确及快速地检测尿液
及唾液中六种常被滥用的药物。包括氯氨酮、甲基安非他
明（冰）、可卡因、摇头丸、大麻、海洛因及各药物的代谢
物。
香港理工大学研发的质谱技术，包括：1.简单、经济，用
木牙签儿进行的“木签电喷雾电离质谱” 2.能提取及浓缩
样本内毒品成分，以提高测试灵敏度的“固相微萃取-电喷
雾电离质谱联用。3.应用于现场验毒的固相微萃取和便携
气相质谱仪组合方法。

·可以逆转肿瘤的多药耐药性
·对乳腺癌耐药蛋白有很高的抑制活
性
·对正常的显微组织细胞的毒性很低
5
·治疗指数高达 1×10
·高通量合成黄酮类二聚物化合物库
有助于未来的快速活性筛选

·阻止耐药肿瘤细胞将抗癌
药物排出
·逆转肿瘤的多药耐药性
奖项：第 41 届瑞士日内瓦
国际发明展金奖；罗马尼亚
代表团特别奖；第六届中国
国际发明展银奖

·“木签电喷雾电离质谱”
适用于检测尿液与唾液是
否含有氯氨酮，甲基安非他
明和摇头丸，以及确定其含
·
“木签电喷雾电离质谱”成本较低易
量
于安装，兼容现有质谱仪，并能于几
·“固相微萃取电喷雾电离
分钟内分析一个样本
质谱联用”适用于检测尿液
·“固相微萃取电喷雾电离质谱联用”
和唾液中各种常被滥用的
的灵敏度较高，能符合大部分国际滥
药物，大麻除外，以及确定
用药物检测标准的要求
其含量
·固相微萃取结合便携气相质谱仪方
·现阶段，固相微萃取结合
法适用于现场验毒
便携气相质谱仪方法只能
检测氯氨酮和大麻，需进行
进一步研究方能实现其所
有潜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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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香港理工大学科技合作需求征集表
合作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我省企业基本
情况

所属行业

联 系 人

合作方式

合作
需求
描述

- 10 -

□技术引进

主导产品
姓名

职务

电话

手机

传真

E-mail

□人才引进

□联合研发

□合作共建研发中心或实验室 □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