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湖北国际技术转移对接洽谈会外方参会项目汇总表（第二批） 

 

一、生物医药 

编号 国家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概要 合作模式 

1 英国 牛津大学科技创新 

用于癌症预知的软件：一种

用于分析基因型分型数据的

新型算法 

OncoSNP 是一个用于对配对和未配对肿瘤样

本中获取的 SNP 基因型分型数据进行 DNA

拷贝数目和杂合性缺失分析的算法。该算法

利用完全集成的基于统计模型的方法去处理

有 SNP 阵列提供的完整的二维数据。

OncoSNP 利用半参数噪音模型，能够去学习

复杂的（非高斯的）噪音分布。 OncoSNP 能

够修正基质的污染和肿瘤内异质性效果，它

们在 SNP 数据中产生含义模糊的结构，混淆

传统的主要用来种系 DNA 的分析工具。该

算法也能够修正由多倍体肿瘤样本引起的归

一化错误。 

1. 技术授权 

2.技术合作  

2 英国 牛津大学科技创新 
膀胱癌温疗仪 ，显著降低

复发率 

丝裂霉素灌注疗法是欧洲、北美及澳大利亚

等国的官方推荐治疗方法。英国公司基于内

温热膀胱癌化疗法，治疗非侵入肌肉层的膀

胱癌，已经在英国、德国和土耳其等欧盟国

家的多家医院临床使用，有超过 1500 多个临

床案例。已经完成的临床研究结果表明，复

发率从 70—80%降低至 15%。英国玛丽王后

1.帮助在中国的临床

研究和中国药监局审

批程序 

2. 中国市场独家经销

权 



  

 

 
  

 

学院主导着更大规模的临床研究，在欧洲多

家医院进行，预计 2017 年公布结果。作为二

类医疗器械，该产品已经在欧盟获得批准，

并通过 ISO 质量认证。特别适用于现有的经

典疗法——丝裂霉素灌注。 

3 英国 牛津大学科技创新 
牛津抗阻诊断：无标记生物

指标检测技术 

牛津大学医学诊断公司开发出一种独特的平

台技术，使用阻抗来测量目标——无标记生

物指标检测。该技术基于无标记电阻抗/电

容，可测量辅助疾病诊断、预后和分层。在

血液、血清等体液中运作。拥有潜在的新型

高效测试范例复用能力，成本低。临床产品

包括： 

1）乳腺癌：赫赛汀治疗的伴随诊断和管理； 

2）帕金森病：由临床数据支持的症状前检测

分析； 

3）登革热：在高风险环境中使用的快速低成

本试验。 

一百四十万英镑资本

投资，股权认购 

4 英国 牛津大学科技创新 

一个创新的医疗软件公司开

发的新一代数字化和应用大

数据、免试剂的床旁(point 

of care)诊断，可降低医疗支

出并提高临床医疗效果。 

在过去的五年内，该英国公司已经建立了一

个大范围的诊断产品开发计划。其第一个应

用产品，计划将彻底改变医生在检测和了解

未足胎新生儿肺成熟度的现行方式，该公司

的技术将有助于医生快速和准确地诊断肺成

熟度，改善治疗和拯救生命。 

其商业模式为以诊断为服务 (DaaS)和云模

式，使安装方式更简单，允许以较少资源进

行快速安装，达到超过 90%的营业利润率和

一个有力的―按点击来收费‖的营利模式。该

公司以软件和云计算为基础的诊断方法相当

寻求投资 



  

 

 
  

 

独特，因此目前并无已知的、以数字化方法

进行新生儿肺成熟度测验的直接竞争者。 

5 英国 牛津大学科技创新 

高性能紫外区成像检测器及

其他应用：一种高性能专业

探测技术应用于各类分析和

生命科学仪器 

主要用于化学、制药和生物制药领域。该公

司的技术目前已经应用于以下三个方面的产

品： 

1）ActiPix D200 检测器组件：目前使用于分

离科学中的应用以进行成像压力驱动分离

（比如液体层析法、毛细管电泳疗法）；取代

传统的紫外线检测器以应用于更加高端的领

域；需要自动采样、通过泵产生高压&低流

量、采用数据处理软件以形成完整产品； 

2） Malvern Viscosizer TD – OEM 产品：使用

带有毛细管流紫外区成像功能的 Taylor 

Dispersion Analysis 分析系统，以实现目标生

物分子在超低容量情况下生物物理特征分

析； 

3） Sirius 表面溶解成像 – OEM 产品：分析

活性成分如何从药片表面释放出来，应用包

括药片粉末、支架、凝胶或者皮肤贴片。 

寻求投资 

6 英国 牛津大学科技创新 

手持式节食减肥及健康状态

呼吸测量仪，帮助节食者测

量呼吸酮水平的电子仪器 

该产品 MotiveAte 是一种创新的测试呼吸酮

水平的手持式仪器，呼吸酮是脂肪代谢的副

产品。每一次测试都需使用一个一次性的喉

舌，公司潜在的收入是通过销售该装置和测

试喉舌。每一次呼吸测试都可以提供即时的

反馈结果，以提供关于被测试者的饮食和运

动，即节食计划对其身体新陈代谢的影响的

数据。因此，MotiveAte 可以协同人们的运动

和节食计划，并提供到目前为止其他产品所

寻求投资 



  

 

 
  

 

不能提供的，关于人体新陈代谢变化的数

据。这些测试数据将极大地鼓励节食者坚持

他们的计划，即使在节食的头几周他们并不

能看到显著的减重效果。 

7 英国 牛津大学科技创新 
牛津新一代激光气管镜，简

化肺部疾病诊断  

目前，测量肺部不同位置的二氧化碳浓度最

好的方式是通过使用一种球状设备封闭一个

待检测区域以及吸出其中隔离的气体，然后

在质谱仪中做进一步测量。然而这是一种非

常不切实际且低效的临床检测方法，并且这

种方法还不能测量接近肺泡部分的二氧化碳

浓度。牛津激光气管镜可以通过直接测量所

需区域的数据以大大简化这个过程，并且牛

津的技术允许对肺组织中的功能区域进行三

维空间映射和绘图。这些量化的数据对于癌

症或患慢性阻塞性肺病病人手术前后检查数

据的补充都有重大意义。 

授权许可 

8 英国 牛津大学科技创新 

智能心电图仪：适用于健康

看护和临床诊断的智能化心

电图仪 

Cardiolyse 是一个智能化的心电图仪，适用于

健康看护和临床诊断，具有独特的智能化软

件，能够自动解析心电图的检测结果，临床

医师或个人都可以使用。该技术迎合流行的

远程健康和健康大数据的市场需求。 

Cardiolyse 使得心电图曲线为普通人所理解。

它揭示了生活方式与心脏健康状况、耐力、

情绪之间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和发展趋势，为

使用者进行自我诊断和训练安排提供了有意

义且具有可操作性的信息。 

1. 授权许可 

2.股权投资  

9 英国 牛津大学科技创新 智慧型医疗诊断系统 
该公司研发出的一系列软硬体产品，解决目

前心电图医疗市场所面对的问题。 

三百万欧元投资，股

权认购 



  

 

 
  

 

1）心电图电子化：医生可以随时在不同的诊

所调阅患者心电图，提高医疗效率和品质。 

2）高度相容性的软硬体：医院开始使用电子

病历后，必须将 X 射线图、核磁共振和心电

图等结果汇入电子病历，GemMed 软硬体有

高度的相容性，使用者(医院)无须花费大量

金钱购买额外软件进行整合。 

3）辅助性远端诊断中心：为解决医院人手不

足的问题，此公司同时设有辅助性的远端诊

断中心，让该中心的医生协助进行判读。 

4 ）业界首创心电图临床决策支持系统

(CDSS)：为协助临床医生进行决策而设计的

电脑软件，提供临床医生一个可靠、高精准

度的诊断。 

10 英国 牛津大学科技创新 抗生素 

牛津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的基于无毒

的碳水化合物药物去治疗由革兰氏阴性细菌

造成感染的方法。一组抑制剂已被鉴定能够

通过特别破坏细菌外层细胞壁从而弱化细

菌，使其更易于被患者自己的免疫系统攻

击。领先的药物能够从细胞外环境在细菌外

膜作用，无需进入细胞内。这允许药物可以

具有更多样的化学功能，而不必要遵循对目

前的抗生素特性的规定。 

1. 风投阶段寻求投资 

2. 技术授权许可 

11 英国 牛津大学科技创新 细菌识别 

一种通用的基于核糖体的多位点序列分型

(rMLST)的细菌识别方案。该发明是第一种

能够在所有系统发育水平上广泛和精确细菌

特征化的基因型方案。该系统通过识别和分

析在核糖体蛋白亚族(rps)基因内的等位变异

1. 风投阶段寻求投资 

2. 技术授权许可 



  

 

 
  

 

去达到快速和高精确度的系统发育的识别；

该基因具有通用性，还记录了大范围的进化

差异性。 

12 英国 牛津大学科技创新 牛津脑血管支架  

Oxiflow 是一种全新的导向型支架，它是直接

从镍钛诺记忆合金管激光切割得来，其具有

以下特点： 

-很好的径向力 – 可以准确安置在血管壁上 

-非常灵活 – 可用于更加扭曲的血管上 

-有很多孔隙 – 可避免堵塞附近的血管 

-可收缩成更短的直径 – 可到达更深的脑部血

管 

-区域过渡平滑 – 可以保持血管原来的样子 

-符合人体学的传送系统 – 可以准确放置支

架、更让病人满意 

1.成立合资公司  

2.风险投资，一百到

两百万英镑投资，股

权认购 

13 英国 牛津大学科技创新 自适应性追踪标签系统 

该技术基于一种非常高效的压缩算法去减小

数据量，能够降低在信息储存和传输中的能

耗。该技术还支持数据连续上传，降低了标

签毁坏带来的大规模数据丢失的风险。该智

能标签用途广泛，能够进行车载流媒体压缩

和速率自适应抽样，而不仅仅像现有的标签

只能充当数据记录器。 

1. 技术授权许可 

2. 成立合资公司 

14 英国 牛津大学科技创新 无创血糖监测系统 

无创血糖监测系统： 

•眼睛测量和血糖水平有惊人关联； 

•测量尺寸根据血糖水平变化，眼睛前房改

变； 

•用户友好，无侵入性，简单手持对准眼睛。 

1. 授权许可 

2.股权投资  

15 英国 牛津大学科技创新 
高质量、精确快速的针对传

染性疾病的分子诊断测试和

该分子诊断测试的技术缩写为 LAMP，代表

环介导等温扩增法，该技术是一种简单，快

1. 经销商 

2. 投资  



  

 

 
  

 

器械 速，具有特效和成本优势的核酸扩增方法。

测试利用其自主开发的可靠并紧凑的诊断仪

器培养和读取结果。 

16 英国 牛津大学科技创新 

针对呼吸疾病持续自我监控

的智能可穿戴医疗保健设备

和服务 

该产品属于二类医疗器械，对取得 CE 和

FDA 批准有明确的途径。现已推出第三代产

品，跨界认证的医疗设备 – 智能手表；该智

能手表已经通过临床证据证明了功效，数据

通过指尖的传感圈进行监控，包括血氧饱和

度、体温、心跳和体力活动。数据可通过蓝

牙传递到智能手表，并且可通过无线网络或

者 3/4G 网络与用户的移动电话沟通。 

1. 生产 

2. 股权投资  

17 英国 牛津大学科技创新 
无线数字远程实时临床监护

仪 

全院和家庭病床使用的集成平台无线临床可

穿戴产品交互式平板监控设备患者数据集成

“生命卫士”服务器和网络，伴随临床应用

软件数字化病患集成至当前的工作流程中为

医务人员提供即时、精确且自动化的病患状

态临床上强大的连续、远程和实时监控通过

临床验证、ISO 认证、CE 认证和其他市场认

证，正在申请 FDA 510k。 

寻求投资 

18 英国 中央兰开夏大学 吲哚衍生物 

兰开夏正致力于开发新的化合物，以用作治

疗剂，尤其是用在治疗和/或预防癌症（特别

是脑癌/脑肿瘤）等增生性疾病上。工作范围

包括开发药物组合物和化合物的针对性治疗

用途。 

1. 技术授权和/或开发

初步试验结果 

2. 在临床前和临床试

验以及向监管机 构提

交专利以及发布后进

行合作 

19 英国 中央兰开夏大学 诊断增生性疾病的方法 

提供了一种诊断和/或预测增生性疾病，特别

是脑癌（如神经胶质瘤）的方法。工作中包

括开发诊断器材和相 应的分析工具（如数据

1. 技术授权和/或开发

初步试验结果 

2. 在临床前和临床试



  

 

 
  

 

库、计算机软件等）。 验以及向监管机 构提

交专利以及发布后进

行合作  

20 英国 中央兰开夏大学 寡核苷酸适配子 

寡核苷酸适配子工作涉及到新寡核苷酸适配

子的识别、 特性化并应用到恶性细胞以起到

诊断和治疗作用。  

1. 技术授权和/或开发

初步试验结果 

2. 在临床前和临床试

验以及向监管机 构提

交专利以及发布后进

行合作  

21 英国 中央兰开夏大学 检测脑癌 

该研究领域涉及到如何检测个体是否患有脑

癌。本研究还预计脑癌患者的临床疗效的方

法；监控患者脑癌发展的方 法以及对患者的

脑癌严重程度进行评级的方法。 

1. 技术授权和/或开发

初步试验结果 

2. 在临床前和临床试

验以及向监管机 构提

交专利以及发布后进

行合作  

22 英国 中央兰开夏大学 分析 DNA 的器材和方法 

短串联重复 (STR) 常用于在各种法医学应用中

分析 DNA，例如分析在犯罪现场找到的 

DNA。Y 染色体上找到的 STR (YSTR) 可用于判

断样品中是否有存在男性 DNA 和女性 DNA， 

例如在性侵犯案件中采集到的样品。 

1.技术授权和/或联合

开发和推广初步试验

结果 

2.将初步试验结果过

渡到生产产品 

23 英国 中央兰开夏大学 鉴别细菌感染 

本研究进行了一种用于鉴别胸部细菌感染

（如链锁状球菌肺炎）和胸部病毒感染的诊

断试验。本发明通过一种全新的探测技术，

以探测是否有细菌，例如探测细菌在肺部和

支气管繁殖过程中以生物膜形式产生的信息

素。许多细菌的信息素都有其独有的特征，

从而可分辨出诱发细菌。 

1.技术授权和/或研发

初步试验结果 

2.具备医疗器械开发

能力以及向监管机构

提 交专利以及发布后

经验的合作 

24 英国 中央兰开夏大学 夜尿症 所采用的方法是研发一个基于外部警报的解 1.提供技术授权和/或



  

 

 
  

 

决方案，在预测 到可能发生尿失禁时唤醒儿

童，而不是在发生尿失禁和发现 床铺沾湿后

才做出反应。最后，我们会开发针对性的传

感器 算法并植入到专用软件中，以自动分辨

用户的实际情况。这 个方法能让儿童稳定地

停止尿床，同时学会控制膀胱。  

开发初步试验结果 

2.临床前和临床试验

能力以及向监管机构

提交专利以及发布后

经验的合作 

25 英国 中央兰开夏大学 固体剂型的生产 

本项研究使用 3D 打印技术——确切而言是熔

丝制造（FFF） 3D 打印——来支持可定制剂

量的固体剂型的生产，如按需的片剂药物。 

申请技术许可并应用

最初的实 验室结果 

26 英国 中央兰开夏大学 

用于指纹有机残留显现和复

原的表面修饰二氧化硅纳米

粒子 

本研究开发了一种含有机官能化二氧化硅纳

米粒子的独特指纹粉。所提供的指纹粉由于

其疏水性和细度，具有出色的细节点置信水

平/度。此外，本指纹粉可保护和保留指纹残

留本身，从而使得在现场或经长期储存后进

行法医检验成为可能。  

技术授权 

 



  

 

 
  

 

二、新材料 

编号 国家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概要 合作模式 

27 美国 Adaptive3D 技术公司 3D 打印树脂材料 

Adaptive3D 公司设计专有的、3D 制造的高性

能聚合物，并用已有技术来加工这些材料。

我们材料优先和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

提供定制生产树脂。最初的客户有哈里伯

顿、拉西尼以及主要的服装、音响和医疗设

备公司。这些公司需要我们的树脂，因为我

们生产的树脂强度大、耐用、不易变形、阻

尼，并能制成复杂的 3D 几何形状。我们与

上游的供应商和制造商合作，批量生产材

料，以满足大批量客户的需求。出售树脂，

我们的毛利率可达 65%。 

在中国寻求更进一步

的投资者关系，希望

合作伙伴了解亚洲制

造业，并具有一定的

关系网 

28 美国 Essentium Materials 闪熔 3D 打印技术 

Essentium 公司解决了从一开始就困扰 3D 打

印的常见问题：3D 打印部分的相邻层夹层缺

陷。针对这一问题，我们的解决方案是 2 部

分：（1）我们生产由导电纳米颗粒构成的 3D

打印丝；（2）用装有专属保险丝盒电焊工具

的打印机打印部件，能与特制的打印丝起反

应，将夹层熔合在一起。这样，打印出的部

分各个方向上都很结实，就像注塑件一样。 

寻求中国 3D 打印合

作伙伴 

29 美国 InKemia 绿色化工公司 绿色溶剂 

溶剂几乎在所有行业都有应用，其组成的市

场估值是 260 亿美元，并且到 2022 年会增加

到 330 亿美元。目前约有 1000 多种在售的溶

剂，其中大部分的化学品具有危险特性。伴

随着现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各行业公

寻求化工产业、制造

业合作伙伴 



  

 

 
  

 

司也都在努力寻找代替危险溶剂的安全替代

品。我们的团队花了 10 多年的时间开发出了

大量多样的更绿色、更安全的溶剂，以解决

这些行业难题。已开发出的溶剂库包含了

500 种化学品，且数量还在增长中。 

30 美国 N12 技术公司 纳米针 

N12 技术公司生产纳米针，这是一种垂直分

布的碳纳米管，用于加强复合层积板夹层间

区域。专利技术可增加 10-10,000%层间剪切

和抗压强度，这取决于具体的性能标准。材

料可规模生产，已被航空、汽车、运动产品

和风能行业的主要 OEM 代工厂使用。 

数十亿美元市场，先

进复合材料应用合作 

31 美国 TriboTEX 纳米材料抗机械磨损 

公司制造先进的各向异性纳米材料来减轻机

械磨损。纳米粒子由于其独特的各向异性结

构，可以在表面自组装成厚的涂层，可以一

面附着在表面，另一面来减少摩擦。该技术

来自于政府资助的大学研究，并已获得国家

科学基金（NSF）小企业创新研究阶段 1 和 2

的资助，以及美国工程教育协会（ASEE）的

奖励金。 

资本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