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编号: PKQ120180001 
 

 

项目名称: 谷物分拣技术 

行业领域: 智能制造/农业 

合作方式: 股权投资及中国市场合作 

项目介绍： 

粮食市场是当今仅次于石油的第二大商品市场。 但大部分谷物不会直接销售， 

而是根据最终用途进行交易（精品粮，加工粮，饲料等）。谷物质量不同，价 

格天差地别，如麦芽大麦与饲料大麦，做通心粉用的硬质小麦和用于面包、饼 

干的高蛋白质小麦……品质不那么高的谷物只能用于饲料或供能。然而，因为 

气候等因素，每年的谷物质量参差不齐，有时精品谷物价格会上涨 20-50%。 

如果能根据质量有效分拣谷物，谷物供应商可获得可观的利润。 

 
 

公司使用先进的单核分拣技术，能根据质量等级分拣谷物（小麦，硬粒小麦和 

大麦等），筛选不同等级谷物并用于不同领域（精品，普通食品，饲料等）， 

大幅减少浪费。公司产品可以探测谷物核心成分（蛋白质，谷蛋白含量等）， 

从混合物中将不同品质的谷物分筛出来，精准高效。谷物分拣系统保证了每一 

类谷物的质量，无法达到精品或者食品标准的谷物可以用于饲料，大大减少谷 

物浪费。 

 

 

 

 



项目编号: PKQ120180002 

 

 

 

 

项目名称: 碳化硅表面石墨烯传感器 

行业领域: 智能制造/新材料高端制造 合

作方式: 股权融资/中国 JV 项目简介： 

生产和销售在六方晶体碳化硅上单层外延生长的石墨烯。采用高温工艺，使碳原 子

获得更高的能量移动至表面上以获得更好的均匀性，是目前屈指可数能够解决 这个

问题的公司中的一家。该公司还研发出能够在碳化硅表面生长的双层石墨烯。 目前

，该技术主要用于霍尔传感器领域，作为石墨烯(碳化硅)传感器供应商，其 产品主

要应用于汽车及自动化行业。 

 

 

 



项目编号: PKQ120180003 

 

 

 

 

项目名称: 医药物流分拣自动化系统 

行业领域: 智能制造/自动化 合作方

式: 股权投资/中国 JV 项目简介： 

为世界范围 400 多家医院及医疗机构提供全自动药物分拣系统，提供可卡片的 

产品和专业技术，帮助降低医疗工作者和患者的风险，实现临床实践标准化和 

最优化，拥有八项专利创新。销售遍布科威特、俄罗斯、波兰、法国、以色列 

和波罗的海国家等等。 作为北欧知名的医院药物智能管理、储存分发方案提供

商之一，该公司拥有领先 的智能机器人技术，完善的覆盖社会药房，医院住院药

房和门诊药房的全面自动 化管理方案，帮助提高工作效率，减少用药错误，降

低运营成本。 

 

 



项目编号: PKQ120180004 

 

 

 

 

项目名称: 金属材料 3D 打印——全球硬度最高的 3D 打印钢材料 

行业领域: 智能制造/3D 打印，钢铁产业 合

作方式: 股权投资/中国市场合作 项目简介： 

企业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先进最现代化的钢铁生产技术，该公司通过增材制造生 

产钢铁产品，主要集中在钻具和切割机等工具上，这些工具以近净形状生产， 

消除了锻造和机械加工的需要，减少材料消耗已获世界及欧洲的多项奖项，现 

在已成为世界上最知名的钢铁材料生产商之一。公司提供了一系列钢材，是世 

界上最坚硬的钢，硬度为 72 HRC(洛氏硬度高达 72)。像公司的其他钢铁材料 

一样，它非常适合加工应用，特别是切削工具。它耐磨损，满足工程行业的需 

求，同时也减少了交货时间和对环境的影响。 

 

 

 



项目编号: PKQ120180005 

 

 

 

 

项目名称: 智能电动车充电设备 

行业领域: 智能制造／充电设备 合作

方式: 股权投资/中国市场合作 项目

简介： 

提供市场上最智能，最用户友好的充电产品， 电动汽车或混合动力汽车提供可 

靠，高效，简单的解决方案。主要三种产品，分别对应全面控制(家庭充电)， 

充电站充电及旅行充电三种使用场景， 与普通电缆相比， 充电效率提高 40% 

以上。目前， 公司拥有两项美国的专利保护。竞争优势之一就是创建智能互联 

产品。通过云服务，汽车或财产所有者也可以访问远程统计和控制充电情况。 

它还能够监控能源使用情况，随着电动汽车的普及，这种监控被认为是未来的 

核心竞争力。 

 
 

 



项目编号: PKQ120180006 

 

 

 

 

项目名称: 超轻环保复合材料 

行业领域: 智能制造／新材料 合作方

式: 股权投资/中国市场合作 项目简

介： 

创新使用大麻纤维代替碳纤维，研发出超轻、高强度、低碳环保的生物质注塑 

材料。该材料的生物质比重高达 50%至 80%，净重约 1kg/m3， 与碳纤维 

复合材料重量相当。使用该产品代替塑料，可减轻 10-25%的产品自重。该材 

料的强度与玻璃纤维相差无几，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量及产品价格则与木 材相 

当。作为兼具塑料和碳纤维属性的生物质材料，替代木材、矿物、 玻璃、塑料 

等聚合物，广泛应用于汽车、家具、电器、工业产品等领域，在瑞典 超轻注塑 

材料市场中具有高性价比和突出性能。同时，产品具有低碳、节能和 100%可 

再生的特性，在注重可持续发展的北欧市场备受关注。 
 

 

 



项目编号: PKQ120180007 

 

 

 

 

项目名称: 有机太阳能电池 

行业领域: 智能制造／新能源 合作方

式: 股权投资/中国市场合作 项目简

介：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可以印在塑料薄膜上的有机太阳能电池，并且其主要材质是基 

于碳而不是硅。这家公司的技术被认为有机会创造有史以来最便宜的能源。该太 

阳能发电产品是基于实验室环境中小规模实验 25 年的工作成果，随后被发展 

成可打印的制造过程开发了一种太阳能电池，由 PET 薄膜上印刷的纳米层吸光 

聚合物。 在一个毫米厚的塑料片，太阳能电池本身就印在材料表面上，吸光聚 

合物被以纳米厚度印刷在塑料薄膜上，塑料由 PET 组成。太阳能电池不含任何 

金属，因此， 产品也被称为有机太阳能电池。 

 

 



项目编号: PKQ120180008 

 

 

 

 

项目名称: 安全信息网络 

行业领域: 公共安全/ICT/网络安全 

合作方式: 股权投资/中国市场合作 

项目简介： 

项目是一家创新的瑞典社区化安全信息网络公司，该公司开发的手机应用，可 在

苹果的设备以及基于谷歌 Android 移动操作系统的设备上运行，该应用利 用移

动设备的 GPS 信息来随时监控、通知及概述自己所在社区的安全信息及 事件，

从而向该社区的用户提供安全警报及建议。 通过搭建信息安全社交平 台，助力建

设一个资源共享的更安全的社会，让所有人共同参与，共同改变， 共同开发创造

社会效益最大化的解决方案。 

 

 

 

 

 

 



项目编号: PKQ120180009 

 

 

 

 

项目名称: 物联网智能运输解决方案 

行业领域: IoT/ICT/物流 合作方

式: 股权投资/中国 JV 项目简介

： 

项目提供一款功能紧凑，使用方便，经济实惠且坚固耐用的解决方案，可用于记 

录多种货物环境数据。适用于高价值物品的运输，连接移动设备及与全球范围内 

使用同一软件的用户进行通信。为货物运输行业设计专门设计用于记录运输过程 

中的温度，相对湿度和加速冲击事件。数据与时间一起存储用于后续分析。设计 

重量轻，便于连接任何产品。用户可以在无需打开包装的状态下全局访问设备中 

的数据，并了解货物的预期状况。使用该应用程序可以提供近乎实时的信息和可 

跟踪的货物坐标。 

 

 

 



 

 

 

项目编号: PKQ120180010（挪威） 

项目名称: 高效远程会议系统/远程教育系统 

行业领域: 远程通讯设备/远程教育/移动医疗 

合作方式: 股权投资/中国市场合作 项目简介

： 

项目提供高端视频会议云服务已开发出超高性价比的视频通信平台，可以部署在 

大多数垂直领域，从专业到消费者的使用。该远程商务会议系统最高可以接入 

30 人同时会议，并且可在会议期间同时穿插演播视频，PPT 等文件。 该平台

还可以作为开发平台提供，合作伙伴可以在平台上开发自己的服务。公 司 将建立

一个强大的合作伙伴生态系统，可以互相交换和转售服务。该视频会议系 统可以

通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PC / Mac 以及传统的专业视频会议系统上使 用。目

前已经被挪威，北欧地区，北美地区众多企业和远程教育机构选择作为远 程会

议系统和远程教育设备。 目前公司还在进一步拓展产品在远程移动医疗领 域的

运用。 

 

 

 

 

 

 

 





项目编号: PKQ120180012 

 

 

 

项目名称: 行业领先的在线“微培训” 

行业领域: 在线教育/ICT 

合作方式: 股权投资/中国市场合作 项

目简介： 

项目涉及一款行业领先的线上微培训 app 软件，可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有效 管

理工具，简便的进行产品培训，品牌培训和公司文化培训等等。该系统的灵 活性

也赋予了员工选择何时何地进行培训的自由，还能保证培训创建者对培训 的内容

时刻保持更新。培训创建者可以随意选取不同的模块和形式进行选择， 保证灵活

性的同时又大大减轻了培训创建者的工作难度。在培训后台编辑界 面，可以添加

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多种形式，并能通过多种问题的回答 来收集反馈、检

验成果，并且能实现实时更新。 

 

 

 

 

 
 

 

 

 

 

 



项目编号: PKQ120180013 

 

 

 

 

项目名称: 智能人力资源对接招聘系统 

行业领域: 人力资源/ICT 

合作方式: 股权投资/中国市场合作 项目简介

： 

项目是一个数字线上智能化招聘平台，使得公司可以仅花费很少的费用， 借助 

人工智能和数万名求职者的数据来建立自己的招聘体系，并帮助雇主使用人工智 

能的方法选择出最合适的员工。 该公司网站中，可以通过专业化的模版简易定 

制公司的招聘需求生成招聘广告 在网站中发布。在发布后可以将所有收集到的 

数据集中在一起，使用人工智能 的解决方案来对员工技能和价值观上与工作和 

公司的匹配程度进行排名，以便后续 hr 的招聘工作，同时还为 hr 部门的专业 

面试提供参考问题和面试指南， 在招募到合适人选后，自动向未入选员工发送 

回复。 

 

 

 

 

 



项目编号: PKQ120180014 

 

 

 

 

项目名称: 创新 VR/AR/MR 游戏开发 

行业领域: 游戏开发 

合作方式: 股权投资/中国市场合作 

项目简介： 

项目为 VR/AR/MR 游戏开发。创始人及核心团队成员均拥有多年游戏开发制 

作经 验。首席设计师长期专注于高质量的游戏制作，给用户提供独特的游戏体 

验，致力于真正推动 VR、AR 及 MR 产业的发展。团队注重开发侧重用户体 

验的游戏，避免了其他 VR 游戏使用户晕眩恶心或者体验感不自然的现状，在 

这个新兴的游戏市场中为用户提供一个积极健康的游戏环境。 

 

 

 

 

 

 



项目编号: PKQ120180015 

 

 

 

 

项目名称: 3D 制鞋，售鞋 

行业领域: 高端消费品/消费升级 合作方

式: 股权投资/中国市场合作 项目简介： 

项目方为瑞典知名的专业 3D 制鞋和售鞋商， 品牌自然、简约、个性化的北欧 

设计、品牌、产品，形成了独树一 帜的北欧风格，引领着全球品质、时尚、个 

性化的高端生活潮流。源自瑞典，具有百年历史的家族制鞋企业，将独特的北欧 

设计风格、领先的德国 3D 科技、精湛的南欧制鞋工艺与创新的全球商业模式 

相整合，塑造了以时尚、个性、低调、自然、轻奢为价值内涵的高端消费品牌。 

公司精熟欧洲地区的鞋业发展和各个供应渠道， 对不同手工制造区域的制造特 

点相当熟悉。作为传统消费品与现代科技结合的创新典型， 品牌在瑞典市场取 

得了不俗反响，目前正寻找中国市场合作伙伴，积极拓展全球市场。 

 

 
 

 

 

 

 

 

项目名称: 无糖有机纯素冰激凌 



项目编号: PKQ120180016 

 

 

 

行业领域: 有机食品，冷冻食品，消费升级 合

作方式: 中国市场分销合作 

项目简介： 瑞典知名的有机食品品牌，该冰激凌具有有机，素食，无麸质，无精

制糖，低温 加工，可持续，无动物脂肪，无添加剂这八大主要特点。冰激凌全部

原料都是新 鲜，优质，有机的 ; 没有任何添加剂，尽最大可能避免过敏原;全程

低温手工操 作，极大程度上保留食物的营养成分，兼具营养与美味。目前已开

发草莓，柠檬 芝士，巧克力，肉桂豆蔻，焦糖椰子布丁等七种口味。 目前产品

销售已遍布欧 洲，主要销往瑞典，英国，比利时，丹麦，挪威， 爱沙尼亚，荷

兰及芬兰等国 家，与多个世界超商巨头及有机食品连锁集团合作。 

 
 

公司希望在中国市场寻找合作伙伴， 期望合作企业为【具有冷冻食品进出口经 

验， 有成熟销售渠道的中国地区经销商】， 此经销商将负责中国市场的代理经 

营。 

 
 

 

 

 

 

 

 

 

 

 

 

 

 

 



项目编号: PKQ120180017 

 

 

 

项目名称: 北欧设计低碳轻型电动摩托 

行业领域: 消费品/清洁技术/绿色交通 合作方

式: 中国市场合作 

项目介绍： 

项目方拥有十年以上的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的销售经验。从 2004 年成立至今， 

一直保持着稳定的正现金流，到 2016 年底，年营业额已达到 4500 万瑞典 

克朗。该公司目前推出了自己研发设计的电动摩托品牌，第一批预售一经推出 便

在 3 周之内抢购一空。该自有品牌电动摩托车由瑞典顶级工业设计师设计， 并在

全球第三大电动车生产厂生产（生产厂位于中国），已成为北欧地区电动 自行车

/摩托车电商行业的领先者。 该公司产品目前已在北欧有稳定的销售渠道和盈利

模式，年增长稳定，希望寻 找有实力的中国合作伙伴，共同开拓中国市场。 

 

 



项目编号: PKQ120180018 

 

 

 

 

项目名称: 电子胸针可穿戴设备 

行业领域: 电子产品 

合作方式: 股权投资／中国市场合作 

项目介绍： 

项目主体为全球第一款数字胸针。该穿戴装备拥有一个 3.4 英寸的圆形 LCD 屏

幕，且内置麦克风、电池和电 源按钮，支持 Micro USB 接口充电等，可 以

像普通胸针一样别在衣物上， 同时支持显示 GIF 等图片。支持与 iOS、 

Android 设备配对，用户可以通过客户端为胸针替换显示图片，动态图片能 够

显示 2.5 个小时，静态图片能够显示 74 个小时，可以为各种会议、活动 设

置不同的显示画面，同时也是个比较不错的装饰物。佩戴者可以通过蓝牙和 网络

上传任何数字内容和喜欢的不同图案。公司研发的 App 系统可以让不同 人群分

享图片，并实现线上平台的交流。公司的长期战略是建立一个集创意、 品牌和

用户为 一体的社区，成为可穿戴数字产品的国际中心。 

 

 



项目编号: PKQ120180019 

 

 

 

 

项目名称: 电智能化内窥镜冲洗泵 

行业领域: 电大健康/医疗器械/生命科学 合作

方式: 股权投资／中国市场合作 项目简介： 

项目方是一家专注于开发、生产新型医用内窥镜 冲洗泵系统的创新企业，基 于

其专利保护技术开发的旗舰产品可根据病人血压智能调节冲洗压力和温度， 在

提高内窥镜手术视野清晰度的同时，可显著减少术中出血和冲洗液消耗量， 提 

高手术安全性和经济性，节约手术时间。 

 
 

 



项目编号: PKQ120180020 

 

 

 

 

项目名称: 癌症指标测试系统 

行业领域: 医疗大健康/基因检测/生命科学 合

作方式: 股权投资／中国市场合作 项目简介： 

项目涉及的测试系统是对基因表达进行测试，主要检测前列腺癌核心针活检中 三

种精心挑选的胚胎干细胞基因的标记，来作出判断病患是否需要 进一步的 手术

治疗。 结合目前使用的临床参数，PrTS 预测可以帮助医疗机构对前列腺 癌的治

疗及手术必要性作出判断，并因此可大大提高前列腺癌患者的生存率。 同时也

通过精确判断降低国家的医疗成本。 
 

 

 



 

项目编号: PKQ120180021 
 

 

 

项目名称: 健康监护腕表产品 

行业领域: 医疗大健康/健康护理 

合作方式: 公司整体出售 项目介

绍： 

专门为老年人和其它特殊人群设计的基于新一代技术的健康监护腕表产品。该 腕

表包括通用的报警功能，可以预警使用者发生的任何行为或状况异常。对客 户状

况的任何重大变化进行的自动提醒，可帮助护理人员快速作出反应，并将 资源分

配到需要的地方。 该项目技术和专利解决方案支持护理流程的更新和对治疗结

果的实时客观评 估。 该方案的精确分析减少了不必要的行动，并使得健康数据

的监控变得轻 松。 

 

 



 

项目编号: PKQ120180020 
 

 

 

项目名称: 放疗剂量验证产品 

行业领域: 医疗大健康/放射剂量验证/生命科学 

合作方式: 股权投资／中国市场合作 项目简介

： 

项目方是放疗剂量验证领域的世界领导者 ,率先推出容积调强的质量控制系 

统，基于业内的需要和远景，为新的快速和动态放射治疗技术开发了一个新的 

QA 和剂量验证标准。项目方为第一家推出容积调强的质量控制系统的公司完 

全兼容 IMRT 和 VMAT、RapidArc 和 TomoTherapy，是从计划到治疗结 

束的质量保证。 该治疗验证系统是当今世界上公认的调强治疗技术质量保证 

的金标准，适用于瓦里安的 RapidArc 、医科达的  VMAT 和飞利浦  的 

SmartArc。 

 

 





项目编号: PKQ120180022 

 

 

 

 

项目名称: 伤口与粘膜治疗的新一代药物 

行业领域: 医疗大健康/生命科学 合

作方式: 股权投资／中国市场合作 项

目简介： 

项目方是一家创新医药公司，该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开发治疗伤口与粘膜的新一 

代药物。加速伤口愈合，减少抗 生素使用。该公司开发的高稳定性的冷冻干 

燥制剂仅需使用前加入少量水，内含的乳酸菌即可被激活用于伤口愈合。人体 

内的治疗蛋白质由乳酸菌输送到伤口进行愈合， 因此利用乳酸菌是一种经济 

且高效的伤口治疗方法。 

 

 

 



项目编号: PKQ120180023 

 

 

 

 

项目名称：有机废料转化为生物炭技术 

行业领域： 清洁技术／新能源 合作模式：股权投资／建

立中国地区合资企业 项目简介： 

该项目通过其独特的热化学过程技术将有机残留物转化为价值，任何有机材料 

都可以作为原料，通过该公司的工艺生产生物炭和能源。来自农业部门的森林， 

秸秆，树皮，锯末，甚至粪肥或废水污泥里的木浆等等都可以通过该公司的独 

特工艺转化为价值。生产出来的生物炭可以用作土壤改良剂，通过隔离碳并提 

高土壤肥力，减少氮氧化物和甲烷的排放，并使土壤具有保持水分的能力。通 

过建立小规模分布式系统，该项目的整个生产流程可以减少整体运输排放，提 

供局部供热或冷却，就地取材进行发电。生物炭具有极大的潜力，将农业中的 

“砍伐和燃烧”转变为“砍伐和炼炭”。 

 

 

 

 



项目编号: PKQ120180024 
 

 

 

项目简介：高效节能的空气除湿净化系统 

行 业：  新材料 & 高端制造 

合作方式：股权融资/中国 JV 项

目介绍： 

该项目公司由瑞典的两名年轻工程师于 2009 年在瑞典成立，他们发明了一种 利

用高效节能方法从潮湿空气中创造液态水的新方法，最初的想法是开发在缺 水国

家生产饮用水的工具，并由此发现降低环境湿度可以大大降低区域供热的 能耗。 

公司设计，制造并销售所有气候条件下的空气除湿机以及其他高效空气处理产 品

，最低可达到零度以下的温度。公司的产品可以有效去除水分和气味，确保 建筑

物，物品和设备的质量和可持续性，以创造一个更健康的工作生活环境。 为集

中供热地区提供干燥的环境可以大幅度的降低集中供热的能耗。通过特殊 环境干

燥技术，可以大幅度降度集中供热耗能，降低系统的维护成本。 公司研发的专

利除湿系统基于尖端的专利热冷凝技术的智能冷凝式干燥器。能 在各种环境中浓

缩水分，在所有温度下，甚至在零度以下都能达到同样的节能 效果，可以降低温

度而不增加湿度。 

公司现有三大系列产品，包括区域除湿， 区域除湿去味，以及适用于古建筑 保

护的类特殊除湿要求系统。 

 

 

 



项目编号: PKQ120180025 
 

 

 

项目简介：生物碳生产提炼技术 

行业领域：清洁技术／新能源 合作方

式：中国市场合作及股权融资 项目介

绍： 

本项目公司位于瑞典北部，是瑞典政府能源公司下属企业。公司通过一项独特 的

专利技术，称为烘焙的工艺来提炼固体生物质，并提供完整设备和生产工艺 及技

术。利用该技术制造的精制固体生物质被称为“生物煤”或“生物碳”， 具有与

化石煤相似的特性。与原始生物质相比，生物醇在所有类型的生物质过 程（燃料

和化学品）中具有更好的效率，更容易研磨，部分疏水性，减少 NOX 排放，更少

的排气，并且可以更长时间地储存。该公司技术代表了第三代生物 质能源技术

， 为全球领先。 项目公司可以利用回收木屑和生物质秸秆生产生物可再生木屑

，与水泥回转窑 中的硬煤共燃。也与沥青工业密切合作，用生物煤油和黑色颗粒

燃烧器代替石 油和天然气燃烧器。 

目前项目公司寻求中国市场合作伙伴： 

1. 希望与木制颗粒设备厂，生物质干燥机和 EPC 公司的制造商合作。 

2. 希望与合作伙伴在中国建立示范生物煤的试点工厂 

 

 

 





项目编号: PKQ120180027 
 

 

 

项目简介：瑞典供暖系统能源管理系统 

行业领域：能源管理／智能家居／大数据 合

作方式：股权融资/中国 JV 

项目简介： 

 

这是一家专注提供房屋供暖系统智能监测与控制解决方案的软、硬件开发公 司

。其产品能够帮助用户随时随地监测室内供暖，实时智能控温，提升人居舒 适

度，优化能源管理。 

这是一款房屋供暖智能监控系统, 主要为别墅和集中供暖系统提供能耗管理。 

产品由三部分组成，包括硬件和一款手机 APP 。系统通过对室内外温度、日 

照等多参数进行实时监测,根据用户预先设定的室内温度,进行自动、精准和智能 

的调控,最大化的实现恒温、节能和省钱的效果。 

该系统的创先在于引入天气等多参数监测代替单一温度指标，超强算法实现更 

精准、智能的调控； 具有长效学习机制, 历史数据储存分析,使用。 使用越久, 

调控效果越好，具备手动、自动双调控模式,支持多终端, 远程实时控制。 

 

 

 

 
 

 

 

 

 

 

 



项目编号: PKQ120180028 

 

 

 

项目简介：建筑节能板及节能技术公司 

行业领域：节能技术／新型建筑材料 

合作方式：中国市场合作及股权融资 

项目简介： 

本项目公司拥有一种全新的建筑热能板产品和技术，通过与建筑物的繁重结构 

结合在一起. 像以下图例所示, 在进入房间之前, 补给空气先穿过了中空管. 房 

间里的剩余热量在房间被占用期间被中空管吸收, 而在房间的非占用期间被释 

放出来。利用中空管的热能储存能力的效果, 在夏天和冬天是不一样的. 源自人 

体的热量, 照明, 电脑和太阳辐射等的剩余热量, 可以被储存在中空管里, 在白 

天中空管的温度会升高 2-3 度, 但不会影响居住者的舒适感. 

 

 



项目编号: PKQ120180029 
 

 

 

项目名称：生物可吸收骨科手术植入材料（芬兰） 

行业领域：医疗器械/医用材料/生命科学 合

作方式：股权投资及中国市场合作 项目简介

： 

这是一家致力于研发、生产和推广具有生物可吸收性、生物活性以及药物释放 

作用的外科手术植入材料的生命医学公司，其总部、研发及工厂位于芬兰的坦 

佩雷市。该公司的首席科学家于 20 世纪 70 年代率先研发出全球首款生物可 

吸收螺钉，并于 1984 年首次应用于踝关节骨折手术中。该公司近年来采用具 

有良好生物性能的聚丙交酯-乙交酯（PLGA）材料，推出了第四代具有卓越机 

械性能的可吸收骨折内固定产品，该产品系列在生产技术及材料性能方面目前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次公司又于 2010 年推出了全球首款具有药物释放作用的 

骨折内固定产品，该产品可携带多种抗生素并进行缓释，能够有效降低术后植 

入物引发的机体细菌感染的风险，减少高昂的术后护理花费，减轻患者的病痛。 

 

 

 



项目编号: PKQ120180030 

 

 

 

 

项目名称：高品质农业种植的可持续解决方案 

行业领域：现代农业 合作方式：股权投资及中

国市场合作 项目简介： 

该公司成立 10 多年前，由瑞典的植物科学家和生物学家创立。公司致力于使 

商业农作物的生产更具连通性和资源效率，已成为温室和受控植物生长环境的 

业内最成熟的智能照明解决方案。今天，六大洲的种植者和商业生产者使用我 

们全面而灵活的解决方案来持续提高产量，同时生产具有优质外观，优越营养 

或药用价值，保质期更长的农作物，以获得最高的经济收益回报。公司目前在 

北欧纳斯达克上市，市值约二亿瑞典克朗。 该公司与商业种植者合作开发了

现代农业温室种植中的可调控 LED 植物生长 灯，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确保您获

得产品的最佳运营成本和您追求的最高农作物 品质。 

 
 

 



项目编号: PKQ120180031 
 

 

 

项目名称：负压及带高频震动的淋巴引流设备 

行业领域：大健康／医疗设备 合作模

式：股权投资／中国市场合作 项目简

介： 

今天的暂时没有有效药物治疗淋巴水肿。淋巴水肿最常见的治疗方法是完全镇 

静疗法（CDT），包括四个阶段：手动淋巴引流（MLD），压迫疗法，运动和 

护肤技术。该项目的产品就是设计通过负压使皮肤伸展来支持手动淋巴引流。 

产品优势： 

－对于治疗者 

•增加收入机会和改善业务➛提高客户满意度 

•减少治疗提供者的压力，并通过设备使用减轻手上的压力 

•为诊所客户提供更广泛的服务。 

－为患者 

•温和舒适的治疗淋巴水肿的治疗方法 

•改善淋巴循环 

•缓解疼痛和肌肉酸痛 继发性淋巴水肿的改善

和淋巴水肿的治疗 

 

 



项目编号: PKQ120180030 
 

 

 

项目名称：便捷式加氢站 

行业领域：清洁能源 合作模式：股权

投资／中国市场合作 项目简介： 

未来汽车动力能源将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而氢燃料电池被认为是终极环保 

能源，但是氢燃料电池车的商业化道路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目前氢燃料成 

本高，尽管较最初的成本已经降低了 20 倍，但在日本一定程度上还是依靠政 

府补贴。同时氢燃料需要建立单独的加氢站，这对于汽车企业来说也是一笔不 

小的费用支出。 来自瑞典北部的项目公司提供了一个小规模的移动型的汽车加

氢站的建设方 案， 对于早起的燃料电池普及阶段非常实用。并且可以根据后期

汽车充氢规模 要求的增加而提高加气规模。 

 

 

 



项目编号: PKQ120180033 
 

 

 

项目名称： 太阳能水净化系统 

行业领域： 清洁技术 合作模式：股权投资／

建立中国地区合资企业 项目简介： 

这是一家瑞典中部的小型家族企业。公司提供的的净水解决方案可以将盐化和 

污染的水变成任何地点的安全饮用水。该公司研制的产品是作为完整的移动式 

离网套件制造的。 因此该净化系统可以根据当地的运用人群规模定制，并且不 

需要运输。随着系统连续生产安全水，塑料瓶废物被最小化。 该净化水系统还

可以完全配套太阳能动力系统，在户外没有供电的情况下，以 太阳能作为能源

启净水设备。只要将移动进水设备移至水源附近，打开太阳能 板， 即能获得可

饮用的净水。 

 

 

 

 

 
 

 

 

 

 

 

 

 

 



项目编号: PKQ120180034 
 

 

 

项目名称：Blip 蓝牙技术交通流量管理预测系统(丹麦) 

行业领域：ICT ／智慧城市管理方案 合作模

式：股权投资／建立中国地区合资企业 项目

简介： 

这是一家丹麦 ICT 企业，其研发的系统主要通过蓝牙技术和传感器平台集成， 

分析来自多种技术的数据，包括 WiFi 和蓝牙传感器，3D 摄像头，人员计数器 

和其他第三方数据源，将所有信息都集中在一个安全的数据库中。 该方案的系

统工作原理是将该公司的跟踪传感器安装于路边，通过经过的手机 蓝牙，收集

代码传输的数据信息来测量经过车辆和人流量的数据和速度频率。 公司使用先

进的数据挖掘和预测建模分析功能，为客户提供实时和贯穿历史数 据的分析，

并以直观的基于 Web 的用户界面提供令人信服的可视化视频效果 界面。 公司

产品提供超精密，易于使用的多部门决策系统，为机场，市政府和其他高 流量

设施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交通流量情况概览。系统可以提供最新的视觉表 现，展

示整个设施发生的情况，以及帮助您提供最佳服务的性能分析。使得用 户得以

完全掌控并能够对资源分配，设施布局等做出快速而明智的决策。该产 品优势

，操作简便，减少管理开支，实现最大化收入。目前被广泛用于欧洲的 机场，

交通枢纽，大型游乐场等设施内。 

 



项目编号: PKQ120180035 
 

 

 

项目名称：自动驾驶软件开发 

行业领域：自动化／智能交通 合作模式：股

权投资／建立中国地区合资企业 项目简介： 

位于瑞典哥德堡的项目公司正在构建完整的 ADAS 和 AD 系统的模块化平台， 

可以将这些平台扩展到需要低成本满足最新 NCAP 要求的车辆，或者需要最 

新和最大自动驾驶功能的车辆。该软件系统的优势之一是能够提供完整的软件 堆

栈，其中包括用于计算机视觉，传感器融合，决策制定和车辆控制的算法， 以

及运行在云中的应用程序。可扩展性和完整性的结合允许快速应用跨车型和 车辆

线路，因为软件模块的重复使用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验证和验证工作。公司 致力于

将软件堆栈适应来自任何供应商的传感器，计算硬件。 

 

 
 





项目编号: PKQ120180035 
 

 

 

项目名称：瑞典木纤维内衣 

行业领域：纺织新材料／奢侈消费品 合作模式：股权投

资／建立中国地区合资企业 项目简介： 

这是一家来自瑞典北部的纺织品面料公司。 公司开发专为适合舒适和崇尚自然 的人群

设计的木纤维材料内衣。内衣材料混入了瑞典原产的木材纤维。面料更 舒适爽滑。 从

树木精心加工成最高质量的面料，旨在实现最高的舒适度。 公司目前精心打造高端内

衣品牌，产品设计以北欧简洁风为特色，只做单色内 衣。为了获得时尚，品牌故事主

打北欧森林，为其添加了其他品牌根本没有的 维度。并将其材料与木材紧密结合，创

建了一个全新的生物面料概念。品牌目 前已经进入瑞典高端百货－NK，并且开始在欧

洲其他城市销售。 

 

 

 

 
 

欢迎对上述公司和项目有兴趣的开展技术合作、股权合作、市场合作的产业或资本投资人与 

我们联系（brlscp@grandall.com.cn），索要进一步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