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机构 
威茨纳米技术中心/格拉茨技术大学 

固态物理研究所 

研究重点 威茨纳米技术中心是一家通过ISO9001认证的非赢利打印电子、光电器件、传感器、快速原

型制作与智能集成系统研发中心。2006年成立以来（股东：JOANNEUM研究所，格位茨技

术大学等）威茨纳米技术中心建树颇丰，积累成长为可靠的研发合作伙伴，不仅提供精良的

科学能力与技术专业知识并良好结合，还建立了学术与产业伙伴集群。承担的项目包括与产

业伙伴在工艺开发方面的研发合约（特别是喷墨打印产业）、与国内外合作伙伴一起申请公

共基金支持的应用研究项目（电子器件、传感器和智能集成系统等领域）。 

其研究聚焦于基于喷墨打印的图形和工业级电子应用，光电与传感器件（OLED、OTFT、

OPV等），硅基半导体与打印电子的非匀质整合入智能系统和（有机）半导体材料与性能开

发（包括降解与可靠性问题等）。 

威茨纳米技术中心有ISO6级洁净室里可运行集成模块中试和示范生产线，包括用蒸发法、溅

射和溶解法制备薄膜沉积的惰性手套箱集群，最先进的工业喷墨打印机，最现代化的电子束

光刻、光刻及各种材料与器件表征设备。与其战略伙伴JOANNEUM研究所材料所和格拉茨

技术大学已开发的制备工艺相结合，如R2R纳米压印、TPA等，所有小批量生产线的生产工

艺威茨都已具备。 

威茨在印刷（有机）电子领域有丰富的经验与专业知识，并在多项国家及国际项目中加以提

升，如项目集群“ISOTEC”和长达7年的“先进功能材料CD实验室”。 

国际合作伙伴  德国Wuppertal市Bergische大学的Scherf教授：应用于oFET与OLED的新型有机半导体

研发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高分子研究所的Klaus Muellen教授：应用于OLED的新型有机半

导体与树枝状材料研发 

 德国柏林市Humboldt大学的Norbert Koch教授：欧盟第七框架项目“HYMEC——有机/

无机混合集成电子和光子电路的存储元件” 

 高科技涂层公司（Miba涂层集团）：欧盟OLAE+项目“FLEXIBILIS——柔性无ITO透明

低成本并涂布高品质阻挡层的基板” 

 弗劳恩霍夫学会应用高分子研究所：奥地利FFG (EMISSION)资助项目“FLEX!PV.at—

—柔性光伏模块开发” 

合作课题 威茨纳米技术中心有兴趣合作的课题包括： 

 电子应用的喷墨油墨开发领域的研究，包括基于导电金属纳米粒子的油墨、可印刷硅、

石墨，和其他碳基油墨；  

 基于OLED、OTFT、OPV等的光电与感应器件用新型材料开发研究，包括特别是新型

材料研发及（有机）半导体材料性能研究（包括降解与可靠性问题等）  

联络方式  威茨纳米技术中心： 

Emil J.W. LIST-KRATOCHVIL教授和DI Helmut J. WIEDENHOFER教授 

 联络方式: 

Emil J.W. LIST-KRATOCHVIL教授: emil.list@ntc-weiz.at, www.ntc-weiz.at 

Tel.: +43 316 876 8003; Franz-Pichler-Strasse 32, 8160 Weiz, Austria 

Graz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Institute of Solid State Physics 
Petersgasse 16, 8010 Graz, e.list@tu-graz.at  

mailto:emil.list@ntc-weiz.at
http://www.ntc-weiz.at/
mailto:e.list@tu-graz.at


 

 

 

 

 

  

公司/机构 奥地利技术研究所（AIT） 
分子诊断研究室  

研究重点  感应器开发：奥地利技术研究所分子诊断室的专家们致力于开发高灵敏度纳米生物感应

器用以分析液体，如血清或唾液。AIT运用其丰富的专业知识开发制备基于电化学电极

的纳米感应器、巨型隧道磁阻及集成光波导用以设计复杂的“芯片上的实验室”系统。  

 系统集成：便携式分子诊断依赖于小型化和自动化具有卓越分析性能的设备，因此AIT

在整合生物标志物、传感器、微流控、反应器、热管理和电子读出集成所需系统方面积

累了深厚的专业知识。整体诊断系统的概念需要从最初的感应器开发及化验设计就开始

考虑。系统集成的方式包括组件交互的优化、系统封装、试剂储存和处理、模块器件的

接口及信号处理。 

 微流控：AIT研究开发基于液体的系统，如血清或唾液分析系统，将试剂储存和流体协

定自动化整合于系统。特别聚焦如何整合定制的第三方传感器。而制备则在专长异构集

成和不同材料和部件的精密装配的AIT薄膜技术中心进行。AIT同时也开发功能性薄膜及

涂层，并利用纳米技术带来的新的可能研究生物医疗诊断系统与工具、“芯片上的实验

室”系统及感应器。. 

国际合作 在研的国际合作项目包括： 

 mnt-era.net 项目MinoLab  

 欧盟第七框架项目NAMDIATREAM  

合作课题 AIT有兴趣合作的课题包括： 

 AIT寻求新型的基于纳米技术的感应器技术合作（电/光/磁），特别欢迎电化学生物感应

方面的专业知识。  

 AIT愿意为其合作伙伴和客户提供感应器和医疗保健诊断系统预备器件的专业知识，并

开放其薄膜技术中心进行新的合作项目。也可在共同的研究项目范畴内通过交换学生与

博士后转化知识。 

联络方式  联络人： 

Rudolf HEER博士: rudolf.heer@ait.ac.at  

Tel: +43 50550 4300 

Donau-City-Strasse 1, A-1220 Vienna, Austria 
www.ait.ac.at/md  

mailto:rudolf.heer@ait.ac.at
http://www.ait.ac.at/md


 

 

 

公司/机构 SCL感应器技术制造有限公司/ GETec有限公司 

研究重点 SCL感应器技术制造有限公司是在纳米颗粒结合亚微米级的应变传感器（自感悬臂）研发并

将其应用于AFM的先行者。由于其免光学读出性能，这些纳米探针可无缝集成到其它主机系

统（AFSEMTM，http://www.getec-afm.com）。此外，SCL还开发分析与表征材料的新型

传导与扫描热能纳米探针。 

其合作伙伴公司GETec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开发特种原子力显微镜（AFM）的高科技新兴

企业，产品能无缝集成到其他主机系统，如扫描电子显微镜（SEM）。AFM系统模块化概念

是建立在允许一种非常紧凑的AFM扫描器设计的“全电悬臂”基础之上的。因为没有了限制

电子束访问样本观察点的光学读出模块，几乎可以同时产生与样品点完全相同的成像。 

除了标准的产品范畴，SCL还根据客户的特别要求提供专门的小批量AFM悬臂解决方案。 

国际合作 前沿新产品的开发成功地得到国内和国际科研项目的资助，例如：  

 欧盟第七框架示范项目FALCON 项目协调方：“Fast All-eLectric Cantilever fOr bio-

applicatioNs”  

 研究项目“SuperQ-Cantilever”的合作方：与维也纳技术大学合作，此项目致力于开发

新型高速AFM应用悬臂，并优化其在高真空环境中的应用。 

 国家级研究项目“Closed loop tube-scanner AFM”的合作方：该项目提升传统AFM管

扫描器，将其升级入一流闭圈AFM系统中。 

 与知名大学 合作的大型研究网络，比如格拉茨技术大学（奥地利）、瑞士联邦理工学院

（EPFL）、林茨大学（奥地利）、法兰克福歌德大学、莱奥本矿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

等。 

合作课题 SCL和GETec有兴趣合作的课题包括： 

 特殊AFM应用的悬臂研发：SCL有开发特种悬臂的专业知识与设备，联合其在现有合作

项目中合作伙伴的专业知识，SCL能够提供AFM悬臂技术与相关微机电器件定制化产品

及解决方案。 

 新型纳米探针研发：目前SCL正在开发传导、扫描热能与磁性纳米探针并将其集成入高

真空（如SEM）和超高真空设备（如TEM）。 

联络方式  部门负责人：Ernest J. FANTNER博士: ernest.fantner@sclsensortech.com   

Tel.: +43 664 3937743 
Donau-City-Strasse, A-1220 Vienna, Austria 
www.sclsensortech.com; www.getec-afm.com  

 

  

mailto:ernest.fantner@sclsensortech.com
http://www.sclsensortech.com/
http://www.getec-af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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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机构 GETec有限公司 

研究重点  GETec有限公司，是一家高科技新兴企业，致力于开发特殊的原子力显微镜（AFM），

可以无缝整合入其它的主系统，例如扫描电子显微镜系统（SEM）。模块化的AFM单元

理念基于结合亚微米应变传感器可以达成紧凑设计的“全悬臂”（AFSEM™, 

www.getec-afm.com）。光学读出模块不会限制例如电子束与样本标的点之间的接入。

因此，同一个样本标折点的相关显微操作可以几乎同时进行。 

国际合作 新产品的前沿开发得到了成功的国内与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的大力支持： 

 欧洲EUROSTAR经费资助的项目“TRIPLE-S”的项目协调人：项目合作方包括格拉茨

电子显微中心（奥地利）和位于瑞士洛桑的瑞士联邦理工学院（EPFL）等研发伙伴。

目标是将三种最为强大的高分辨率显微镜（SEM、FIB、AFM）融合，创造出一套全新

的能实现纳米级表征的显微工具。  

 关于未来生产的国际科研合作项目“SENTINEL”的合作方：与格拉茨大学（奥地利）

和中科院合作，目标是开发在高真空环境应用的新型导电与扫热纳米探针（如SEM和

TEM）。 

合作课题 GETec有兴趣合作的课题包括： 

 将AFM功能化与其它仪器（特别是SEM）的研发：基于使用自感应悬臂的紧凑AFM系

统模块，GETec能提供定制的无缝接入标准商业SEM系统的AFM系统。  

 材料与加工分析的新型解决方案：复杂样品在空气或真空环境中的纳米级探知（如地

形、传导性、热性能等）。 

联络方式  部门负责人：Dr. Ernest J. FANTNER 

 

 联络方式： 

Dr. Ernest J. FANTNER: ernest.fantner@getec-afm.com  
Tel.: +43 664 3937743, Seestadtstr. 27, A-1220 Vienna, Austria 
www.getec-afm.com 

 

  

www.getec-afm.com


 

 

公司/机构 Global TCAD 有限公司 

研究重点  Global TCAD Solutions是一家领先的销售工业级半导体器件模拟软件企业。配备了最新

的科学模型，GTS能提供优异的预测精准度与对物理效应的新洞察。 

 纳米尺度半导体器件建模：由于器件尺度的不断进化以及新型器件结构的出现，传统的

模式逐渐失效，已不能再用于预测器件模拟。面对即将到来的这种器件模拟模式的转

变，Global TCAD Solutions的应变方案是VSP——量子电子模拟器，包括能带结构计算

精确建模，自相一致的载流子浓度模拟（包括应变，流动性和载流子输运）。运用

VSP，不管是目前使用以及未来会使用的器件例如鳍式场效晶体管、三栅极和纳米尺度

平面型晶体管、量子点、共振隧穿二极管和量子级联探测器都可以预测模拟。物理模型-

新渠道材料-III/V基技术：独特的物理模型提供前所未有的洞见并允许预测性模拟器件特

征、变异曲线、传导、DIBL，及次临界斜率等。 

 变异性及可靠性建模：随着CMOS技术尺度的缩小，器件的特征尺寸已接近原子尺度。

因此，器件性能的自平均已不那么有效，而可变性成为CMOS缩放和整合主要关注的问

题。Global TCAD Solutions支持用工具仔细分析电路和系统层面的内在波动来发展目前

以及未来的器件制备。因此，Global TCAD Solutions提供一套至关重要的工具来降低可

变性并提高产量。除此之外，CMOS技术的可靠性也是器件制造商们主要关注的问题。

运用最新的NMP模式，我们的器件模拟器Minimos-NT能精确模拟偏压温度不稳定

（NBTI，PBTI）。由此，MOSFET的非完善行为得以精确判断并在我们的虚拟实验室

里器件结构得以完善。 

国际合作伙伴  与IMEC的可靠伙伴建立广泛的科学合作。 

 欧洲ECSEL项目为实现14nm的WAYTOGO FAST的项目参与单位。 

 Global TCAD Solutions是欧洲航天局（ESA）项目“深亚微米CMOS技术的辐射效应评

价”研究合作伙伴，开发了深亚微米和纳米尺度CMOS技术和太空任务应用电路的的辐

射效应建模模拟工具。项目合作方包括QinetiQ公司、Atme公司和维也纳技术大学。 

 在亚洲，Global TCAD Solutions与日本主要的半导体电子供应商建立了长期的合作研究

关系。共同进行了到目前已长达5年的对于物理建模和纳米尺度器件原理的研究。 

与合作课题  Global TCAD Solutions有兴趣合作的课题包括：  

 纳米尺度器件的数字化模似，如最先进的CMOS技术、新型快闪记忆体、量子级联激光

器、图像传感器等等，着重量子力学效应（载波量化和隧道）以及模型开发和模型验证

准弹道输运（测量数据比较）。 

 偏压温度不稳定（BTI）、热载流子退化（HCD）和先进CMOS技术中应力引起的电流

泄漏（SILC）的器件与电路层面的可靠性模拟，以便模型开发与模型验证（测量数据比

较）。 

联络方式  部门负责人: DI Markus KARNER: info@globaltcad.com 

Tel.: +43 664 2162901 
Landhausgasse 4/1a, 1010 Wien, Austria 
http://www.globaltcad.com  

  

mailto:info@globaltcad.com
http://www.globaltcad.com/


 

 

 

公司/机构 AT&S奥特斯 
研发部 

研究重点 作为市场上高端印刷电路板的技术领先者，奥特斯必须保持它在创新前沿的地位：通过与其

客户合作，新想法能够迅速地转化成大批量的工业生产。这就是为什么集团将年收益的5%

投入研发用以开发高端印刷电路板市场的新产品和技术。 

奥特斯的技术战略有三个宗旨： 

 更多聚焦高科技——奥特斯新产品与技术应用于不同市场的高端部分 

 更多对价值链的贡献——奥特斯新产品与技术应代表更多电子器件生产的增值比重 

 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再循环——奥特斯新产品与技术比现有的产品与技术使用更少

的自然资源（如铜水和能源） 

国际合作 为保持其全球技术领先地位，奥特斯与供应链上的多家合作伙伴通力合作。大多数合作伙伴

因为受保密协议保护，奥特斯不能在这里提及，只能列举一些合作研究伙伴：奥地利Leoben

高分心研究中心（Leoben）、Leoben材料研究中心（Leoben）、弗劳恩霍夫可靠性及微集

成研究所（柏林）、维也纳技术大学（维也纳）和复旦大学（上海）。 

合作课题 奥特斯有兴趣合作的课题包括： 

 互连密度： 

在此领域，目标是不断缩小电路板同时增加复杂度。挑战在于缩小电路板的结构并降低

其厚度。奥特斯需要对材料、制造工艺和产品行为进一步深入理解，这是可能的合作点

（如环氧化物基的系统等） 

 机电一体化： 

目标是将印刷电路板更好地集成到电子器件中。刚柔印刷电路板、空穴、上至完全柔性

印刷电路板的安装技术都在开发中。提高芯片安装性、定位性的解决方案是驱动力和挑

战。  

 功能整合： 

此开发领域聚焦印刷电路板的附加功能集成。在现有的奥特斯AT&S ECP® 技术基础

上，进一步开发将组件嵌入印刷电路板的解决方案。 

 印刷解决方案： 

这里聚焦的是如果减少水及其它自然资源（如铜）的新方法。需开发基于印刷技术的新

工艺将自然资源使用量最小化。 

联络方式  部门负责人： 

Hannes VORABERGER博士: h.voraberger@ats.net 

总部：Fabriksgasse 13, 8700 Leoben, Austria  

奥特斯（中国）：上海市闵行区莘庄工业区金都路5000号，邮编201108  

www.ats.net 

 

  

mailto:h.voraberger@ats.net
http://www.ats.net/


 

 

 

公司/机构 AICO 
智能环境工厂 

研究重点  AICO EDV-Beratung Gmbh是一家100%的私有小企业。1981年成立以来，这家软件公

司现在的业务主要为智能工厂的能源消耗提供设计与计算、可视化与执行服务。目前承

担着数个奥地利与欧盟的研发项目。公司支持生态经济的生产加工工程。 

 公司接受将能源流可视化、降低能源废弃物与减少系统能耗的挑战，在嵌入式的与智能 

电网中实现智慧的能源循环。公司的技术在数个奥地利的项目中通过测评。案例介绍可

通过单独交流获取。该系统研发与奥地利相关产业和科研合作伙伴紧密合作完成。 

国际合作  维也纳技术大学激光与制造技术研究所 

 德国欧登堡信息技术研究所（已计划） 

合作课题  AICO有兴趣合作完成能建设智慧与节能工厂的新型创新方法。提高股东们对于节能的

认识。在中国的研发合作可以包括分析、可行性研究等。 

 支持利用开放的ICT技术实现再循环，原材料的复原等。整合方向各异的学科（材料、

循环……），实现城市区域的价值增值与更绿色的世界。 

联络方式  部门负责人： 

Ferdinand AICHER 

 联络方式： 

Ferdinand AICHER: aicher@aico-software.at 
Tel.: +43 2245 82 448  
Ulrichskirchen, Austria 
www.aico-software.at 

aicher@aico-software.at
www.aico-software.at


 

公司/机构 奥地利电子显微与纳米分析中心 

研究重点  奥地利电子显微与纳米分析中心是一家业界领先的物理与生物科学显微设备中心，重点

聚焦跨学科研究、培训与产业服务，这也是其成功的必要部分。 

 中心拥有一些世界范围内最为多功能多用途的显微系统（包括电子和离子显微、扫描探

针，以及拉曼显微等等）。 

 研究聚焦4大主题：1）微与纳米尺度分析；2）3D与原位表征；3）软物质与生物材料

显微；4）功能化纳米制备。 

 在以上4大主题及跨主题范畴内，将显微技术与其跨学科应用发挥到极致，甚至突破现

在有极限。 

 不仅发表前沿的学术论文，同时也与显微镜和添加式制造商强手合作，这些厂商也经常

选择FELMI-ZFE作为其新研发正式发布前的首选研究所。 

 以上成果也为一流的产业调研基定了基础。 

国际合作  与格拉茨技术大学（奥地利）有紧密合作 

 无机化学研究所，弗里茨哈伯研究所（马普学会，德国柏林） 

 美国普莱森顿的Gatan Inc.公司，德国雷根堡Infineon公司 

 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的EMAT 

 墨尔本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 

 冲绳技术研究所（日本冲绳） 

 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美国田纳西）、田纳西大学、联邦材料测试与开发研究所（瑞

士）、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功能化纳米制备领域世界领先的科学家们 

 SCL感应器技术制造有限公司/ GETec有限公司，无缝整合入电子显微的全新扫描探针

显微系统研发的强力合作伙伴。 

合作课题  材料分析与合成以及模拟的研究（分子动力学、自始计算） 

 需用直写3D纳米制备功能化材料的应用（表面等离子体光子学、生物传感器、气/液传

感、高端纳米探针……） 

联络方式  部门负责人： 

Dipl.-Ing. Dr.techn., Ao.Univ.-Prof. Ferdinand HOFER 

 联络人： 

Dipl.-Ing. Dr.techn., Ao.Univ.-Prof. Ferdinand HOFER 
ferdinand.hofer@felmi-zfe.at, office@felmi-zfe.at  
Steyrergasse 17, 8010 Graz, AUSTRIA 
www.felmi-zfe.at 

 

  

ferdinand.hofer@felmi-zfe.at
office@felmi-zfe.at%20
www.felmi-zfe.at


  

公司/机构 V-trion纺织研究有限公司 

研究重点 V-trion纺织研究有限公司建址Schwefelbadstrasse 2, A-6845 Hohenems, Austria，有其独特

的组织架构，是非赢利、非大学性质的研究机构，奥地利合作科研院（ACR）和奥地利纳米

网络成员单位。研究方向聚焦等离子技术、高分子、生物高分子与生物技术（酶）应用于柔

软与刚硬材料（如编织与非编织纺织品、塑料、羊毛、金属、纸、箔、电子）表面改型，并

围绕应用（户外、室内、医学、电子器件、过滤、汽车复合件、航空、海洋与建筑等）给予

各种性能（结合度提升、亲水、疏水、防护阻隔、抗菌、阻燃等）。V-trion的等离子技术提

供精准清洁、纳米建构、具有特殊功能可以永久黏结于分子层面进行表面改性的高活性纳米

多孔结构。除了表面改性，V-trion还提供很多其它技术，包括等离子与湿化学基系统的独特

模拟、纤维建构、高科技编织与刺绣TFP、使用传导与非传导纤维/纱线/粗纱应用于智能纺

织、电子与复合物、CAD设计、3D打印、复合物制备、原型制作与生产等等。 

国际合作  V-trion公司目前与54个国内合作伙伴与15个国际合作伙伴紧密合作。  

合作课题 V-trion有兴趣合作的课题包括： 

 高精度等离子清洁、纳米建构、高活性纳米多孔结构、结合度提升、等离子纳米涂层纺

织生物技术。 

 柔软/刚硬基底表面改性，以实现与其它分子的永久黏结 

 -- 等离子（低压与空气环境） 

-- 生物技术 

-- 电化学 

-- 湿化学 

 复合制备、结构与原型制作 

 智能纺织（电子纺织） 

联络方式  联络方式：  

Gaffar HOSSAIN博士: g.hossain@v-trion.at  

Tel.: +43 676 843771600 
Schwefelbadstrasse 2, A-6845 Hohenems, Austria 

mailto:g.hossain@v-trion.at


 

 

 

 

 

 

公司/机构 里欧本矿业大学 
高分子工程与科学系 

研究重点 里欧本矿业大学是一所位于奥地利里欧本的专科技术大学。高分子工程与科学系（KT-

Leoben）代表其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拥有6席主任教授，涵盖了通过加工到最终高品质部

分的从分子到工程材料的整个工艺链。与里欧本高分心研究中心（PCCL）一起，共有超过

200位员工活跃于高分子工程与科学领域。已成功完成众多欧盟项目及为企业提供的小型咨

询或测试服务。过去5年共发表600篇论文（包括同行评阅的期刊、会议论文、口头报告、板

示报告等）。 

里欧本矿业大学在以下方向有着卓越的专业知识：  

 使用纳米填料制备、复合高分子部件以强化其功能性：基于高分子和有机物改性的纳米

土制备脱落性高分子纳米复合物。形态和结构机械性能的优化；用FT-NIR进行热塑性纳

米复合材料的直插式表征；材料复合工程化。 

 微/纳结构高分子部件功能化：离型表面或特殊的粘接性能；不同的模拟软件；使用一

些市场上最新的注塑机实验进行理论证明；结构表征。 

 材料数据测量：以温度，剪切速率和压力函数对聚合物熔体进行流变测试；熔体拉伸粘

度；以温度和压力函数测量热传率；高冷却时的压力、体积、温度-数据。 

国际合作  高分子工程与科学系（KT-Leoben）与里欧本高分心研究中心（PCCL）一起是享受盛

誉、全球知名的研究机构。 

 与多所知名的大学合作关系，如芝加哥大学（美国）、艾克朗大学（美国）、华东理工

大学（中国）、高丽大学（韩国）、伦敦帝国学院（英国）、布拉德福德大学（英

国）、谢菲尔德大学（英国）、扎格里布大学（克罗地亚）、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瑞士

法语区）、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瑞士德语区）EMPA瑞士联邦材料科学与技术实验室

（瑞士）、亚琛工业大学（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德国）、格拉茨医科大学（奥地

利）、格拉茨技术大学（奥地利）、格拉茨大学（奥地利）、林茨大学（奥地利）、因

斯布鲁克大学（奥地利）、Joanneum研究所等。 

合作课题 里欧本矿业大学有兴趣合作的课题包括： 

 使用纳米填料制备、复合高分子部件以强化其功能 

 微/纳结构高分子部件功能化 

联络方式  部门负责人：Gerald PINTER 教授 

 联络人：  

Clemens HOLZER教授：Clemens.holzer@unileoben.ac.at 

Tel.: +43 3842 3500  
Otto Gloeckel-Str. 2, A-8700 Leoben, Austria 
www.kunststofftechnik.at  

mailto:Clemens.holzer@unileoben.ac.at
http://www.kunststofftechnik.at/


 

 

  

公司/机构 里欧本高分子研究中心（PCCL） 

研究重点  里欧本高分子研究中心公司（PCCL）是奥地利领先的高分子工程与科学合作研究能力

中心。PCCL是一家预竞争研究中心，位列联邦科学研究与经济部和交通创新及技术部

COMET项目框架内成员单位。 

 与多家大学的科研合作伙伴紧密合作，其百名高素质的员工在塑料的广大应用领域，包

括汽车、航空、包装、太阳能与光伏，以及电子与高电压产业等领域中积极研究。

PCCL将科学知识与产业需求对接创新，基于与产业合作伙伴的中长期项目合作基础，

为提高其竞争力作出贡献。目前为约50家产业伙伴，包括大企业与中小企业。 

 PCCL所有研究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其针对高分子产品在服务中性能提高与功能化的

研究。研究方法集中在 “材料-结构/加工/性能关系” 的建立，并基于系统的实验调查

与先进的模拟与建模工具。其方法论涵盖了最终产品工艺链所有层面：从高分子与添加

剂的合作与分子结构，通过加工技术与参数，直到多尺度的结果材料结构，到成分性能

与产品功能化。 

 PCCL专业知识与经验的特定领域包括： 

-- 弹性体化学与高分子表面化学 

-- 电气应用复合物与纳米复合物 

-- 加工工艺与挤出材料配方 

-- 弹性材料与技术 

-- 光学与触觉材料特征 

-- 模拟与建模 

-- 纤维增强聚合物 

-- 高分子材料测试与断裂机理、老化 

国际合作  PCCL与10家科学核心伙伴伙伴，其中三家是奥地利的大学，还有意大利、德国与荷兰

的大学。有12家紧密联络的研究伙伴分布的欧洲与美国。 

 PCCL的研发与50家企业伙伴合作进行，这些企业多数是大型及跨国企业。14家企业伙

伴位于奥地利国外。 

合作课题 PCCL有兴趣合作的课题包括： 

 纳米尺度热固性树脂和热塑性材料的填充物 

 无机颗粒表面功能化（纳米与微米尺度类型） 

 热传导性能提高的高分子复合物 

联络方式  部门负责人： 

Prof. Dr. Wolfgang KERN (CSO): wolfgang.kern@pccl.at 
Mag. Martin PAYER (CEO): martin.payer@pccl.at 

 联络方式： 

Polymer Competence Center Leoben GmbH, Roseggerstrasse 12, A-8700 Leoben, 
Austria 
Tel.: +43 3842 42962 – 0 
www.pccl.at 

mailto:wolfgang.kern@pccl.at
mailto:martin.payer@pccl.at
www.pccl.at


 

 

 

公司/机构 Lithoz 有限公司 

研究重点  Lithoz GmbH公司总部位于维也纳，专长于开发和生产制造高性能陶瓷的添加式制造系

统（3D打印）。Lithoz除了分销机器与材料之外，还提供定制解决方案。经过多年的研

发，Lithoz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开发经验，比如玻璃陶瓷、氧化物、氮化物和碳化物，可

以为客户的整个加工链提供支持。 

国际合作  Lithoz聚焦于研发，与科研机构、大学以及产业有着精密网络合作关系。目前Lithoz还承

担着数个国内国际研究项目。 

合作课题 Lithoz有兴趣合作的课题包括： 

 陶瓷材料 

 陶瓷应用 

 生物医学应用 

 可吸收的植入物（骨替代材料） 

 Lithoz特别对能支持生物医学应用认证手续的合作伙伴感兴趣。 

联络方式  部门负责人：  

Johannes HOMA博士 (CEO): jhoma@lithoz.com 

Mollardgasse 85a/2/64-69, 1060 Vienna, AUSTRIA 

 中国联络人：  

Xiaobin ZHOU: xzhou@lithoz.com 
Phone: +86-18562703436 
Huangdao Qu Jialingjiang Xi Lu 311, Qingdao 266555 

 

jhoma@lithoz.com
xzhou@lithoz.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