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世界目前有几百万人的心

脏是在心脏起搏器的帮助下跳动

的。无数的蜡烛是由安全火柴点

燃的。更有数不清的生命由于系上

了三点式座椅安全带而得到了挽

救。而这些仅仅是瑞典创新带来

变化的几个例子。

根据欧盟委员会公布的一项指

数——2010年创新联盟积分榜,在欧

盟成员国中瑞典名列创新国家之首。

取得这一成绩的原因是瑞典具有发

明创造的历史传统，并且致力于维护

性别平等和重视个性发展等。科研

机构与私营和公有企业的密切合作

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为像阿斯利

康、爱立信和沃尔沃这样一些全球

性的瑞典公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创新与研发是紧密联系在一

起的。瑞典是欧洲在该领域中支出

最多的三个国家之一。2009年，瑞

典在研发领域投入了其国内生产总

值的3.6%。鉴于整个欧盟的目标

是在2020年前投入国内生产总值

的3%，瑞典明显走在了这场竞赛

的前面。

创新能力指数

哈佛商学院每年都会编制年

度国家创新能力指数，对不同国家

的创新潜力展开调研。2010年，瑞

典在173个国家中名列第八。就人

均而言，瑞典训练有素的工程师人

数仅低于日本，名列全球第二。研

究还表明，在过去的15年里，瑞典

人均专利数量的增长速度也名列

第二。

研究报告的全文请阅：
www.isc.hbs.edu/Innov_9211.pdf

全球创新指数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 (INSEAD)

下属商学院编制的2011年全球创新

指数再次将瑞典排在第二位。该指

数衡量各国的基础设施水准，水准

高的基础设施有助于改善创新环

境，并在考虑实际产出的同时也顾

及到创新。就产出与投入而言，瑞

典具有较强的实力。强劲的产出体

现在大量新发表的科研论文和为数

众多的专利登记上。凭借其稳定的

政治环境和高质量的相关教育， � 

一个世纪以前，瑞典还是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它是一个小国，全国人口仅占世界总人
口的0.14%。而在今天，瑞典是全球的创新领袖。

创造未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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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瑞典唯一的航天火箭基地设在靠近城市基律纳的地方，因为该地方位于遥远的北部，且具备良好的通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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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人体大脑研究项目

这一跨学科的研究项目专注于诸如

阿尔茨海默症等神经系统疾病， 

2005年立项，原计划研究五年。 

但国际专家组评估后发现该项目价

值极大，所以克努特与爱丽丝 •  
瓦伦堡基金会 (Knut and Alice 
Wallenberg Foundation）决定延长

对该项目的资助，为下一个五年计

划再拨款一亿瑞典克朗。该项目将

有助于瑞典保持其在国际神经系

统科学领域的领先地位。

豪格斯达登园区的

(HAGASTADEN) 生命科学

斯德哥尔摩地区打算在2025年

之前使自身成为全球生命科学研

究前沿之一。一个崭新的毗邻园

区——豪格斯达登——正在斯德哥

尔摩与索尔纳的相交地带兴建。

它将包括世界领先的研发工作和

一系列专业医疗设施。该园区将

专注于面向未来的生命科学，并

将与计划在2016年正式对外开业

的新卡罗林斯卡索尔纳大学医院

合并。医院院区正在扩大，先进的

生物科学与专业医疗研究中心将

建在那里。

伊汀 (IDEON)—癌症研究联合

中心

2011年初，阿斯利康医药公司将

其设在瑞典南部城市隆德的研究

设施出售给了一家私人基金会， 

目的是建立伊汀生命科学村—— 

一个集科研、发明与创业于一体的

新中心。隆德大学将在那儿设立一

个癌症研究中心，斯科纳地区委员

会也把其生物资料库和地区癌症

中心的部分机构设在该地。 

了解更多

瑞典概况  |  创新 www.sweden.cn

� 瑞典还被认为拥有一个投入足够

成本的基础。

瑞典政府决定将战略性投资集

中在三大主要领域：医学与生物科

学，技术和气候。

在生物科技方面瑞典的实力尤

其雄厚。药品是瑞典的重要出口商品，

其中包括创新产品，如哮喘药博利康

尼 (Bricanyl) 和普米克 (Pulmicort)、
生长激素健豪宁(Genotropin)、以及

世界畅销的胃溃疡治疗药洛赛克 

(Losec)。

科研并非局限于像阿斯利康 

(AstraZeneca）和辉瑞 (Pfizer-Pharma cia) 
这样的大公司，也在许多小型的生物

科技公司内展开。保健是重要领域

之一。正在迅速发展的市场包括药物

实验室研究项目和医疗器械产品， 

例如：影像设备、骨科植入物、透析设

备、心肺机和心电图设备。

此外，微电子市场也发展很快。

瑞典走在硅基元件、高速电子、有机电

子、光子学和系统设计的研究前沿。

心脏压缩器卢卡斯（Lucas）是由瑞典研发的医

疗设备。

竞赛  

“发明”(Finn upp) 竞赛将基于发明

的教学方法与瑞典最大规模面向6
年级至9年级学生的发明家竞赛结合

在一起。该竞赛每三年举办一次，旨

在激发雏形思想的活力和呼唤新一

代的发明家、创新人才和企业家。 

“发明 ”竞赛是由名为 “工程学会 ” 
(Ingenjörsamfundet) 的工程兴趣小组

于1979年创办的。
www.finnupp.se 

组织

非赢利性组织“青年创业精神” 
(Ung Företagsamhet)以合作伙伴的方

式与瑞典学校合作。16岁至20岁的

大龄学生在校期间有机会经营他们

自己的公司，并以此作为他们高中学

习的一部分。一项2010年的调查显

示，在每10名参与者中有8人感觉自

己学到了企业经营的知识；还获得了

更多的自信，以及更强的决策、解决

问题和与他人合作的能力。

协会 

非赢利性协 会“天 才闪光点” 
(Snilleblixtarna)面向学龄前至五年级

的小学生。其目标是激发孩子们对

科技、自然科学和创业的兴趣。该协

会向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提供工具和

工作模式，以引发孩子们的好奇心，

求知欲和批判性的思考能力。

未来的天才  
为了激发年轻人对科技和创业的兴趣，瑞典学校正在与各
种组织合作。以下是三个例子：

BioChromix公司依据阿尔茨海默症

的早期诊断开展工作。

双头吸管——选自Snilleblixtarna协会许多 

“天才闪光点”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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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共同开发新的产品、服务和流

程，从而为可持续发展做出长远的贡

献。以下仅举几个例子：

•  知识基金会（KK-stiftelsen）旨在通过

为发明创造提供条件和强化学术界与产

业界之间的联系来激发竞争力。

•  瑞典战略研究基金会（SSF）是一家

支持自然科学、工程和医学研究的独立

机构。

•  瑞典国家创新署（Vinnova）致力于与

研发相关的创新活动，尤其注重信息通

信技术（ICT）、生物技术、使用寿命、 

材料、运输，以及产品投产等领域。

•  瑞典经济和地区发展署（Tillväxtver-
ket）是政府机构，致力于在全瑞典范围

内促进企业取得更大发展，培育可持续

发展的、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与产业。

长期联手合作
接口技术软件 (MICRO IP)

利用被称为“ uIP”或“ micro IP”的
接口，汽车钥匙和信用卡之类的小

物件也可以相互传递信息。科学家

亚当·顿克尔斯（Adam Dunkels，

他被《美国麻省理工技术评论》

评选为全球最杰出的35 位青年发

明家）是这个接口技术软件的幕

后功臣。
www.sics.se

纳米技术制造新的人体组织 

欧洲纳米医学联合会 (EuroNa-
noMed）已经为八个欧洲纳米医

学项目共拨款 1,700 万欧元。在林

雪平大学的一个项目中，研究人员

正在研究如何利用纳米科技修复

受损的眼睛，以及为新角膜培植

干细胞。
www.liu.se

环保服装 

Mistra研究基金会目前正在向一

个多学科的研究项目投资4百万瑞

典克朗，以期使瑞典服装产业在

可持续发展的时装领域中取得世

界领先地位。在该项目的研究过程

中，研究人员还会开发出一种类似

棉花的全新纤维素物质。该项目是

由一个名为“未来时装”（Future 
Fashion）的联合组织领导的。
www.mistra.se

通过网络电话软件 (SKYPE)  

拨打免费电话 

Skype是一款软件应用程序，它

让用户能够通过互联网进行免费

的语言和视频通话。Skype公司

是由瑞典的尼古拉斯·曾斯特姆 

(Niklas Zennström）和丹麦的贾纳

斯·弗里斯（Janus Friis）两位企业

家于2003年共同成立的，随后在

2005年和2011年又先后被eBay公

司和微软公司收购。

通过SPOTIFY收听在线音乐

Spotify是一款在线音乐服务软件，

它使得用户能够在他们的电脑或移

动设备上点播几百万首歌曲。除提

供一款按月订购的服务外，Spotify
还提供一个由广告支持的免费版

本。该公司是由丹尼尔·埃切（Dan-
iel Ek）和马丁·罗伦特宗（Martin 
Lorentzon）于 2006年成立的， 

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家跨国企业，

并于近期刚刚进入美国市场。

瑞典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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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典的公有和私营企业里，有许多机构和公司与学术
团体保持着合作，从而形成了广泛的网状联系。 

太阳能安全饮水系统

地球上每15秒钟就有一名儿童死

于水污染。Solvatten是一台家用水处理

器，它利用太阳能来清洁受到有机物

污染的水。该容量为10升的便携式容

器是一项已取得专利并得到科学验证

的瑞典发明。使用者仅需将Solvatten放

置在一个有阳光的地方2至6小时，里面

的水就可以饮用了。指示器会显示何

时饮水是安全的。此外，Solvatten还能

够被当作太阳能热水器来使用，为烹

饪和洗浴提供热水。
www.solvatten.se 

海洋搜索

海洋搜索项目将先 进的传感

技术与社会媒体联系在一起，适用

于航海人群。其概念是创建一支

船队，船上配置用于测量水质的传

感器。通过收集诸如二氧化碳水平

和PH值这样的数据，参与者通过

合作，能够更好地绘制出我们海洋

的状态。为私人船只提供的第一个

样机已于2011年夏季安装在“雇工” 
(Journeyman)号船上。
www.oceansearch.org

全球移动标准

全球定位和通信系统利用卫星

导航和无线电通信，传送飞机和轮船

相互关联的 GPS 定位、速度和方向

的数据。它的发明者郝肯·兰斯(Håkan 
Lans)还发明了彩色计算机图案的图形

处理器和计算机鼠标的雏形。
www.gpc.se

卫生安全解决方案

世界上超过26亿人，即约占40%的全

球人口，享受不到基本的公共卫生设

备。Peepoople AB公司的创立就是为

了开发生产和经销Peepoo（专利正在

申请之中）公共卫生设备解决方案。

公司的使命是通过向贫困人群提供

卫生、安全和体面的卫生解决方案，

改善他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 
www.peepoople.com

瑞典其他创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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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对外交流委员会（SI）是一所公共机构，致力于

扩大瑞典在海外的影响。瑞典对外交流委员会通过

战略对话和在文化、教育和科学领域上的多种交流寻

求与其他国家合作，并建立长期关系。

有关瑞典的更多信息，可从如下渠道获得：

瑞典官方网站：www.sweden.cn 瑞典驻华大使馆或

领事馆，瑞典对外交流委员会：

Box 7434, SE-103 91 Stockholm, Sweden  

电话：+46 8 453 78 00, 电子信箱：si@si.se
www.si.se, www.swedenbookshop.com

由瑞典对外交流委员会出版

2011年11月 FS 4
更多信息可通过瑞典官方网站获取
www.sweden.cn

版权：由瑞典对外交流委员会发表在瑞典官方网站www.sweden.cn。所有内容均受瑞典版权法保护。

文字可在任何媒体上出于非商业目的被复制、传输、展示、出版或广播，但应注明出处为www.sweden.cn。

照片和插图不能使用。

www.forskning.se — 瑞典全国研究网站

www.hogskoleverket.se — 瑞典国家高等教育署网站

www.iva.se — 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网站

www.kks.se — 知识基金会网站

www.kth.se — 瑞典皇家理工大学网站

www.snsb.se —  瑞典国家航天委员会

www.stockholminnovation.com — 斯德哥尔摩创新发展网站

www.stratresearch.se — 瑞典战略研究基金会网站

www.svensktnaringsliv.se— 瑞典企业联盟网站 
www.tillvaxtverket.se —瑞典经济和地区发展署网站

www.uppfinnare.se — 瑞典发明家协会网站

www.vinnova.se — 瑞典国家创新署网站

www.vr.se — 瑞典研究理事会

相关链接

从氧气到炸药 

瑞典皇家科学院成立于1739年。知

名院士包括括卡尔·林奈（Carl Lin-
naeus，他创建了用于诠 释自然界

的科学分类体系）、卡尔·维尔黑尔

姆·舍勒  (Carl Wilhelm Scheele，

氧的发现者)、以及安德斯·摄尔西

乌斯 (Anders Celsius，摄氏温度计

的发明者)。从19世纪70年代起， 

工业工程师的发明创造层出不穷，

例如AgA 炉 (发明者:尼尔斯·古 斯

塔夫·达兰 (nils gustaf Dalén) )、 

奶油分离器 (发明者:古斯塔夫·德

拉沃尔  (gustaf de Laval) ) 和甘油 

炸药 (发明者:阿尔弗雷德·诺贝 尔

(Alfred nobel) )。
www.kva.se

瑞典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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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斯·伯赫林（Nils Bohlin）发明的三点式座椅安全带，自1959年投入市场以来，每六分钟就挽救一

条生命。这被公认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汽车安全发明之一。

瑞典的航天研究团队约有200人。

瑞典国家航天委员会是一个政府

机构，负责由政府资助的航天研

究，而项目的研究通常以国际合

作的方式进行。瑞典的第一枚火

箭“普鲁尼克”( Plutnik）于1961
年被发射到太空。时至今日，已经

有超过500枚探空火箭和550个

同温层气球从瑞典唯一的航天火

箭基地——欧洲航天和探空火箭

发射基地（Esrange）——发射升

空。目前每年都有大约20枚无人

火箭从那儿发射。该基地为瑞典

航天公司所有，位于瑞典北部基律

纳市外。

瑞典的航天产业还包括1,000
名分布在象沃尔沃航空公司 (Vol-
vo Aero Corporation) 和瑞格卫星

技术公司 (RUAG Space AB) 那样

的企业。从事着如技术开发和卫星

数据处理这样工作的人员。

瑞典的 
航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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