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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如何利用该网站推进商业项目，发布电子版的技术供应与需求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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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白俄罗斯政府国际技术援助项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工业发

展组织相应文件精神的指导下，白俄罗斯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网站为技术转移领

域的专家们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以此在快速便捷的信息通讯基础上，逐步改善白

俄罗斯技术转移体系。（2006 年 11 月 27 号白俄罗斯部长会议 1584 号文件通过

以上决议，2006 年 12 月 6 号 2/06/000283 号文件同意将国际技术合作项目写入

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数据库） 

发表的系列文章（资料）如下： 

1、有关商业化项目的拨款 

2、通过技术转移网站推进商业化项目 

3、商业技术项目鉴定 

4、借助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网站推进商业项目发展 

5、针对计算机程序和数据库资料的法律保护 

6、对技术发展前景的研究，为什么技术是白俄罗斯必须的一部分 

以上所有文章（资料）均可在白俄罗斯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网站 http://ictt.by

上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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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网站简介及其推进商业化项目的可行性 

在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家科学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多方援助下,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于 2003 年 5 月成立。该

中心网站的首要任务是促进商业贸易的发展，在共和国预算支持下加强开发商、

企业家和投资者的合作。 

 

技术转移中心的主要任务： 

 建立和支持能够为客户技术转让服务的信息数据库。 

 保障客户能够接入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网站，技术转移网站及国内外其

它技术转移网站，保证客户能够获悉相关科技信息。 

 协助客户在项目研究中自主创新，促进投资项目发展。 

 培养科学投资领域的管理人才。 

 组织区域性分支机构，建立统一的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网络。 

 促进国际间科技合作和专家交流。 

 

白俄罗斯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系统： 

现在白俄罗斯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是一个协调技术转移问题的集团，它建立

在便捷的信息通讯基础上。白俄罗斯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总公司在明斯克市（白俄罗斯首都） 

 在白俄罗斯国内的地区分支机构有：位于布列斯特市、维占布斯克市、

戈麦尔市、格罗德诺市、利达市、明斯克市、莫吉廖夫市、新波洛茨克

市等市的一些科研组织、公司等。 

 国外合作伙伴。他们来自的国家有：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英国、德国、

印度、哈萨克斯坦、中国、波兰、韩国、俄罗斯、美国、捷克斯洛伐克、

瑞典、南非共和国等。 

 国外代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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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国家科学院的支持下，共和国技术转移中

心在以下城市开设了分支机构： 

5 个地区部门：布列斯特市（2003 年）、新波洛茨克市（2003 年）、格罗德

诺市（2004 年）、戈麦尔市（2004 年）、莫吉廖夫市（2005 年）。 

开设了 19 个分支机构：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情报学研究所（2004）、戈麦尔

市私有企业“埃立坦”（2004）、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遗传学细胞学研究所（2005）、

白俄罗斯马铃薯种植业研究所（2005）、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药理学、生物化学

研究所（格罗德诺市 2006）、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生理学研究所（2006）、白俄

罗斯国家科学院声学技术研究所（2006）、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主要植物园研究

（2006）、戈麦尔市工业用 x 光装置科技信息中心（2006）、戈麦尔市桑戴普公司

（2006）、利达市鞋厂（2006）、利达市阿普塞尔商用孵化器有限公司（2006）、

维占布斯克市科技之家股份有限公司（2006）、企业家团结互助地方基金（明斯

克市，2007）、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植物学科学实验研究所（2007）、白俄罗斯国

立大学实用物理学问题研究所（2007）、白俄罗斯国家图书馆（2007）、白俄罗斯

国家科学院金属技术研究所（莫吉廖夫市，2007）、白俄罗斯贸易部提高管理者、

工人技能研究所（2007）。 

两个国外代表机构：中俄科技园，在中国的长春市和上海市。 

白俄罗斯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在技术转移领域为技术转移机构、中小型企业

和个人提供服务。白俄罗斯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的客户量超过 150 个，其中包括：

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白俄罗斯共和国科技大学。 

在技术转移领域，白俄罗斯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同 16 个国家的相关组织机

构签订了 44 条协议，签订协议的国家和协议条数如下：英国—2 条，德国—4 条，

丹麦—1 条，意大利—1 条，印度—1 条，中国—11 条，韩国—1 条，波兰—2 条，

亚美尼亚—2 条，阿塞拜疆—1 条，哈萨克斯坦—1 条，俄罗斯—13 条，美国—1

条，瑞典—1 条，南非共和国—1 条，捷克共和国—1 条。 

 

白俄罗斯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是以下技术转移网络系统成员之一：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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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技术转移网络系统 RTTN（2004） 

 美国商业技术转移中心网站 yet2.com(2005) 

 英国技术转移网站The Business Across Borders Partnership 

Network（2007） 

 英国技术转移国际网站DTI Global Watch Service（2006），

Knowledge Transfer Networks.（2007---今） 

通过签订客户协议，开设新的分支机构，寻找新的国内外合作伙伴等途径，

白俄罗斯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系统不断扩大。 

借助快速便捷的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白俄罗斯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和国内外

合作伙伴得以有较好的信息合作，其信息合作结构如下所示： 

白俄罗斯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和国内外合作伙伴的信息合作结构 

信息合作的目的是保障技术转移渠道的畅通性，促进商业化、技术发展。 

 

白俄罗斯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地区部门的主要工作： 

    在白俄罗斯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网站 http://ictt.by 上建立和支持地区性

创新项目数据库（技术需求，技术供应，创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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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地区营销研究调查。 

 协助客户分析国内外市场，投资商业化项目，寻找合作伙伴，签订合同，

建立合资企业 。 

 协助建立发展高科技产业，生产有竞争力的产品，搞活创新型企业。 

 培养地区科技创新型企业管理者。 

 分析总结并逐步运用国内外中小型企业发展的先进经验。 

 促进有助于地区发展的创新工作尽快得到共和国政策扶持。 

 

白俄罗斯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负责分析研究工作分支机构的主要工作： 

 通过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网站 http://ictt.by 管理数据库创新项目。 

 在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网站 http://ictt.by 上发布产品、技术需求信

息。 

 将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客户的技术需求信息发给对此信息感兴趣的部

门及个人。 

 准备展览会样品、产品说明书，组织单位的宣传资料等。 

 保障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与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家科学院，

负责分析研究工作分支机构的贸易关系。 

 

白俄罗斯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负责企业生产分支机构的主要工作： 

 在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网站 http://ictt.by 上发布企业需求信息。 

 在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网站 http://ictt.by 上发布企业产品信息。 

 通过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网站 http://ictt.by 管理企业的创新投资方

案数据库。 

 在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网站 http://ictt.by 上发布企业空闲厂房、设备

等信息。 

 组织营销调查。 

 保障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同企业间业务上的联系。 

 在展销会、研讨会上报告企业所取得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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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同地区性部门，分支机构，国外合作伙伴一

起为白俄罗斯商业化创新工作者提供以下服务： 

 在国内外范围内协助寻找技术、专家、投资者和合作伙伴，协助签订合

同，建立合资企业。 

 协助分析投资项目，在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网站上发布其他技术转移中

心网站的商业化项目。（如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网站、俄罗斯技术转移

网络系统 RTTN、欧洲技术转移网络系统 IRC、美国商业技术转移中心

网站 yet2.com 等）。  

 分析商业计划。 

 组织营销研究。 

 组织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客户参加创新工作领域的展销会、研讨会等。 

 为转移中心工作人员、中小型企业、高校、相关科研机构组织有关提高

技能水平方面的研讨会。 

 

白俄罗斯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为外国公司和投资者提供的服务： 

 协助寻找技术，专家和合作伙伴，协助签订合同，建立合资企业。 

 提供白俄罗斯相关组织机构的商业化项目信息。 

 组织营销研究。 

 在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网站上发布国外合作伙伴提供的项目信息（如在联合国工

业发展组织、 IRC 和 yet2.com 上提供的信息）。 

 发布国外合作伙伴在俄罗斯技术转移网络系统RTTN、美国商业技术转

移中心网站yet2.com上提供的信息。 

 组织同白俄罗斯合作伙伴的商谈。 

 为因公来白俄罗斯出差的客户准备个性化程序。 

 

白俄罗斯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网站使用俄语、英语两种语言发布信息。该

网站 http://ictt.by 包括以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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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创新投资项目数据库 

 白俄罗斯负责研究分析分支机构一览表 

 技术推广 

 白俄罗斯工业 

 白俄罗斯中小商业贸易 

 白俄罗斯创新型企业及其产品、技术供应、技术需求 

 国外合作伙伴提供的产品、技术供应、技术需求 

 国内外科学技术信息数据库 

 白俄罗斯自由经济区 

 风险投资 

 相关法律（记录了国内外在创新领域中的法律保障） 

 商业贸易合同模式（设立、使用和销售工业产权时最常用模式），在白

俄罗斯建立工会委员会。 

 

白俄罗斯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网站掌握的白俄罗斯技术方面信息，通常也

会发布在以下技术转移网站：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网站 

 欧洲技术转移网络系统IRC 

 俄罗斯技术转移网络系统RTTN  

 美国商业技术转移中心网站yet2.com 

 英国技术转移网站The Business Across Borders Partnership Network  

 

白俄罗斯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网站掌握的白俄罗斯技术方面信息，通常也

会发布在以下报刊杂志中:《发明家》（白俄罗斯）、《科学与创新》（白俄罗

斯）、《信息与创新》（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创新公报》（俄罗斯，沃罗

涅日市）、《Global Watch Magazine》（英国）等期刊中。 

  在白俄罗斯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以及白俄罗斯共和

国技术转移中心的国外合作伙伴组织的展销会上，白俄罗斯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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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给该中心客户提供比较优惠的贸易方案。 

 

通过白俄罗斯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推进商业化项目的步骤如下： 

1、同白俄罗斯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及其地方部门，分支机构，国外代表

机构，合作伙伴签订客户协议（合同）。 

2、通过远程教育或白俄罗斯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组织的研讨会学习如何使

用白俄罗斯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网站，并领取技术供需数据库的用户名和密码。 

3、如需在国外技术转移中心网站，白俄罗斯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国外合作

伙伴网站，定期刊物或展销会上发布技术供求信息，可与白俄罗斯共和国技术转

移中心总部联系。 

                                                                                 

二、在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网站上注册 

专业化的网络平台 http://ictt.by 是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网站推进商业化项目

的重要工具（手段）。下图是网络平台主页的片段。 

 
 

在网站的主页中有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的简要信息，参与创建共和国技术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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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中心的组织徽标，当前新闻，白俄罗斯及国外客户的新技术供需有效链接，数

据库相应部分的有效链接。网站提供搜索系统，位于《搜索》窗口。 

《数据库管理入口》允许网站用户进入国家技术转移网站系统《主页》工作

界面发布技术供需信息。工作界面如下： 

 
 

除 http://80.94.168.54/UniRequests 外，在工作界面分布有 4 个服务器部分的

有效链接。 

1、 使用欧洲 IRC 技术转移中心分类的白俄罗斯创新型企业供应信息。 

2、 使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分类的俄罗斯创新型企业供应信息。 

3、 使用美国商业技术转移中心网站 yet2.com 分类的共和国技术转移中

心国外合作伙伴供应信息。 

4、 使用技术转移中心发布在俄罗斯技术转移中心 RTTN 分类的共和国

技术转移中心国外合作伙伴供应信息。 
5、6、7、8、9、10 为英语 
11、使用欧洲 IRC 技术转移中心分类的俄罗斯创新型企业需求信息。 

12、使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分类的俄罗斯创新型企业需求信息。 

13、使用美国商业技术转移中心网站 yet2.com 分类的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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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合作伙伴供需求信息。 

14、15、16、为英语 

17、使用欧洲 IRC 技术转移网站分类的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国外合作伙伴

技术供应信息。 

18、使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分类的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国外合作伙伴技

术供应信息。 

19、使用美国 yet2.com 技术转移中心网分类的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国外合

作伙伴技术供应信息。 

20、鞑靼斯坦共和国企业组织的创新方案及投资指南。 

21、托姆斯科国际商务中心 OAO 供应  《科技园》（9 条供应） 

22、23、24、25 为英语。 

26．使用欧洲 IRC 技术转移网站分类的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国外合作伙伴

技术需求信息。 

27、使用美国 yet2.com 技术转移中心网分类的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网站国

外合作伙伴的技术需求信息。 

  

被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管理员授予《用户名》及《密码》的正式注册用户拥

有本地管理员的权限并在填写完相关页面后可以点击《进入》进入系统。未注册

的用户可以在相应界面填写个人信息进行注册。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管理员提醒

您：注册授权用户需要预定，用户名及密码在签订客户协议或在共和国技术转移

中心开设专属网页后转发给用户。用户被授权后可以进入技术转移中心网站发

布、编辑、添加个人技术供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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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网站发布技术供应的指南 

在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网站的合作伙伴和客户的技术供需由结构分类表组

成，该界面可以帮助潜在的合作伙伴对所需求的技术及在商业方面、创新性、主

要优势、知识产权、期望的合作方式等形成初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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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网站平台技术供需工作之前，建议在《管理》填

写技术供需所有者的相关信息，这些信息对于和大量未授权技术供需提供者的用

户来说是必须的。这类信息是授权用户的附加信息，在网站方案中不会被看到，

只有本地管理员或更高级别的管理员有权限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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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系》界面中需提供技术供需者的相关资料，对本地管理员来说，和用

户取得联系以获取更多组织机构的联系信息是非常必要的。管理员可以通过使用

《编辑》有效链接编辑用户信息，比如，从已有的图片中排列作者的图片，或将

作者从联系列表中删除。建议使用 jpg/jpeg 格式配置图片文件。在完成作者信息

输入后点击“保存”按钮保存。 



白俄罗斯共和国                白俄罗斯，明斯克市，独立大街 66-100 号，220072 

                                                 电话:(+375-17)284-14-99 

http://ictt.by               传真:(+375-17)284-07-49 

                                                 E-mail: ictt@pochta.ru  
 

通过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网站推进商业化项目 
 

17

 

 

在使用《添加》链接时管理员可以在联系信息列表中添加新用户资料，建议

在《补充信息》界面中发布作者的补充信息，这些信息对于在技术供需方面进行

业务联络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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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完联系界面后须转入《管理》界面并选择与技术供需相应的信息部分。 

必须进入相应的工作界面才可以在技术转移中心的网站上发表俄文版白俄

罗斯供应信息。类似的界面有英文版白俄罗斯供应信息，俄文版/英文版国外供

应信息。在页面中可以使用搜索系统搜索存档和未存档的技术供应信息。须在管

理员界面通过点击《存入档案》按钮进行供应信息的存档。存档的供应信息不会

在技术转移中心网站被激活。 

 

 

在进行操作前必须使用《添加》按钮，在这个工作界面中会有一些可供填写

的页面。可以使用《编辑》和《删除》按键，编辑或删除技术供应信息及数据库。 

编号《TO-000》的技术方案被系统自动占用。 

通过主链接《链接到 ictt.by 网站供应信息》可以看到在网站发布的技术供应

信息。 

在本页面中必须使用《勾》符号标出列入网站特定部分数据库的技术方案。

已使用《勾》标记及未标记的俄文版白俄罗斯供应信息并入《英文版白俄罗斯供

应信息》板块。未用《勾》标记的其他供应信息放入《英文版》国外供应信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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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 

因为种种原因稍后发布的准备中的方案可以发往数据库保存。（不可见形式） 

 

 

在准备使用俄语答复供应信息时，需要在相应的复选框中打钩，方案编号会

自动生成。 

填写技术供应表应从名称开始。名称应当准确易懂，以便于本技术领域的非

专业人士理解，这样有利于帮助他们对公司或合适的合作伙伴有一个初步的认

识。 

填写以下五个页面的用途和规则在前面的指南中已经有解释。 

如果本地管理员整理或者搜索各类信息资料时，《资料链接》由本地界面管理员

填写。 

对界面管理员来说，只包含辅助信息的，包括《联系人》在内的这些界面是

不被显示在网站中的。 

工作面版《方案发布日期》和《方案有效期》按以下格式填写《日、月、年》

«00.00.0000.»，由界面管理员设定方案在平台的发布时间，设定方案有效期为 1

年，期满后可能会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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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被本地管理员提前准备好的联系列表中选择《联系人》。 

《新闻》工作界面是专为在网站主页发布新技术方案使用的。通常，新闻使

用技术方案语言，并按用户地址转发到技术转移中心的所有用户。新闻快讯的文

本应该包含网站用户感兴趣的简短的技术方案信息。 

 
 

在《简介》部分添加简短包含关键词的技术说明（少于 500 字符）。技术方

案的简介应该给出以下问题的答案： 

 方案的来源（地点）？ 

 建议怎样的组织方式？ 

 建议的具体内容？ 

 应用在什么方面？ 

 有哪些主要优势 

 要求什么类型的合作？ 

以下是正确书写的简介范例： 

 

一家小型的德国公司研制住了光纤维传感器，该生物传感器是以光电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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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为基础的。它比传统的传感器拥有更多的优势，比如：小尺寸，在变化过

程中不消耗氧气和不对电磁场产生影响。公司寻找进一步发展的工业合作伙伴，

研究机构或者新的应用实验室。 

在这部分希望指出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因为网站的不同类型的用户更希望和

特定所有制的企业进行合作。 

在《方案描述》部分给出方案的特性。建议介绍方案在该技术领域的情况。 

对出售的技术或产品应该清晰描述技术创新方案的一些特点。 

建议列出潜在的技术应用市场,至少指出一个以上的应用领域.。在这部分可

以得到技术申请人的特长和技巧方面的信息。可以使用图表资料、图纸、图画及

产品图片。 

 

 

在《技术和经济优势》界面必须说明使用技术可以带来的主要经济优势或利

益，比如：性能、易用性、使用技术带来的显而易见的利益。 

在《创新方面的建议》界面将有在技术研制时得出的新技术信息。在描述中

请尽量避免使用比如“最好的”、“唯一的”诸如此类的专业术语。这将帮助与现

有类似方案加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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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供在技术展出时使用的与技术有关的展览目录资料、宣传册。 

填写《关键词》页面时应当选择适用于本技术或者技术使用范围的所有可能

的关键词。 

请记住：在数据库中是基于关键词进行搜索。 

 
 

技术类型—就是指产品分类，技术转移的对象，是可以卖给顾客的商品。在

《其它》界面，建议指出技术所有者使用网站平台的信息资源想出售的技术或产

品的特征。产品科研报告(如果该产品是有重大价值的研究成果)、设计或技术文

献、实验样品、科研和实验加工的创新成品。在个别情况下实验研究的成果也可

以出售。 

在填写《知识产权现状》界面中,应当注意知识产权现状，应该有正式文件

证明。在填写《其它》表格时可以注明品牌、注册商标及其它信息。已获得知识

产权证书，但若申请人如果很难证实知识产权的所有权， 建议在签订合同时出

售专有技术及各种许可证书，同时需要针对不同情况预先说明出售条件。关于专

利和其它保护文件的具体信息应当遵循国家有关专利、注册文件、有效期等的规

定。 



白俄罗斯共和国                白俄罗斯，明斯克市，独立大街 66-100 号，220072 

                                                 电话:(+375-17)284-14-99 

http://ictt.by               传真:(+375-17)284-07-49 

                                                 E-mail: ictt@pochta.ru  
 

通过共和国技术转移中心网站推进商业化项目 
 

23

技术转移中心可以在办理许可证书和签订合同时为申请人提供咨询服务。 

在《技术应用领域》部分指出所有可能的市场应用领域。这些信息可以包含

广告资料。 

 

 

 

技术分类是非常重要的步骤。技术转移中心使用的是国际上一些主要的技术

转移网站通用的分类标准。这里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欧洲技术转移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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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t2.com 的分类。 

在使用分类的时候需要在相对应的区域打勾。按照数据库的划分，技术方案

将使用固定的分类格式，界面管理员建议使用技术转移中心现有的所有分类。 在

这种情况下简化在国际技术转移网站提出的技术方案的筹备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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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的本地管理员可以指定更好的技术推荐区域。同时技术转移中心可以将

信息资料的扩展地址邮包发送到指定的区域，并为合作伙伴在技术销售和创建合

作生产方面的定向搜索提供保障。 

在描述应用技术的实际经验时，可以给出大量有效的新技术使用实例，积极

的反馈意见及合作伙伴的建议。 

在《环境影响》界面需要说明使用新技术对环境的影响或不对环境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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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管理员根据方案的完成进度、准备情况来指定合适的商业合作方式，判

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要求。 在《其它》页面可提供未列出的附加信息注解以

及希望的合作方式。 

在以下的《技术转移的条件和限制》工作界面指定本地管理员在销售技术或

者成品时要实行的附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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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转让帮助》界面需要指定卖家给买家的附加技术服务。在《其它》

页面，建议列举设计者培训使用者在生产中掌握新技术的附加服务及大致费用。 

《常见问题》页面包括辅助信息和不被激活。本页面是为后续分析和技术推

广信息的积累需要时使用的。                                                          

填写完表格后必须保存资料，在这之后技术方案将自动出现在平台的数据

库，并在技术转移网站激活。 

 

 

插入技术方案配套图解的方法如下： 

本地管理员进入自己的技术方案《编辑》界面并插入图解。  

接下来需要记住的是，图解文件的大小取决于它的格式，当图解文件在互联

网之间传播的时候文件大小是很关键的因素。最小的图形文件一般都是 JPEG

（*.jpg、*.jpeg）和 GIF 格式的，而且彩色图案或者照片在使用 JPEG 格式的时

候占用的空间最小，用系统画图程序中的调色板并加入少数图表成分的双色图案

使用 GIF 格式。彩色图解文件必须是 JPEG（*.jpg、*.jpeg）格式。而黑白图解

文件使用 GIF 格式。 

    图解文件的高度应该限定在 400 到 1024 像素内，而宽度在 300 到 768 像素

内。最适合的尺寸应该是 800*600 像素。 

    图解文件的大小不能超过 200K。最适合的大小应在 10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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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电脑的外部存储器或磁盘中将图解文件插入到相应的《图解信息》中。 

作为技术附加技术支持可以使用包括视频在内的大尺寸的文件。这是技术转

移中心提供的附加服务，开通这项服务必须去技术转移中心的总部，根据需要在

服务器中划分空间并得到可供下载广告视频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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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ctt.by 网站链接》的界面上可以看到 www.ictt.by 平台的技术方案。 

 
 

在 http://ictt.by 的介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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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网站的任何用户在浏览感兴趣的技术方案资料后都可以填写意向表。这些

辅助信息不会在网站中被自动激活或成为被本地管理员或者管理员采集商业方

案的原始资料。填写意向书的建议在本指南的第五部分。 

 

四、技术交换中心网站技术需求部分的分类指南 

本网站中技术需求部分的分类方法和技术供应的方法类似。工作程序是先退

出到《管理》界面并选择相对应的技术需求数据库部分。 

 

 

 

技术需求的工作页面和技术供应的工作页面有很多部分是相似的。在填写这

些模板的时候请遵循以下 6 个基本原则来编辑技术需求的文本。 

建议一： 

简短并简洁的说明您的需求。这个原则在您看来可能很简单，但是我们说的

是包含所有需求内容的关键句。请放在首位。 

建议二： 

尽可能的添加您需要的明确的技术特性，成功查询需求的方法是在方案的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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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语句中查找，这将帮助阅读者确定在需求中是否有他们需要的，排除不适合的

方案。 

 
 

建议三： 

请说明您需要的技术和其它已知技术之间的区别，并解释您用来确定差别的

准则。 

建议四： 

请说明您需要新技术的原因，并解释您需要的新技术的用途。把您的要求

和其它类似的需求区分开，这样可以帮助技术提供者弄清楚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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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五： 

请提供有关您公司使用技术的具体领域。说明机构（公司）确定在哪个

领域使用您寻找的技术，将会收到更多的方案。 

建议六： 

指定您公司将分析的商务中的相互关系。不一定要遵循这个建议，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半有成效的技术需求中包含指定的各种商业互动合作方

式，这些方式在双方交换技术方案的时候将变得很重要。 

建议特别关注界面《技术说明》和《以前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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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需求的表格同样也是技术供给的表格，ictt.by 网站的任何用户都可以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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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些包含表达意向内容的表格。这些辅助信息不会在网站中被自动激活或成为

被本地管理员或者其他管理员采集商业方案的原始资料。填写意向书的建议在本

指南的第五部分。 

 

五、填写技术供需意向表格的建议。 

本网站的任何用户在了解相关供需信息之后都可以在相应的页面点击按钮

进入填写《技术供求意向表》页面。进入界面后会出现包含若干可填写文本内容

的窗口。意向书本身包括用户表达兴趣的一些必填页面.。 

填写用户对技术方案意向的页面是必须的步骤。 

填写完的表格将是本地管理员采集方案和继续摘抄、编写和转发补充资料给

有意向的用户的主要信息来源。 

  

 

对技术方案感兴趣的组织（机构）资料。 

只有在填写完意向表以后，用户才能以新购买者的身份填写《描述您打算使

用的技术》和《您对技术方案所有者的提问》页面。在确认自己的权限以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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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技术的买家可以发送意向书。 

再对拟使用的技术给出简短说明、拟使用技术、对技术的基本要求，为将要

使用该技术的购买者提供必要技术资源的修改和完善 。 

用户在了解发布在网站的资料信息以后如果出现任何问题，用户可以在页面

中给技术所有者列举出提问。 

 

在技术需求意向书中不仅需要指定技术解决方案，而且包括现阶段方案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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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情况、方案的简短描述以及现阶段您的方案。 

在这个表格中应该列举用户向技术购买者转达有关技术需求的资料。 

在填写完所有页面后，用户应当在相应的页面点击按钮发送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