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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猴留恋丰收年，彩凤欢啼盛世春。繁忙而又

充实的2016年业已过去，在中国传统佳节——春节

即将到来之际，我谨代表所领导班子，向全所职

工、在读研究生及你们的家人致以新春的祝福和诚

挚的问候！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握手辞行的2016年，是

“十三五”开局之年，这一年，苏州医工所以“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为重要抓手，开展了形式多样的

与科研工作紧密结合的主题党建活动，有效调动了

支部和党员的作用，全所职工士气高涨、干劲十

足，研究所各项工作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这一年，我们确定并开始实施了研究所新的

“一三五”规划；积极参与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数字诊疗装备”、“重大科学仪器”等指南撰写，参与科技部人口健康领域、医疗器械和中科院生命领域“十三

五”规划的制定，体现了我所在生物医学领域的显著地位；研究所人才队伍初具规模，人员总量近500人，新增百人

计划7名，副研及以上职称人员超过100人；全年各类经费合同总额超过2个亿，其中，竞争性科研经费合同额1.1亿

元；超分辨显微光学核心部件及系统研制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双光子显微镜销售到美国、德国、以色列等国，共聚

焦显微镜完成了工程化；医工结合得到了医生的认可，道路越走越宽，医生参与积极性空前，项目征集数达400余

项；新型成果转化模式得到初步验证和社会认可，高端工程技术服务特色显著，流式细胞仪和血栓弹力图仪顺利转移

转化；以第一的排名通过了省产研院专业所验收工作，在天津和长春分别筹建了分支机构；国际合作取得实质性进

展，与剑桥大学、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德国墨尼黑工业大学等世界一流高校开展合作研究、联合办学并共建联合

研发中心；党工团妇各项工作成效显著，全所职工凝聚力明显提高；研究所创新文化逐步形成，“忠诚、务实、合

作、创新”的发展理念深入人心，职代会、工会参与民主办所热情越来越高；《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新闻联

播》、新华社等多家国家级媒体首次对我所进行了报道，研究所社会影响力逐步扩大。

凯歌高奏辞旧岁，壮志凌云谱新篇。回首2016，我们欢欣鼓舞，满怀喜悦；展望2017，我们豪情万丈，雄心激

荡！在新的一年里，希望全体同志继续发扬能吃苦、能战斗、能攻关的精神，蹄疾步稳、勇毅笃行，扎实推动研究所

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为中科院“率先行动”计划的顺利实施和我所的跨越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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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五”规划

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定位

面向世界生物医学科技前沿、面向我国人口与健康重大需求，

开展先进生物医学仪器、试剂和生物材料等方面的基础性、战略

性、前瞻性的研究工作，建成医疗仪器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平台，

引领我国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的发展，推动医疗器械产业的进步，

成为不可替代的国立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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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架构

科技布局
围绕医疗仪器、生物试剂、医用材料三个技术领域，凝练六个技术方向

研发平台      孵化平台      支撑平台      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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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分辨显微成像

大数值孔径显微物镜

超宽波段连续可调谐激光器

完成平场复消色差NA1.45及长工作距宽波段NA0.72平场复

消色差物镜光学和机械结构详细优化设计，完成所有工程图

绘制。

完成国内首个NA1.4平场复消色差显微物镜。

完成NA1.45及NA0.72显微物镜部分光学元件和结构件加

工，完成可见近红外NA0.72显微物镜结构件检测及验收

完成以星点像测试为辅，传函测试、杂散光测试、波像差测

试为主的测试工艺。

泵浦功率为11W时，基频光最大输出功率高达到4.4W，转

换效率达到40%

实现了基频光在1064-1600 nm范围内连续可调

镜片胶合&涂墨

集成装配

OPO基频光调试

不同周期输出光谱 周期调谐曲线

基频光输出功率

测试合格&封装

镜片镜框胶合 定心车削

具备高端显微物镜系统，从设计、加工、集成到测试的全链路研发能力；

研制的高NA平场复消色差显微物镜填补了国内不能研发高端显微物镜的空白！

在1064-1600 nm范围内首次实现了高效率宽带可调谐连续

输出，为STED显微镜用可见光可调谐光源研制奠定了基

础。

科研进展



超分辨显微成像

全光纤飞秒激光器

基于全光纤结构，采用ANDI-SESAM锁模方式，完成了飞

秒激光系统设计

完成了种子光、放大系统及脉冲压缩系统的调试，正在进行

系统调试

激光扫描共焦显微镜工程化

整理了各种技术报告、设计图纸等16种技术文件，移交给国

科医疗工程化团队

与国科医疗团队解决工程化过程中的技术问题

激光扫描共焦显微镜工程化

整理了各种技术报告、设计图纸等16种技术文件，移交给国

科医疗工程化团队

与国科医疗团队解决工程化过程中的技术问题

飞秒激光系统

工程化样机整机联调 工程化样机扫描头外形 

工程化样机电气控制柜

皮肤CT样机装调

皮肤CT成像软件 皮肤CT样机图片 

工程化样机成像图片

飞秒激光重复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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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D超分辨显微镜样机

设计方案

STED样机软件界面

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学

北京大学分子医学

研究所

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双光子STED样机 双光子STED成像结果

STED样机初装与整体外形

细胞骨架共聚焦与STED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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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分辨显微成像

STED显微镜

STED成像技术

掌握了精密合束、时间延迟、快速扫描、三维层切等技术

实现了50nm横向分辨率的超分辨成像

STED样机设计和装调

完成样机详细设计评审

完成光机电算模块设计与加工

基本完成样机装调

设计制作了扫描头外壳

双光子显微镜

完成3台双光子显微镜样机（借用）

5台双光子显微镜产品机

双光子STED超分辨显微镜

配置双激光器和双扫描光路，可同步进行光刺激

和高速超分辨成像.

完成原理样机研制和关键技术研究

通过详细设计方案评审

在国内首次推出STED超分辨显微镜样机

国内唯一双光子STED的超分辨显微系统



非线性SIM样机

基于DMD的SIM样机

SIM样机 宽场显微成像 SIM显微成像

SIM样机成像结果

非线性SIM成像软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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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分辨显微成像

非线性SIM超分辨显微镜

基于TIRF的SIM超分辨显微镜，具备线性SIM和非线性

SIM功能

完成样机研制，移交生物物理所测试使用

完成控制软件和图像处理软件开发

开发IBP-NLSIM 图像重建算法

结构光照明显微镜工程化

完成基于LED和DMD的SIM显微镜样机，分辨率达到

110nm

基于DMD的SIM超分辨显微镜

完成SIM显微系统α工程样机集成

实现NA1.1  2D 模式SIM成像

初步完成TIRF与3D SIM成像工作模式

12月份在中科大参加生物显微成像前沿技术培训班，

获广泛认可。

世界上第一台非线性SIM工程样机



全内反射TIRF照明器

STORM样机成像软件 STORM样机成像结果

角膜内皮细胞

口腔内皮细胞成像装置

STORM样机

国内首次研发成功STORM超分辨显微镜系统

国内率先完成线扫描共焦的全套开发，成功开展多

种在体血管/细胞的成像实验，将进一步优化设计并

引入分子影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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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分辨显微成像

眼科光学诊疗技术--在体光学成像

STORM 超分辨显微镜

开发全内反射TIRF照明器，系统软件和数据处

理软件

开发双色成像分光模块

进行了细胞微管、 线粒体、exomer等样品的

STORM超分辨成像

线扫描高速眼科成像

完成视网膜视乳头血管成像、角膜内皮细胞成像

的活体成像，正进行血氧饱和度成像实验

开展系统原型样机的研制工作



工程样机

全套装置图 视觉刺激模块的实验图

血管造影

世界率先完成SS-OCT手术引导显微镜的工程样机

开发，获省杰出青年基金、省双创、院前沿科学重

点研究计划的资助

联合颁布我国首个针对视觉光健康的标准，牵头申

请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申报经费4000万元)

精准在体视觉刺激与神经修复方面，已经完成全套

装置研制，初步完成了视觉模块的光刺激动物实

验，逐步凝练，争取形成高水平文章。

超分辨显微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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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OCT手术引导显微镜

完成了多普勒流场测量与光学血管造影成像的开发。

完成系统原型样机的全套光机电硬件研制，正进入软件集

成阶段。

视觉健康舒适度研究

形成基于波前传感器的眼球屈光复合参数测量的LED照明

与显示健康舒适度评价体系。

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一起颁布了CSA 0.35.1-2016联盟标

准，并正着手进行国际标准的申报；牵头申请重大专项。

视觉神经修复研究

完成了我国首套小型化的视网膜光学成像与精准视觉信号

操控装置的研制。

视觉刺激分系统运抵神经所开展动物实验，初步表明可有

效地在体激发眼内的光遗传病毒。



治疗仪产品样机

治疗仪产品样机临床治疗案例

技术授权合同

临床伦理批件 获奖证书

注册检验报告

治疗手具

STORM样机成像软件 STORM样机成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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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与光健康

高能脉冲光学疼痛治疗仪

形成了产品样机

申请专利4项

与吉大一院医工结合重点项目，正探讨成果转化

模式

2016苏州先进医疗器械技术转移大会项目路演

二等奖

光谱治疗仪

技术授权费100万元

完成产品注册检验，取得检测报告

完成近100例临床试验，取得临床实验报告

荣获全国创新创业大赛吉林省企业组二等奖，  

中科创客大赛金奖



远程灯

LED光源照明器 LED光源照明器

光源实物图

黄疸光疗毯样机

显微镜白光光源示意图

半导体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

LED与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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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灯

8km远程灯媒体推广报道。

8km远程灯参加了首届国际第三代半导体创新创业大赛并

荣获三等奖。

LED光源照明器

完成多波段显微荧光光源箱。

完成眼底成像照明光源箱。

完成五波段物证仪。

显微镜白光光源

研究开发的一款用于显微镜宽场照明的LED光源；

已完成了样机的装调和稳定性测试工作，已小批量生产50

套，送客户体验使用。

显微镜白光光源

研究开发的一款用于显微镜宽场照明的LED光源；

已完成了样机的装调和稳定性测试工作，已小批量生产50

套，送客户体验使用。



共聚焦内镜样机

2x探头成像

参数调试 噪声测试

稳定性测试

7x探头成像

荧光成像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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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与光健康

激光共聚焦内镜

研究开发一款激光共聚焦内窥成像系统

完成了样机调试与性能测试。

内窥成像探头

研发横向放大倍率2x、7x两款内窥探头，探头

直径<2.5mm。

低噪声561 nm激光器

根据制定的方案及技术路线实施课题，完成实验

平台搭建

实现单波长561nm激光输出，输出功率可达到

72.2mW，功率不稳定性达到0.98%，噪声达

到2.9%

激光光源



激光输出光斑

钬激光光路调试

换能器应力仿真图

换能器实物图

初步试验验证

针对介入治疗方式改进
光纤耦合系统

输入输出曲线

激光光源

激光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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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YAG黄光激光器

采用国产Dy:YAG晶体，首次实现了583 nm黄光激光输出

最大平均功率56 mW，单脉冲能量1.1 mJ

钬激光-超声泌尿碎石治疗系统

掌握了夹心式换能器设计加工方案，突破了频率跟踪技

术；实现了约30μm的超声变幅杆振幅

完成样机设计方案评审

完成了钬激光分系统原理样机的装调

正在进行超声碎石分系统原理样机装调

血管瘤激光治疗方法研究

完成样机性能的优化设计，完成针对电磁干扰的改进设

计，并已将样机送至吉大一院

吉大一院方面正在进行动物治疗相关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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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机正在检测 临床、办证

代理合同

ENC检测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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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医疗

血栓弹力图仪

微静脉血管病变治疗系统

吸引风投并注册项目公司-苏州国科华东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进行成果转化，目前即将完成全性能

检测，已与CRO公司北京捷通签订代理合同并

已开展临床试验前期准备工作



先进流式技术项目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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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式

升级
装备

核心
部件

配套
试剂

1.三激光+色流式细胞分析仪研制
2.数字微滴-流式核酸检测系统研发
3.液相悬浮芯片解码分析仪研制

1.流式细胞仪系列化质试剂研制
2.液相芯片研制
3.白细胞分化抗原系列试剂研制
4.流式细胞仪用生物质控品研制
5.数字PCR质控品研发
6.人血小板抗体流式细胞分析试剂的研制

1.洗澡声561nm激光器研制
2.流式细胞计数的声波聚焦万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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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医疗

数字微滴-流式核酸检测系统研发

液相悬浮芯片解码分析仪研制

三激光十色流式细胞分析仪研制

1.完成了微滴生成芯片、微滴排列芯片的研
制。

2.完成了微滴荧光检测系统和微滴数据读取程
序的研制。

3.开展样本模拟测试工作，能够有效检测出万
分之一阳性微滴。

1.完成系统方案评审。

2.搭建了系统样机。

3.完成微球标准品测试，开展优化工作。

1.完成方案评审，确定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2.完成共线双激光系统测试，研制系统CV
可达2%。

3.搭建三激光原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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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醛检测仪

临床质谱中心成立

高端生化传感芯片及系列仪器生产化

生命科学分析

单通道式 多通道式

生化传感芯片

空气健康监测

生物分子界面分析仪

穿戴式     移动式     车载式     桌面式

质谱技术较其他方法具有更高的特异性、灵敏度、准确度、精确度，且检出限低，不受抗体或特殊生化反应的

限制,成为临床检验中的重要新型工具。

2016年1-9月，累计进口2403台质谱联用仪，比上年同期增幅27.62%

2016-02 2016-03 2016-12

模式创新：临床需求+工程化团队+成熟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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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室部分科研进展

领导率先带头倡行“五+1”“白+黑”工作模式，带动全室党员群众开展科技攻关，取得了突出成绩。

第一党支部 第二党支部 第三党支部 党员+群众

1.王弼徒科研团队

完 成 激 光 工 聚 焦 显 微

镜、流式细胞仪第一台工程

样机，研制出血栓弹力谱测

系统原理样机，通过许可使

用权方式进行成果转化，已

正是签约。

研发出一种新的两轴微

纳力学传感芯片，新一代相

称 C T 已 进 入 工 程 评 审 阶

段。

2.陈晓禾科研团队

完成电磁兼容实验室的

建设任务，在电磁兼容和室

内导航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

进展。

1.董文飞科研团队

完成3种高性能荧光探

针设计、研发。完成荧光免

疫层析试纸条研发，目前该

技术已成功转让。

2.尹焕才科研团队

研制出3种新型成熟试

剂，有4项科研成果已进入

成果转化阶段。

3.李勇（丁少华）科研团队

完成人血小板抗体流式

细胞分析试剂的研制工作，

水性胶微柱免疫分析技术成

果即将进入成果转化阶段。

4.张京忠科研团队

完 成 干 细 胞 库 建 设 任

务；胡军科研团队同苏州市

血站开展了更深入的合作。

1.王策科研团队

完成“863医用新型流

式细胞仪”项目研制。完成

流式细胞仪成果转化。

2.周连群科研团队

“甲醛浓度检测仪”已

成功推向市场。获得中国发

明协会发明创业“金”奖。

3.黎海文科研团队

成功研制“数字PCR仪

样机、试剂、微流检测芯

片”，相关成果即将进入成

果转化阶段。

1.高山科研团队

在免疫治疗机制方面取

得了系列突破性进展，系列

成果发表在国际著名自然杂

志子刊上。

2.郑岷雪科研团队

在为宫颈癌早期筛查分

子诊断试剂盒和高甘油三酯

急性胰腺炎早期筛查方面取

得了突破性进展。

3.王学军科研团队

已成功完成高通量机械

手平台的研发和集成。

4.张春科研团队

在基因治疗眼科遗传性

疾病和T淋巴细胞治疗肿瘤

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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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学优势项目——省市立项

声学室优势项目——企业委托

高频微型超声探头 成立“苏州国科昂卓公司”
省医疗器械创新中心项目1项

上海爱声公司血管内超声换能器

北京华科创智消化内镜探头

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血管内光声成像探头

美国普渡大学—内窥镜光声成像探头

深圳大学—运动康复超声探头

东软呼吸内镜凸阵探头研发

飞依诺消化内镜凸阵探头研发

上海微系统所

华南师范大学

江西师范大学

 ……

微型探头产品呈系列化，从单阵元到多阵元，技术跨越一大步

血流储备分数检测样机研制
（FFR系统）

项目可行性方案

项目任务书

上半年进度报告

项目实施方案

2016年度报告

严格遵守时间节点

定期例会讨论，会议周报28份

遵守质量体系要求，项目相关文档11份

项目进展

项目管理 FFR心血管血流仿体原理实验



声波聚焦流式细胞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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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学室培育项目——所内立项

换能器的设计与研制 换能器激励模块研制

完成了仿真设计并形成文件，按

照设计要求生产出不同规格的换能器

样品并进行了性能测试，性能复合预

期设计。

阶段性成果实验

1、完成激励模块的激励效果测试，聚

焦效果明显

2、测试了不同相位、不同频率、不同

浓度、不同流速条件下的聚焦实验

3、完成了二维聚焦的实验，聚焦效果

良好

4、申请专利3项

完成激励模块的研制，基本功能

包括：

1、输出激励电压幅值可调，相位可

调，频率可调；

2、最多可支持四路输出通道。

声聚焦流式细胞通道

激励模块

聚焦效果

实验装置

超声细胞聚焦与分选技术研究

所立项目圆满完成，拓展新领域——流式细胞仪



植入式电光声多模态癫痫病灶精准三维定位技术

高性能超声内窥镜技术

项目申请

2016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数字诊疗装备”前沿技术（进入答辩，最终排名16名）

2017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数字诊疗装备”前沿技术

2016长春分院产业化项目

项目进展

自立课题，自制探头与采集装置

开展仿体实验

兔子、大鼠动物实验1次

准备国自然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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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学室培育项目——自主布局基础类

声学室培育项目——自主立项待转化

市场调研

原理样机

导管探头

控制手柄

数据采集

成像软件

100%

95%

85%

80%

52%

67%

从核心部件走向整机系统，B2B 到 B2C，寻找产业化路径



睡眠项目

市场调研

原理样机

导管探头

激励电源

90%

85%

8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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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学室培育项目——自主立项待转化

电子室成果简介——科研成果

体外溶栓对比实验，效果良好

激励电源样机

溶栓换能器样品

自主培育成果转化项目趋成熟，部件模块化，方便产业化

进行单元模块测试、完成睡眠机构分析软件平台搭建

巩膜黄染检测仪项目

实现巩膜区域分割。完成系统硬件控制模块开

发，仪器实现小型化、便携式设计

全自动干式免疫荧光分析仪

完成用户软件和调试软件方案设计及用户软件需

求说明书编写，进行软件编制及系统关键部件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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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室成果简介——科研成果

无线程控光刺激器

闭环脑深部刺激器

脑疾病患者管理系统 多节点手环手机端APP 运动定量评估软件数据分析

光极、电极



PD定量评估算法

多节点帕金森病定量评估系统

睡眠参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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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室成果简介——科研成果

(a) (b)

(c) (d)

示范动作：

1. 翻腕   

2. 抬腿   

3. 静止站立 

4. 10米往返

2 3 4 5 6 7 8

-500

0

500

2 3 4 5 6 7 8

-1000

0

1000

2000

2 3 4 5 6 7 8

-200

0

200

Time(s)

An
gu

la
r V

el
oc

ity
(°/

s)

2 3 4 5 6 7 8

-1500

-1000

-500

0

500

1000

1500

2000

Time(s)

 

 
Selected signal
Threshold

2 3 4 5 6 7 8
-60

-40

-20

0

20

40

60

80

100

120

Time(s)

An
gl

e(
°)

3 4 5 6 7 8
0

36.3

72.6

108.9

145.2

181.5

Time(s)

Am
pl

itu
de

(°)

0

0.06

0.13

0.19

0.26

0.32

Du
ra

tio
n(

s)

0 0.5 1 1.5 2 2.5 3

x 104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X
Y
Z



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年度报告
Annual Peport 2016

电子室成果简介——神经与智能工程技术

康复室在研项目 

以智能神经调控和智能神经康复为目标

以神经感知、计算、调控的脑-机混合智能技术为核心

脑疾病智能康复移动医疗、自学习智能神经调控研究方向

帕金森病

肌张力障碍

癫痫

疼痛

抑郁

老年痴呆

药物成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环纳米台5nm步进实验
响应时间:3ms; 静态噪声：±2nm; XY两轴耦合率:小于1%

三维纳米工作台

直梁型纳米台  
直圆型纳米台



连续血液净化系统

基于路径规划的个性化康复训练系统

27/28

康复室在研项目 

个性化康复训练参数定制

智能化数据管理

多自由度路径规划

肩关节耦合运动

友好人机交互

康复训练评估系统

上肢康复
机器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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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室在研项目 

微创手术穿刺针遥控引导机器人

显微镜三维调整架

方案一
双平行四边形RC+被动关节机械臂

方案二
双圆弧RCM机构+六自由度轻型被动机械臂

!" " # !µ" # !" "$%# &'

( )* + , -)

. )* + , -)

/* 0* *1) , )

/2 0* *1) , )

显微镜台架及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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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室在研项目 

穿戴式多生理参数动态测量系统

超轻量无线路径管理系统

125 130 135 140 145 150 155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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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神经网络的连续
动态血压测量算法

心 率   血 氧   呼 吸 率   血 压   心 电   精 神 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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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室在研项目 

康复室快速柔性制造中心 

无线疼痛管理系统

流式细胞仪的部分部件

多岐管基板 激光耦合器的零件

升降旋转台的部分零件

柱塞泵偏心轮 光栅刻划机柔性铰链

振动台液压球碗、球头



资源争取

重点实验室

2016年争取竞争性经费1.1亿余元；国家项目占比近50%；横向占比近25%

策划重大科学仪器专项，获批2项（其中：主持1项，参与1项），策划1项纳入第二批项目指南；

策划国际合作5项，获批2项，另有1项待评（首次一年之内成功获批2个国合专项）；

通过合作，共同申报数字诊疗等专项，获批11项；有4个我所推荐的专家参与了各级评审。

组织江苏省、苏州市项目共计80余项，获批32项，其中省杰青/优青均实现“零”的突破！

策划组织中科院前沿科学重点研究2项，全部获批；

组织横向合作项目32项，签订合同额2622.7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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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重点实验室验收会

中科院重点实验室验收会

江苏省医用光学重点实验室顺利验收
（10月30日）

中科院生物医学检验技术重点实验室通过验收
（1月27日）

专家和科技厅领导一致认为：该重点实验室全面完成了合同

规定的目标任务，为推动地方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做出了积

极贡献，同意通过验收。

专家组和院领导一致认为：实验室定位准确，研究方向与目

标清晰，符合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和中国科学院学科布

局。实验室已全面完成了建设任务，达到了中科院重点实验

室建设预期目标，同意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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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和奖励

2016年共发表论文130篇，其中SCI 58篇；EI 16篇
（以上数据仅包括我所为第一署名单位的论文）

奖励：

江苏省优秀青年科技奖

江苏省优秀科技工作者

苏州市科学技术奖

苏州市自然科学（2014-2015）优秀学术论文



通过多种渠道征集成果转化项目18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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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转化

转化项目

17%

4%

6%49%

24%
专业所-7项

联盟-12项

所内-32项

其他-43项

海外机构-93项

三维人脸的自动定位方法及其在健康管理中的应用

无痛纳米晶片及其临床突破

无线数字远程实时监护系统

远程康复训练与评定系统

主动型胶囊内窥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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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项目

共计组织三十余项成果转化项目参加常态化的项目路演

面向所内外征集数十项科技成果，组织19个成果转化项目参
加技术转移大会的项目路演

利用所内路演系统先后进行了8个优秀海外项目的路演

多次组织所内项目参加其他各类项目路演

皮肤CT

高能光学治疗仪

主动型胶囊内窥镜

智慧医疗服务系统

磁共振关节成像系统

医疗级精准血氧测量系统

远程康复训练与评定系统

高端生化传感芯片和系列仪器产业化



35/36

项目公司

54%

74%

注册资本 吸引社会资本

2015年 2015年

2016年 2016年

2.155亿元
    —2016年总注册资本
    较2015年增长54%

1.1亿元
    —2016年吸引社会资本
    较2015年增长74%

2016-2 6250
2016-3 200
2016-3 500
2016-8 300
2016-8 800
2016-8 2500
2016-11 1000

10000

500
10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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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机构

五月
签订协议，开始设备采购

七月
苏州医工所和天津工研院购
置路演设备，苏州路演厅于
七月底装修完毕

八月
完成设备安装调试
技术转移大会海外
项目开始征集筹备

九月
圆满完成技术转移
大会海外路演专场

十一月
在医工所举行海外项目路演

美国硅谷技术转移中心充分发

挥在项目路演、咨询培训、人

才招聘、海外推介等方面的优

势 ， 通 过 视 频 路 演 平 台 实 现

“美国硅谷—苏州—天津”三

地零时差连线，已组织医疗器

械项目专场路演两场、路演项

目十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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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厅、展品制作

苏州医工所天津工研院正式揭牌

积极策划、协助天津工研院的基础建设、基金设立、项目落地等各项事宜，顺利完成天津工

研院的揭牌，保障天津工研院的正常运营。

推介项目落地孵化
远程康复训练与评估系统

1.9μm前列腺治疗仪

关节磁共振成像系统

光谱导航

组建方案

发起人协议

合伙协议

托管协议

项目路演组织

材料编制

拟定天津医疗器械创新基金设立方案

双向沟通联络



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年度报告
Annual Peport 2016

长春工研院是苏州医工所开展院地合作的又一重大举措，实现从临床需求到产品输出的成

果转化全链条运行模式，共争取经费1.55亿元、场地1万5千平米。

苏州医工所在长春设立苏州医工所长春工研院

当地政府的认可和需求 医工结合逐渐深入 苏州医工所的定位需要

长春高新区政府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苏州医工所与长春

高新区政府签署合

作协议，建设苏州

医工所长春工研院

苏州医工所与亚泰集团、吉

大一院签署发起人协议，设

立亚泰中科先进医疗器械工

程技术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医工所与吉大一院签署

合作协议，共建生物医学工

程技术研究所

苏州医工所与长春高新区政府、

亚泰集团、吉大一院签署四方协

议，实现全链条运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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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产研院专业所建设及转正工作

通过策划、组织技术转移大会，树立专业所在省产研院系统中的排头兵地位，以全所资源调

配为核心，为顺利通过验收取得较高运行经费打下基础

以成功举办技术转移大会为契机

基本确立在省产研院的突出位置

顺利通过正式所验收

争取更多的运行经费

转正验收结果

2016年第一次绩效核查，23家研究所排

名第2，预备所排名No.1 

2016年转正研究所综合数据排名位列12

家研究所No.1

产研院理事会优秀专业所案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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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申请专利198项，授权150项

以培育“高价值”专利为目标

进行的日常管理创新

单纯的数量目标，OUT
制定各研究室知识产权申请计划，确定申请技术主

题，构建初步的专利布局，降低垃圾专利产生率。

●  从初步的高价值专利评价指标入手 

根据江苏省高价值专利培育标准，从“专利三

性”、“权利要求稳定性”和“保护范围” 等角度对

专利申请进行审查。

●  重点项目，重点对待
就重点项目签订知识产权服务协议，分模块确定技

术主题，竞争对手重点专利技术检索和分析。

01

02

03

04

授权量明显上升（尤其是发明专利）

筹建期至今已基本完成专利数量积累，

以后更注重质的提升

高新区趋势导向控制（保量提质）

保证大户奖励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33 33 35 115 138 134 112 600

24 12 9 50 76 89 71 331

1 0 1 5 2 5 4 18

1 2 2 12 18 18 11 64

59 47 47 182 234 246 198 1013

/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0 1 2 8 17 49 80 158

2 23 8 16 58 81 57 245

1 0 0 4 3 4 4 17

1 2 0 13 13 19 9 57

4 26 10 41 91 153 150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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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专利

获批专利项目共5项，获批经费135万元

苏州市高价值专利培育项目

“ 高 端 生 化 传 感 芯 片 及 系 列 仪

器”高价值专利培育

经费：130万元

时间：2016.11-2019.11

知识产权集群试点项目

苏州医疗器械知识产权服务平台

管理系统

经费：2万元

时间：2016.1-2016.12

国知局专利审查员
             实践基地首批实践点

零距离接触国知局医疗处审查员

经费：实时补助

国科图知识产权管理与服务项目

面向创新价值链中的知识产权管

理与服务模式探索

经费：３万元

时间：2016.11-2017.4

苏州市科协项目

在孵化器运营中融入知识

产权服务的新模式

指导性课题

时间：2016.1-2016.12

25.46 2016.03

40.84 2016.10

10 2016.03

5( 2016.03

6.7 2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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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奖实现突破

开展中科院产业孵化联盟工作

经前期策划、组织，以 “高端生化传感芯片和系列仪器”项目为基础进行申报，获得了

建所以来的第一个专利奖

组织、策划我所项目参加第九届国际发明展，其中“甲醛检测仪”荣获中国发明协会金奖

吸纳新成员

召开一届二次理事会

项目征集

孵化器建设

南京天仪公司

中科雁栖湖公司

吉大一院

亚泰集团

年度工作报告

下一年工作安排

从联盟成员中征集成果转

化项目十余项

召开孵化器公司三会

确定孵化器公司经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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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建所以来积极策划、承办的最大规模的业界盛会，经过历时半年多的筹备，大会顺利召

开，共有来自各级政府部门、科研院所、医院、企业、投资基金等各类机构的600余名代表参

会，吸引投资机构30多家，报名路演项目85个

承办2016中国（苏州）先进医疗器械技术转移大会

基础好            层次高            范围广            项目优            形式多

会议
策划

会议
筹备

会议
召开

会议名称

会议时间

会议地点

会议目的

会议内容

参会单位筹备安排

嘉宾组

项目组

招商组

会务组

宣传组

志愿者组

主题报告

项目签约

高端论坛

知识产权专场现场

及海外项目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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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参加2016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我所建所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正式亮相，接受央视等重量级媒体的采访报导，反响热烈，对

我所和我所项目公司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宣传

展前

展中

展后

预算编制

海报设计

展位设计

展品运输

展位布置

沟通联络

媒体安排

有序撤展

展后联系

费用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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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合作

医工结合

细化实施方案

组织对接交流

上海

长春

苏州

所层面组织

课题组组织 填报项目材料 论证筛选 资金管理委员会�
审批

资金管理办公室
过程管理

立项
管理

10月28日，华山医院来所

12月7-8日，访问华山医院及中山医院

12月16日，吉大一院烧伤科一行7人来所交流

12月，影像室、康复室、检验室等赴吉大一院、吉大三院交流

9-10月，与苏州市科技局落实政策资助事宜

11月，苏大及三家医院开展医工结合专项交流

截止目前，已在长春、苏州、上海分别与6家医院进行

了全面对接交流，第一轮征集项目共计305项，涉及100个

科室、137名医生，经过对接已提交89项合作意向申请；

苏州地区的医工结合计划已获得苏州市科技局认可，

经筛选立项后将纳入到苏州市科技计划指导性项目。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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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

国际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广泛联系国际相关重大战略性资源，围绕所十三五规划，加强

和国外著名科学家联系，促成国际战略合作。

剑桥大学：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共建纳米生物传感研究中心，合作开

发的高通量基因芯片已进入基因测试和评估阶段；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工程系：签订合作备忘录, 在生物医学领

域开展合作研究、联合办学并共建联合研发中心；

德国墨尼黑工业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共建苏州

脑科学工程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交流访问

10月27日伊朗副总统Dr.Sattari
来访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4月22日，NIBIB战略规划处主任
Dr. Kris. Kandarpa访问

10月13日, NIBIB首任主任
Roderic I. Pettigrew教授来所访问

广泛联系国际相关重大战略性资源，促成国际战略合作



2016年10月 美国科学院院士
Jeff Lichtman教授

2016年3月   慕尼黑工业大学
Arthur G. Konnerth教授

2016年3月  巴黎高师陈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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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国际顾问委员会

所长国际顾问委员会

围绕所十三五规划，加强和国外著名科学家联系，共同促进医工所发展。

国家食药监总局副局长焦红一行调研苏州医
工所

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邓麦村秘书长调研中科
院医疗器械产业孵化联盟

中科院北京分院常务副院长吴建国一行调研
苏州医工所

潍坊国家高新区党工委委员董书礼一行调研
苏州医工所

深入对接国家药监局、省药监局，参与

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为医疗器械审

评审评工作提供支持，提升我所的行业地位

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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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工作

人员总量 463人 (截止2017年1月)  

固定人员269人    

千人计划 5人，万人计划1人，百人计划 22人，江

苏省双创 16人

研究员40人，副研究员64人

流动人员49人

特聘研究员15人

博士后16人

在读研究生145人

博士研究生 26人

硕士研究生 119人

社保编制

经积极争取，突破重重困难，中科院批复

同意增加我所50个编制；

长光所援建人员顺利调动19人。

人事招聘

副研以上13人（新百人2人，研究员2人，

副研究员8人）；

录取应届毕业生29人（参加宣讲1200人，

参加考核177人）。

1.人员概括

2.人事管理

博士后工作

国科医疗获批江苏省博士后工作站；

1人获全国博新计划资助（120万元）；

2人获全国博士后面上基金资助（20万元）。 



    人才项目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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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批中科院卢嘉锡创新国际团队

新增中科院“特聘研究员”4人、江苏省“双创

计划”2人、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6

人、苏州高校院所紧缺高层次人才6人；

1人获苏州市市长创新奖。

8 9

教育工作

研究生名额
博士12人（新增2人），硕士26人；

在职博士名额为1人。

学籍
2016年我所研究所教育归口由中国科学院大学调整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主体升格为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导师获聘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副教授。

研究生培养点
调整确定4个学术型和4个专业型硕士培养点；

调整保留了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培养点。  



条件保障

条件改造工作

2016年所内策划了三个重点建设项目：

（1）细胞治疗性样本库；（2）动物实验室；（3）体外试剂GMP车间（设计阶段）

A6 2000M2 C1 340M2

*

580 220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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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局部

（动物实验室）

参观考察 施工现场 实验室局部（细胞库） 验收现场

考察调研，确定项目

基本需求，委托设计

设计院完成

设计工作

施工单位

进场施工

系统单机调试、

联合调试、试运行

委托咨询公司完成编标

招标工作，确定施工单位

施工主要

内容完成

项目验收

交付使用

2月 6月 10月 12月

5月 7月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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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光学加工平台

先进光学显微成像应用开发平台

公共平台建设

完成定心车床验收及培训

完成干涉仪、传函测试仪验收

完成数控小镜片加工设备采购、安装及预验收

完善显微物镜系统及测试工程化平台安全及其

它规章制度建设

建立光学显微成像实验室，包括4台自主研发

的高端显微镜   

建立细胞生物学实验室

主办了中科院生物领域区域中心会议医工所分

会

具备国内先进水平的折射式光学物镜

集成及测试平台

国内引入的第二套计算机精密数控小

光学元件加工设备

国内外首个同时具有三种以上超分辨

显微镜的开放实验室

单点金刚石车床

数控铣磨机

生物安全柜
中科院生物领域区域中心会议医工所分会

超低温冰箱 细胞培养箱 高压灭菌锅

定心磨边机

先进光学显微成像应用开发平台

细胞生物学实验室

数控抛光机



公共平台建设

动物实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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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SPF级别的动物实验室，面积约340平方

米，主要用于大小鼠的饲养和实验

建立BSL-2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

建立动物组织培养实验室

建立了服务于生物试剂开发、生物实

验仪器开发、医疗器械开发的，达到

国际一流水平的多功能动物实验平

台。

动物行为学分析系统

IVC鼠笼系统

动物房大厅

冷冻切片机 多功能酶标仪 红外双色激光成像系统影像楼投入使用

2015年底，C1影像楼完成了改造，正式交付。

2016年4月，影像室完成了整体搬迁工作。

射线屏蔽实验室由2间220㎡，增加至3间，共276

㎡，且结构面积更为合理；

磁屏蔽实验室由1间，增加2间；

新增1间光学暗室实验室和1间远程医疗演示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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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场磁共振实验测试平台 RAPD检测仪与临床测试

X射线测试成像实验平台

智慧医疗展示平台



党群与创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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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工作如何“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学习教育

中心工作 :“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机制创新”

近年重点 :“一三五”中重大突破和重点培育项目的落实、推进成果转化并尽快取得成效

怎么做 : 将党建工作与科研工作融合，让党支部和党员在重大项目攻关和研究室发展中发挥作用

              亮明身份做表率，勇于创新、敢于担责、乐于奉献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重要抓手

给支部购置各类学习资料并张贴宣传挂图；

组织“庆七一”党课报告会；

组织全所党务工作者到革命圣地井冈山进行为期4天的培训；

扎实开展我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拟定了学习教育《实施方案》，组织四次专题学习研讨

会，开展《中国共产党章程》知识问答，召开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和所领导专题民主生活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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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作用发挥

参政议政及党内推优

按照2016年初修订的《党支部考核办法》开展了支部

考核工作，表彰先进，激励支部发挥作用；

所党委支持各党支部开展各种与科研业务工作紧密结

合的党员学习教育活动，2016年度共支持支部活动经

费约2.7万元；

协助检验室党支部和光学室党支部结合研究所十三五

开局之年的工作重点和部门实际情况，分别开展了 

“拼搏奉献、党员率先”和“佩戴党徽上岗、争做科

研先锋”等主题党建活动。

唐玉国同志当选江苏省党代表（第十三次）和苏州市

人大代表（第十六届）；

邓强同志当选苏州市党代表（第十二次）；

杨洪波同志当选虎丘区人大常委（第十一届）；

张春、崔锦江当选苏州市政协委员（第十四届）；

张春当选苏州市农工民主党委员（第十三届）；

孙敏轩、刘涛当选高新区政协委员（第八届）；

影像室-声学室获中科院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声学室团队获第六届中国侨界贡献奖。



1月
27日 

2016 

2月 

5月
27日

7月
—9月 

7月
20日 

8月 

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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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生物医学检验技术重点实验室通过建设验收。

苏州医工所首个海外技术转移中心--美国硅谷技术转移中

心成立。

苏州医工所所长唐玉国荣获“2016苏州十大科技创新创业

人物”、苏州市重大典型“时代先锋”、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苏州市市长创新奖、苏州

高新区“科技魅力人物”等荣誉称号，并被推选为江苏省

党代表。

我所研究生教育归口单位由中国科学院大学变更至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拟成立中国科大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调研苏州医工所。

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等中央媒体对苏州医工所进

行报道。

与武汉珞珈基因医学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就血栓弹力图仪的

成果转化签署血栓弹力图仪项目合作协议 。

8月
3日 



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年度报告
Annual Peport 2016

8月
24日   

9月 

9月
14日

9月
22-23 

10月
27日 

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领域区域中心和所级中心年度交流会

议苏州分会在苏州医工所举行，并为先进光学显微成像应

用开放平台揭牌。

与中生（苏州）医疗仪器有限公司签署流式细胞仪项目成

果转化协议，流式细胞仪顺利实现转移转化。

2016中国（苏州）先进医疗器械技术转移大会在苏州成功

举办。

首次获批“中国科学院卢嘉锡创新国际团队” 。

伊朗副总统萨塔里到我所访问，并签署合作协议。

江苏省医用光学重点实验室顺利验收。

甲醛检测仪相关发明专利荣获中国发明协会金奖，实现我

所专利奖零的突破。

11月
20日 

10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