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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开  放       融  合      创  新

生物技术与医药
科技成果汇编

生物技术与医药技术领域 体外诊断行业
目标应用领域
（或行业）

成果（项目）创新性/主要优势/知识产权布局

全自动数字编码悬浮芯片系统
成果（项目）名称

成果（项目）简介

悬浮芯片技术是新一代生物芯片技术研究平台，可以对临床大多数生物分子（如核酸、蛋白质等）进行高通量分析，目

前已经有超过100个基于该技术的相关产品通过美国FDA和中国CFDA认证。作为最新一代的多指标并行检测技术平台，该技

术在大规模疾病筛查、临床诊断、健康体检、生物制药、生物医学（包括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研究等领域都有着广泛的

应用。现阶段，该领域基本为美国Luminex公司所垄断，其在国内的临床应用均需购买昂贵的授权才能进行，国内还没有类

似的系统进行商业化。项目目标是从原理上进行创新，发展一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液相芯片技术及检测系统。

项目系自主研发，获得中国和美国发明专利授权。系统具有以下优势：

1.数字编码，采用半导体工艺技术实现数字编码与精准解码，可编码数百种以上的悬浮芯

片，可实现规模化量产；

2.全自动检测，从样品处理到信号检测与分析全自动完成，无需人为干预，CV＜5%；

3.快速、准确，全过程仅需1小时完成12个样品的分析，可检测到0.1pg/mL的细胞因子，与

3~4小时的Luminex检测结果相当；

生物技术与医药技术领域 生物技术药物；诊断试剂
目标应用领域
（或行业）

成果（项目）创新性/主要优势/知识产权布局

肿瘤新抗原纳米抗体高效筛选
成果（项目）名称

成果（项目）简介

针对肿瘤常见的移框突变形成的新抗原肽，应用纳米抗体文库高效筛选亲和蛋白，用低成本表达的方式构建肿瘤杀伤

试剂，应用于癌症个体化治疗。该技术也可以应用于诊断相关领域。

　　1. 筛选对象可以是病人肿瘤高度特异的新抗原肽；2. 筛选过程流程化，标准化，快速；3. 纳米抗体的制备和表达成本

低，工程化难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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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与医药技术领域

成果（项目）创新性/主要优势/知识产权布局

肿瘤细胞杀伤肽
成果（项目）名称

成果（项目）简介

开发了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肽，可对癌细胞，尤其是血液癌细胞产生高效的选择性杀伤，其杀伤机理快速，

不易产生耐药性，不会诱导基因突变，对于急性白血病或复发性白血病的治疗具有潜在临床应用价值。

1. 以非裂膜方式对癌细胞产生杀伤，大大减低对正常细胞的毒性，例如红细胞；

2. 不易产生耐药性，无致突变作用，作用迅速，降解可控，生物安全；

3. 自主知识产权，发明专利已授权或审核中；

生物技术与医药技术领域

成果（项目）创新性/主要优势/知识产权布局

单细胞三维成球培养对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的
优化及其作用机理研究

成果（项目）名称

成果（项目）简介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UCMSCs) 具有来源广泛、多向分化潜能、造血支持，免疫原性低和自我更新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多

种疾病的临床治疗和再生医学研究。目前临床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细胞注射量大、异质性、体内存活能力差、二维（2D）培

养改变细胞特征等。作为干细胞优化手段，三维 (3D)培养可以更好地模拟体内环境，但传统3D细胞球的缺陷限制了其临床应

用，如：尺寸大不易直接体内注射、内球细胞死亡等。为克服这些问题，基于细胞自我更新理论、细胞芯片和3D细胞培养技

术，我们设计开发了一种新颖的单细胞来源细胞球 (single cell derived sphere, SCDS) 制备方法，与 2D和传统3D细胞球相

比、SCDS在很多方面有适于临床需求的优势，如：小的尺寸、胁迫耐受、干性维持、体内归巢、炎症和免疫反应等。目前，

研究已经验证，通2D和多细胞球比较，其在急性肝损伤修复方面具有非常明显的效果。

　　目前，MSC的SCDS属于首创，未发现国内外有相关报道。

整体技术平台上，我们处于绝对领先的位置。

　　和目前存在的多细胞球培养相比，我们研发的SCDS具有如

下优势：1）以干细胞自我更新为基准筛选和驯化UCMSC，干细

胞的自我更新能力表现为单个细胞的增殖能力，单细胞芯片结合 

3D 细胞培养技术获得的SCDS既是对细胞自我更新能力的筛选，

也是对细胞自我更新能力的恢复；2）通过筛选和驯化，SCDS

生物技术药物
目标应用领域
（或行业）

广泛应用于多种疾病的临床治疗和再生医学研究目标应用领域
（或行业）

基于细胞芯片的单细胞和多细胞阵列

在细胞活力和生物学特性方面较为均一；3）SCDS的尺寸较小，通常在50 微米以下，可以不通过酶解，直接用于机体注射；

4）与2D培养的细胞相比，SCDS球体表面有基质保护，使细胞更易于抵抗不利生存环境，如酸、碱和酶解等； 5）SCDS更易

进入G0 期，利于细胞保持干性和抵抗不利生存环境； 6）与2D培养细胞相比，SCDS的离散度更高，利于细胞在机体内运输

和分布；7）由一个细胞来源的几个细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利于形成功能单位并较快发挥作用；8）SCDS在不良生存环境

中的耐受性可能有助于其应用于3D生物打印和类器官构建研究。

　　从技术方法本身上来看，不存在较为复杂的设计；但是我们的培养是在具有生物可溶性好的微溶胶环境条件下的3D培

养，因此培养环境的独特性创新对于细胞的存活和增殖是非常重要且难以复制的（条件较为复杂）。

　　从成本角度看，由于我们的芯片不是建立在传统固相基底表面，而是利用柔性材料进行了有效替代，从而有效的降低了

芯片成本。另外，芯片生产的上游部件是可进行多次重复使用的，因此成本也得到了有效减低。从有效性上讲，我们研发生

产的SCDS在众多水平上都表现出了优异的特征，完全可以在体外增殖过程中最大情况的保持了细胞本身的特性，从而更加有

效的为后期的治疗提供符合要求的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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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与医药技术领域

成果（项目）创新性/主要优势/知识产权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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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项目）名称

成果（项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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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与医药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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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与医药技术领域

医药等冷链行业
目标应用领域
（或行业）

生物技术与医药技术领域

化学新药研发生产企业；有意向突破原研技术壁垒的仿制药企业；需要提供分析支持的仿制
药申报、生产企业。

目标应用领域
（或行业）

成果（项目）创新性/主要优势/知识产权布局

疫苗冷链储运全程监测热敏标签（VVM）
成果（项目）名称

成果（项目）简介

本项目展示一种热敏标签（Vaccine Vial Monitor，VVM），用来全程不间断监测疫苗冷链储运过程中累计受热量，并通

过颜色变化对累计受热过度的疫苗提出警示，保证疫苗使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并强制使用的疫苗流通环

节的有效监管手段之一。

本项目产品相比国外产品的最大优势是可以在常温下生产和储运，国外同类产品的生产及储运都需要不间断地在-24℃的

环境下进行，是应用过程中客户反映的最大痛点。

本项目产品填补了国内的空白，是国内首家、全球第二家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标准要求研发生产的VVM标签，具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已获得中国、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发明专利授权。

项目产品已得到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世界卫生组织、PATH、Sanofi-Pasteur等高度关

注，并已申请启动世界卫生组织的产品预认证。

成果（项目）创新性/主要优势/知识产权布局

化学药晶型研究
成果（项目）名称

成果（项目）简介

掌握成熟的药物多晶型、有机盐型、共晶、无定型分散物的筛选、制备和评价技术；掌握特异性的难获取晶型制备技

术；掌握高质量单晶培养、结构解析和粉末精修技术；掌握高成功几率的药物共晶虚拟筛选技术；掌握含制剂在内的多晶型

定性定量检测技术；低于2 mg当量的制剂晶型确认手段。

团队近年来在以下几方面取得了系统进展：

(1) 建立起一整套药物固相研发所需的谱学研究策略与脉冲方法；

(2) 建立了谱学技术辅助的粉末晶体结构精修技术方案；

(3) 稳定简便的获取了一系列药物难获取晶型；

(4) 改进了基于分子表面静电势能的药物共晶理论设计方案；

(5) 完善了药物共晶机械化学实验合成方案；

(6) 针对互变异构分子、手性分子和掩味剂分子，获得一系列性能优异的新颖药物晶体形式。

该方向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中科院项目2项，其他省部级项目3项。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含领域专业期刊

的邀请稿和封面文章)，已授权发明专利3项。

团队负责人为中国晶体学会药物晶体学专业委员会的首批委员、常务委员。团队与国内领域知名企业长期合作，了解企

业需求。团队培养的研究生大部分就业于各大知名制药企业的固相研发部门。

产品展示 产品应用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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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与医药技术领域

医药等冷链行业
目标应用领域
（或行业）

生物技术与医药技术领域

化学新药研发生产企业；有意向突破原研技术壁垒的仿制药企业；需要提供分析支持的仿制
药申报、生产企业。

目标应用领域
（或行业）

成果（项目）创新性/主要优势/知识产权布局

疫苗冷链储运全程监测热敏标签（VVM）
成果（项目）名称

成果（项目）简介

本项目展示一种热敏标签（Vaccine Vial Monitor，VVM），用来全程不间断监测疫苗冷链储运过程中累计受热量，并通

过颜色变化对累计受热过度的疫苗提出警示，保证疫苗使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并强制使用的疫苗流通环

节的有效监管手段之一。

本项目产品相比国外产品的最大优势是可以在常温下生产和储运，国外同类产品的生产及储运都需要不间断地在-24℃的

环境下进行，是应用过程中客户反映的最大痛点。

本项目产品填补了国内的空白，是国内首家、全球第二家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标准要求研发生产的VVM标签，具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已获得中国、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发明专利授权。

项目产品已得到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世界卫生组织、PATH、Sanofi-Pasteur等高度关

注，并已申请启动世界卫生组织的产品预认证。

成果（项目）创新性/主要优势/知识产权布局

化学药晶型研究
成果（项目）名称

成果（项目）简介

掌握成熟的药物多晶型、有机盐型、共晶、无定型分散物的筛选、制备和评价技术；掌握特异性的难获取晶型制备技

术；掌握高质量单晶培养、结构解析和粉末精修技术；掌握高成功几率的药物共晶虚拟筛选技术；掌握含制剂在内的多晶型

定性定量检测技术；低于2 mg当量的制剂晶型确认手段。

团队近年来在以下几方面取得了系统进展：

(1) 建立起一整套药物固相研发所需的谱学研究策略与脉冲方法；

(2) 建立了谱学技术辅助的粉末晶体结构精修技术方案；

(3) 稳定简便的获取了一系列药物难获取晶型；

(4) 改进了基于分子表面静电势能的药物共晶理论设计方案；

(5) 完善了药物共晶机械化学实验合成方案；

(6) 针对互变异构分子、手性分子和掩味剂分子，获得一系列性能优异的新颖药物晶体形式。

该方向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中科院项目2项，其他省部级项目3项。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含领域专业期刊

的邀请稿和封面文章)，已授权发明专利3项。

团队负责人为中国晶体学会药物晶体学专业委员会的首批委员、常务委员。团队与国内领域知名企业长期合作，了解企

业需求。团队培养的研究生大部分就业于各大知名制药企业的固相研发部门。

产品展示 产品应用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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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与医药技术领域

成果（项目）创新性/主要优势/知识产权布局

新型高效低毒纳米农药开发
成果（项目）名称

成果（项目）简介

本团队最近研发了一种性能独特的纳米材料。该纳米材料可有效负载不同种类常用农药。以其中一种市场广泛销售的

农药为例，该纳米材料农药负载率很高（大于100%），显著高于其它纳米材料。且该纳米农药能有效地向水中缓慢释放

农药，一定程度实现了农药的控缓释，有利于提高农药的效果发挥。上述农药制成纳米农药后对光热等稳定性大幅提高，

有利于显著改善农药的使用效果。还有一点是制成纳米农药后农药的毒性显著降低，这对于最大程度降低农药对人的健康

和环境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团队研发的纳米材料制备方法简单、成本低廉，产出量大。同时由于本纳米农药的药效较

高，可以大大降低农药的使用量，降低成本，从而获得较高的利润。

本团队一直致力于纳米载药体系的构建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科研成果，在国际一流刊物发表60余篇学术论文，相关

关键技术也申请了国际和国内专利保护，获美国授权专利1项、中国6项。目前已与国内某大型农药企业合作，正在共同研

发新型高效低毒纳米农药，并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

成果（项目）创新性/主要优势/知识产权布局

成熟的多肽筛选平台及其在肿瘤诊治领域的应用
成果（项目）名称

成果（项目）简介

多肽具有比拟抗体的生物学特性，并且具有低廉以及制备简单的优点，目前广泛用于生物医学的各个领域。本成果使

用的多肽筛选技术为细菌表面展示技术，结合分选流式细胞仪，可以高通量地获得感兴趣的多肽分子。

该技术优于业内常用的噬菌体展示及酵母展示技术，速度更快，而且可以在原位进行多肽亲和性和特异性的鉴定。利

用该技术目前已经成功筛选到针对肿瘤细胞本身或其特异蛋白的结合/拮抗多肽，用于肿瘤诊断（循环肿瘤细胞检测）和

肿瘤治疗（针对免疫检查点的肿瘤免疫治疗及细胞治疗等）。

高效多肽筛选·平台在国内该领域内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占据领先的地位，运用该平台已经成功筛选获得至少5种不同类

别的多肽用于肿瘤的诊治，其研究成果多数已经发表在国际一流杂志上，并获得了国家省市各级项目的资助。其中针对

PD-L1的拮抗性多肽的相关成果不但发表在国际知名的肿瘤免疫研究杂志，而且得到了诸多媒体的转载报道，吸引了若干家

创投企业的关注。目前我们所拥有的多肽筛选平台除了为本研究团队筛选感兴趣的多肽以外，也为药企和国内其他高校医院

等进行服务，已经成功完成相关的两个项目。我们根据平台筛选获得的具有肿瘤诊治功能的多肽均做了有效专利布局。

本项目开发的纳米农药适用于农作物、水果蔬菜及各种经济、观赏类植物的病虫害防治。
目标应用领域
（或行业）

生物技术与医药技术领域

对具有肿瘤早期诊断和精准治疗作用的多肽进行高效筛选及临床前验证
目标应用领域
（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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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项目）创新性/主要优势/知识产权布局

新型高效低毒纳米农药开发
成果（项目）名称

成果（项目）简介

本团队最近研发了一种性能独特的纳米材料。该纳米材料可有效负载不同种类常用农药。以其中一种市场广泛销售的

农药为例，该纳米材料农药负载率很高（大于100%），显著高于其它纳米材料。且该纳米农药能有效地向水中缓慢释放

农药，一定程度实现了农药的控缓释，有利于提高农药的效果发挥。上述农药制成纳米农药后对光热等稳定性大幅提高，

有利于显著改善农药的使用效果。还有一点是制成纳米农药后农药的毒性显著降低，这对于最大程度降低农药对人的健康

和环境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团队研发的纳米材料制备方法简单、成本低廉，产出量大。同时由于本纳米农药的药效较

高，可以大大降低农药的使用量，降低成本，从而获得较高的利润。

本团队一直致力于纳米载药体系的构建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科研成果，在国际一流刊物发表60余篇学术论文，相关

关键技术也申请了国际和国内专利保护，获美国授权专利1项、中国6项。目前已与国内某大型农药企业合作，正在共同研

发新型高效低毒纳米农药，并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

成果（项目）创新性/主要优势/知识产权布局

成熟的多肽筛选平台及其在肿瘤诊治领域的应用
成果（项目）名称

成果（项目）简介

多肽具有比拟抗体的生物学特性，并且具有低廉以及制备简单的优点，目前广泛用于生物医学的各个领域。本成果使

用的多肽筛选技术为细菌表面展示技术，结合分选流式细胞仪，可以高通量地获得感兴趣的多肽分子。

该技术优于业内常用的噬菌体展示及酵母展示技术，速度更快，而且可以在原位进行多肽亲和性和特异性的鉴定。利

用该技术目前已经成功筛选到针对肿瘤细胞本身或其特异蛋白的结合/拮抗多肽，用于肿瘤诊断（循环肿瘤细胞检测）和

肿瘤治疗（针对免疫检查点的肿瘤免疫治疗及细胞治疗等）。

高效多肽筛选·平台在国内该领域内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占据领先的地位，运用该平台已经成功筛选获得至少5种不同类

别的多肽用于肿瘤的诊治，其研究成果多数已经发表在国际一流杂志上，并获得了国家省市各级项目的资助。其中针对

PD-L1的拮抗性多肽的相关成果不但发表在国际知名的肿瘤免疫研究杂志，而且得到了诸多媒体的转载报道，吸引了若干家

创投企业的关注。目前我们所拥有的多肽筛选平台除了为本研究团队筛选感兴趣的多肽以外，也为药企和国内其他高校医院

等进行服务，已经成功完成相关的两个项目。我们根据平台筛选获得的具有肿瘤诊治功能的多肽均做了有效专利布局。

本项目开发的纳米农药适用于农作物、水果蔬菜及各种经济、观赏类植物的病虫害防治。
目标应用领域
（或行业）

生物技术与医药技术领域

对具有肿瘤早期诊断和精准治疗作用的多肽进行高效筛选及临床前验证
目标应用领域
（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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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行业：体外诊断试剂。
目标应用领域
（或行业） 生物医药、日用家居

目标应用领域
（或行业）

成果（项目）创新性/主要优势/知识产权布局

微型生物传感器超大规模生产工艺的研发与产业化
成果（项目）名称

成果（项目）简介

核心技术为卷对卷自动化生产线技术及相关设备，克服了传统单片印刷操作效率低、质量难以控制的缺点，可以连续

化、高效率、自动化生产生物传感器。大大减少操作人员数量，降低人工成本。自动化水平大幅提高，降低操作人员的劳

动强度，改善劳动环境，产品质量方面减少了操作人员在各工序对产品造成的人为误差，提高产品的一致性。

生物传感器卷对卷自动化生产线技术属国内领先技术，包含两项专有技术及两项实用新型专利。此技术获得国内首家

血糖仪生产企业—北京怡成公司的投资，并进行了产业化。

生物技术与医药技术领域

成果（项目）创新性/主要优势/知识产权布局

无药抗菌系列材料的开发与应用产业化研究
成果（项目）名称

成果（项目）简介

本项目不同于传统杀菌剂，而是旨在研发一系列抗菌材料，这些材料不是通过杀灭细菌而是通过在材料上营造一种细

菌不适宜生长的环境，使得细菌的正常生存和繁殖受到影响，从而自然消亡，最大限度降低了细菌耐药性的产生，从而达

到长效杀菌的目的。目前张祥成教授带领的欧盟研发团队已经从有机、无机、天然材料三个方面，开发了10余款抗菌材

料，同时研究了这些材料在包装材料、墙体涂层、生物医学等多个领域的应用前景。

该项目拥有十多项国际领先技术。

生物传感--产线 生物传感--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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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与医药技术领域

医疗行业：体外诊断试剂。
目标应用领域
（或行业） 生物医药、日用家居

目标应用领域
（或行业）

成果（项目）创新性/主要优势/知识产权布局

微型生物传感器超大规模生产工艺的研发与产业化
成果（项目）名称

成果（项目）简介

核心技术为卷对卷自动化生产线技术及相关设备，克服了传统单片印刷操作效率低、质量难以控制的缺点，可以连续

化、高效率、自动化生产生物传感器。大大减少操作人员数量，降低人工成本。自动化水平大幅提高，降低操作人员的劳

动强度，改善劳动环境，产品质量方面减少了操作人员在各工序对产品造成的人为误差，提高产品的一致性。

生物传感器卷对卷自动化生产线技术属国内领先技术，包含两项专有技术及两项实用新型专利。此技术获得国内首家

血糖仪生产企业—北京怡成公司的投资，并进行了产业化。

生物技术与医药技术领域

成果（项目）创新性/主要优势/知识产权布局

无药抗菌系列材料的开发与应用产业化研究
成果（项目）名称

成果（项目）简介

本项目不同于传统杀菌剂，而是旨在研发一系列抗菌材料，这些材料不是通过杀灭细菌而是通过在材料上营造一种细

菌不适宜生长的环境，使得细菌的正常生存和繁殖受到影响，从而自然消亡，最大限度降低了细菌耐药性的产生，从而达

到长效杀菌的目的。目前张祥成教授带领的欧盟研发团队已经从有机、无机、天然材料三个方面，开发了10余款抗菌材

料，同时研究了这些材料在包装材料、墙体涂层、生物医学等多个领域的应用前景。

该项目拥有十多项国际领先技术。

生物传感--产线 生物传感--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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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食品保健
目标应用领域
（或行业）

生物技术与医药技术领域

成果（项目）创新性/主要优势/知识产权布局

大豆提取物及其应用产业化研究
成果（项目）名称

成果（项目）简介

本项目以纯天然脱脂大豆蛋白为原料，利用环境友好溶剂进行绿色提取，有效保留了天然大豆中的多种蛋白和可溶性糖

类等活性成分。本项目提取物具有丰富的活性官能团、优良的生物相容性、吸湿性和成膜性，可针对不同用途设计不同剂

型，在伤口修复、医疗美容、无醛胶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

产品特性：1.生物相容性，本产品为纯天然大豆提取物，无细胞毒，对人体无刺激；2.生物可降解性，可在人体内完

全降解并吸收，无残留；3.吸湿性，具有优良的吸湿性，可提供长久的保湿性能。

应用领域

1.创伤敷料：本产品可迅速吸收伤口出血，激活凝血因子，实现快速凝血；并可在伤口处形成物理隔绝，防止受损皮

肤直接暴露于空气中，同时为伤口部位提供湿润的外部环境，促进伤口处细胞的迁移和增殖，刺激胶原蛋白的合成和毛细

血管的再生，促进伤口尤其是慢性伤口的愈合

该项目拥有两项PCT国际专利及多项国家发明专利。

2.护肤品：可实现皮肤创伤损失的修复，减少感

染和慢性炎症导致的瘢痕，同时可提供皮肤的长久保

湿，本提取物的天然小分子活性成分也可被皮肤快速

吸收。

3.无醛胶：本产品以再生资源为原料，生产加工

过程环保无污染，可在一定条件下实现自交联，或使

用通用环保交联剂实现性能的提升，完全避免甲醛的

使用和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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