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医科大学科技成果对接会--广州高校院所成果

转移转化常态化精准对接会第 6 期”

重点推介成果及团队介绍（部分）

（后续还将陆续发布其他成果）

成果一 无线输液警报装置
成果名称 无线输液警报装置

二级单位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科研平台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

院

完成团队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骨科二区 负责人 陈为坚

所属行业领域 医疗

市场前景分析

静脉输液作为医疗护理中一项重要的治疗技术，因其给药迅速、疗效快、刺

激小，临床应用十分普遍。目前，在对病人进行吊瓶输液时，无论是在住院部还

是在急诊科，基本上是病人、家属及相关护理人员进行监视控制，由于吊瓶输液

时间难以确定，其过程需要人工全程监视，差错率较高，从而影响治疗质量。

尽管目前市场上有相关的技术方案可以监测患者输液的情况，然而仍存在患

者及家属无法及时得知输液情况的问题，甚至可出现医务人员对输液处理未及时

的意外；另外，市面上的技术方案设计复杂, 取材众多, 普遍采用有线式, 都需

在原有的病房基础设施上布置管线、管路、探测头、发动机等, 安装繁琐, 维护

不便, 利用率低, 成本投入大，因此尽管在输液报警方面有良好的使用效果，可

以使医护人员及时处理输液情况，但由于受限于上述的问题，目前不被大多数医

院投入使用。

有鉴于此，本项目开发一种无线输液报警装置，以解决上述难题，精准提示

输液状况，减少医护人员工作量，减少医疗意外。由于本项目产品采用无线设计，

无需繁琐的安装工程，成本投入小，便利性强，维护方便，减少大量的财力、人

力等资源，更容易得到医院的青睐。



成果简介

本项目研发一种无线输液报警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至少一个输液监

控器和至少一个信号接收主机，所述监控器包括检测模块和信号发射模块，

所述信号接收主机包括微处理器，以及与微处理器电性连接的信号接收模块、

显示器和报警装置。通过设置有至少一个监控器和至少一个信号接收主机，

以使多个病人同时被监控，大大提高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

在监控器内设置检测模块和信号发射模块，以使输液情况被实时监控，

并对监控信号通过无线电波的形式发出，简单便捷；信号接收主机包括微处

理器，以及与微处理器电性连接的信号接收模块、显示器和报警装置，信号

接收模块收到信号后，马上将信号传输至微处理器，进而启动报警装置向外

界报警，同时微处理器对无线信号进行处理，并在显示器上显示出需要处理

的病床号。

另外，我们还可以再设计一种便携式的信号接收器如手表或手环，同样

包括微处理器，以及与微处理器电性连接的信号接收模块、显示器和报警装

置，其功能与构造与信号接收主机无异，以方便医护人员在佩戴信号接收手

表或手环情况下，随时随地获取病人最新的输液情况。甚至，还可以开发一

个手机 APP，通过蓝牙或 WIFI 传输信号，让病人、病人家属及医护人员通过

手机 APP 随时随地获取输液报警信号。

这不仅大大减少医护人员的工作量，提升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有助于

改善医患沟通关系，提高医疗质量，为美好的医疗环境提供一个良好条件，

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曾获奖项和荣

誉 （可另附

图片）

2019 年度广州医科大学第五临床学院“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

技术成熟度 □小试 ☑中试 □工业化实验 □成熟



成果预估价格 20 万元 拟出让股份及募资金额 20 万元

有否有意向

合作单位
暂无

合作方式

（可多选）
□整体转让 ☑技术入股 ☑技术许可 ☑合作开发 □其它

成果二 过敏性疾病防诊治技术与产品研发和产业化
成果名称 过敏性疾病防诊治技术与产品研发和产业化

二级单位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科研平台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过敏反应与免疫重点实验

室

广东省变态反应及免疫性疾病转

化医学创新平台（中心）

广州市过敏反应临床医学研究与

转化中心

完成团队
陶爱林、刘世明、邹泽红、晏

杰、钟南山、周荣
负责人 陶爱林

所属行业领域 医疗健康生物科技

市场前景分析

项目成果是特异性用于占人口 40%比重的过敏性疾病的防诊治，如获推广应用，

目标消费人群：总人口的 40%以上，即

1) 患有过敏性疾病的家庭和群体；

2) 对健康有追求的中青年；

3) 对未来有期望的年轻父母及小孩；

4) 被子女关注的年长者；

5) 对预防有认识的知识分子。

包含三条产品线，填补了国内外市场空白。总潜力数千亿的创新产品，可应

用于预防、诊断、治疗等多个方向，预计在 3-5 年内实现年销售收入超过亿元，

符合国家健康行动计划，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方针。最终流畅运行，年销售收

入将超百亿元。

成果简介

项目团队首创性发明。研制了针对过敏性鼻炎、哮喘、食物过敏引起的肠病和皮

肤病的预防技术，同时对自身免疫性疾病具有预防作用。申请专利 12 项、独享

核心技术多项。连续获得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重大课题任

务和重点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东省自然基金重点项目和广州市科技计划

重点项目等多层次的经费支持。预防产品在组织投产中，诊断仪器已经出样机，

诊断试剂具有独创性；治疗试剂采用自创超级过敏原，既具有免疫原性，同时过

敏原性极低，兼顾了安全性与疗效和制剂的可实现性。支撑支柱：生物信息学技

术 、蛋白质工程技术、纳米技术、自动化技术、免疫学技术与理念等。分三步

走：国家中心城市（北上广深，或加重庆天津）-大中城市-农村。

如获风投资金 300 万元即可全面启动一线产品；如获得 3000 万元资助，则可同

时启动二线产品和三线产品，同时报批诊断试剂和诊断医疗器械以及治疗药品。



曾获奖项和荣

誉 （可另附

图片）

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励二等奖和广州市科技一等奖（陶爱林、刘世明、邹泽红、何

韶衡、钟南山等），2015 年入选广州市高层次卫生人才医学重点人才，2019 年入

选广州市高层次人才-优秀专家。获得广东省过敏反应与免疫重点实验室、广东

省变态反应及免疫性疾病转化医学创新平台（中心）和广州市过敏反应临床医学

研究与转化中心等省市级称号和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等资助，是全国少数带有转化

特色、能同时获得不同层级资助与称号的研发团队。

技术成熟度 □小试 □中试 □工业化实验 √成熟

成果预估价格
拟出让股份及募资

金额
10-20%；3000-5000 万元。

有否有意向

合作单位
有

合作方式

（可多选）
□整体转让 √技术入股 √技术许可 √合作开发 √其它

成果三 肝癌肿瘤浸润细胞（TIL）的开发和应用
成果名称 肝癌肿瘤浸润细胞（TIL）的开发和应用

二级单位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科研平台 外科实验室

完成团队 蒋小峰 黄镇辉 薛平 负责人 蒋小峰

所属行业领

域
医疗健康

大会发布形

式
√PPT √视频 √海报 □参展 □其它

展馆参展形

式
□实物（附照片、尺寸说明） □模型（附照片、尺寸说明） √视频 □其它

市场前景分

析

原发性肝癌是高度恶性的肿瘤，病死率高居各类肿瘤的第三位，尽管采取积极手术

治疗，绝大多数病人的 5 年生存率依然很低。全球每年新诊断的肝癌患者有近一半

在中国，且发病率仍在不断上升，死亡人数占全世界肝癌的 45%。即使手术切除的

患者术后生存率仍然较低，因此亟需一种更为有效的治疗方法，目前唯一有效的靶

向药索拉菲尼，也只能将患者生存时间提高 3-4 个月。因此免疫细胞治疗为肝癌提

供了一个良好的应用前景，目前被批准上市的 CART 细胞治疗恶性肿瘤，每次治疗

费用在 200 万左右，而 TIL 细胞治疗在 20 万左右，因此，仅仅在肝癌的免疫细胞

治疗上，有着 200 亿的潜在市场，而 TIL 将来还可能应用其它肝胆胰恶性肿瘤，市

场前景极其广阔。

成果简介

项目团队在之前胰岛消化分离装置仪器获得发明专利后，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和

消化参数的优化后，成功应用于肝癌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的分离，并在体外成功的大

量增殖和扩增，获得足够的具有杀伤力 CD8+TIL，继而在体外进行肝癌细胞的杀伤

实验，发现 CD8+TIL 在细胞比 10：1 时即 24 小时内可将肿瘤细胞完全杀死，接着

在体内实验证明，静脉输注的 CD8+TIL 也可以明显抑制裸鼠体内肝癌组织的再生和

生长。因此项目团队准备继续将 CD8+TIL用于肝癌和其它恶性肿瘤的治疗中。



曾获奖项和

荣誉 （可

另附图片）

技术成熟度 □小试 □中试 □工业化实验 √成熟

成果预估价

格

拟出让股份及募资

金额
10-20%；200 万元。

有否有意向

合作单位
无

合作方式

（可多选）
□整体转让 √技术入股 √技术许可 √合作开发 √其它

成果四 一种用于手术中的引线器
成果名称 一种用于手术中的引线器

二级单位 广州医科大学 科研平台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完成团队 骨科二区 负责人 陈为坚

所属行业领域 医疗器械

大会发布形式 ☑PPT □视频 □海报 □参展 □其它

展馆参展形式 ☑实物（附照片、尺寸说明） □模型（附照片、尺寸说明） ☑视频 □其它

市场前景分析

本项目已初步研发成功，并在广医五院部分科室试应用。其中，广医五院骨

科作为示范科室，该研究产品作为手术器械，在股骨转子间骨折手术中取得良好

效果，得到广大患者、家属及医护人员的一致好评，在提升医疗质量方面，值得

广泛推广到骨折相关的其他手术中或关节周围骨折手术当中。

成果简介

现在的骨科手术上主要是通过切开骨头两边的组织，剥离骨膜显露骨折对

侧，然后用手术固定线把受损骨头绑住固定，从而达到绑定骨头的目的。这种做

法的不足之处是手术中要大面积切开骨头两边的组织，剥离大面积的骨膜才能完

成，骨膜上有很多的微小的血管，剥离骨膜会使血管断裂，导致骨膜坏死，不利

于骨折的愈合。

本成果引线器，包括塑形柱状体、引导线和手术固定器。本实用新型是利用

塑形柱状体的前半部分能手动弯曲、灵活塑形的特点，将塑形柱状体手动弯曲成

合适的形状，再利用塑形柱状体的斜切口将骨头和骨膜分离，使塑形柱状体能够

绕过骨膜与骨头分离的间隙，然后将手术固定线两边沿着骨头打结绑定，从而固

定住受伤的骨头，实现在手术中只剥离少量的骨膜，就能达到绑定骨头、减少手

术中的二次创伤、增加骨折愈合能力，使手术效果更显著。

曾获奖项和荣

誉 （可另附

图片）

广州医科大学第五临床学院“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

技术成熟度 □小试 □中试 □工业化实验 ☑成熟

成果预估价格 1000.00RMB
拟出让股份及募资

金额

拟出让股份：27%；
募资金额：200000RMB



有否有意向

合作单位
有

合作方式

（可多选）
□整体转让 ☑技术入股 ☑技术许可 ☑合作开发 □其它

成果五 一种突变富集程度可控的基因突变荧光定量

PCR 检测体系及其产业化
成果名称 一种突变富集程度可控的基因突变荧光定量 PCR 检测体系及其产业化

二级单位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科研平台 肿瘤研究所

完成团队 贺智敏/郑国沛 负责人 贺智敏

所属行业领域 医疗健康

市场前景分析

恶性肿瘤的靶向治疗现已成为一种重要的肿瘤全身治疗手段，但精准的靶向治疗

需要精准的靶向检测作为依托。然而目前由于肿瘤的异质性以及检材的可获得性

较差，因此往往存在正常组织混杂和高灵敏度检测需求的问题。然而过高的检测

灵敏度又会导致检测准确度的下降，因此一种具有富集突变片段且检测灵敏度可

调的检测系统非常符合临床的检测需求。目前的恶性肿瘤分子靶向检测市场已达

数十亿元级别。而本项目所开发的检测体系可根据检测需求和目的迅速拓展为不

同检测系列。因此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预计在 3-5 年内实现年销售收入可达千

万元。

成果简介

项目团队发明的一种突变富集程度可控的基因突变荧光定量 PCR 检测体系专注

于实现突变富集效果且检测灵敏度可控两个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项目团队还正

在申请相关的外延专利以期形成专利体系以支持产品的系列性开放。目前该项目

已获发明专利 2 项，初步试制突变检测试剂盒 2 个。

曾获奖项和荣

誉 （可另附

图片）

技术成熟度 □小试 □中试 □工业化实验 √成熟

成果预估价格 50-100 万
拟出让股份及募资

金额

有否有意向

合作单位
有

合作方式

（可多选）
√整体转让 √技术入股 √技术许可 √合作开发 √其它

成果六 院感防控技术与产品研发和产业化



成果名称 院感防控技术与产品研发和产业化

二级单位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科研平台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

完成团队 周荣/钟南山 负责人 周荣

所属行业领域 医疗健康

市场前景分析

项目成果是特异性用于呼吸系统传染病的防控工作中，如获推广应用，有助于提

升医疗机构传染病传播的防控能力，降低发病率、进而降低死亡率，具有巨大的

社会效益。是填补国内外市场空白总潜力数千亿的创新产品，可应用于医用、民

用、军用等多个领域方向，预计在 3-5 年内实现年销售收入超过数亿元，如纳入

到国家级别行业标准、则年销售收入将达数十亿级别。

成果简介

项目团队首创性发明、研制了针对呼吸系统传染病病原气溶胶传染、基于“单人

有效隔离、即时消杀病原”理念的医用防控诊台、隔离净化椅、隔离净化病床、

隔离净化病房等系列产品；获专利 20 余项、并拥有自己的技术核心，已获国家

十三五生物安全重大专项和广州市医疗协同创新重大专项支持，获风投资金

2000 万元、成立了 10 个由感院防控主委级专家组成的顾问团队、并在广东、新

疆、云南等 10 多家医疗机构和拱北海关口岸等建立了应用示范基地，并与马来

西亚团队签订了合作协议，目前正抓紧推进 II 类医疗器械证的注册报批工作。

曾获奖项和荣

誉 （可另附

图片）

入选广州市开发区创业领军人才项目；2018 年首届中国医疗器械创新创业大赛

南方赛区优胜奖、全国总决赛三等奖；2018 年广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路演决赛

第一名。

技术成熟度 □小试 □中试 □工业化实验 √成熟

成果预估价格
拟出让股份及募资

金额
10-20%；3-5000 万元。

有否有意向

合作单位
有

合作方式

（可多选）
□整体转让 √技术入股 √技术许可 √合作开发 √其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