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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致辞
Message from the Director

2022年是新时代新征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年，是党的

二十大召开之年。在中科院党组、南京分院分党组及苏州市

委的关心和支持下，苏州医工所克服疫情不利影响，牢记“国

家队”“国家人”的使命担当，心系“国家事”，肩扛“国

家责”，聚焦“服务人民生命健康”这个主责主业，凝心聚力、

固本强基，全所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研究所向着

高质量发展之路稳步前进。

这一年，我们围绕本领域国家重大需求，发挥特色优势、

做强长板，进一步凝练“生物医学检验关键技术及装备”“新

型生物医学成像”两个主攻方向以及3个新兴前沿方向，研

究所“十四五”规划获中科院党组批复。

这一年，我们加强基础研究，优化科研布局，国家级项

目获批数、合同额均创研究所历史新高。其中，获批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28项（作为牵头单位获批5项，所职工作

为首席科学家获批10项）。我们开展了属于“0-1”的大科

学装置——全脑在体神经元解析成像实验装置论证，是苏州

市唯一获批立项的江苏省重大科研设施预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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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依托“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支持的项目开花结果。共聚焦激光显微

内窥成像技术和随机光学重建 -结构光照明

复合超分辨成像技术取得突破，工程化样机

先后通过创新医疗器械审批并取得国内首张

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成功打破国外垄断，

实现高端医疗器械国产替代。

这一年，围绕国家和人民需求，我们与

行业龙头企业新华医疗共建血液免疫学联合

研究中心，开展关键技术攻关。与医疗器械

头部企业和投资机构保持紧密对接，转化15

项科技成果，成果转化收入近亿元。“数字

PCR系统”在北京服贸会上荣膺“科技创新

服务示范案例”。

这一年，人员总量突破1300人。获得

中科院引才计划、青促会优秀会员等多个人

才项目，多名研究生获批国家奖学金、院长

优秀奖等各类奖助学金。研究所获得“全国

科技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江

苏省五四红旗团委”“中科院先进基层妇女

组织”等荣誉称号。

虎岁扬威兴骏业，兔毫着彩绘宏图。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开局之年，是“十四五”规划落实的关键之年。

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对照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四个率

先”“两加快一努力”的目标要求，坚持以

需求为牵引的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机制创新

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聚焦主责主业，推进

自立自强，加快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

抢占科技制高点，努力践行生物医学工程领

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使命担当，更好

地“服务人民生命健康”。

05



学术工作

战略规划
Strategic Planning

战略研究和规划
	● 参加“诊疗装备与生物医用材料”

重点研发计划实施方案的编制

	● 进一步凝练主攻方向和新兴前沿

方向，聚焦“2+3”，所“十四五”

规划获院党组批复

召开第二届第六次会议
	● 对照院规划交流会专家意见，审议研究所“十四五”规划（修改完善版）、修订说明，并提出“进一

步聚焦到研究所优势领域”等多项修改意见

	● 审议评议了我所青促会、特聘岗位等人才项目评议

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生命科学仪器专委会
	● 完成换届工作，新增委员21人

	● 参加组织“第八届深圳国际生物医药产业高峰论坛高端医疗器械	

创新融合发展分论坛”

学会协会兼职管理
	● 今年新增24人参加各类协会19个

3．面向智能康复的人机共融技术

1．全脑在体单神经元成像方法

2．单分子／细胞分析技术

1．生物医学检验关键技术及装备

2．新型生物医学成像

苏州医工所
第二届学术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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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支撑
	● 网络安全运维

	● 增加3套视频会议系统

	● AOP系统二期开发立项

学术期刊、网络运维

期刊建设及运营
	● 与Science共同出版的期刊《Biomedical	

Engineering	Frontiers》（生物医学工程

前沿）进一步扩充并优化编委会，现有

编委72人

	● 收到稿件 52篇，发表文章 38篇。期

刊被 pubmed 收录，提交 ESCI 和 CN

号申请，初步评估，即时影响因子在

10分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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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Research progress

资源争取

全年共争取竞争性经费约2.96亿元；其中，纵向经费约占合同总额的 82.5%

合同额、项目数均创历史新高！

序号 项目来源 基本情况 经费（万元）

1 科技部
15 类重点专项，共申报 62 个项目；目前 28 项获批，所牵头项目 5 项，

所属企业牵头 2 项，所内牵头课题 20 项
12697.38

2 基金委 获批 11 项，其中青年 3 项，面上 8 项 515

3 中科院 稳定支持基础研究领域青年团队计划 2100

4 其他部委 XXX 工程、应用推进计划等 1950

5 江苏省 省大科学装置论证、省杰青等 4553

6 苏州市 基础研究试点、重点实验室、创新联合体、政策性资助等 1051.53

7 域外省份 所牵头项目 9 项，所属企业牵头 11 项 1559

8 企业横向 苏州医工所 5188.1

合计 29614

涉及专项名称 获批 /
申报

诊疗装备与生物医用材料 15/27

基础科研条件与重大 
科学仪器设备研发 5/5

主动健康与人口老龄化 

科技应对
5/21

科技创新 2030—“脑科学与

类脑研究 ”
1/2

BT ＆ IT 融合 1/2

干细胞研究与器官修复 1/2

生育健康及妇女儿童健康保障 1

常见多发病防治研究 1

截至 2022 年 12 月 15 日

100%
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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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产出
	● 专利：申请专利 262 项，其中发明专利 209 项；授权国内专利 180 项，其中发明专利 100 项；申请

PCT专利 3项，授权国外专利7项（4项日本，1项美国，2项韩国）

	● 论文：发表论文283篇，其中SCI 论文 225篇

	● 标准化：牵头制订国家标准3项（进入征求意见阶段），推荐国家标准建议4项，参与制订团标6项（发

布1项）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论文总数 97 122 155 130 189 217 206 239 279 283

SCI收录 29 38 51 58 91 147 144 183 225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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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22年医工所论文发表情况2013-2022 年医工所论文发表情况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发明 115 139 137 113 126 140 201 178 143 209

实用新型 50 76 90 62 70 74 117 70 60 46

外观设计 5 2 5 4 2 2 7 0 12 4

PCT专利 0 0 1 1 7 7 10 1 7 3

软件著作权 12 18 18 11 12 13 21 30 27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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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22年医工所知识产权 申请量2013-2022 年医工所知识产权 申请量
发明占比 80%

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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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转化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转化项目

31%（0.83亿元）

济南高新控股研发立项
38%（1亿元）

成果转化30%
股权合作

血液免疫学联合中心
合作方：新华医疗
方式：联合研发、销售返还
金额：3675万元

高频超声肺部微探头内窥镜
受让方：朗开医疗
方式：普通许可
金额：1050万元

场发射高分辨扫描电子显微镜
受让方：屹东光学
方式：普通许可
金额：1000万元

组织项目落地15个，累计新增合同额2.6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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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基金
	● 引导基金投资进度完成60%，覆盖78%的研究室

	● 济高合作：创新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模式，缓解

工程化资金不足的问题，1月份在全所征集98项，

第 1批 4个项目完成立项，总经费1.02亿元，首

付4000万元已到账

屹东光学

四正柏
斯坦德

序号 所内项目 负责人 所属研究室 新设公司
1 智能精准介入手术计划导航机器人系统 戴亚康 医学影像室

2 中医康复机器人、助行机器人 张举中 医用康复室

3 超声成像与治疗系统 崔崤峣 医用声学室

4 血型检测抗 D 类试剂 段生宝 医学检验室

5 分子诊断酶及配套试剂 马富强 医学检验室

6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张运海 医用光学室

7 双光子显微镜 贾宏博 医用光学室

8 结构光照明超分辨显微镜 李   辉 医用光学室

9 斑马鱼流式光片照明三维成像系统 李   辉 医用光学室

10 双激光流式细胞仪 罗刚银 工程化中心

11 三激光流式细胞仪 王   策 医学检验室

12 三重四级杆质谱仪、飞行时间质谱仪 程文播 天津工研室

13 类器官实验室模式生物一站式解决方案 罗刚银 工程化中心

14 毛细管电泳质谱仪 程文播 天津工研室

15 干细胞治疗 张京钟 医学检验室

16 快速微生物鉴定与药敏分析系统 宋一之 医学检验室

17 助行机器人、中医康复机器人 张举中 医用康复室

18 轻量型锥束 CT 高   欣 医学影像室

19 光声复合电子内窥镜 李俊博 医学检验室

20 共聚焦内窥镜 杨西斌 光健康中心

21 微滴式数字 PCR 系统 罗刚银 工程化中心

22 微阵列式数字 PCR 系统 周连群 医学检验室

23 场发射高分辨扫描电子显微镜 尉东光 医学检验室

24 电场消融等离子体治疗 石富坤 光健康中心

11



交流合作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院地合作

 ● 江苏省高端医疗器械技术创新中心
	● 作为核心成员单位牵头组织体外诊断和高端

影像两个方向建设工作

	● 争取到江苏省产业前瞻重点项目的额外指标

1项

	● 以此为机遇，拓展与新区医疗器械企业的全

面沟通合作

 ● 苏州市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创新联合体
	● 策划并获批苏州市至今唯一一个由高校院所

牵头的创新联合体

	● 牵头组织创新联合体实施，组织医学影像、

体外诊断、医用材料、医用机器人四个专业

联合体建设

	● 聚集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检测机构以

及投资机构等创新要素，探索推进产业发展

的新模式	

 ● 苏州市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创新联合体
	● 作为核心层单位参与该联合体组建，负责光

医疗领域的相关工作	

江苏省高端医疗创新中心核心单位

苏州市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创新联合体

苏州市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创新联合体12



所企联合

 ● 共促成科研合作 55 项，合同总额约 5188 万元

 ● 聚焦企业专门领域需求，组织所内协同，开展长期、分批、滚动式项目研发合作，

共同争取外部资源

 ● 组织和参与所企对接活动
	● 汇总区内158家企业信息，调研市内20余家企业，后续配合中科产业联盟走访对接相关企业，推进潜

在的横向合作

	● 对接徐州市、张家港市、宜兴市等地方政府和企业

	● 在对接合作的基础上，与中科华盛、法兰克曼、斯坦德等企业，签署共建联合研究中心等的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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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

 ● 紧密联系各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 继续深入组织“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

(ANSO) 的相关工作

①主办第二期先进医疗仪器创新与转化国际

培训班，涉及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学员

②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更多，联合高新区、学

会推介政策与成果

	● 参加中科院曼谷中心（理事单位）、中科院中

亚中心（常务理事单位）理事会

	● 推动我所成为APEC技术转移中心合作伙伴

	

 ● 由点到面部署，深入推进国际合作，为后续做好准备

 ● 国际合作项目组织
	● 组织科技部、基金委、中科院等

各级国际合作项目18项；获批

国家外专项目1项，苏州市外专

项目1项，科协绩效资助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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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工结合

 ● 组织对接交流，拓展合作医院
	● 苏州京东方医院交流互访，对接技术需求7项，并签订全面合作协议

	● 吉大一院生殖中心对接交流技术需求22项

	●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接脑胶质瘤诊疗技术，已策划2项重点项目

	●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对接

 ● 投入多元化的医工融合模式
	● 研发经费由医院和课题组共同投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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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教育
The Personnel Education

人员概况

 ● 人员总量 1327 人 ( 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 )
	● 所编职工	442人，企编职工352人

	● 国家重大人才工程项目13人，中科院重大人才工

程项目22人

	● 江苏省双创人才19人，江苏省双创团队5个

	● 研究员	87人，副研究员	152人

	● 客座顾问40人、博士后31人（不含在职职工）

	● 在学研究生	462人（不含在职职工）

	● 硕士研究生350人，博士研究生112人

人才引进和推优
	● 引进正高级岗位1人，副高级岗位5

人，社会招聘合计 27人；校园招聘

意向入所40人

	● 获批各类经费7623.92万

	● 1 人通过院引才计划择优，3人获批

姑苏青年创新领军人才，2人获批中

科院青促会优秀会员，3人获批中科

院青促会会员，1个团队获批苏州高

新区重点创新团队等

项目名称 资助金额
中科院青促会优秀会员 400 万

院引才计划 500 万

中科院青促会会员 240 万

特聘研究岗位 2010 万

特别研究助理 445 万

博士后境外引才项目 40 万

中国博士后基金 166 万

江苏省双创人才配套资助 200 万

江苏省 333 工程资助 40 万

江苏省卓越博士后 270 万

苏州市青年创新领军人才 150 万

苏州市人才奖励 129.6 万

苏州市引才补贴 50 万

高新区重点创新团队 800 万

高新区创新创业领军人才 900 万

博士后经费 768 万

研究生经费 515.32 万

合计 7623.92 万16



研究生教育

研究生指标
	● 硕士91个（增加8个），博士52个（增加2个），海外留学博士研究生1人 ,各类招生指标合计144个

生源质量提升
	● 2022级硕士录取91人，C9占比 9.9%，985占比 44%，211占比 71.4%

联合培养
	● 与上海大学、河海大学等多所高校开展联合培养，2022招收联培生约60人

教育成果
	● 授予博士学位21人、硕士学位20人，获奖46人次

奖项名称 2022 年度省部级奖项获奖名单

国家奖学金 马筱一、岳			娟、孙浩天、郑安然、程鸣鸣、丁康佳、张博超 7

中科院院长优秀奖 马筱一、王发民 2

安徽省优秀毕业生 柴			华、王发民、张森浩、张明亮 4

安徽省优秀硕士论文 罗晓梅 1（首次）

南京分院奖学金

院长特别奖 柴			华 1（首次）

院长优秀奖 李航锋、岳			娟 2

伍宜孙冠名奖 曹			磊、王宁浩、李			豪 3

合计（人次） 20

省部级及以上奖项获奖情况

奖项名称 2022 年度校级获奖名单

中科大专项奖

江淮奖学金 曹			磊 1

牛津仪器奖学金 岳			娟 1

中国光谷奖学金 尤倩楠 1（首次）

国仪工匠奖学金 郑安然 1（首次）

中科大优秀毕业生 柴			华、陈			静、蒋依婷、李航锋、彭佳惠、邱			芳、孙姣姣、孙			超、
唐雨嘉、王发民、王敬开、王			晶、张森浩、张明亮 14

“中科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柴			华 1（首次）

科教融合优秀导师奖 崔崤峣、周连群、缪			鹏、张运海、郑			健 5

科教融合优秀研究生奖 郑安然、柴			华 2

合计（人次） 26

校级奖项获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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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财务
Financial Assets

资产管理

科研条件改善项目
	● 申报3项，总经费1000万元，已报财政部待评审

	● 往年项目执行顺利，设备都已到货

所级中心
	● 新增5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6台，所级中心设备总值达到1.6亿元，

	● 及时调拨，其中3台调拨所外，4台在所内调拨，总金额994万元

高端显微光学成像技术联盟
	● 召开“中国科学院高端光学显微成像技术与应用交流研讨会”，联盟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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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

税务、资金筹划
	● 优化存款收入520万元，预算奖励21万元，国产设备退税44万元，进口免税节约税金约75万元；

降低审计费用50%

   项目管理
	● 统筹项目经费2200万元，保证研究所的基本支出以及81项科研项目顺利验收；43项国自然

项目经费自查

   制度建设
	● 《中科院苏州医工所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

	● 《中科院苏州医工所项目经费“包干制”管理办法》

	● 《中科院苏州医工所科研项目关联业务管理办法》

				科研财务助理团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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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群与创新文化
Condition Guarantee

党务工作

学习教育
	● 理论中心组学习5次，所领导和党委委员在支部

做党课14次，所领导班子在中心组做党史党课

	● 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组织收看二十大开幕式及

二十大精神宣讲报告会，党委委员在支部做二十

大专题党课

弘扬科学家精神
	● 完善“科学家精神”专栏，“一所一人一事”推

荐8项，深挖身边典型，分享成长经历

	● 《中国科学报》对2位典型人物专题报道

	● 开展“学习榜样，践行科学家精神”活动，全所

党员对标学习榜样凝练奋斗誓言

	● 我院老科学家做科学家精神主题报告

	● 增强做国家人，担国家责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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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组织见成效
	● 完善了《两优两先管理办法》，业务与党建考核得分互占权重，促进深度融合

	● 成立攻关队、示范岗，开展“对标使命定位，明确努力方向”活动

推进党员发展
	● 梳理党外优秀科技骨干名单，建立党委委员定向联系制度

	● 发展预备党员4名，其中副研2名；培养积极分子6名，其中研究员2名，副研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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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监审工作

创新审计工作方法，提升主动监督效能
	● 全力配合分院对我所的经济责任审计

	● 4月开始准备，8月审计组进驻

	● 反馈意见后，积极整改，目前基本完成

强化宣传教育，提升科研诚信与廉洁从业意识
	● 科研诚信专题宣传月系列活动：“六个一”

	● 常态化医工廉石、警示教育大会、廉政党课等

	● 完善监督体系，提升日常监督效能

完善体系：修订纪委工作规则、廉政档案办法
	● 审计监督：对采购业务、关联交易、工程化中心等

开展了 5项专项审计，提出审计意见 21条，规范

业务流程7项

	● 落实约谈：开展常规约谈、纪委约谈、微约谈共30

余人次

	● 学风建设：科研论文核查、严谨表述专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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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团工作
	● 服务职工，解决职工急难愁盼问题：送温暖，托管服

务班调研，福利供应商调整，体检770多人，爱牙卡

发放，健康险团购

	● 文化活动：各种球类比赛，徒步积分赛，咖啡厅征名，

艺述夜课，亲子陶艺DIY，工会疗休养，游泳票团购

	● 品牌活动：“基础研究与我”青年座谈会；科普活动

线上直播2次，观看近5千人次；医工青年科学秀，

作品42件，院里采用2件

	● 外展形象：参加院科普微视频大赛、“共话科学家精

神”主题征文、“发现科学之美”图片大赛，均获优

秀组织奖，作品获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若干

	● 推优：全国科技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江

苏省五四红旗团委、中科院先进基层妇女组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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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Memorabilia

1 月 共聚焦激光显微内窥成像技术成果获得医疗

器械注册证，是全球第二个临床适应症同时包含

消化道和呼吸道的同类产品

4 月 28 日	超分辨成像光学系统物镜数值孔径图

像式测量方法等3项国家标准获得立项

5 月“全脑在体单神经元解析成像实验装置”重

大科研设施预研筹建项目正式立项

5 月 31 日苏州医工所生物医药创业投资基金首

个投资项目屹东光学成功落地

8 月	随机光学重建 -结构光照明复合超分辨成像

技术成果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为国内首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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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1 日	苏州医工所与新华医疗共建“新华医疗—苏州医工所血

液免疫学联合研究中心”

10 月		苏州医工所“十四五”规划获院党组批复，确定2个主攻方

向和3个新兴前沿方向

11 月		获批苏州市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创新联合体，是全市唯一由高

校院所牵头的创新联合体

全年		获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8项（作为牵头单位获批5项，

所职工作为首席科学家获批10项），获批项目数、合同额均创研究

所历史新高

全年		加强基础研究布局，获批中科院稳定支持基础研究领域青年团

队计划 1个；江苏省基础研究计划 -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1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1项（其中面上项目8项，资助率达3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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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512-69588000
传真：0512-69588088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科灵路 88 号
邮编：215163
网址：www.sibet.cas.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