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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从病毒检测到临床诊治

国家高新区彰显“高新智慧”与科技力量
▶ 本报记者 刘琴报道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更是一场与病毒较量、与时间赛
跑的科技战“疫”。国家高新区作为促进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核心载体，从
病毒检测到临床诊治，一项项疫情防治
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纷纷“亮剑”，彰显
着国家高新区的“高新智慧”与科技力
量。

检测产品连续上线
检测速度不断被刷新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疫”中，识
别病毒的能力与效率是与病魔“抢人”的
关键。从 4 小时，到 1.5 小时、30 分钟、15
分钟、3 分钟……新冠肺炎检测时间的
不断缩短，彰显了国家高新区企业的科
技“硬实力”。
“我们的多指标核酸检测试剂盒，可
以同时检测新型冠状病毒在内的 6 种呼
吸道常见病毒，不仅可以帮助医务人员
快速区分正常人和新冠肺炎感染者，还
能有效鉴别普通流感患者和新冠肺炎患
者，从而同步排查其他引起相似症状的
病毒，实现对患者的精准诊断、精准治
疗。”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入园企业博奥集
团技术人员介绍。
博奥集团联合清华大学、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共同设计开发的“六项呼吸道
病 毒 核 酸 检 测 试 剂 盒（恒 温 扩 增 芯 片
法）”，是国内首个新型冠状病毒芯片检
测系统，可在 1.5 小时内出检测结果。
在西安高新区，金磁纳米生物公司
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
可 在 1.5 小 时 内 检 测 是 否 感 染 新 冠 肺
炎。同时，该企业正在着手研发 15 分钟
快速出结果的新型冠状病毒 N- 蛋白检
测试剂盒。

近日，安徽省疾控中心科技攻关团
队联合合肥高新区企业深蓝医疗公司研
发了新型冠状病毒抗体快速检测试纸
条，在新型冠状病毒快速检测试剂和全
基因组测序研发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不
仅能够快速精准检测出标本中新型冠状
病毒 IgG/IgM 抗体的水平，而且检测时
间大为缩短，通过肉眼观察实质颜色即
可快速读出检测结果。
“该方法的临床应用将有助于提高
新冠肺炎感染检出率，对于新近感染和
既往感染者均能有效识别，因此推广应
用可以有效辅助流行病学现场调查，为
疫情防控提供佐证。”该研发团队负责人
说。
杭州高新区企业优思达生物公司开
发出一款全自动 POCT 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核酸检测试剂盒，从样本
到结果，最快只要 30 分钟，进一步刷新
检测速度。
“ 全部自动操作，这样也大大
减低了人工操作的负担。”优思达生物公
司首席科学家尤其敏说。
在江阴高新区，泽成生物公司创始
人刘振世带领研发团队利用病毒相关抗
原 蛋 白 ，两 周 时 间 快 速 完 成 了 SARSCoV-2 病毒 IgG 和 IgM 诊断试剂盒（磁
颗粒化学发光法）研发工作，目前已进入
注册检验和临床验证工作。该试剂可为
临床检测提供血清学的证据。
在南昌高新区，江西省精密仪器制
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东华理工大学科
研团队研发了一套新冠肺炎呼气检测移
动实验室系统，可更快速完成新冠肺炎
检测。
“ 这套系统 3 分钟以内就可以完成
一个个体检测，且检测准确率可达 90%
以上，而传统核酸检测大概需要 3-4 个
小时左右才能完成。”该研发团队仪器研
发技术员刘坤告诉记者。

我们还通过各种途径捐赠了 100 台。”迈
思医疗公司总经理陈少纯告诉记者。
此外，沈阳高新区另一家企业东软
医疗，仅用时 7 天就成功研发了“雷神”
方舱 CT ，并顺利完成验证及订单式生
产，火速发往武汉、广州及河南、北京、
新 疆 等 地 ，参 与 疫 情 防 控 一 线 的“ 实
战”。
据悉，该设备平均两分多钟就能扫
描一位患者，不仅有效避免了医患交叉
感染，更是大大提升了检测速度。此外，
该设备搭载了 5G 技术，可实时数据传输
图像，即扫即阅，且搭载了新冠肺炎智能
辅助筛查系统“火眼 AI”和智能影像云
平台远程会诊等全方位解决方案，可有
效解决诊断负荷过重、新病诊断经验不
足、诊断资源不足等问题。

迈思医疗公司员工正生产高流量呼吸湿化治疗仪

火速研发诊治设备
为患者治疗赢得宝贵时间
在新冠肺炎治疗过程中，医护人员
身着厚厚的防护服、佩戴经常起雾的护
目镜，给打针、输液等护理工作增加了很
大难度。而新冠肺炎患者需多次进行血
管穿刺，
“扎针难”成为现实问题。
西安高新区企业中科微光影像公司
此前研发生产的投影式红外血管成像
仪，可使医护人员清晰辨识患者皮下浅
静脉血管并协助识别血管深度，帮助医
护人员提高工作效率。目前，该血管成
像仪“扎针神器”已覆盖国内 200 多家医
院，有效解决了医务人员为患者静脉输
血过程中扎针难问题。
无线电子听诊器可让医生在隔离区
外对病患的心肺状况进行听诊，并且可

让多个医生在同一时间同时对病患进行
心肺状况听诊，做到及时有效会诊。近
期，广东省佛山市防控指挥办公室给天
津高新区企业安普德公司发来函件，急
需一批无线电子听诊器。
“我们在接到通知后，紧急召开电话
会议，在防护到位的前提下，组织研发人
员加班加点对产品进一步调试，保障将
适合的无线电子听诊器应用到新冠肺炎
诊治中。”安普德公司负责人说。
沈阳高新区企业迈思医疗公司研发
的“无创高流量湿化一体式（二合一）呼
吸机”，集成了高流量氧疗模式和无创正
压通气模式进行一体化设计，
适用于需要
进行呼吸支持患者，从一般治疗到重症、
危重症不同阶段治疗。据了解，
该产品是
当前治疗新冠肺炎的关键设备。
“ 截至 3
月 5 日，我们为全国提供医用呼吸机总
计 3200 余台，其中湖北占 55% 。同时，

AI 落地医疗场景
为医生诊断提供有力支撑
新冠肺炎防治过程中，医院往往很
关心数据安全和工作效率方面的解决方
案。如何才能节省时间，让前线医护人
员安全、快速、便捷地使用相关产品，成
为当务之急。为此，国家高新区企业利
用 AI 技术，研发出多款科技产品，为医
生诊断提供有力支撑。
在武汉同济医院，一名医生正使用
中关村科学城企业推想科技研发的 AI
系统，对患者进行胸部 CT 检查。
据了解，新冠肺炎疑似患者需要长
时间排队等待胸部 CT 检查，交叉感染
的风险巨大。对此，推想科技推出新冠
肺炎 AI 特别版系统，专门装备了针对新
冠肺炎的 AI 模型，开展新冠肺炎筛查与
疫情监测，并已投入一线临床应用。
西安高新区企业智诊智能科技公司

参与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智能辅
助诊断系统”，结合了 CT 影像数据、流
行病学、检验学和临床特征等多模态数
据，可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量疑似病例的
胸部 CT 筛查。该系统使影像 AI 跨越了
从工程化到临床应用的鸿沟、医疗 AI 从
“技术拟合临床”步入“临床驱动精准诊
疗”，可为广大感染科及呼吸科临床医生
提供精准、高效的病情评估和临床分型
能力。
在襄阳市中心医院的 CT 阅片室，
主治医生胥莉一边快速翻看 CT 片，一
边口述呈像细节，字节一个接一个地跳
动出现在 52 岁王女士的 CT 报告单上。
“医生们穿着那么厚的防护服，戴着手套
敲键盘录入信息很不方便，
科大讯飞的人
工智能技术正好能派上用场！”胥莉说。
据了解，合肥高新区企业科大讯飞
研发的人工智能小助手“讯录”可同步识
别混合专业医疗术语的语音内容，将医
生口述的字节自动转写并准确完整录入
CT 报告。
“语音录入比键盘录入的时间效率
提升 4-6 倍。
‘ 讯录’一分钟可录入 400
字，识别准确率高达 98% 。”科大讯飞智
慧医疗产品经理王龙说。
南昌高新区企业一脉阳光影像医院
集团独立研发的线上云平台为各医疗机
构提供远程会诊服务，并针对疫情与深
睿医疗联合发布新冠肺炎 AI 智能诊断
加强版。
“AI 技术可以快速筛查疑似病例，
自动为医生提供诊断并出结果，极大提
升了医生的诊断效率，人工智能加人员
审核双保险也避免了一些漏诊和误诊。”
一脉阳光董事长王世和介绍，该线上诊
断远程平台已完成胸部会诊 2100 余例，
遍布全国 20 多个省份。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