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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药物研发走在最前沿，搭建平台实现技术、设备共享，中国科学院上海
药物研究所烟台分所发力医药健康产业升级——

医药“源头创新”迈出新步伐
11个1类新药加快研发脚步，抗肿瘤

药物PEG-奥沙利铂有效减轻患者痛苦，
SN38脂质体项目走在国内最前沿……走
进位于烟台高新区的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
研究所烟台分所暨烟台药物研究所（以下
简称“烟台分所”），记者被这些医药领域最
前沿的科研成果深深震撼。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是国内外
著名综合性创新药物研究机构，而位于烟
台高新区的烟台分所是其国内唯一一家分
所。烟台分所于2015年10月正式筹建，
2017年4月揭牌运行，是一所以创新药物
和高端制剂研究开发为主，并为烟台制药
企业提供优质技术服务的特色研究所。

运行3年多时间，烟台分所通过构建创
新药物研发核心技术平台，进行新药发现
和临床前综合评价及研究，建立面向社会
的高端制剂和创新药物研发与服务公共技
术体系，成为烟台创新药物研发领域的人
才基地，在人才集聚、源头创新等方面，为全
市医药健康产业加快发展增添新动力。

位于烟台高新区的国际设计小镇，
越来越成为创意和灵感的策源地，各式
各样的工业设计成果令人大开眼界。

由中集来福士自主设计建造的“高
端半潜式生活平台OOS Tiradentes”在第

三届“省长杯”工业设计大赛中获得银
奖。该平台实现了动力定位操作模式下
的闭环电力系统设计、目标平台自动跟
随、满足绿色环保规范要求三大设计突
破。同时，该平台实现了不同标准要求
的合理融合，提高了居住性能，平台配有
露天篮球场和排球场，拥有可容纳180人
的大型室内阶梯式电影院以及健身房、

娱乐室、台球室、图书馆、网吧等。
记者了解到，平台生活区依据陆

上五星级酒店的标准设计建造，舒适
性 满 足 HAB+ MODU 和 UK HSE 严
格要求，振动、噪音满足全球最苛刻的
Norsok(挪威石油标准化组织)标准，堪
称“海上希尔顿”。

YMG全媒体记者 信召红 摄影报道

“海上希尔顿”烟台造

打开投影仪，在一层普通的薄纱或者
玻璃上，可呈现出两面完全一致的画面，效
果如同观看“透明电视”……如此梦幻十足
的“黑科技”产品，正是来自烟台谛源光
科。走进山东东仪光电产业孵化器，在烟
台市谛源光科有限公司产品展厅，一个个
不同形态的抗光屏幕展示了最新的激光电
视显示技术成果。

激光电视是由采用反射式超短焦投影
技术的激光光源投影机和抗光屏幕组成。
家用普通玻璃之所以能呈现出电视一般清
晰的画面，关键在于表面的光学涂层。“我
们自主研发的菲涅尔抗光屏，包含多层光
学结构和纳米微粒，针对超短焦投影的光
学镜头而设计的菲涅尔透镜技术，能够有
效吸收环境光，极大提升在明室环境下画
面显示对比度和色彩饱和度。”烟台市谛源
光科有限公司产品经理桑先锋介绍。

菲涅尔抗光膜(屏)涉及到光学材料、工
艺制程、光学设计等诸多领域，技术难度大、
进入门槛高，全球仅有三家生产企业，而谛源
光科是其中之一。烟台谛源光科成立于
2018年5月，是以物理光学技术研发与光学
产品制造为核心方向的高新企业。公司坚持
自主研发，已申请十几项专利，对菲涅尔抗光
屏、透明电视生产工艺和产品设计拥有完整
的自主知识产权，在激光电视、全息显示、沉
浸式等新一代显示技术领域占据领军地位。

眼下，公司已在烟台高新区建成投产
过渡厂房，两条菲涅尔抗光屏生产线于
2019年5月份正式量产交付，目前月产可
达到3000片，并计划在入驻新厂房后进一
步扩大产能达到年产20万片。公司将着
力打造世界一流、亚洲最大的精密物理光
学与激光投影配套膜材生产制造基地，极
大提升在亚太地区及全球光学产业的地
位，将形成光-机-电产业上下游全产业链
集群。 YMG全媒体记者 信召红

通讯员 郭健 摄影报道

机器轰鸣、火花四溅，在总面积11000多平方米的烟台
高新区汽车轻量化中心中试车间，铝镁合金挤压成形、超高
强钢热成形、复合材料成形等智能自动化生产线项目正在紧
锣密鼓地推进当中。目前，现代化工业厂房改建及6条生产
线设备安装已基本完成，正式投产指日可待。

汽车的轻量化，就是在保证汽车的强度和安全性能的前
提下，尽可能地降低汽车的整备质量，从而提高汽车的动力
性，减少燃料消耗，降低排气污染。由于环保和节能的需要，
轻量化已经成为汽车产业发展的潮流。早在2018年9月，
烟台市政府与轻量化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就全面推动“国
家轻量化材料成形技术及装备创新中心汽车轻量化中心”
（简称“汽车轻量化中心”）建设达成共识，依托我市汽车、原
材料产业的坚实基础和机械总院集团在轻量化材料领域的
技术、人才等资源优势，建设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国家轻量化
材料成形技术及装备创新中心汽车轻量化中心。

2019年4月，汽车轻量化中心正式落户烟台高新区并启
动建设。

“围绕国家对超高强钢、铝镁钛轻合金、碳纤维复合材料
等轻量化材料的成形工艺及装备需求，我们开展超高强钢/
铝合金热成形、轻合金挤压成形与超塑成形、复合材料2D/
3D成形、异种材料焊接与大功率激光制造等共性技术研究，
目前在超高强钢领域工艺技术实现国产化，解决了一系列工
艺技术、装备制造等‘卡脖子’问题。”北京机科国创轻量化科
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高级工程师邵东强介绍，汽车
轻量化中心重点建设超高强钢热成形、铝镁合金挤压成形、
复合材料成形等3种示范线，建设高性能金属材料热成形实
验室、轻合金挤压与超塑成形实验室、复合材料成形实验室、
高功率激光加工实验室、智能模具实验室5个专业实验室和
汽车产业智慧云平台，引领烟台新材料、汽车及零部件等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高新区管委和科经局等部门给予
了大力支持，不仅为我们提供了5000平方米的办公场所、
11000多平方米的中试车间，还在生产场地配套、手续办理、
政策申请等各个环节做了很好的衔接，使得项目建设得以顺
利开展。”邵东强说。眼下，技术工人们正抓紧推进生产线设
备安装和调试，争取在10月底投入试生产。6条生产线全部
投产后，预计年产360万件高端汽车零部件。

未来，汽车轻量化中心将建立轻量化材料、成形工艺与
装备设计、研发、试验、检测、标准、中试一体化创新生态体
系，成为全国领先的汽车轻量化新技术研发基地、成果转化
基地和高端人才集聚、培养基地。

YMG全媒体记者 信召红 通讯员 郭健 摄影报道

中 国 大 飞 机 C919、水 上 飞 机
AG600……这些让人为之振奋的“大国
重器”，承载了无数中国人的飞天梦想。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它们能顺利飞天，背
后离不开配套的高端零部件。位于烟台
高新区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中国卫
星东方蓝天钛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钛金科技”），便是这样一家为中国航
空航天项目开展高端零部件配套的高新
技术企业。

成立短短10年以来，钛金科技在产
品研发、工艺提升、技术团队建设等方面
取得了飞速发展，目前可为国内300多
家客户提供航空航天用钛合金、高温合
金、铝合金及钢类紧固件与小型精密结
构件的设计、生产、检验检测、热处理及
表面处理等服务，拥有山东省企业技术
中心，被列入山东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项目。

作为钛金科技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申庆援在高端紧固件研发制造领域积累
了三十五年的专业经验，在企业发展进
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高度重视产品
研发及工艺技术积累管理，带领钛金科
技团队相继开发了不脱出紧固装置、飞
机发动机用高温合金系列紧固件、飞机
用钛合金系列紧固件等诸多新产品，使
公司从成立之初的生产高端钛合金类紧
固件产品的单一状态，发展形成提供飞
机、发动机等航空航天型号高端紧固件
及结构件产品型谱。

在科技报国之路上，伴随着C919
大飞机项目研制的推进，钛金科技不
断成长，管理和制造条件已满足国际
航空质量管理的要求，通过AS9100D
国 际 航 空 质 量 体 系 认 证 ，获 得
ISO17025国家和国防实验室认可，通
过Nadcap荧光探伤无损检测、热处理、材料实验室、化学
处理四项国际特殊工艺认证，年产数百万件高端紧固件及
结构件。钛金科技产品满足国内航天航空高端市场的需
求，已在国内民用飞机C919大飞机、新舟700等航空航天
型号项目上得到应用，公司成为航空、航天、发动机重要紧
固件供应商。

YMG全媒体记者 信召红 通讯员 郭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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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药物研究所烟台分所新药研发现场上海药物研究所烟台分所新药研发现场。。

汽车轻量化中心中试车间。
烟台谛源光科：

专注抗光屏的
世界顶级“专家”

治疗结肠癌有了“更优解”
高端纳米制剂产业化迈出关键一步

近年来，结肠癌发病率呈现增长趋势，
已成为我国第三大高发恶性肿瘤。而用于
结肠癌一线治疗的化疗药物奥沙利铂，因
靶向性差、毒副作用大，往往给患者带来呕
吐、身体虚弱、神经损伤等不良反应，严重
限制了其临床剂量和疗效。

如何减轻患者痛苦，提高化疗药物的
耐受性？眼下，这一问题有了“更优解”。

近日，由烟台分所自主研发的1类新药
——抗肿瘤纳米制剂PEG-奥沙利铂胶束
进入安全性评价阶段，预计明年完成临床
前研究并申报注册，这为高效治疗结肠癌
带来了全新可能。

“我们对现有的抗肿瘤药物进行改良，进
一步提升了药物的安全性。与市售制剂比
较，PEG-奥沙利铂能显著延长奥沙利铂的血
液循环时间，大幅降低奥沙利铂的全身、骨髓
和免疫毒性，最大耐受剂量提高3倍以上，抗
肿瘤活性大幅提升，临床优势显著。”烟台分
所纳米制剂实验室负责人付元磊博士向记者
介绍道，该药物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不仅适用
于结肠癌，还适用于乳腺癌、非小细胞肺癌
等，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研发团队将不断
推动该药物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研究，为癌症
患者提供更安全可靠的治疗手段。

纳米制剂能够改善现有部分药物临床

使用上的不足，提升安全性和疗效，是目前
制剂研发的前沿领域，但由于处方和工艺
复杂，产业化开发一直是该领域的技术难
题。烟台分所通过组建高层次的技术攻关
团队，建立质量控制体系和标准，建设规范
化中试车间，不断推动产业化进程。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是 PEG-奥沙利铂胶束和
SN38脂质体两个1类新药项目，均出自纳
米制剂产业化平台。

科研攻关加码源头创新
11个1类新药研发有序推进

科研成果一步步从实验室构想走到临
床实践，科研技术人员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往往是难以想象的。

付元磊介绍，SN38脂质体项目相较于
普通注射剂，其制备工艺非常复杂，在中试
过程中技术难度大、耗时久，每个批次的中
试放大需要耗时10天左右，其中有4个工
艺步骤必须高效衔接才能保证产品质量，
这4个关键工艺步骤就需要连续工作近20
个小时才能完成。

“面对技术和工作强度上的挑战，纳米
制剂团队中3名党员主动加班加点做实验，
感染并带动了身边其他研发人员自发组成

‘攻坚队’，集思广益、齐心协力攻克技术难
关，终于在 4个月内顺利完成了该项目的4
个批次中试样品制备，不但保证了产品的
质量，还将制备周期缩短了2个月，进一步

推进了研发进程。”烟台分所专职书记、副
所长张诗敏感慨地说。

烟台分所建有高端制剂、创新药物等10
个研发部门和技术平台，研发方向涉及先导
化合物的设计与发现、化合物的活性筛选、
药理药效、药物代谢和早期安全性评价研
究，以及高端制剂研究（纳米制剂、靶向制
剂、缓/控释制剂和智能释药系统）等，发挥在
全市创新联盟中的龙头带动作用，强化医药
健康产业科研攻关，为全市医药健康产业转
型升级、突破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迄今，烟台分所共开展了21个新药及
仿制药研发，其中11个1类新药、高端制剂
新药3个、仿制药7个，涉及恶性肿瘤、心脑
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等重大疾病领域，4
个 1 类新药已经进入临床前研究，预计
2021年申报临床。

大型科学仪器开放共享
提供15000多项技术、检测服务

不仅聚焦医药健康前沿技术领域搞研
发，烟台分所还瞄准地方需求，为全市医药
健康企业提供仪器设备共享、技术咨询、人
才培养等相关服务，加快科技成果在烟台
的转移转化，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位于研究所一楼的实验区，记者看
到各个实验室里摆放着各式专业仪器设
备，包括核磁共振波谱仪、X射线衍射仪、高
效液相色谱仪、冷冻干燥机等。这些仪器

设备共有790台（套），总投资4800余万元，
涵盖化合物及制剂的制备、检测、质量控制
以及活性筛选和早期安全性评价等领域，
光是进口设备就有200多台。

其中，核磁共振波谱仪主要通过碳谱
和氢谱进行有机化合物的结构解析，为制
药领域和化工领域的必备检测设备。“该仪
器价格昂贵，一般中小制药企业都难以购
买，但我所通过大型科学仪器共享，将该设
备对外开放，提供检测技术服务。”核磁实
验室技术人员介绍。烟台分所先后与绿叶
制药、上海药物所、湖北午时药业有限公
司、鲁东大学等国内多家知名制药企业、研
究院所和高校进行合作，对外技术合作与
技术服务项目总数70余项，并为烟台制药
企业提供了15000余项技术或检测服务。

“作为行业内高端制剂与创新药物科
技成果集成化基地，研究所可以将我市相
关的研发力量进行有效集中，为我市医药
健康产品研发提供一个高效、便利、经济的
技术服务平台，不仅大幅减少了企业的研
发成本，而且可以促进我市生物医药行业
集聚和快速发展。”张诗敏表示，未来，烟台
分所将继续发挥基础研究和创新药物研发
优势，针对恶性肿瘤、糖尿病等严重危害我
国人民生命健康重大疾病领域进行新药研
发，并持续为烟台制药企业提供技术支撑
和保障，加快推进医药健康产业转型升级，
为提升区域新药研究开发和制药领域综合
实力贡献力量。

YMG全媒体记者 信召红
通讯员 韩凤萍 徐梅霞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