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诊断生态共建者 ⸺

体外诊断行业生态平台
让诊断更早、更准、更便捷、更普惠



目录
CONTENT

关于菲鹏生物
诊断生态共建⸺前瞻行业未来
生态核心理念⸺解放IVD生产力
菲鹏平台生态⸺赋能研产销
    平台赋能

    原料赋能

    渠道赋能

平台生态合作模式
   伙伴发展

    渠道生态

    国际生态业务

    其他合作与支持

01

02

03

04

06

07

08

08

08

09

09

09



www.faponbiotech.com 01

21年+行业经验

关于菲鹏生物
⸺诊断生态共建者

专注体外诊断行业

1300+产品
自主研发产品覆盖主流疾病领域

590+专利 
完善的知识产权布局

20000+㎡ 
研发产业基地位于大湾区东莞松山湖

1500+客户伙伴
产品与服务辐射全球60+国家或地区

近40%海外营收
海外影响力日益增长



诊断生态共建⸺前瞻行业未来

         菲鹏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菲鹏生物”）是行业领先的体外诊断（IVD）平台型企业，着眼于人们对健康管理的未来
需求和生物技术发展的趋势，为全球体外诊断企业提供具备出色性能表现的IVD试剂核心原料、试剂解决方案和开放式仪器
平台。
         秉持“预践未来”的价值观精神，菲鹏生物期望通过持续创新的产品与服务，促进行业内的资源协同，价值共享，以诊断平
台生态的形式与合作伙伴共同推进诊断产业的发展，实现“让诊断更早、更准、更便捷、更普惠”的使命，以期让诊断技术的发展
惠及更多人，造福人类健康事业。

菲鹏生物
诊断生态共建者 IVD原料、试剂、

仪器企业 医疗机构 用户
（百姓健康）

协同 协同 提供服务

诊断技术底层平台

试剂核心原料 试剂解决方案 开放仪器平台

酶免/发光
临床生化
分子诊断
快速诊断

化学发光
临床生化
分子诊断

......

化学发光
基因测序

荧光定量PCR
......

共创共享  赋能行业

全面的IVD检测系统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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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核心理念⸺解放IVD生产力

定位 成功的理论基础

构建平台能力，致力于赋能伙伴，
服务终端

使命

解决行业痛点，赋能合作伙伴，
共同繁荣行业生态

碎片化的市场机会与烟囱式的技术路线
促使行业未来需要更多力量参与进来，

最终走向百花齐放的行业生态

          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对健康越来越重视，对疾病诊断提出了更早更准的需求，医院一方面期望IVD企业能够提供更好的
创新产品，另一方面，面对患者检测项目的多样化需求，终端入院变现模式也愈加艰巨。菲鹏生物提出了“以开放式检测平台
解放IVD生产力”的生态模式，以期更好地实现“改善人类健康”的企业使命。
          菲鹏生物提供标准化工业级产品和个性化定制服务，合作模式灵活多样，不仅可按客户需求提供试剂核心原料产品、开
放仪器平台，还可以提供试剂大包装、OEM、定制开发，甚至是技术转移、注册支持等服务，客户可借助菲鹏生物开放平台进行
高效产品研发并直接报证、销售。菲鹏生物将原料、试剂与仪器三项业务深度融合、相互促进，从而一站式赋能行业中游企业，
促进行业发展，满足终端与用户需求。

核心理念

         菲鹏生物的“原料平台、试剂平台、仪器平台”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三大平台能够相互促进，相互支撑，强大的核心原料开
发和产业化能力为高性能试剂的研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高质量试剂的适配对于仪器的研发和调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仪
器的检测结果是判断试剂质量以及核心原料适用性的重要依据，对于试剂的优化和核心原料的筛选具有指导意义。对IVD厂
家而言，由于经过仪器验证的高性能试剂及核心原料更加符合实际需求，有利于试剂的快速开发和产业化能力的形成，这将
大大缩短研发周期，促进项目的快速落地。核心原料、试剂和仪器成套的解决方案可以减少IVD厂家重复投入，这对于控制研
发成本节约资源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完备的核心原料产品线和解决方案提供能力，可全面应用于目前各个主流体外诊断技
术领域，显著节约了交易成本。IVD企业可以快速扩增仪器平台上适用的试剂品类，试剂开发过程中可以对原料和仪器提供
有效反馈，促进原料和仪器更新迭代。
         对终端而言，开放式的IVD产业环境将使IVD产品的价格持续降低，为国家减少IVD项目费用负担，使人民群众可以更加
放心地就诊检验。并且开放的环境还将解放IVD生产力，更多更好的IVD产品将出现在试剂菜单中，为医生提供更具指导意
义的检验项目。



体系兼容：支持AE/AP/HRP/ABEI多发光体系                                性能优异：< 12min 出具结果，精密度CV值≤ 3%

参数开放：兼容不同参数和反应模式的试剂耗材                        体验度好：业界最佳集成度与便携使用体验

一、平台赋能

1.三大仪器平台

化学发光平台

低速平台
    通量120T/H 
    体积仅0.2立方米

中速平台
    通量200T/H 
    体积仅0.51立方米

高速平台即将推出

菲鹏平台生态⸺赋能研产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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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鹏生物布局了化学发光平台、超快速Real-time PCR平台和二代测序平台，并以开放运营的模式链接上游
开发者与下游应用者。
         化学发光仪器（低通量Shine i1000和中通量Shine i2000）已量产销售，截至2021年12月31日，化学发光平台
累计铺设仪器设备超1270台，助力生态平台上的100多家合作伙伴高效触达多层级医疗机构，且菲鹏化学发光仪
器可兼容直接化学发光和酶促化学发光等主流检测体系，并适配不同品牌客户的试剂，从而显著降低客户的仪器
开发成本。2021年，菲鹏生物推出又一整体解决方案利器⸺全新SeqQ 100高通量基因测序系统，为国内测序产
业增加优质选择，加速了NGS上游国产化步伐。此外，菲鹏生物还拥有超快速Real-time PCR分析仪器⸺P810 实
时荧光定量PCR分析仪与iCatch2000全自动核酸检测分析系统，分别为检测+分析、提取+检测+分析，快速便捷，
实现了20-30min出具结果，解决了机场、海关、码头、车站等时间敏感场景的痛点。

超快速Real-time PCR平台

精准：Q30高质量数据占比>85% 

灵活：读长模式SE35-PE150、流动槽100M/400M

开放：适配主流文库类型和数据分析流程

 易用：10min仪器手动操作时间

快速：最快24h完成“样本进、结果出”

检测快速：20-30min出结果，可8套系统级联                           简单易用：提取、扩增、分析全流程自动化

便携包容：无需专门PCR实验室，无需冷链物流保障             高效智能：自动结果分析，LIS连接，结果自动上传

P810
实时荧光定量PCR分析仪

扩增+分析

iCatch 2000
全自动核酸检测分析系统

提取+扩增+分析

SeqQ 100
高通量基因测序系统

二代测序平台

高通量全自动化平台即将推出

SeqQ 200 高通量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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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提取试剂特点

可解决临床常规应用需求
适用性广

无有毒有害成分，无需另行配置试剂，生物安全性高
安全可靠

搭配RP-Q32、RP-Q96全自动核酸提取仪，25 min内获得高质量核酸
高效提取

常温储存，主要试剂稳定性高，可瓶装、预分装且规格定制化
存储简易

         菲鹏核酸提取试剂采用磁珠吸附目标核酸（病毒、细菌、基因组、游离DNA等）的方法，达到快速分离纯化的目
的，适合于从各种样品类型（鼻咽拭子、宫颈拭子、血清、血浆、淋巴液、无细胞体液、病毒培养液、疫苗等）中提取高
纯度核酸，可应用于RT-PCR、qPCR、基因测序等下游分子生物学分析实验。

         菲鹏生物自研的高性能通用耗材液用于适配菲鹏开放式通用化学发光分析仪，经过5年以上的适配验证，与
仪器的适配性能成熟、稳定。目前为止已有20+试剂伙伴，近80个项目，150多个试剂产品完成耗材液的适配工作。
而且耗材液的首次适配通过率在90%以上，体现出菲鹏生物自研的通用耗材液具有优异的可通用性。

         文库构建试剂包含多款产品，适用于Illumina、Life和MGI三大测序平台，覆DNA、RNA和单细胞扩增文库构建
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产品可按建库模块和核心原料拆分，定制化调试和批量生产，性能优越，服务完善，可满足
不同客户群体、不同应用场景的各种需求。

4.NGS建库试剂

3.高性能核酸提取试剂

2.高性能发光底物液与洗液

性能指标一 ： 较市面已有产品更加适配仪器，具备更低的空跑本底

性能指标二 ： 搭配菲鹏仪器平台，信号值最高上限能达到三千万，线性范围可达到6个数量级

性能指标三 ： 生产重复性能好，批间差小

性能指标四 ： 精密度良好，CV值控制在2%-4%

性能指标五 ： 稳定性满足市场高标准需求



         IVD试剂核心原料⸺扭转长期依赖进口局面，奠定未来发展的技术基石。
         21世纪初，伴随着中国经济开始腾飞的同时，来自艾滋病、肿瘤、肝炎等疾病的防控亦挑战着中国医疗健康水
平的发展。作为重要的分支行业之一，国内IVD行业开始奋发追赶，然而在诊断试剂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抗原、抗体、
酶等上游原料产品却长期依赖进口。有感于提升上游水平对推动IVD行业发展的重要性，菲鹏生物以IVD试剂核心
原料为创业起步方向。
         在21年的时间里，菲鹏生物逐步构建了完善的生物活性原料核心技术平台，全面覆盖免疫、分子、生化等主流
原料筛选和检测平台，成为行业内技术领先的诊断原料供应商。作为国产龙头企业，公司打破了外资品牌在上游
诊断原料领域长期以来的垄断地位，实现了诊断原料的本土化规模供应以及向欧美发达地区的出口销售，诊断原
料销售规模在行业内位居前列。      

二、原料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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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免 / 发光 临床生化快速诊断

 酶联免疫
 板式化学发光
 管式磁微粒发光

 荧光定量层析
 胶体金定性层析

 免疫比浊
 胶乳增强比浊

重大传染病 热带病

骨代谢

优生优育

炎症

高血压

肿瘤

激素

心血管及心肌标志物

消化道

血脂

糖尿病

食品安全

呼吸道

肾功能

其他

分子诊断

 荧光定量PCR
 高通量测序
 恒温扩增

应用方法学

适用疾病诊断

应用平台



三、渠道赋能

         中国民族医疗器械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会面临三个瓶颈：1、渠道；2、品牌；3、产品链的整合。目前中国医疗器械
行业市场拥有超过1万家生产厂家，其中85%以上为中小型企业，多数企业长期发展受限的主要原因在于可触达终
端渠道数量少。
         菲鹏生物本着“互惠互利、共赢共荣”的合作原则，与终端渠道建立链接，为渠道合作伙伴提供丰富的IVD产品
组合和专业、完善的产品培训和技术支持，并主动协调本地运营事务，为终端提供优良的产品体验。

         菲鹏生物积极打造强大的终端售后支持团队，为伙伴提供完善的仪器运营保障，2022年团队共计50人，按
规划2023年和2024将分别达到150人和300人的运维规模。菲鹏生态服务将提供：

具有覆盖全国的售后服务网络
接到问题反馈后，0.5h响应，安排相应工程师与仪器使用人员对接，了解问题详情，可远程解决的直接解决
如需上门，约定上门时间，24h内上门处理
及时解决潜在问题

1.渠道共荣

2.放心售后

平台生态合作模式

一、伙伴发展
          该模式以IVD整体解决方案为基础，提供一站式的开放仪器平台、试剂解决方案、试剂核心原料等，赋能中游生
产企业，并共同通过渠道推广，将产品辐射至各大医疗机构，以此造福终端用户，帮助合作伙伴将研发能力快速变现。

菲鹏
生物

合作
伙伴

终端
用户

渠道推广
开放仪器平台

试剂解决方案

试剂核心原料

仪器合作：

可供应或支持第三方合作资源技术转移

可供应或提供试剂开发支持服务

提供通用版系列化仪器，合作伙伴可快速切入市场

技术咨询服务

提供委托注册服务，基于合作伙伴型号、品牌等诉求完成仪器注册

试剂合作：

原料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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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式针对IVD行业不同类型企业，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

原生生态伙伴（无产品生产经验的IVD经销商、代理商等）：
以供应开放仪器平台、试剂解决方案为基础，并提供技术支持，共同推出IVD产品。

         通过伙伴产品及菲鹏仪器平台，形成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组合，结合伙伴与菲鹏双方的客户资源，共同拓展海
外市场。

         为牢牢夯实IVD生态平台的“基础设施”建设，全方位助力IVD生态平台健康发展，促进IVD生态大繁荣，开展业务
合作涉及：

二、渠道生态

三、国际生态业务

四、其他合作与支持

通过各类方式引进/合作各大仪器平台，建立稳固多方共赢的仪器合作模式，助力IVD生态伙伴国内、国际业务的
拓展。

仪器平台合作：

高校、研究机构、公共卫生端（疾控、海关、医院等）是生命科学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技术迭代的关键影
响力。为此，菲鹏生物为行业推进开放生态应用场景，汇聚不同端口的力量，形成生态伙伴联动效应。

联合实验室共建：

通过政策支持、政策性引导、行业协会赋能，共同助力生态伙伴落地区域性公卫民生项目、分级诊疗项目、区域
中心项目，协助国家相关卫生政策落地。

政府政策支持：

展开深度合作，发展前沿技术，实现技术转化应用，为生态伙伴提供高品质的原料和试剂解决方案。打造开放生
态平台专家圈，助力推动生态伙伴业务推广。

高校、院所等研究机构转化合作：

可为生态伙伴业务落地过程中需要的学术服务提供支持和赋能，提供专家KOL专业指导。
学术服务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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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试剂企业：
提供试剂核心原料和开放仪器平台，丰富产品线，提升竞争力。
与原生生态伙伴和中小试剂企业共同向各大医疗机构提供高性价比的IVD产品，以此打造IVD生态平台系统，促进降
本增效，提升行业发展速度与水平。



菲鹏生物官微 菲鹏生物领英

0769-22898886

www.faponbiotech.com  

ivdpartner@fapon.com

菲鹏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台湾高科技园花莲路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