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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高质量发展进行时

在检测科学领域
打开生命救治的时间通道
——走进杭州千麦医学检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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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国内外智能电网的科技服务端
——杭州宇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品牌名片】
成为国内外智能电网产品的大规模供
应厂商——这是杭州宇诺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的目标愿景。宇诺电子科技主要提供电
力系统一、二次配套产品，近年来广泛涉入
风电专用温控、风电专用保护在线监测、电力系统成套设备专用除湿
设备、变电站综合自动化在线监测设备、高低压开关柜测温、光纤测温
领域等领域。近年来，该公司参与制定《无线测温装置技术要求》能源
行业标准，证明了自身在无线测温产品方面无可辩驳的实力。
千麦医检所尖端的检测设备

【品牌纪实】

【品牌名片】
以质量为品牌生命，以 ISO15189、美国病理家协会 CAP 认证核心价值为原则，构建独立的品质
管理系统，这是杭州千麦医学检验所的基本遵循。千麦医学检验（连锁）实验室是上海千麦医疗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旗下医疗诊断领域第三方独立医学实验室，千麦分子诊断中心是国家第一批基因检测技术
临床应用示范中心。不久前，千麦院士工作站在未来科技城成立，该工作站由杭州千麦医学检验所与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研
究所徐国良院士科研团队共同组建。

记者 徐赣鹰 通讯员 唐雪华 冯原

【品牌纪实】

日均承担约一万人/份标本检测量
用刀片去除非癌组织，刮取圈定的癌组织，
将石蜡包埋组织收集到 1.5 毫升离心管内，短暂
离心；加入 1 毫升组织透明液，充分振荡……这
是癌组织石蜡包埋样本 DNA 的提取步骤。每
天在杭州千麦医学检验所，工作人员都会做着
类似工作。在这里，OLYM PUS 荧光显微镜、
Leica 病理设备、sanger 测序仪、BD 流式细胞仪
成了一批青年技术人员的工作
“标配”。
在这里，日均承担着约一万人/份的标本检
测量，这些标本源源不断地从浙江全省 700 多
家医院、卫生院送来，这当中既包括浙江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邵逸夫医院这样的名牌三甲医院，
也包括余杭区第二人民医院、闲林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这样的基层医疗单位。预计以上相
关数据今后还会快速刷新。
杭州千麦医学检验所成立 5 年多时间来，
已经成为未来科技城和余杭区医药板块的一张
金名片。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流式细胞技术、分
子病理技术、遗传学等技术的综合运用，杭州千
麦医学检验所为包括血液病、遗传性疾病、传染
病等疾病及各种良恶性肿瘤的病理诊断、治疗、
预后评估、科研提供了全方位服务。在一批拥
有丰富诊断经验的技术专家及归国综合技术人
才带领下，千麦医学检验所紧跟国际发展趋势，

五年来千麦成本区域医药领域
“金名片”

形成了病理形态——免疫组化——分子病理相
结合的综合诊断模式。
面对记者，千麦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夏湘一连报了好几个喜讯。
“我们千麦医学
检验（连锁）实验室现在是同时拥有 ISO15189
和美国病理家协会 CAP 认证的专业第三方连
锁经营的独立医学实验室。像 CAP 认证是美
国病理学家学会创建的一种国际认证，目前是
世界各国公认的国际级实验室标准。从国计民
生的角度讲，实验室出具结果的准确、可信程度
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水平、合法权益和国家
经济运行的质量。医学检验结果为医生对患者
的健康和医疗诊断提供信息，其准确与否直接
关系到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具
有很高的技术规范、质量保证要求和道德伦理
要求。去年，国家卫计委临床检验中心下发了
一份有关肿瘤体细胞突变高通量测序室间质评
的评价结果报告，杭州千麦医学检验所和我们
的姊妹企业上海千麦博米乐医学检验所都取得
100 分的满分成绩。这是对千麦实验室肿瘤基
因突变临床高通量测序实验和生物信息学分析
能力的一次严格考验和肯定。前不久，千麦又
获批成立了院士工作站，这是由杭州千麦医学
检验所和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研

一份样本就是一份托付

究所徐国良院士团队共同组建的。”
夏湘说。
走进千麦医检实验室，你会发现，这里功能
区块布局严谨有序，而且严密监控。就拿肿瘤
个体化基因检测来说，这里针对各种肿瘤治疗
靶向药物检测、化疗药物检测、遗传性肿瘤筛查
分类非常细化，整个检测程序通过若干个传递
窗逐步进行，各个专业工序严密区隔。通过本
篇开头提及的一系列程序，一份份病理检测报
告就形成了。在千麦医学检验所的分子病理实
验室，记者注意到一份受四川自贡一家医院委
托完成的检测报告，报告显示患者出现部分外
显子缺失突变，对厄洛替尼、埃克替尼、吉非替
尼治疗敏感，适合进行靶向药物治疗。
“现在一
些发达国家的医疗机构已经建立了共享实验
室，中国上海也已经跨出了重要一步。像上海
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正在逐步推进国内外优质
医疗资源的整合集聚，美国安德森癌症中心、日
本 BML 株式会社都已经入驻园区。我们母公
司在上海建立的千麦博米乐医学检验所有一个
外资合资方就是 BML 株式会社。有了这样先
进的医疗检验共享机构，那里的华山医院、第九
医院都会把检验职能交给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
去完成。”
夏湘说。

千麦人说：医检领域不能有丝毫懈怠

毫无疑问，组织病理学、细胞病理学所对应
的各个类型、各个过程的专业技能、专业手段艰
深复杂。具体检测方法繁多，像电化学发光法、
间接免疫荧光法、生物芯片法、流式细胞术、电
泳法、荧光原位杂交法等等，数不胜数。仅仅拿
流式细胞术来说，就需要将染色细胞在悬浊液
中以单形流过高强度光源为焦点，历经过滤及
光镜系统收集、散射光定量转化成电信号、数据
显示分析等复杂过程。对此，杭州千麦医学检
验所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检验细化分类体系。这
个体系一个无形的核心就是质量体系。在千麦
管理层看来，一份样本就是一份托付。事关民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千麦没有理由有丝毫
懈怠。
为全面强化质量精细化管理，扩大千麦品
牌影响力，实现复合式发展，千麦还专门建立和
完善了信息科技板块。根据区域集约化的发展

趋势，将基层医疗机构、区域临检中心、医保部
门等关联机构的信息系统联通，顺畅实现病理
标本互送、检验报告结果的传输以及医保信息
共享。夏湘告诉晨报记者，这套信息管理系统
的建立，更重要的效果在于能够以流程管理和
质量管理为目标，以病理标本为线索，以安全可
靠的数据保障为核心，第一时间实现全流程监
控下的标本流转，在试剂管理、环境管理、人员
管理全方位质量管理条件下，为社会提供高效、
高质的检验数据和结果。
“现在我们千麦医检和
各个医院之间相当于有了很多条无形的信息触
角。病理标本检验申请电子化、检验数据数字
化传输了，对项目的危急值有了预警设置。对
同一患者的历史检验结果，我们会进行回顾与
比对，来动态监控结果的正确性。我们对异常
标本的质量监控包括了从标本采样到标本流
转、标本分拣、流转时间的全过程监控。”

宇诺电子科技工作人员在安装户外测温装置
她的品牌影响力正在不断通过
“一带一路”延展，她的品牌实力正
在不断通过技术研发来夯实，这是
记者初访余杭街道宇诺电子科技公
司得到的印象。
宇诺电子科技主要提供电力系
统一、二次配套产品，
目前在风电专
用温控、风电专用保护在线监测、电
力系统成套设备专用除湿设备、变
电站综合自动化在线监测、光纤测
温等方面有广泛涉猎。近两年共转
化新产品和新技术 12 项，获得实用
新型专利 17 项，软件著作权 16 项，
申报发明专利 2 项。最近，该公司
还与武汉大学签署产学研合作协
议，将进一步加大电力自动化产品
开 发 ，加 快 产 品 结 构 的 调 整 和 升
级。宇诺电子科技将重点开展电力
设备的在线监测装置方向的研究，
包括智能温湿度控制器、无线测温
装置、开关状态指示仪、电力监测仪
表等。
如今宇诺电子科技的产品谱系
越来越完善，
拳头产品、明星产品层
出不穷。像分布式光纤测温系统利
用光时域反射技术和拉曼散射效
应，测量沿光纤分布的温度变化。
该系统中光纤既是传输介质，又是
传感器，
激光脉冲沿光纤向前传输，
激光与光纤介质相互作用，产生极
为微弱的背向拉曼散射光，经波分
复用器分离后由高灵敏光电探测器
所探测，再经高速信号采集和微弱
信号处理，得到背向散射信号光的
光强比值和返回时间，从而实时获
得温度分布信息。分布式光纤温度
传感系统作为先进线型火灾探测
器，具有测量距离长、无测量盲区、
实时测量等优点，在电力、交通隧
道、地铁、石化、大坝等领域均有广

【品牌感言】

杭州千麦医检所副总经理夏湘

【品牌感言】
对于千麦医检来说，质量建设是品牌建设的核心要义，是企业实现长足发展、保持社会公信力的基本支撑。今后，千麦将不断加强医学
检验、生物技术、信息科技、冷链物流等关联模块建设，让医疗诊断领域的千麦品牌在中国深入人心，闪闪发光。

——夏 湘

泛应用。宇诺公司开发的另一种温
湿度控制装置远程监控系统也同样
科技含量不小，该系统能将获取的
温湿度数据通过无线方式传输至远
程监控平台，能够接收由远程监控
平台发送的控制数据，能够控制电
气柜内的温湿度。
难能可贵的是，近年来宇诺产
品快速打入了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市场。公司总经理韩德昆告诉记
者，像东南亚的印尼塔卡拉燃煤发
电机组、巴布亚自备电站项目，
中亚
和西亚地区的乌兹别克斯坦卢克石
油项目、白俄罗斯克拉斯诺建材厂、
伊 朗 JAJARM 电 解 铝 项 目 一 期 工
程，美洲地区的玻利维亚科恰班巴
圣何塞水电站等等，都有宇诺产品
在提供性能优良的配套服务。而在
国内，宇诺电子科技也当仁不让服
务于各种重点工程。目前已有多地
的高铁沿线供电牵引站使用该公司
开关柜智能操控装置。我们市民身
边的杭州地铁一号线也批量使用了
宇诺温湿度控制装置。
“我们在技术开发上已经形成
了一个稳固的架构。通过这些年国
内外市场的稳步拓展，我们收集了
丰富的用户信息，产品成熟度不断
提高，各个型号产品升级换代速度
明显加快。我认为，技术的提升进
步是一个企业、一个产品品牌的支
撑力。
”
韩德昆说。
韩德昆表示，伴随着宇诺电子
科技新厂区的建成，公司运作将更
为科学和高效。在良好硬件、软件
条件协同带动下，下一步宇诺电子
科技将和国内知名院校全面推进产
学研合作，
不断夯实产品质量的保障
力，
不断在产品研发上推陈出新，
更
好地拓展宇诺事业的深度和广度。

总经理韩德昆接受记者采访

品牌影响力的扩大是企业
综合实力增强的具体表现。在
这当中，
“质量”两个字尤为关
键。质量是企业发展、品牌发
展的生命线。面对新的时代、
新的征程，宇诺电子科技将不
忘初心，敢于尝试与挑战，不断
创造新的业绩，铸就广大用户
心中的优秀品牌。

——韩德昆

记者 徐赣鹰 通讯员 唐雪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