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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图生物

安图生物：20年深耕体外诊断 试剂与仪器比肩发展

证券时报记者 王基名

从代理经销、 小批量生产起家，

20

年间发

展成为国内

IVD

（体外诊断）行业翘楚企业，而

且多个细分领域具备和国际巨头竞争的实力，

这就是高速发展的安图生物。

在正式站上资本舞台后， 安图生物跨越式

发展，并购整合与创新发展齐头并进，一举推出

国内首家医学实验室磁悬浮全自动流水线，占

据国内企业行业制高点。

“一个非常注重创新的企业，一个非常注重

服务的企业”，这是董事长苗拥军多次提及安图

生物时的描述， 创新和服务也被其称为公司内

生发展的两大基因。

近日，证券时报“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在行

动”采访团走进安图生物，探寻这家扎根中原腹

地企业的发展之秘，以及未来之路。

试剂+仪器

成就体外诊断龙头

安图生物坐落在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原郑

州，很多人和记者一样有疑问，在群雄逐鹿竞争

激烈的

IVD

行业，安图生物为何选择了中原腹

地而没有东南飞， 其创始人兼董事长苗拥军带

着中原人特有的憨厚表示：“这要问父母， 是他

们把我生在了中原。 ”凭着一股“在哪儿都要干

出头”的倔强，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苗拥军将安

图生物打造成为国内

IVD

行业翘楚。

刚

50

出头的苗拥军，已经在体外诊断领域

耕耘近

30

年，

1989

年

22

岁的苗拥军， 毕业后

便进入河南省科学院旗下的博赛生物研究所工

作。 该所曾是中原

IVD

产业的发源地，主要从

事体外诊断试剂的研究和销售， 苗拥军从普通

职员一直做到副所长。

1998

年苗拥军开始自己

的创业之路。

走进安图生物产业园展厅，公司近

20

年的

创业发展历程扑面而来， 相伴随的是公司体外

诊断产品和技术的发展史， 仿佛置身于一个超

大型医学检验实验室。

安图生物从做一些代理经销业务以及小批

量生产起家，

1999

年拿到了奥地利

Anthos

公司

的酶标仪和洗板机的代理权， 之后试剂和仪器

共同经营便成为安图生物的发展战略。

2003

年

公司收购了郑州绿科生物， 试剂生产跨入规模

化生产阶段。在规模扩张的同时，安图生物的自

主研发与创新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自主研发

出酶标仪、洗板机、微孔板化学发光仪等仪器，

真正具备了试剂和仪器共同研发和生产的能

力。

2013

年，公司继推出了酶联免疫技术和微

孔板化学发光技术之后， 又推出了磁微粒化学

发光系列产品。 特别是公司在

2016

年上市后，

通过整合行业资源， 快速推出国内首条医学实

验室磁悬浮全自动流水线

Autolas A-1 Series

及微生物质谱检测系统

Autof ms1000

， 进一步

确立技术领先优势和行业龙头地位。

目前，安图生物是本土

IVD

企业中产品最

为丰富的企业之一， 涵盖免疫检测、 微生物检

测、生化检测等领域，能够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全

面的产品解决方案和整体服务。

公司业绩也连年保持高速增长，

2017

年公

司营业收入

14

亿元，增长

42.84%

，净利润

4.47

亿元，增长

27.68%

；

2018

年上半年安图生物营

业收入

8.48

亿元，增长

45.63%

，净利润

2.47

亿

元，同比增长

28.84%

。

化学发光业务

是业绩增长基石

提到安图生物近几年的快速发展， 不得不

提公司在化学发光免疫检测领域的发展。 免疫

检测是近年来体外诊断发展较快的领域， 而化

学发光又是免疫检测中技术最先进、 最重要的

细分方向。

对于国内化学发光市场的发展， 苗拥军也

相当看好，他表示：“中国的免疫诊断，特别是化

学发光市场，最近几年增长较快，整个

IVD

行

业是

15%

的增长，而化学发光近几年的增速超

过

30%

，我预测未来三到五年，中国的化学发

光市场增长速度仍然能达到

20%-25%

的高速

状态。 ”

特别是在

2011

年以来，随着免疫检测方法

的迭代，以及样本的增多，以前采用手工检测的

酶联免疫检测方法将逐步被化学发光检测方法

替代， 越来越多的项目检测被纳入化学发光检

测中。 根据相关行业报告，

2017

年国内化学发

光市场容量约为

260

亿元， 目前国内市场大部

分市场份额仍被国际大公司占据。

安图生物是本土企业中进入化学发光市场

较早的企业， 早在

2005

年便开发出基于微孔板

化学发光技术的化学发光仪， 开拓化学发光市

场。

2013

年公司又开发出目前的主流产品磁微粒

化学发光系列产品，在免疫检测领域拥有“酶联

免疫

+

微孔板化学发光

+

磁微粒化学发光”的完整

产品线，属于国内化学发光的领先企业。 另外，安

图生物

100

速发光检测设备有望明年获批，将进

一步增强公司在化学发光领域的竞争力。

安图生物的磁微粒化学发光系列产品推出

后获得了良好的市场业绩，苗拥军介绍，安图生

物目前在全国临床有

3000

多台高通量化学发

光仪，其中

40%

左右是在三级医院里面，“我们

现在大概一年新装机的化学发光仪将近有

900

到

1000

台之间，这个装机量在国内一定是名列

前茅的”。

化学发光业务也是安图生物近年来业绩增

长的基石，最新的半年报显示，化学发光试剂在

安图生物业务量中占比超过

40%

，仍是业绩增

长主要驱动因素。

“安图生物是中国第一个推出单个随机检

测化学发光技术平台，并且达到

200

检测

/

小时

的公司， 先发优势使得安图站在了有力的竞争

位置上”，对于安图生物的化学发光产品，苗拥

军充满信心，他表示：“安图非常注重产品品质，

非常注重产品的性能价格比， 我们的化学发光

自动化测定仪的故障率， 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 产品品质的稳定也是安图在市场上受欢迎

的重要原因。 ”

化学发光也被苗拥军认定为未来安图生物

业绩增长的第一增长点，“随着行业新增装机量

的加速和公司产品竞争力的进一步提高， 对公

司化学发光产品继续保持高增长， 我们是很有

信心的”。

资本并购

助推生化业务加速发展

2016

年

9

月

1

日， 安图生物正式上市，成

为国内首家在上海主板上市的

IVD

生产型企

业。 “上市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可以让我们利用

资本优势做更多的事情”，安图生物董秘房瑞宽

表示。

上市之后的安图生物插上了资本的翅膀，

利用资本优势， 安图生物进行了一系列的并购

整合，迅速建立起了自己的生化检测产品业务。

2016

年

12

月底， 安图生物成功收购佳能

医疗（原东芝医疗）生化分析仪在中国区十年期

的代理权。

2017

年

5

月，安图生物又收购了生化试剂

公司百奥泰康，当时百奥泰康已经取得了

12

大

门类共

119

个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 是生化试

剂行业国内品种较全的公司之一。 此次收购也

意味着，安图生物在业务线有重大拓展，公司正

式进入生化检测领域。

苗拥军介绍，并购之后，安图生物和另外两

个团队融合得都非常好， 生化业务也取得了不

错的发展。 “生化仪方面，刚接手的时候，佳能

（原东芝） 的

FX8

生化分析仪刚刚上市， 一年

来，我们进一步奠定了

FX8

在中国高端生化仪

和大通量生化仪模块机方面的地位， 销售有大

幅度的增长，未来几年，佳能的大通量生化仪在

国内的营销份额有望步入第一阵营。 生化试剂

方面，今年上半年，安图生化试剂的销售增长达

到了

98%

左右。 ”

同时，在微生物诊断方面，安图生物也开发

了系列的培养基产品， 并在国内市场份额中处

于领先地位，

2017

年， 安图生物又推出具有国

际领先水平的全自动微生物质谱检测系统

Autof ms1000

。 安图质谱诊断系统的推出，打破了

进口品牌在这一领域的绝对垄断。

上市之后，安图生物可谓动作不断，不过这些

并购与创新并非苗拥军脑热之举， 而是为了另外

一个大动作，“安图生物在临床检验的三大领

域———免疫、生化和微生物，都有了一定的积累，

随后便成功推出了全自动的磁悬浮流水线”。

首条磁悬浮流水线

抢占行业制高点

2017

年

9

月份，安图生物正式发布“医学实

验室磁悬浮全自动化流水线

Autolas A-1 Se－

ries

”，并在今年

5

月份揭幕流水线体验厅，据悉这

是首款国产磁悬浮流水线。 苗拥军称：“流水线在

中国市场的发展速度超出我们过去的想象和调研

预测，特别是在近几年。 ”

“流水线是一个很难啃的硬骨头，但我们已

经开始布局了，”苗拥军介绍，“今年起步，明年预

热，计划一两年时间内单年可以装百十条流水线

量，达到国际先进公司的水平。 ”流水线业务也被

苗拥军视为未来安图生物业绩的第二大增长点。

据了解， 安图生物的流水线采用多项国际创

新领先技术： 全球首家第五代单管磁悬浮传输轨

道，可实现高效、稳定检测，满足实验室全静音、无

需气泵空间、低故障率等需求；引进新一代生化检

测模块

FX8

， 多台联机检测通量逾万检测

/

小时；

携带污染率低于

0.1PPM

，灵活实现生化、免疫检

测自由切换，减少血清试管数量，减少分杯耗材成

本，高效经济；灵活分析仪器接口模式、三轨道循

环样本式运输系统，可满足不同场地，实现用户需

求的精巧设计等。

苗拥军介绍：“安图生物的流水线具有故障率

低、分析系统非常稳定等特点，产品性能已经达国

际先进水平， 另外， 安图又有自己品类齐全的试

剂， 在试剂等耗材上具有非常高的性能价格比优

势和品种的优势。 ”

对于为什么要组建流水线业务，苗拥军表示：

“流水线是一条很深的护城河，可以把一个医院的

生化和免疫检测全覆盖，一旦被国际巨头占有，这

个实验室就再也没有我们可做的业务了。 ”

虽然安图生物的流水线产品已经上线， 但对

于流水线业务，苗拥军也直言“这是一块非常难啃

的硬骨头，安图肯定能做好，但得给我们时间”，他

介绍，做流水线需要医院对你非常信任才行，而且

每个流水线都需要专门定制，耗时较长，对医院来

说也是大工程。

对于未来流水线的业务量， 苗拥军表示主要

来自市场增量， 即以开拓还未建流水线的医院为

主，“现在的流水线一般都装机没几年， 进去后很

难搬出来”。 不过对于未来的市场空间，苗拥军表

示：“县级以上医院就有近万家， 空间还是非常大

的。 我国单个区域人口和医疗资源都特别集中，非

常适合流水线，三甲医院肯定要装完，然后沿海的

一部分二级医院也是有需求的， 另外还有县级医

院，未来内地的二级医院也会有需求。 ”

苗拥军表示：“安图的流水线， 在品牌认知度上

和国际大牌还有一定差距， 所以我们要赶快建立起

标杆，体验和口碑才能慢慢发酵。 ”除了建立标杆外，

他认为，安图未来在流水线的市场，在已经应用安图

产品的医院以及达不到国际巨头标准的医院均是突

破口，“我们的产品性能和国际品牌越来越接近，又

有价格优势，安图有信心打好这场硬仗”。

创新与服务

构筑增长的内生动力

谈到安图的增长，创新与服务，被苗拥军反复

提及，认为是安图保持高速增长重要的内生动力。

“安图是一个非常注重创新的企业，这是公司

能在体外诊断这个高科技行业崭露头角最重要的

原因。 ”苗拥军称。

在不断整合引进的同时，安图也不断创新，安

图生物是业内注册文号最多、 产品线最全面的企

业之一，并承接国家多个高科技项目。 试剂产品方

面，根据

2018

年中报，安图生物已获得

440

项产

品注册证书（其中免疫检测产品

205

项，微生物检

测产品

89

项， 生化检测产品

139

项， 其他产品

7

项），并取得了

96

项产品的欧盟

CE

认证。

据介绍， 安图生物目前研发人员有

750

多人，每

年的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

10%

以上。 其中在免疫检

测最核心的抗原抗体方面有研发人员

100

多人，“公

司自产的抗原抗体有

400

多种， 自给率达到

73%

左

右，这在国内是绝无仅有的，在国际上也是领先的”。

由于安图生物创新投入大，技术较领先，使得

安图生物保持较高的利润率， 苗拥军介绍：“这跟

安图的整个经营策略有关， 我们从来不是低价策

略， 而是尽可能地建立在高品质上的性能价格比

战略，而不仅仅是追求低成本。 ”

另外，苗拥军表示：“安图也是一个非常注重

服务的企业，甚至安图的服务有时候是比产品还

难复制的一个竞争利器。 ”

安图生物目前有

600

人的服务团队，“在国内

IVD

企业中可能是除了国际大公司之外， 服务团队

最大的公司之一”。

据了解， 安图目前正在打造全国各省市都有

常驻营销人员和产品专业技术团队相结合的销售

服务团队，“这样可以更加有效地将地域性和专业

技术性相结合， 迅速地铺开相关产品和服务，”苗

拥军介绍，“安图近几年在学术营销和学术推广方

面也非常卓有成效，在推广产品的同时，把技术和

知识传输到了临床一线，增加了我们的营销力，支

撑了我们的品牌力。 ”

另外，随着对实验室整体服务的兴起，安图也

成立了整体服务事业部，并制定了包括立足检验、

服务临床、关注品质等的基本策略，以提升安图对

实验室整体服务的能力。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 本版制图：官兵 本版供图：王基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