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型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及其在临
床医疗领域的产业化应用





光线穿透人体组织能力

红外医疗光源

 红外线
光谱范围

长波红外线（远红外线）:1.5μm—15μm

短波红外线（近红外线）:0.7μm—1.5μm 



人体皮肤及肌肉组织结构剖面图

●抑制神经兴奋性

●肌肉松弛作用

●扩张血管改善血流

●提高疼痛阈值

●促进机体产生活性物质

●促进胶原的新生

水分子吸收光谱

长波红外线（远红外线）
0.05mm-1mm

对人体
组织穿
透深度

短波红外线（近红外线）
50mm-70mm

短波红外线对肌肉及软组织疼痛的治疗效果最佳！



项目产品：

急性软组织损伤及运动疲劳、肩周炎、椎间盘突出、筋膜炎及膝关节

炎症等导致的疼痛、颈痛、腰痛及网球肘疼痛、痛经等。

填补疼痛疾病领域医疗设备空白！

高功率密度，对人体组织穿透能力强，不会在患者受照射部位

产生显著的热量。

各类医院疼痛疾病治疗
部分妇科疾病治疗
外科伤口愈合
体育运动机构运动员的各类损伤（急性、陈旧性）治疗及疲劳恢复
高校体育活动室及城市健身房人员运动后恢复
养老机构老年人康复保健
休闲场所客户的健康保健
家庭自我保健



产品外观

产品与技术创新：  新型半导体集成芯片技术  高功率密度

无需专业医师不间断操作

二、产品介绍+技术创新+核心盈利模式等



中国专利授权：

1)殷江，钱志强，金正武，包含荧光体的玻璃涂层及其制造方法、发光器件及其制造方法，镇江瑞吉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ZL201210125776.7

2)殷江，钱志强，白光发光装置，镇江瑞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ZL201210296271.7

3)殷江，陆建新，一种荧光树脂元件及制造方法，镇江瑞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ZL201210294014.X

4)殷江，殷硕仑，一种电源转换装置，镇江瑞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ZL 201920968064.9

美国专利授权：

Zhiqiang Qian, Zhengwu Jin, LED Light-emitting Device for White Light（个人获得）, US 9490402 B2

中国发明专利申请：

1)殷江，殷硕仑，一种LED光源，镇江瑞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申请号：CN201710707660.7

2)殷江，殷硕仑，一种短波红外集成医疗光源及应用，申请号：2020105218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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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盈利模式：市场

1）体育运动机构

2）三甲医院及社区医疗机构（疼痛科、妇科、外科、皮肤科、口腔科） 

• 省级体育院校

• 国家及省级运动员训练基地

• 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

• 高校体育馆等

• 三甲医院：1431 家

• 三丙医院：59 家

• 二甲医院：6685 家

• 二乙医院：2322 家

• 民营医院：18759 家

市场潜力：8.6万台

市场潜力：1.1万台



3）养老机构

• 养老机构：4.2万家      

4）健身市场

2018年，我国具有一定规模的健身房数量已经超过5000家，其中TOP10品牌连

锁俱乐部的健身房数量达到1000家左右。2017年健身俱乐部会员数量同比增长

14.97%，而2018 年同比增长13.02%。

市场潜力：2.5万台

市场潜力：8.4万台（每家采购2台）



市场潜力总计：

• 上述通用型医疗器械潜在市场需求合计22.6万台

• 按医疗代理价（5万/台）结算，市场规模约113亿

• 每年潜在市场价值：28.3亿元（按医疗设备淘汰周期四年计算）

• 每年预期潜在销售额：5.7亿（按我们设备在疼痛类设备的市场占有率20%计算）

5）足浴保健市场

连锁机构：颐而康 足生堂 华夏凉子 御足堂 

                 富桥保健 天之道 山里娃 豪爵足道 

                 大桶大 大足神农若石集团 千子莲 

                 仙人掌足浴 佳伏子健身 和中堂 陆琴脚艺等

市场潜力：2万台



三、团队情况：创始人+核心团队

项目团队构成：

              

项目依托平台：

ü 医疗器械技术专家

ü 临床医疗专家

ü 医疗器械销售精英

u南京大学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祝世宁（院士 项目技术顾问）

u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南京鼓楼医院疼痛科

  陆丽娟（主任 项目临床医疗顾问）



l 1997.03-2000.07   南京大学    理学博士

l 2000.09-2005.08 日本产总研及国立材料研究所 特别研究员

l 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l 南京大学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副主任

l 主持国家863、973计划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课题

l “教育部提名国家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参与）

l  2013第二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团队组第三名

殷江
技术总监

何健
副总

l 浙江大学医学博士

l 南京大学附属南京鼓楼医院影像科副主任

l 南京大学医学院副教授

l 江苏省六大高峰人才

安川
销售总监 ●20年医疗器械及生物医药行业销售经验



股东 殷江 殷硕仑 邵祝齐

占股（%） 69.6 20.4 10

实缴资本金（万） 104.4 0 0

• 项目产品：

1）半导体激光治疗仪

2）LED红光光子理疗帽（已通过阿里巴巴及eBay线上渠道实现销售）

2）LED单色光源（已在高校、中科院研究所及公司实现十几万元销售）

3）LED单色光谱仪（产品已经完成，即将进行线上展示及销售）

镇江瑞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 注册资本：150万

• 成立时间： 2018年7月

• 地址：江苏省镇江市句容市宝华镇仙林东路9号—双创大厦1521

• 股东结构：

• 拟研发产品：

   糖尿病人腿部保健治疗仪、咽喉炎及气管炎治疗仪、口腔炎症（包含溃疡等）治疗仪等



四、竞争优势：产品状况+核心竞争力

设备种类 功率密度 穿透力 烫伤风险 急性损伤治疗 专业医师操作 产品价格

冲击波治疗仪 / 强 / 不适用 需要 高

远红外治疗仪 低 低 高
不适用

不需要 低

高能激光治疗仪 低 强 高
不适用

需要 高

新型半导体激光
治疗仪

高 强 无 适用 不需要 适中



产品临床验证

u南京鼓楼医院疼痛科（住院病人）：

肩周炎+椎间盘突出+筋膜炎+膝关节炎症等导致的疼痛+颈痛+腰痛+网球肘疼痛+痛经

u南京体育学院康复医院：

急性及陈旧性运动损伤+运动疲劳+腰肌劳损

病例数：10人

治疗前 治疗后 24小时后

均数 3.7 1.1 1.4

标准值 0.9 0.7 1.1

治疗前 治疗后 24小时后

均数 2.8 1.0 1.2

标准值 0.8 0.7 0.8

治疗前 治疗后 24小时后

均数 3.6 1.0 0.8

标准值 0.5 0.7 0.8

病例数：5人 病例数：5人



项目技术估值：1000万元；希望融资400万元；出让28.6%股份

资金使用计划：

●聘用专业的医疗设备法规、技术、生产、检验、销售专业人才

●租用办公、生产场所，场地设施改造

●医疗器械注册证申办

●产品推广、建立销售渠道

●购置部分生产设备、研发新产品

●产品及原材料库存费用

●医疗设备销售应收货款占用

●销售费用

五、融资及财务预测

项目建设进展估计：

p  2020-2021：提交二类医疗器械注册申请（技术报告、技术检测报告）

p  2021年上半年获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p  2021年上半年初获得医疗设备生产许可证，可以进行销售。



内容/年度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医用设备销售数量（台） 0 80 200 500 1200

家用设备销售数量（台） 0 80 300 700 1500

销售收入（万元） 0 694 2900 4667 10910

成本（万元） 117.2 306 824 1100 3175

净利润（万元） -117.2 291 1557 2670 5800

• 预计2021年该项目可以实现盈利

• 2022年起公司经营期间的净现金流入足以支付正常流动支出，维持公司正常运转

• 投资人26个月的收益可以收回投资，4年半可以获得8.7倍的投资回报

Ø 项目已经获得句容市“福地英才”人才项目60万元资助

Ø 如获得外部投资，镇江市将通过“金山英才”人才项目资助100万元

Ø 南京大学-句容双创园区提供3年450平方免租金生产场地

注：



谢谢各位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