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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北京协和生物工程研究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由中国

医学科学院透过协和医药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参股创建，旨

在促进生物医药科技成果的转化及推动医药高新技术产业

化，以科技创新为先导，在探索建立科学研发机制的基础

上，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与产品。

20年品牌沉淀，深耕眼部健康领域，着眼国之重、民之痛，

开发青少年近视防控、中青年眼部健康保养、老年眼部疾

病的防控全生命周期的眼部保养产品，致力于提高全民眼

部健康水平。

协和生物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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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药科技风险投资

有限公司

四川国资委，中国医学科学院占股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生物工程研究所
有限公司

中国医学院投资唯一 一家产学研

一体化科研转化企业单位



公司概况

战略定位

专注“眼部健康及眼部养护”致力于改善中国

“下一代”视力健康为主线。

未来北京协和生物研究所研发涵盖大脑、皮肤、

五官、营养、消杀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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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级专家通力合作，引领专业科研团队

86%

夏尔宁博士

美国伊阿华大学眼科药学博士 原博

士伦首席研究员

主持参与了近百个科技项目研究和管

理，授权专利近200项，曾获得美国

国家级奖-终身成就奖。

全球眼科药仿制专家ANDA, 505B2, 

美国IPR专利挑战专家，医疗器械设

计控制专家NDA, Cosmeceuticals, 

Nutraceuticals etc

"润亮"专注眼部健康领域，以严谨、安全、有效、

高科技的"外用眼部保养品"，通过科学护眼的方式，

为消费者提供健康恒态的眼部解决方案。

北京协和生物工程研究所有限公司·专研20年

北京协和生物工程研究所有限公司科学委员会主席

赵艳萍

沈阳药科大学 药学专业 

中国药学会生化和生物技术药物专业

委员会-委员

国内首次提出视疲劳的概念，抗视疲

劳眼药水——润洁做到国内抗视疲劳

NO.1

引领正大制药集团研发团队开展前瞻

性研究，带领正大制药集团中四个企

业位列中国制药工业前50强

黄丹

宝洁亚太区质量检查官&微生物专家

宝洁辞职后进入老牌国货郁美净单位

2020年因研制出一款以实验室酶制剂

和维生素A复合而成的强效抗衰配方，

这款配方已经被四大美容集团抬价到 

8000 万，超越雅诗兰黛配方师，荣

登全球配方师收入排行榜 TOP1，

“全球最具价值配方师”易主为中国。

全 球 最 具 价 值 配 方 师 之 一

四位一体，跨界创新

1、产品专家：以人为本万物自化；

2、眼药博士：精准研发，科学配方；

3、配方大师：皮肤渗透，功效叠加；

4、眼科医生：临床指导，功效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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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产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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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生物六大品类

02

03

04

05

06

01

械字号/人工泪液
1、眼药水；

2、眼部润养液；

3、人工泪液；

专业护眼仪器
1、润眼雾化仪；

2、哺光仪；

3、蒸汽润养仪等...

消字号/酸性氧化电位水
1、消毒水

2、消杀设备

3、智慧消杀解决方案

眼部快消品
1、眼喷：40ML尊享款；20ML时尚款；

礼盒时尚替换款；喷雾仪器组合款。

2、眼膜：械字号眼膜，普通眼膜

3、眼罩：学生款和成人款

4、眼部精华

医疗器械

1、视力表、电子视力表；

2、翻转拍；

3、挡眼板；

4、眼部训练器；

5、眼部测试纸....

家用护眼仪器
1、雾化仪；

2、按摩仪；

3、功效眼部仪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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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产品子公司

协和生物打造所有子公司的合作平台

明上⽣物⽣产⻝品营养素—营养保健食品

协和生物（保定）科技有限公司—防疫智慧消杀工厂

中科文冠果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母婴食用油

中科润美（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医用面膜

销售渠道子公司

北京仁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线上电商

中泽润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母婴、KA、商超、特渠

北京朗肽设备生产销售公司—仪器设备公司

3

4

2

中科睿亮（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视光/眼镜渠道5

北京善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

中科农投绿色农业产业发展集团—叶黄素鸡蛋



护眼类

北京协和生物工程研究所有限公司·专研20年

眼部专业仪器

眼部小型仪器

眼部快消品

眼部健康食品类

润亮® 让你的世界更明亮

灭菌消杀产品



护眼类：协和生物润亮—您身边的眼健康专家

北京协和生物工程研究所有限公司·专研20年

叶黄素多肽—眼部喷雾系列

富含多种眼部必须微量元素，调节睫状肌紧张状态，

眼黄金叶黄素，改善视力，保护眼部健康。

可视微孔蒸汽眼罩系列

C型特别设计：避开对热敏感眼球；

微视孔的景深效应：放松睫状肌，锻炼虹膜肌，调节

眼睛聚焦能力。立体结构、40°恒温热敷：促进眼部

微循环，释放眼部肌肉压力，舒缓眼疲劳。

叶黄素多肽—眼膜系列

生物纤维膜又称人工仿生纤维膜，直径50-80纳米，

吸收更容易，更彻底，蝶翼膜布，直击眼周穴位，

无缝贴合，深入肤沟，抚平肌肤细纹同时明目、醒

脑、减压眼部不适

同配方叠加 强化护眼功效

润亮® 让你的世界更明亮



护眼类：研发细分人群—同配方叠加 强化护眼功效

北京协和生物工程研究所有限公司·专研20年

柏木系列—眼喷40ml+眼膜8ml*7片 仙鹤草系列—眼喷40ml+眼膜8ml*7片甜橙系列—眼喷40ml+眼膜8ml*7片玫瑰系列—眼喷40ml+眼膜8ml*7片

产品共同基础成份：1、叶黄素：重要抗氧化剂、视网膜黄斑区必需营养素，可以缓解黄斑退化，帮助眼睛抵挡光线损伤，还可以保护眼睛的微血管，促进眼部血液循环，减轻

眼疲劳；2、依克多因与透明质酸的组合，强效补水保湿，稳定泪膜，快速舒缓眼部干涩；3、源自法国玫瑰海岸的海泉水，富含多种眼部必须微量元素，调节睫状肌紧张状态；

柏木系列—建议男士使用

针对男性皮肤特点，配方中单独添加

了具有收敛、舒缓作用的地中海柏木

油，缓解眼部疲劳的同时，调解油脂

分泌、紧缩毛孔，实现眼内、眼外的

清爽状态。

玫瑰系列—建议 使用

眼喷配方中单独添加了具有美白和滋

养特性的 ，滋养

眼周肌肤，让女性在远离夏季眼疾的

同时拥有水润透亮的双眸。

甜橙系列—建议青少年使用

配方中额外添加了视觉营养成分：欧

洲越橘和羽衣甘蓝。营养全面，水润

维稳，抵御外界刺激，缓解眼疲劳，

快速清亮舒缓眼部组织，有效防治青

少年近视，加倍呵护双眼，更加安全

高效。

仙鹤草系列—建议中老年使用

配方中独特添加仙鹤草、灵芝、万寿

菊等植物精萃，紧致润舒肌肤，促进

眼部微循环，改善眼部代谢，补充眼

部营养，焕活眼周细胞，重启眼周细

胞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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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类：家用护眼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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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类：家用护眼仪器



消杀类：酸性氧化电位水

北京协和生物工程研究所有限公司·专研20年 协和® 身边的消毒专家

     酸性氧化电位水的主要杀菌成分是次氯酸。次氯酸是在经过软化处理的自

来水中加入氯化钠水溶液，经有隔膜的电解槽内进行电解，由阳极一端生成以次

氯酸为主要成分的酸性水溶液，阴极生成氢氧化钠水溶液。

    酸性氧化电位水的不稳定性一直是行业技术难点，协和生物工程研究所联合

中科院专家，经过长期研究，终于攻克技术难关，解决了酸性氧化电位水氯含量、

氧化还原电位稳定的难题。经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认证，保质期可达12

个月，灭菌率＞99.9%，并获得多项专利。

发展规划：消毒产品——》消毒设备——》智慧消毒系统——》智慧城市全面覆盖



消杀类：酸性氧化电位水

北京协和生物工程研究所有限公司·专研20年 协和® 身边的消毒专家

智慧城市消杀系统
（已签约全国17个智慧城市）

1 酸性氧化电位水

绿色、环保
光谱、高效
经济、安全

智慧消杀设备2

电位水监控系统3 智慧城市消杀系统4

安全使用、免触消杀、
获取便捷、场景广泛

采用信息通信技术，实时采集设
备运行数据，进行保存、查询、
分析和预警

智慧楼宇集中制水，分段供水
其中包括：纯水制供系统、氧化电位
水生成系统、中央控制系统、远程监
控系统、储液系统、管网输送系统、
安全排放系统、使用终端



公司概况

已获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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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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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落地计划—

润亮® 让你的世界更明亮

落地产品规划：消毒产品——》消毒设备——》智慧消毒系统——》智慧城市全面覆盖

一期项目：产量8千吨的半自动化生产线

场地：1000平米面积

设备：首期预计购置500万元生产及研发设备

资本：首期投入1000万元，用于场地承租、厂房建设、设备采购、人员招聘、市场拓展

产品规划：按人群分类：母婴，老人，白领；按使用场景分类：出差、办公、游玩、快递、公共空间等

市场规划：项目打产后按现有订单计算，预计第一年可实现1亿销售额，第二年3亿，第三年5亿；现有

市场包括：北京市场、天津市场、线上（京东）；客户包括学校、老年驿站、协会等。

拓展计划：公司除了消毒水产品外，正在联合国内头部设备工厂研发“协和”品牌的家庭、公共场所自

动化便携式消杀设备，预计2-3年可投产，计划将生产工厂同步设置保定高新区。



协和生物集团上市计划

天使轮

6000万
5亿

20亿

100亿

Pre-A

2023年6月

A轮

2024年6月

B轮

2024年12月

                                                                                                                 
（2021.02 – 2026)

C轮  2025年8月 IPO

2026年2021年2月

50亿

润亮® 让你的世界更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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