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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上海运天测控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

03月26日，注册地位于上海市松江区泖港镇中民

路599弄1号2幢一层-A633，法定代表人为李银

霞。经营范围包括从事测控科技、电力科技、计

算机科技、信息技术、自动化科技、智能科技、

光电科技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仪器仪表、模具、机械设备、金属制

品的加工及销售；光伏设备及配件、电力设备及

配件、工业自动化设备及配件、实验室分析仪器、

电子产品、环保设备的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

计算机系统集成，自有设备租赁，计算机软硬件

及配件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一、技术产品介绍



项目简介

超声透骨舒筋仪研究的理论基础是著名疼痛医学之父，软组织外科学创始

人——宣蛰人导师指出，人体的慢性疼痛多数是因为劳损或曲髋弯腰久坐而

导致局部产生无菌性炎症。推翻了西方医学近百年的神经压迫致痛理论。同

时超声波治疗有着世界公认的治疗机理，利用超声波物理学机理机械作用、

温热效应、理化作用治疗人体的慢性疼痛，时间短而见效快，对人体无创、

无毒、无辐射，无副作用。超声波被称为 21 世纪的绿色健康通道。基于这一

伟大医学真理，我们设计了超声波治疗仪，可治疗靶点部位，现已取得了非

常显著的疗效。

超声透骨舒筋仪有两种输出模式、两个探头、十个档位、调整时间按钮、

启动键、暂停键。探头主要用于腰臀部，肩胛骨等部位，小探头主要用于颈

椎，膝，踝，足等关节，探头上涂抹的耦合剂。治疗前设定的治疗时间，依

据治疗部位的深度和病变程度调整档位、模式。若是要临时中断治疗，可以

按下”暂停”,如果长时间不再使用本机， 则须将电源关闭。

一、技术产品介绍



项目简介 一、技术产品介绍

超声波舒筋活化仪面板 超声波舒筋活化仪参数



核心技术-技术优势简介 一、技术产品介绍

✹ 仪器的输出频率精度高、稳定

性好

✹ 输出功率符合技术要求

✹ 在耦合剂不足或完全空载的情

况下，能及时切断输出，保证超声

能力得到有效的输出

✹ 缓解甚至消除病患疼痛效果显

著



核心技术-专利
专利授权书

一、技术产品介绍



产品的成熟度

超声波治疗时间短、见效快，对人体无创、无毒、无辐射，无副作用，他是国际卫

生组织公认的绿色安全治疗方法。被称为 21 世纪的绿色健康通道。

近年筋膜学实验证实，超声波对筋膜细胞膜的弥散作用强大，能将物理外力转化为

生物内力，直接增加钙离子进入筋膜细胞。这一发现对超声波治疗人类慢性疾病和抗衰

老，具有创新意义。消除无菌性炎症靠温度，超声波的温热效应是治疗效果好的主要原

因。这种发热和那些普通的发热片发热完全不一样的原理，属于声波震动产生的热量。

目前，利用超声波的空化作用治疗癌症的机理也已经被医学界肯定并开始应用。

超声治疗仪改变了过去传统的治疗方法和靶点部位，治疗效果显著。

市面上超声波应用在医疗行业的案例很多，例如超声波抗衰仪、肢体血管超声波治

疗仪、痉挛肌超声波治疗仪等，技术成熟，产业成熟，消费者信赖。

一、技术产品介绍



市场分析 二、行业市场介绍

1、以销售周边医药超
市为主，采取“低价格、
高服务”的战略使我司
的产品迅速获得客户争
取市场份额。
2、与相关医药公司合
作，建立体验店，出租
体验产品。

1、与国内中医合作，建立品
牌连锁店。
2、增大增强企业拥有的人文
资源和先进的营业模式，产品
服务多样化。
3、根据消费者需求不断更新
产品，推进换代。扩大市场占
有率。

1、与传统媒体，如电视、
报纸、广播等合作，推广
品牌，批量向各大机构销
售产品。
2、线下巩固并扩张省内
市场，进一步完善产品提
供与技术推广的销售网络，
逐步向国内迁移，将通过
中医店推广加盟形式。

公司始创阶段（2022-2023）

公司调整阶段（2024-2025）

跨越发展阶段（2025-2027）

公司经营模式更新换代周期



商业模式 三、商业模式及实施方案

   销售实体产品的所有权，

即售卖设备与配套的软件。

  通过特定的服务收费，企

业版本在基础功能的基础上，

附加增值收费功能，个人版

本根据用户需求，实现私人

订制功能收费升级。

      暂时性排他使用权的授

权，企业版本设定不同层次

的版本，高级版因定价过高，

接受与中医机构合作，进行

租赁收取租金的方式。

   知识产权的授权使用，部

分知识产权与专利，进行边

缘性授权，允许战略联盟性

企业共同进入市场，但企业

内部保留核心技术。

资产销售
租赁收费

使用收费
授权收费



团队情况介绍 四、团队介绍

范记明， 河北省保定市人，

1974年出生。1999年江苏理工大

学（今江苏大学）材料工程学院本

科毕业。2003年在日本OSG公司

学习，2004年开始在奥斯机（上海）

有限公司工作11年，先后担任公司

制造经理，研发经理，2003年-

2006年在厦门金鹭特种合金有限公

司任高级技术顾问3年。2019年在

上海运天科技有限公司任职至今。

总工程师

      董军刚，专业领域为电气自动化、

智能传感与控制、仪器仪表等，主持

参与教研、科研课题6项，企业项目研

发20余项，发表论文10余篇，专利7项，

省市级奖项5项。指导学生参加第二届

“中国创意”青年创业创新大赛获全

国“银翼奖”，“国信长天杯”全国

天子专业人才设计与技能大赛全国总

决赛二等奖，“挑战杯”、“互联网

+”、电子产品设计与制作、移动机器

人等专业技能竞赛获河北省1等奖4项、

二等奖6项，三等奖近30余项。

技术主管

      冯贺平，女，副教授，2006年毕业

于河北大学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专业，

硕士研究生。出版专著4本、教材两本；

发表论文10余篇、1篇被录入EI检索、

4篇北大核心；获得国家专利5项、

软件著作权4项；主持2项保定科技

局课题、1项河北省教育厅课题，参

与教育厅青年基金课题1项，指导性

课题1项，参加保定科技局课题1项。

研发工程师

      张贵亮，主持硬件及嵌入式软件

设计。负责升级改造及新产品规划

设计。负责新硬件平台的评估验证。

对新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需求

分析，概要设计，通信协议编制。

原理图与 PCB 设计，单片机和 
DSP 外围电路设计及应用程序

编写。负责通过国家标准指定的

各种 EMC 实验。编写调试大纲，

生产工艺指导书。

研发工程师

      尹永良，曾任达内培训机构

算法讲师10余年。现职负责产品

升级改造及新产品规划设计。负

责医疗器械产品设计、材料选择

和优化以及产品性能改进；负责

新产品开发过程中产品性能验证，

测试及过程确认；参与新产品产

品标准建立，生产和检测设备的

选择和优化等。

研发工程师



团队情况介绍 四、团队介绍

专业有经验的业内施
工团队10人

01

财务人员3人

02

软件研发人员10人
硬件研发人员8人

03

营销团队目前5人

04

    团队成员均本科以上学历，拥有比较好的技术团队、营销团队支撑，拥有高校的技术支持。



财务情况分析 五、财务分析

年份 支出成本 投资 收入 盈利情况

2022年

人员工资
19人

100万 自行投入 50万 产品销售 30万

-30万

研发用电
脑服务器

20万 政府投入 50万 产品出租 20万

公司房租、
财务、出
差等运营
费用

20万 加盟 20万

资质申请
费及申请
专利费

10万

项目实施
成本

50万



财务情况分析 五、财务分析

年份 支出成本 投资 收入 盈利情况

2023年

人员工资19
人

100万 市、区两
级321创
新创业计
划贴息银
行贷款

100万 产品销售 100万

0万

公司房租、
财务、出差
等运营费用

70万 产品出租 50万

销售商务费 10万 加盟 50万

项目实施成
本

10万

软件产品实
施成本

20万



财务情况分析 五、财务分析

年份 支出成本 投资 收入 盈利情况

2024年

人员工资
19人

120万 视情况而
定

产品销售 150万

50万

公司房租、
财务、出
差等运营
费用

80万 产品出租 100万

销售商务
费

20万 加盟 100万

项目实施
成本

30万

软件产品
实施成本

50万



财务情况分析 五、财务分析
开发生产策略 
•框架化
•模块化
•分组、分阶段
•根据具体项目、
定制升级、专网
远程维护

控制和竞争能力
•封闭式开发源码，
防止外泄
•核心算法、核心
人员负责
•模块化分组管理
•独创性、先进性

 研发团队能力
•现场实操经验
•高校合作

开发优势
•理论依据
•研发经验
•维护经验

资源整合能力
•高校资源
•行业专家指导

产品开发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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