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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技术走在国际前沿
松力生物平台技术获美国专利
崔敏

近日，松力生物“用于组织再
生的亲水性静电纺生物复合支架
材料及其制法与应用”在美国获
得 专 利 授 权 ，引 起 业 内 高 度 关
注。一方面，这代表中国的生物
技术逐渐走在世界前沿，另一方
面，本项专利与以往的单项生物
产品或技术不同，获得的是“平台
技术”专利，打开了千亿级的蓝海
市场，该平台技术一旦落地应用，
将惠及世界各地人民。

生物技术的
中国力量崛起
据了解，中国原创的生物材
料技术（平台性的）能拿到美国专
利的案例屈指可数。此前，我国
生物医用材料产业规模大、起步
晚、发展不均，2017 年规模近 2000
亿 元 ，年 增 长 率 超 过 15% ，但 近
70%的成熟产品依赖进口。面对
大而不强的局面，我国大幅加强
科技创新支持力度，有效推进关
键技术突破。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现任上
海松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简称
“松力生物”
）总经理的何红兵，作
为国内最早一批致力于生物材料
的科研人员，远赴奥地利和日本
等发达国家，潜心研究组织工程
和生物外科学。1995 年，他首创
用于人体的第一代动物源性纤维

蛋 白 胶 ，享 誉 国 际 生 物 材 料 界 。
之后他带着自主研发的成果回国
创业，
将该技术转化为成熟产品。
2002 年，何红兵成立松力生
物，先后研发了速溶型纤维蛋白
胶（创恤封 R）、软组织诱导性生物
材料系列产品（外科生物补片、可
再生人工韧带）等一批高壁垒创
新产品。何红兵看到了国内外生
物技术的差距，在外科领域从业
多年的他，想让更多的生物技术
能够切实解决外科领域的痛点，
减少患者的痛苦。而他更想让中
国的生物技术也能被国际认可。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这一梦想正
在实现，此次松力生物的平台技
术获得美国专利不仅是一个企业
的创新，更是中国生物医药技术
新生力量之崛起。正所谓厚积薄
发，据悉，本次松力生物在美国获
得专利的这项平台技术从研发到
获得美国专利用时 15 年，从申请
到获得美国专利将近 6 年时间。
这项专利之所以引起轰动，
一方面是其平台技术不仅是中国
原创，更是世界首创，得到美国专
利局认可，做成的材料在动物实
验中能够诱导再生出自身的组
织，包括骨骼肌、血管，跟腱等膜
状、管状、索状等不同形态，在不
同部位再生出相应的组织结构，
恢复人体组织的正常功能。
目前，该平台技术已有第一
个高强度产品获准上市，多个产
品在临床试验。另一重磅产品用

于肩袖部位，动物试验中显现了
非同寻常的效果，这是松力生物
在临床转化上的另一个里程碑。

跑马圈地
打开千亿级市场蓝海
现代生物技术迅猛发展，取
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和重大突
破，并加速向应用领域演进。在
这一战略技术领域，以发达国家
为主的各国政府纷纷制定国家战
略，加速抢占生物技术的制高点，
加快推动生物技术产业革命性发
展的步伐。美国、德国、日韩纷纷
推出相关的生物经济政策，推动
本国生物技术的发展。
何红兵表示，生物技术领域
市场巨大、前景广阔，近两年中国
也在大力推动。
松力生物拿到这个平台技术

的美国专利，就意味着在国际舞
台就可以和世界级的生物医药接
轨，同台竞技，进入到世界生物材
料再生领域，也实现了跑马圈地，
开启了一个千亿级的市场。何红
兵表示，未来松力生物将不断耕
耘，主动地开拓全球市场，寻求全
球的合作，将这项专利平台技术
发扬光大，
造福于更多人群。

纵向深耕核心技术
横向扩张应用
对于生物技术公司来说，人
才、技术永远是核心竞争力。松
力生物的核心团队多数具备国际
化素质，很多从发达国家留学归
来。松力生物也与中国工程院院
士张兴栋等资深专家深入合作。
何红兵说：
“这么多年的研
究、技术成果和人才团队就是我

们最核心的竞争力。必须打造专
业的核心竞争壁垒，才能成为世
界大品牌。
”
2018 年，松力生物在国内取
得了重要的临床成果。松力生物
的
“可诱导韧带再生的高强度植入
物系统的研发”项目获得 2018 年
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生物
医用材料研发与组织器官修复代
替”
重点专项获得中央财政经费支
持；
创新医疗器械
“外科生物补片”
注册临床试验研究获上海市 2018
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生物医
药领域科技支撑项目支持；
获得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创新产品
“复合疝修补补片”
的注册等。
对于接下来的布局，
何红兵总
结为专利布局。
“不断地强化核心
竞争力，
我们在这个平台上会形成
‘专利族’，不是说靠一个专利，而
是若干专利，
后面我们还将在每一
大类上申请，
形成不同的专利。专
利布局很重要，
以前是单独一款产
品，以产品为导向，现在是一个平
台技术，
以专利布局的技术和商业
为导向，
未来全方位的深耕发展公
司，
深耕这个技术在临床上面的成
果转化，纵向深耕核心技术，横向
扩张应用。
”
何红兵告诉记者。
此外，获得本次专利后何红
兵更加认识到专利保护的重要
性，在他看来，中国也应该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才能让更多的“中国
原创”公平竞争，走向国际，走向
更广阔的市场。

教育位列两会热词榜 海风教育科技赋能模式稳坐 C 位
崔敏

全国两会召开，人民网的两
会热词投票备受瞩目，
“教育改
革”排在了热词榜的第四位。教
育已连续六年被视为两会热点话
题，2019 年，其仍被认为是舆情关
注的高热领域。
教育是国之大计，教育是民
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
对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
造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具有决定性意义。
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
新一代互联网的发展，
民营教育机
构和各类培训企业正逐渐成为传
统义务教育的有益补充。但教育
创业真正考验的是品牌的核心竞
争力，
而这与独特的课程内容和先
进的教育科技产品紧密相连。
海风教育创始人兼 CEO 郑文
丞表示，教育培训机构对学生的
同步提升和查漏补缺，防止资源
分散有很大的改善和突破，当前，
科技驱动之下，互联网对于教育
市场的竞争真空可以有效填充。
而相较于其他同类教育品牌，
海风教育的成功之处在于对科技
的高效利用，
包括人工智能的应用

和信息化的普及，
成功解决了教育
在时间和空间上、
“教育黑盒”
和优
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
海风
教育的品牌理念“科技驱动，因材
施教”
正是诠释了这一优势。

精准定位
领跑细分赛道
2014 年转型期间，海风教育
找准“在线教育”这个大风口，主
打一对一课外辅导，面对巨头新
东方、好未来的布局，新秀 VIPKID、51talk 等加入瓜分蛋糕，
海风
教育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用 4 年时
间成长为行业的领跑者。
海风教育当前所处的赛道是
中小学课外辅导培训（K12），一年
有4000多亿元的体量，
且保持着每
年20%左右的速度增长。K12行业
可细分为一对多业务和个性化教
学，
一对多业务多以班课为主。
个性化教育市场，不分线上
或线下，目前整体是大约 1000 亿
元左右的市场体量。如果以在线
一 对 一 为 例 ，市 场 的 渗 透 率 从
2017 年 1—2%的水平，增加到了
2018 年 5%左右的水平。郑文丞
表示，保守估计在未来三年左右，
市场渗透率会超过 20%以上，并
且这条赛道上头部企业的聚拢度

非常高，这也意味着三年时间市
场上有可能出现一家 100 亿元以
上营收的巨头企业。
据悉，
当前海风教育注册用户
已超越 700 万，新学员环比增长率
一直保持在 50%以上，
老学员续费
率坚持在 80%以上，
海风教育在近
3 年内完成的都是 500%以上的增
量，
而今年更有望达到 700%。
找准赛道和良性发展是海风
教育颇受资本青睐的原因，而始
终坚持的核心定位“教育科技企
业 ”则 是 海 风 教 育 不 可 逆 的 优
势。短期内行业拼运营，而中期
则会逐步移至技术研发，这意味
着在科技上建树越高的教育企
业，
即获得了降维打击的优势。
在教研内容上，
海风教育独创
了智能教学+真人教学双引擎的教
学模式，构建了 5000 多个“知识切
片”
教学体系。海风教育于2018年
4 月推出的以 AI 技术为主导的多
维情绪识别、
专业度分析与课程质
量分析系统
“好望角”
，
是在线教育
首个落地场景应用的AI系统。

有态度
让教育更有温度
海风教育联合创始人兼 COO
俞昊晟在近期举办的一场投资峰

会上曾说过一段话：
“授课过程
中，不光要保证让孩子学到知识，
更要提高孩子们获取知识的能
力，
从而使教育行业更有温度。
”
“让教育更有温度”
这句话，
于
海风教育而言就是用爱和科技普
及因材施教。海风教育的成功之
处就是打造围绕每个学生“预习、
上课、
练习、
复习、
测评、
方法建立、
习惯养成、错误反思”闭环提升的
学习方法，配合人工智能的助教，
使得效果倍增。
教学质量与师资力量密切相
关，
海风教育非常重视教师的筛选
和管控。层层把关留下了既拥有
丰富教学经验又能适应网上教学
的数万名好教师。
海风教育认为，对于教育这
件事，必须用爱的方式将学生和
家长放在最高的地位，为他们服
务。海风教育希望未来能够精准
地去做精确的匹配推荐，即对一
批学生或是个别学生，能够根据
其整体数据，推荐一个最为合适
的老师，并针对上述学生，制定最
合适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这
个推荐逻辑就是一个数据化的经
验，而这正与海风教育的品牌理
念“科技驱动、因材施教”相契合，
这也使得海风教育收获了更多学
生、家长和同行们的认可。

好教育，好未来
2018 年 7 月，海风教育宣布完
成C+轮融资，
这也是继2018年1月
完成 C 轮融资后，
海风教育半年内
获得的第二笔融资。整个 C 轮融
资总计超过 1 亿美元，
由好未来、
源
码资本和某主权基金联合领投，
涌
铧资本、
零一创投等老股东跟投。
郑文丞表示，拿到 C 轮融资
后，
资金的 50%将用于教研和技术
研发，20%用于市场营销和品牌建
设，30%用于团队组织发展和人才
梯队的建设。他说，
海风教育希望
用更健康的角度去做业务发展，
品
牌的建立由两个过程组成，
第一是
尽可能多的提供体验机会，
第二是
尽可能多的让人认可。这需要能
够让用户体验、
服务、
产品、
课程质
量各方面水平达到一个高度后，
使
用户的留存、黏性、口碑这些东西
能够建立起来，
再进一步扩大业务
规模、
放量、
流量。
以木塞子和水龙头举例，
打开
水龙头放水时，
木塞子塞牢对于蓄
水的效率至关重要，
而木塞子塞牢
是由产品驱动力实现的。当前，
海
风教育着力发展用户体量，
致力于
通过互联网模式，
积极抬高发展的
天花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