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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壁垒专业化细分赛道，生物安全自主

可控+疫情防控体系完善推动市场扩容 

——生物医疗低温存储行业深度报告 

 

股票名称 
EPS PE 

19E 20E 19E 20E 

海尔生物 0.72 0.80 50.30 45.19 

澳柯玛 0.25 0.28 21.03 18.87 

中科美菱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生物医疗低温存储市场规模稳健增长：生物医疗低温存储设备广泛应用于

医院、疾控中心、检测中心、生物制药公司、科研院所等机构，对生物样

本、血液制品、疫苗、药品、检测试剂等进行长期或暂时性低温存储，伴

随生物医药技术发展，逐步成为生物医疗领域重要基础设施之一。根据

Global Market Insights 发布的数据，全球生物医疗低温存储市场规模 2018

年达到 27.47 亿美元，预计在 2025 年有望达到 36.47 亿美元；国内生物医

疗低温存储市场规模 2018 年为 1.45 亿美元，预计在 2025 年有望达到 2.07

亿美元，市场规模稳健增长。 

 技术+品牌构筑高壁垒，产品融合互联网加深行业护城河：鉴于生物医疗

低温存储的储品特殊性，一方面，企业不仅要掌握复叠制冷、箱体低温绝

热等关键技术以实现-50℃至-150℃超低温度，还要保证存储温度长时间

均匀、稳定、精准，同时具备系列安全警报、突发故障时一段时间内维持

内部环境稳定等功能，行业技术壁垒高；另一方面，生物医疗低温存储设

备的使用机构通常专业性强，明确储存不当可能造成的后果，倾向于选择

经过长时间实践检验的知名产品，行业龙头体现出很高的品牌溢价与客户

粘性，品牌壁垒高；技术+品牌双壁垒下，行业呈现高集中度特点，2017

年国内前五大厂商市场份额占比超 80%。此外，龙头企业利用自身产品线

齐全、具备良好客户基础的优势，已开始探索设备与物联网、大数据融合

实现样本智能管理、信息互联互通，以满足下游应用场景对存储智能化、

信息化要求，进一步加深行业护城河。 

 生物安全自主可控+疫情防控体系完善提振终端需求，未来市场可期：随

着生物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高度，生物安全法加速立法，一方面我国生物

样本库有望迎来新一轮加速发展，我国当前人均样本数距离发达国家仍有

较大差距，若人均样本数达到美国或者丹麦的一半，储存总样本数或将超

过 10 亿份，远高于目前 5,000 万份水平，储存生物样本数大规模增加将

直接带动相关生物医疗低温存储设备放量；另一方面实验室安全更受重

视，实验室生物医疗低温存储设备存在替换升级需求。 

试剂安全方面，本次新冠疫情爆发暴露疾控中心、医疗机构检测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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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核酸检测能力，疫情过后，伴随我国重大疫情防控体系机制的完善和

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健全，主管部门有望持续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

力度，生物医疗低温存储设备作为医疗检测中心基础设施，或将迎来一轮

采购浪潮。 

药物安全领域，生物药是药物低温储存主要品种，在生物药市场规模扩张

的推动下，尤其 2016 年以后多个生物类似药获批上市，部分重磅生物药

价格降低，药物可及性增加，全球冷藏药品规模逐步扩大，对低温存储设

备需求持续增长。此外，国家政策鼓励下，我国 45 万家零售药店有望成

为承接互联网+医疗服务带动慢病用药处方外流的销售场所，保障药品质

量安全的要求也将会推动零售药店加快配备相应的低温存储设备。 

疫苗安全和血液安全领域，生物医疗低温存储设备已得到广泛应用，鉴于

疫苗和血液行业均具有生产及流通环节信息化程度比较高、终端使用信息

化程度相对薄弱特点，未来存在以融合物联网的智能化终端存储设备替代

传统设备以真正实现全流程监管预期。 

 投资建议：生物医疗低温存储属专业化程度高的细分领域，技术+品牌构

筑较高行业壁垒，市场高度集中，仅少数厂家具备提供全温域产品能力，

随着国家对于生物安全重视程度提高、重大疫情防控体系机制的完善和国

家应急管理体系健全叠加生物药市场规模持续扩张、疫苗存储及血液存储

传统设备换装，下游需求有望集中释放，行业整体加速扩容，我们建议关

注具备整体解决方案能力的供应商海尔生物（688139.SH）、澳柯玛

（600336.SH）、中科美菱（835892.OC）等。 

 风险提示： 

市场拓展不及预期风险，下游需求不及预期，研发失败风险，产品质量问

题等突发事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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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物医疗低温存储：市场规模稳健增长 

生物医疗低温存储设备是低温存储设备在生物医疗领域的专业化产品，广泛应用于医院、

疾控中心、检测中心、生物制药公司、科研院所等机构，对生物样本、血液制品、疫苗、

药品、检测试剂等进行长期或暂时性低温存储，通过控制温度降低储品内生化反应，保

证储品生物分子及细胞活性，以供科学研究、疾病诊断或治疗，伴随生物医药技术的发

展，逐步成为生物医疗领域重要基础设施之一。 

根据海尔生物招股说明书引用 Global Market Insights 发布的数据，全球生物医疗低温存储

市场规模 2018 年达到 27.47 亿美元，预计在 2025 年有望达到 36.47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

速 4.13%；国内生物医疗低温存储市场规模 2018 年为 1.45 亿美元，预计在 2025 年有望

达到 2.07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速 5.22%。 

图 1：2008-2025 全球生物医疗低温存储市场规模（亿美元）  图 2：2008-2025 中国生物医疗低温存储市场规模（亿美元） 

 

 

 

资料来源：Global Market Insights，海尔生物招股说明书，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Global Market Insights，海尔生物招股说明书，长城证券研究所 

 

图 3：2019-2025 年国内与全球生物医疗低温存储市场增长率 

 

资料来源：Global Market Insights，海尔生物招股说明书，长城证券研究所长城证券研究所 

根据存储温度范围不同，生物医疗低温存储设备可分为医用冷藏箱、血液冷藏箱、医用

冷藏冷冻箱、医用低温保存箱、医用超低温保存箱、液氮罐等六大类，覆盖-196℃至 8℃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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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温度范围，其中医用低温保存箱、医用超低温保存箱两者合计市场规模在 2018 年达

到 13.48 亿美元，占生物医疗低温存储市场整体规模的一半。 

表 1：生物医疗低温存储设备分类 

设备类型 存储温度范围 

医用冷藏箱 2℃至 8℃ 

血液冷藏箱 4℃±1℃ 

医用冷藏冷冻箱 冷藏温度：2 至 8℃；冷冻温度：-10℃至-25℃ 

医用低温保存箱 -10℃至-50℃ 

医用超低温保存箱 -50℃至-150℃ 

液氮罐 -150℃至-196℃ 

资料来源：海尔生物招股说明书，长城证券研究所 

 

图 4：2018 年全球生物医疗低温存储市场（按产品类型，亿美元） 

 

资料来源：Global Market Insights，海尔生物招股说明书，长城证券研究所长城证券研究所 

根据储存类型及使用机构不同，生物医疗低温存储设备主要用于生物样本库、药品及试

剂安全、疫苗安全、血液安全、实验室安全等五大场景，不同应用场景下不同类型储品

对温度要求不同，但普遍可接受温度范围较窄，存储周期跨度大，由数小时到数十年不

等。 

表 2：生物医疗低温存储设备的五大应用场景 

应用场景 机构 储品类型 储品存储温度 存储周期 所需设备 

生物样本库 国家级研究机构、高

校、医药研发企业、

第三方检测中心 、医

院 

细菌、细胞、骨髓、组

织、核酸 

-140℃至-150℃ 使用周期决定存储周期，

存储周期相对较长，可达

数年或数十年 

低温、超低温保存

箱 

骨髓、细胞、病毒、组

织、受精卵 

-50℃至-86℃ 

血浆、蛋白质、临床样

品、 

-25℃至-40℃ 

细菌、细胞、骨髓、组

织 

-150℃至-196℃ 液氮罐 

药品及试剂

安全 

药品生产、流通企业，

医院、药店等 

需要低温冷藏的药 

品：胰岛素制剂、生物

2℃至 8℃ 药品周转量及保质期决定

存储周期，通常为数月 

医用冷藏箱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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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品、靶向肿瘤药、部

分抗菌注射用药、部分

维生素等 

检测试剂生产、流通

企业，医院、第三方

检验机构、药品研发

及科研机构等 

需要低温冷藏的检测

试剂：基本所有涉及抗

原、抗体、活性酶的检

测试剂均需低温冷藏 

2℃至 8℃； 

或-15℃以下 

检测试剂周转量及保质期

决定存储周期，通常为数

月 

医用冷藏冷冻箱 

疫苗安全 疫苗生产、流通企业，

终端接种单位 

疫苗 2℃至 8℃ 不同疫苗的有效期不同，

通常为数月 

医用冷藏箱 

弱毒活疫苗 -15℃以下 医用冷藏冷冻箱 

血液安全 血站及医疗机构 全血、红细胞 2-6℃ 含ACD-B的全血保存期为

21 天；含 CPDA-1 的全血

保存期 35 天 

血液冷藏箱 

血浆站，血液制品企

业及医疗机构 

血浆 -18℃以下 自血液采集之日起 1 年 低温保存箱 

实验室安全 各类科研机构实验

室、药企研发部门等 

各类试剂及实验样本

等 

-196℃至 8℃

（根据储品类

型选择） 

视储品不同，试剂类一般

较短，十几天至数个月；

样本类可能达到几年 

医用冷藏箱、医用

冷藏冷冻箱、低温

保存箱、液氮罐等 

资料来源：海尔生物招股说明书，公开资料整理，长城证券研究所 

 

2. 基于储品特殊性，技术+品牌构筑高壁

垒，产品融合物联网加深行业护城河 

低温存储设备主要用于家用冷藏、商用冷柜、工业生产、生物医疗等领域，同其他应用

领域相比，生物医疗低温存储的储品普遍价值较高、对温度波动敏感，部分储品具有唯

一性、稀缺性且损坏不可补救，样本类储品存储周期超长，治疗类、检测类储品若因存

储不当损坏后使用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鉴于储品以上特征，生物医疗低温存储行业具有

较高壁垒。 

首先是技术壁垒，体现在三方面：1、生物样本要求在长时间的存储中保持生物分子及细

胞活性，需要通过尽可能低的温度降低样本内的生化反应、提高样本内各种成分的稳定

性，为满足-50℃至-150℃超低温要求，生物医疗低温存储设备往往采用复叠制冷系统、

混合高效制冷工质配比与充注、箱体低温绝热等核心技术；2、生物样本对温度波动敏感，

因此生物医疗低温存储设备在满足低温要求的同时实现存储温度精准控制，长时间稳定

运行时温度均匀、恒定；3、为保障存储样本安全，生物医疗低温存储设备往往整合温度

警报、系统压力警报、断电报警、电池电量报警、传感器故障报警等系列安全报警功能，

形成 360 度立体安全预警体系，并能够在突发故障时一段时间内维持内部环境稳定；整

体制造难度超越其他领域低温存储设备，具有较高的技术壁垒。 

其次是品牌壁垒，生物医疗低温存储设备的使用机构通常专业性强，明确储存不当可能

造成的后果，产品性能为第一考虑因素，对于价格不敏感，倾向于选择经过长时间实践

检验的知名产品，行业龙头体现出很高的品牌溢价与客户粘性，行业新进入者短期内难

以完成品牌建设和口碑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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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不同领域低温存储设备差别 

 家用冷藏 商用冷柜 工业生产 生物医疗 

应用领域 食品保存 食品保存/食品展示 工业零部件及材料超低温性能测试；进

行工业冷处理，提高金属的耐磨损性

能、磨擦性能及硬度；铜套、轴承等冷

缩，广泛应用于精密机械装配等 

长期或暂时性低温存储生物

样本、血液制品、疫苗、药品、

检测试剂等 

最低温度 -30℃（通常不超

过-20℃） 

-30℃ -80℃ -150℃ 

存储周期 通常较短，几小时至数个月 几小时至数天，部分性能测试实验视实

验目的可能时间更长 

视储品种类不同，部分样本类

储存长达数十年 

储品价值及

特点 

通常较低，可替代性、可获得性高，储品

损坏通常不会造成严重后果 

较低或可控，部分特殊领域如航空航天

等用零部件或材料可能价值较高，但通

常不存在唯一性和稀缺性，储品损坏通

常不会造成严重后果 

高价值储品非常常见，部分样

本类储品具有唯一性、稀缺

性、损坏不可补救性，治疗类、

检测类储品若因存储不当损

坏后使用，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储品对温度

波动敏感度 

不敏感，可接受温度范围较宽 可接受一定程度温度波动，对降温速度

更敏感 

敏感，温度波动可能造成储品

损坏 

技术壁垒 技术壁垒低，存储温度相对较高，采用单

级制冷系统即可达到，对于降温速度、精

确达到设定温度、均温性、温度恒定性、

运行稳定性要求较低 

有一定技术壁垒，采用复叠制冷系统，

对于降温速度、精确达到设定温度有一

定要求，对于均温性、温度恒定性、运

行稳定性要求相对较低，非标准化定制

情况常见，箱体设计匹配终端用户需求

非常重要 

技术壁垒高，采用复叠制冷系

统，对于精准达到设定温度、

均温性、温度恒定性、运行稳

定性各方面均有较高要求 

客户价格敏

感度 

敏感，性价比为主要考虑因素之一，尤其

是在商用冷柜领域 

有一定敏感度， 不敏感，产品性能为首要考虑

因素 

品牌溢价 相对较弱 有一定品牌溢价 超强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长城证券研究所 

技术+品牌构筑高壁垒，无论是全球还是中国的生物医疗低温存储市场均呈现高度集中的

特点。 

全球市场，赛默飞世尔、三洋电机（2012 年生物医疗部门被松下整合，现属于松下普和

希）等国外企业率先实现技术突破，产品线齐全，同时在世界范围建立广泛销售网络，

市场占比较高，2017 年前五大厂商占据超 70%市场份额。 

国内市场，2000 年以前我国生物医疗低温存储的主要设备尤其是低温/超低温保存箱都以

进口为主，2000 年以后，以海尔生物、澳柯玛、中科美菱等为代表的国内企业先后突破

核心技术，逐步开始进口替代，2017 年国内厂商占据超六成市场份额，前五大厂商市场

份额占比超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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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017 年全球生物医疗低温存储市场竞争格局  图 6：2017 年中国生物医疗低温存储市场竞争格局 

 

 

 

资料来源：佛诺斯特沙利文，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佛诺斯特沙利文，长城证券研究所 

目前仅十余家国内厂家获批生产生物医疗低温存储设备，以温度划分，恒温领域竞争最

为激烈，温度越低，受制于技术壁垒，能够涉足的企业越少，目前仅少数几家企业建立

起全温域产品线。  

表 4：国内厂家生物医疗低温存储设备获批情况一览 

产品类别 获批厂家 适用范围 

医用低温

保存箱

（含超低

温） 

青岛海尔特种电

器（海尔生物） 

适用于临床、医药、科研、检疫等部门在低温条件下储存各种物品，提供-10℃~-150℃储存环境 

澳柯玛 适用于医疗机构在低温条件下的储存 

中科美菱 适用于医疗机构、防疫站、研究单位、工厂等低温储存物品；各系列型号的储存温度：DW-E 系

列：-10℃~-35℃DW-F 系列：-10℃~-40℃DW-G 系列：-10℃~-65℃DW-H 系列：-10℃~-86℃DW-M

系列：-10℃~-105℃DW-L 系列：-90℃~-135℃DW-U 系列：-110℃~-152℃DW-Z 系列：-120~-164℃

温度误差：≤±2℃；DW-X 系列：-10℃~-30℃ DW-Y 系列：-10℃~-25℃ 

松下冷链（大连） MDF-U548D-C、MDF-339、MDF-539、SDF-C630、SDF-C430、SDF-C230：用于储存新鲜冻结

血浆、疫苗、遗传研究用的酶、培养基、试剂以及生物标本；MDF-382E(CN)、MDF-682：用于

储存细胞、精子、卵子、ES 细胞； 

安徽中科都菱 适用于医院、防疫站、科研院所等进行低温冷冻储存物品；各型号储存温度：MDF-86 系列：-40℃ 

~ -86℃、MDF-60 系列：-30℃ ~ -60℃、MDF-50 系列：-30℃ ~ -50℃、MDF-40 系列：-20℃ ~ -40℃，

MDF-25 系列储：-10℃ ~ -25℃。 

合肥华凌 用于医疗机构冷藏样本、药物、试剂等用。该产品不能用于低温储存血液。各型号的储存温度：

MD-25：-10℃~-25℃；MD-40：-20℃~-40℃；MD-86：-40℃~-86℃。 

上海雷圣 可适用金枪鱼的保存、电子器件、特殊材料的低温试验及保存血浆、生物材料、疫苗、试剂、生

物制品、化学试剂、菌种、生物样本等低温保存。 

浙江爱雪 供医药、卫生、医疗、食品、化工、科研等部门作低温冻结、贮存、试验及低温处理用。 

济南鑫贝西  

威海安泰  

医用冷藏

冷冻箱 

海尔生物 冷藏室用于提供 2℃~8℃储存环境，冷冻室用于提供-10℃~-40℃储存环境。 

澳柯玛 适用于医院机构使用，冷藏室用于提供 2℃~8℃储存环境，冷冻室用于提供-18℃（-10℃~-26℃

可以设置，YCD-288/288A 可达-40℃）储存环境。 

中科美菱 适用于医院、防疫站、科研院所等进行冷藏、冷冻储存物品；储存温度：YCD-B 系列：-6℃～

10℃；YCD-C 系列：-12℃～10℃；YCD-D 系列：-18℃～10℃；YCD-EL200、YCD-EL259、

YCD-EL260、YCD-EL289、YCD-EL349、YCD-EL449、YCD-EL450、YCD-EL519：2℃～8℃、

-26℃～-10℃；YCD-FL253、YCD-FL289、YCD-FL349、YCD-FL449、YCD-FL450、YCD-FL519：

33.37%

15.78%
10.69%

6.89%

6.19%

27.07%

赛默飞世尔

松下医疗

海尔生物

德国艾本德

Helmel Scientific

其他

35.76%

18.88%

14.39%

6.79%

6.09%

5.59%
12.49%

海尔生物

赛默飞

中科美菱

澳柯玛

松下

中科都菱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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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0℃～-10℃。 

松下冷链（大连） 冷藏箱用于贮存人体检测样本、药品、疫苗、生物制品、试剂等；冷冻箱用于保存新鲜冻结血浆、

疫苗、遗传研究用的酶、培养基、试剂以及生物标本。 

海信容声 适用于细胞的低温储存 

医用冷藏

箱 

青岛海尔特种电

器（海尔生物） 

用于提供 2℃~8℃储存环境。 

澳柯玛 用于医院系统、疾控部门、科研院所等使用，用于提供 2℃~8℃储存环境。 

中科美菱 适用于医疗机构、防疫站、血站、研究单位、工厂等单位低温储存物品 

松下冷链（大连） 用于贮存人体检测样本、药品、疫苗、生物制品、试剂等用。 

合肥华凌 用于贮存人体检测样品、药品、疫苗、生物制品、试剂用。该产品不能用于低温储存血液。 

宁波金格奥 产品供医疗机构贮存人体检测样本、疫苗、生物制品、试剂用。 

广州芯康 用于冷藏人体检测样本。 

山东博科 该产品用于提供 2℃~14℃的储存环境。 

天津医酷 本产品用于提供 2℃～8℃储存环境，用于组织、细胞（含相关体外诊断试剂、耗材）的低温储

存。 

血液冷藏

箱 

海尔生物 适用于血液的保存 

澳柯玛 适用于储存血液制品；4℃±1℃ 

中科美菱 适用于医院、防疫站、科研院所等需要保存血液的场所；储存温度：3℃~5℃。 

松下冷链（大连） 供贮藏血液及其制品用。 

浙江和利 供贮藏血液及其制品用。 

山东博科 供医院、血站和医疗科研部门储存血液。 

沈阳市伟明医疗 用于血液贮存。 

沈阳市医疗设备 供医院、血站及医疗科研部门储存血液。 

迅达电子仪器 供贮藏血液及其制品用。 

天津欧诺仪器 供储存和运输全血及悬浮红细胞使用。 

资料来源：NMPA，长城证券研究所 

同时随着下游应用场景对存储智能化、信息化要求提升，传统以人工为主的单机式存储

与管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需求，通过低温存储设备与物联网、大数据融合实现样本智能

管理、信息互联互通逐步成为未来生物医疗低温存储设备发展的主流方向，部分龙头企

业已经开始进行积极探索，如海尔生物推出的物联网智慧疫苗接种解决方案、物联网血

液安全及信息共享管理方案，澳柯玛推出的 ICM 智慧冷链管理系统等。 

生物医疗低温存储设备行业具有较高的技术、品牌门槛，龙头企业产品线齐全且具备良

好客户基础，且有能力准确根据客户需求进行物联网技术与低温存储设备融合的研发、

积累与推广，进一步加深行业护城河。 

3. 生物安全自主可控+疫情防控体系完善

提振终端需求，未来市场可期 

生物医疗低温存储设备主要用于生物样本库、药品及试剂安全、疫苗安全、血液安全、

实验室安全等五大场景，在生物安全提升至国家安全高度、重大疫情防控体系机制完善

等事件推动下，生物样本库、实验室安全、试剂安全、药品安全等领域需求有望加速增

长，从而提振整个生物医疗低温存储设备需求。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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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生物安全驱动，潜在存储需求庞大 

2 月 14 日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事实上，我国生物安全

法的立法工作已于 2019 年正式启动，2019 年 10 月 21 日，生物安全法草案首次提请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草案规范、调整的范围分为八大类：一是防控重

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二是研究、开发、应用生物技术；三是保障实验室生

物安全；四是保障我国生物资源和人类遗传资源的安全；五是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与保护

生物多样性；六是应对微生物耐药；七是防范生物恐怖袭击；八是防御生物武器威胁。

其中，第四类所提及保障生物资源和人类遗传资源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即建立高质量生

物样本库，生物安全法加速立法或带来我国生物样本库新一轮发展机遇。 

生物样本库又称生物银行，是一种集中保存各种人类生物材料，用于疾病临床治疗和生

命科学研究的生物应用系统，这一系统既包括标准化收集、处理、贮存及应用离体器官、

组织、细胞、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以及生物大分子衍生物等人类遗传资源实体

样本，也包括与这些样本相关的知情同意、临床诊断、治疗、随访等信息及对样本开展

质量控制、实验分析等所产生的数据。 

生物样本库是生命科学基础研究、转化医学研究的重要资源，对于开展人类疾病预测、

诊断、治疗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随着基因组学时代的到来，在高通量分析技

术、DNA 快速测序技术、分子影像技术等前沿分析技术支撑下，人类可以利用采集的生

物样本资源获取大量与生命健康相关的信息，从而支持基础科研与新药研发，生物样本

资源重要性日益凸显，生物样本库建设与发展被视为增强生物医药领域核心竞争力的重

要举措之一，受到多个国家的重视与支持。 

美国、英国等国家生物样本库建设起步早，发展相对成熟，大型化、集成化、信息化特

点明显，代表性样本库储存样本数量基本在百万以上，多个已达到千万级别，如英国的

UK-Biobank，采集 50 万名（占英国总人口 1%）40~69 岁英国人志愿者生物样本并跟踪

健康记录后建成，总样本数达到 1500 万；尤其近年来启动的生物样本库计划，样本数量

均十分庞大，如美国 2016 年启动的精准医疗队列研究计划准备收集至少 100 万人的各类

样本，澳大利亚 2017 年启用的、由新州卫生厅打造的样本库计划收集超过 300 万个志愿

者的 DNA、人体组织、血液和肿瘤细胞等样本。 

表 5：全球部分代表性生物样本库情况 

国家 样本库/项目名称 始建时间 样本数量 简介 整体情况 

美国 美国海军样本库 1969  美国最早建立的组织样本库 截至 21 世纪

初，美国生物

样本库存储人

体组织样本总

量超 3 亿份，

且每年以 2000

万份速度增加 

国立癌症研究所

（NCI）肿瘤生物样

本库（CHTN） 

1987 80 万份以上 由 6 所分散分布的大型教学医院负责统一标准

化的样本采集、存储及资料信息化管理 

梅奥医院样本库 2016 约 4000 万 2016 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为梅奥

诊所出资 1.42 亿美元，在未来五年内建立世界

最大生物银行，推进奥巴马政府精准医疗政策

落实 

英国 国家生物样本库

（UK-biobank） 

1999 1500 余万份 大型前瞻性人类遗传队列生物样本库，募集 50

万名（占英国总人口 1%）40~69 岁英国人志愿

者，采集志愿者的血液、尿液和唾液样本，并

跟踪记录这些志愿者医疗档案的健康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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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 丹麦国家生物样本

库（Danish National 

Biobank） 

2012 798 万余份 全球最大生物样本库之一，每一个公民从出生

到死亡所产生的所有医疗信息和被采集的所

有样本（血液、组织、DNA 等）均被录入到

国家系统，从而使得丹麦国家生物样本库不断

发展壮大，每天新增病理样本约 1000 万份。 

 

卢森堡 联合生物样本库

（IBBL） 

2008 43 万余份

（2017 年底） 

卢森堡国家卫生科学与技术行动计划的一部

分 

 

日本 日本生物样本数据

库（Biobank Japan） 

2003 百万以上 已进行三个五年计划，涵盖了 47 种常见疾病，

近 30 万人参与，样本包括参与者的 DNA、血

清等等。 

 

东北大学医学生物

样本库 

2012  开展从 15 万名参与者中收集样本的大型队列

研究 

 

其他组

织 

泛欧洲生物样本库

与生物分子资源研

究平台（BBMRI） 

2008 年 超过 6000 万

份 

网络型生物样本库，共享欧盟 24 个国家、200

多个机构的生物样本库，包括 136 个临床或疾

病相关的生物样本库，189 个正常人群样本库 

 

资料来源：CNKI，公开资料整理，长城证券研究所 

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决定我国生物样本资源丰富，具备建设生物样本库的天然优势，虽

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尤其 2011 年以来，《“十二五”生物技术发展规划》明确要求

建设国家生物信息中心，包括生物信息库和大型生物样本资源库以及共享服务体系， 

《“十三五”生物产业发展规划》要求在现有基因库基础上，建设生物资源样本库、生物

信息数据库和生物资源信息一体化体系，建设具有重要产业应用价值及科研前瞻性的国

家精品样本库，建设独立的疾病相关遗传信息应用型数据库等，在政策的推动与支持下，

我国目前已建立各类生物样本库 200 余个（根据国家人类遗传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统计），

多数依托医院、学校和科研机构而设。 

虽然我国样本库数量众多，但多数生物样本库规模有限，一半以上样本数量在十万份以

下，以几万人份较为常见，有的仅有几千份样本，少部分依托知名三甲医院或大型队列

研究项目而建的样本库样本数量可达到几十万人份，储存量在百万份以上样本的大型生

物样本库很少。2018 年协和医学杂志发表文章，对国内 63 个主要生物样本库展开问卷调

查，其中有运营规划的生物样本库比例仅为 19%，绝大多数处于筹备、或者尚未运营规

划阶段。综合来看，我国生物样本库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规模化、信息化、管理操作

规范化等方面均落后于发达国家，小而散特点明显，缺乏共享机制。 

表 6：我国部分代表性样本库情况 

样本库名称 建立时间 样本数量 简介 

中华民族永生细胞库 1994 保存了中国 42 个民族、58 个群

体的 3000 余人永生细胞株及

6000 余人份 DNA 标本 

中国科学院建立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肿瘤资

源库 

2001 截至 2017 年初，保存患者血液

样本余 16.5 万人份，组织样本

3.6 万多人份 

国内最大肿瘤资源库之一，拥有世界最大鼻咽癌

样本库 

中华骨髓库 2001 超 265 万  

天津协和干细胞库 2001 30 万份 亚洲最大脐带血干细胞库，日处理脐带血能力 100

份 

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研究中 2003 30 万余份 以肿瘤组织样本为主的样本库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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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库名称 建立时间 样本数量 简介 

心生物样本库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肿瘤组

织样本库 

2003 近 100 万份 已建成涵盖 20 种常见恶性肿瘤的高质量肿瘤生

物样本库 

复旦大学泰州健康科学研究院 2007 20 万人份生物样本及相关信息 我国最大单一地区健康人群样本库，由复旦大学

与江苏泰州合作，以泰州 500 万常驻人口为代表，

以 35~65 岁居民为研究对象，建成约 20 万人社区

健康人群队列生物样本库，包括血液、唾液、齿

缝、尿液、大便及固体组织样本。 

华西医院生物样本库 2009 样本数超过 120 万份，样本深低

温储存能力达到 1000 万份 

“国家生物治疗转化医学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重要支撑平台 

北京重大疾病临床数据和样本

数据库 

2010 至 2017 年底，管理样本数超过

75 万份 

北京市科委资助的重大科技项目，首都医科大学

牵头，统一协调天坛医院、佑安医院、地坛医院、

北京肿瘤医院、解放军总医院、北大人民医院、

积水潭医院等研究机构分别承担脑血管病、肝炎、

艾滋病、新发突发传染性疾病、抑郁、心血管病、

结核病、宫颈癌、乳腺癌、慢性肾病、糖尿病、

骨科疾病的疾病资源库建设工作。 

深圳国家基因库 2011 年 多种生物资源样本 1000 万份 我国唯一获批筹建的国家基因库，由深圳华大基

因研究院组建及运营 

解放军总医院临床数据与样本

资源库 

2012  1700 万份低温样本储存能力 

上海张江生物银行 2016 具备 1000 万份储存能力，现保

存 300 多万份组织样本 

集约化第三方存储中心，由上海张江管委会政府

立项，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上海

芯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牵头承担，三期建成后将

达到 5000 万份储存能力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长城证券研究所 

以人均样本数来看，美国加州圣摩尼卡RAND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截至21世纪初，

美国生物样本库存储人体组织样本总量超 3 亿份，且每年以 2000 万份速度增加，以此估

算美国目前生物样本库储存样本数至少 5 亿份，2019 年美国人口数为 3.29 亿，人均样本

数 1.52 份；丹麦国家样本库储存生物样本近 800 万份，2018 年丹麦人口数为 579.74 万，

人均样本数 1.34 份；我国 2019 年人口达 14 亿，我们统计国家人类遗传资源共享服务平

台总样本量约 2100 万份，考虑未接入平台样本库数量有限，估算我国目前总生物样本量

不超过 5000 万份，人均样本数不足 0.04 份，距离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 

丰富的样本资源是生物样本库建设核心，我国目前总样本数偏低，若人均样本数达到美

国或者丹麦的一半，储存总样本数或将超过 10 亿份。随着生物安全逐步受到重视，储存

生物样本数有望大规模增加，将直接带动相关生物医疗低温存储设备放量。 

此外，本次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 引发的疫情已成为全球性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回顾历

史，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活动范围的拓展、生态环境的变化，新型病毒的出现导致全

球灾难性生物风险事件不断，以冠状病毒为例，迄今为止科学家已经发现了 7 种可以感

染人类的冠状病毒，21 世纪以来相继发生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病毒、中东呼吸

综合征（MERS）病毒、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引发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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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社会经济活动频繁，传染病疫情大范围扩散风险大大增强，国家和地方政府不仅需

要建立疾病监控体系，以便及时应对传染病疫情的扩散，同时还需要形成用于开发安全、

有效疫苗或者药物的研发平台。 

各类科研机构、高校、药企研发部门、各级疾控中心承担了主要的生物病原体确认、特

性研究及相关药物、疫苗研发工作，接触到的细菌、病毒、细胞等生物样本量规模大，

常见各类需低温存储的生化试剂。 

目前实验室安全此前相对生物样本库、疫苗安全、血液安全等重视程度较低，部分实验

室从节约经费角度考虑，会使用家用冷藏冷冻设备替代专业生物医疗低温存储设备，存

在较大的安全隐患，生物安全法草案将实验室安全也作为规范内容之一。预计随着生物

安全法加速落地，实验室安全重视程度将会提升，科研机构、高校、药企研发部门、各

级疾控中心存在生物医疗低温存储设备补齐或替换的需求。 

 

3.2 疫情催化下提升检测能力、生物药规模扩张、保障药

品质量共同推动低温存储设备需求增长 

根据 EvaluateMedTech 的最新报告，2017 年全球体外诊断市场规模为 526 亿美元，预计

2024 年将达到 796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速 6.1%，根据《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发展报告（2017）》，

2015 年我国体外诊断市场总规模为 385 亿元，预计 2020 年将达到 817 亿元，年均复合增

速超过 15%，远高于全球增速。检测试剂占据体外诊断市场近八成市场份额，几乎所有

涉及到抗原、抗体、活性酶的检测试剂均需低温保存，尤其免疫诊断和分子诊断两大增

速最快领域，检测原理决定检测试剂中不可缺少抗体及活性酶，检测试剂市场规模持续

增长带动检测试剂低温保存市场扩容。 

图 7：全球体外诊断市场规模  图 8：中国体外诊断市场规模 

 

 

 

资料来源：EvaluateMedTech，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医疗器械蓝皮书：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发展报告（2017）》，长

城证券研究所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 Covid-19 疫情爆发暴露疾控中心、医疗机构检测能力不足，尤其是

核酸检测能力，大部分基层医疗机构未配备 PCR、低温存储设备等基础核酸检测及配套

仪器，导致在疫情爆发初期无法迅速对疑似病例进行筛查，国内多家生物医疗低温存储

设备企业短期内捐赠、销售大量产品，可见相应设备存在缺口。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2012 2013 2015 2017 2018E 2019E 2024E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E 2017E 2018E 2019E 2020E

http://ipoipo.cn/


 

 行业专题报告 

 

长城证券 15 请参考最后一页评级说明及重要声明 

 

疫情过后，伴随我国重大疫情防控体系机制的完善和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健全，主管部

门有望持续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力度，尤其是各级疾控中心及医疗机构检测能力

提升，目前云南、河北、浙江、广西等多省市已出台相关文件，明确加强检测中心建设，

加快疾控中心及医疗机构实验室提升改造，生物医疗低温存储设备作为医疗检测中心基

础设施，在生物样本、检测试剂的存放、转运等方面必不可少，或将迎来一轮采购浪潮。 

表 7：新冠疫情爆发后国内主要生物医疗低温存储设备供应商销售、捐赠情况 

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 数量 产品价值 备注 

海尔生物 生物安全柜、超低温冰箱、低温冰

箱、医用冷藏箱、转运箱等 

 200 多万 向青岛捐赠 

生物安全柜、超低温冰箱等  300 万元 向武汉捐赠（用于火山神医院、武汉

总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等机构） 

截至 2 月 10 日，海尔医疗累计驰援全国 1000 余家疾控中心及医疗机构，累计提供 3000 余台生物医疗设备。其中，

超低温、低温冰箱用于存放样本，样品箱用于存放试剂，生物安全柜用于做病毒实验分析的安全防护，低温转运

箱用于样本转运 

澳柯玛 医用冷藏箱、医用冷冻箱、医用冷

藏冷冻箱、超低温冰箱 

 200 余万元 向黄冈市中心医院、大别山医疗中心

等 14 家医疗单位定向捐赠 

捐赠产品主要用于药品、检测试剂及样本储存 

长虹美菱 医用冷藏箱、血液箱、超低温冷冻

储存箱等 

50 余台 107 万 向雷神山医院、黄冈市中心医院新院

区等捐赠 

医用冷藏箱、雾化器等  200 万 向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 8

所安徽省内定点疫情收治企业捐赠 

中科都菱 医用冰箱 37 台 80 万 武汉 9 台，湖北洪湖 3 台，河南郑州

25 台（部分为河南“小汤山”采购） 

医用冰箱  71 万 向湖北省 7 个定点医院捐赠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长城证券研究所 

 

表 8：多省份出台政策加强检测能力建设 

省份 文件名称 涉及内容 

云南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稳定经济运行 22 条措施的意见》 

加快提升公共卫生服务能力。2020 年起，连续 3 年每年安排 30 亿元支持

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项目。研究建设区域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检测中心，

加快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机构实验室提升改造和能力达标，加强

对疾病预防和医疗机构检测人员的培训，积极培育和发展第三方检测机构。 

河北 《关于打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阻击战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

康发展的若干措施》 

新增政府债务限额优先支持公立医院防疫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和医疗设备采

购以及相关防疫部门检验检测设备购置等。 

补齐公共卫生短板。以疫情防治为切入点，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抓紧

实施一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康复医疗服务能力建设。 

浙江 《关于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

击战 全力稳企业稳经济稳发展的若干

意见》 

结合疫情防控，聚焦产业链短板弱项，加快发展医用防护物资、诊疗检测

等行业，完善物资储备体系和应急管理体系。 

广西 《关于支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促进

经济平稳运行的若干措施》 

加强传染病医疗救治能力和防控能力建设，支持建设一所高水平的传染病

医院，完善自治区级突发急性传染病快速检测平台和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

室网络功能，提升对突发急性传染病已知病原体全面检测和未知病原体快

速筛查能力。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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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文件名称 涉及内容 

辽宁 《关于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

击战全力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的若干意见》 

加强公共卫生应急服务体系建设。支持沈阳、大连、锦州传染病医院等省

集中救治中心建设，满足集中救治需求。改造升级疾控中心、医疗机构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相关实验室，配置必要设备，及时准确检测确诊患者。 

提升医疗产业发展水平。 

资料来源：各政府网站，长城证券研究所 

除检测试剂低温保存市场外，药品低温保存市场也值得关注。从药品类别来看，传统化

学药品需要低温储存的品种比较少，主要包括部分抗菌注射用药、维生素类以及一些特

殊剂型药品如栓剂等；生物药多由各类生物大分子组成，主要包括单克隆抗体、重组治

疗性蛋白、细胞与基因治疗及其他生物疗法等品类，对低温储存需求较大，是目前药品

领域低温存储的主要品种。近年来，随着生物制药技术发展，生物药市场规模迅速扩张，

2018 年全球生物药市场规模达到 2,618 亿美元，预计 2023 年将达到 4021 亿美元，

2018-2023 年均复合增速 9%，在生物药市场规模扩张的推动下，尤其 2016 年以后多个生

物类似药获批上市，部分重磅生物药价格降低，药物可及性增加，全球冷藏药品规模逐

步扩大，进而对低温存储设备需求的持续增长。从新药获批情况来看，以美国 2017 年获

批新药为例，FDA 共批准（包括 1 种疫苗）57 种新药，28 种药品（占比 49％）是温度

敏感型产品，其中 23 种需要冷藏（2-8°C）储存和运输，其余 5 种需要低于零度或超低

温存储。 

图 9：全球生物药品市场规模（亿美元） 

 

资料来源：佛诺斯特沙利文，长城证券研究所 

中国 2018 年生物药市场规模为 2,622 亿元，预计 2023 年将达到 6,412 亿元，2018-2023

年均复合增速 19.6%，约为全球增速两倍。国内生物药市场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两方面因

素，一是医保扩容+动态调整，多个疗效确切生物药品种得以进入医保目录，产品放量迅

速，以曲妥珠、利妥昔、贝伐珠、尼妥珠四个 2017 年通过谈判进入医保目录的单抗产品

为例，2018 年样本医院销量同比 2017 年至少实现翻倍增长，2019 年仍维持较高增速；

二是生物类似药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2019 年首个国产生物类似药复宏汉霖的利妥昔单

抗获批上市，随后百奥泰的阿达木单抗、海正药业的阿达木单抗、齐鲁制药的贝伐珠单

抗均在 2019 年获批，此外中国生物类似药在研项目数量居全球首位，预计未来将有更多

生物类似药获批。进入医保+生物类似药上市大大提高药物可及性，生物药销量增长带动

药品低温存储设备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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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中国生物药品市场规模（亿元） 

 

资料来源：佛诺斯特沙利文，长城证券研究所 

 

图 11：曲妥珠单抗样本医院销售量（万瓶）  图 12：利妥昔单抗样本医院销售量（万瓶） 

 

 

 

资料来源：PDB，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PDB，长城证券研究所 

 

图 13：贝伐珠单抗样本医院销售量（万瓶）  图 14：尼妥珠单抗样本医院销售量（万瓶） 

 

 

 

资料来源：PDB，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PDB，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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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不同国家生物类似药在研项目数量 

 

资料来源：药渡，长城证券研究所 

2020 年 3 月 2 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开展“互联网+”医保服务的指导意见》，提出：将符合条件的“互联网+”医疗服务

费用纳入医保支付范围，鼓励定点医药机构提供“不见面”购药服务。积极推进城乡居

民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机制落地，参保人员凭定点医疗机构在线开具的处方，

可以在本医疗机构或者定点零售药店配药，探索推进零售药店配药直接结算等。 

疫情期间武汉市利用互联网方式为慢性病患者就医购药提供便利，通过零售药店为公众

提供高血压、糖尿病、血管介入术、乙肝、丙肝、肝硬化、恶性肿瘤、慢阻肺、肾移植

术后、帕金森等 10 个重症病种药品服务。政策鼓励下，我们认为，我国 45 万家零售药

店有望成为承接互联网+医疗服务带动慢病用药处方外流的销售场所，保障药品质量安全

的要求也将会推动零售药店加快配备相应的低温存储设备。 

3.3 智能化趋势推动传统设备换装预期 

生物医疗低温存储设备在疫苗行业与血液（含血制品）行业已得到较为广泛应用。 

2019 年 12 月 1 日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明确对疫苗实行最严格管理制

度，实行疫苗全程电子追溯制度。目前疫苗在生产环节信息追溯、流通环节冷链监控建

设已初见成效，而在终端接种环节自动化、信息化程度仍相对薄弱，多数接种点采用普

通存储设备及信息系统进行存储及接种管理，在库存管理和接种过程中，仍需工作人员

人工核对判断，存在疏漏可能性，对问题疫苗和临期疫苗管理可能不够及时。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融合和应用，新型智能疫苗柜应运而生，与普通疫苗储存柜相比，其

可以通过扫描接种本信息，完成接种者与疫苗的信息匹配，自动弹出所匹配的疫苗，再

对疫苗进行扫码，完成二次核对，实现精准取苗，流程规范化，杜绝接种错误，并可将

接种记录信息实时上传系统，实现疫苗的库存信息自动更新，对于问题疫苗秒冻结，对

于有效期临近的疫苗自动提醒，真正实现疫苗行业全流程电子管理。 

2019 年底，海尔生物中标深圳疫苗智能柜项目，其物联网智慧疫苗接种解决方案将覆盖

深圳市疫苗接种点，深圳作为全国首个构建“智慧城市疫苗网”的城市，示范意义明显，

未来若智慧疫苗接种解决方案推广至全国，智能低温存储设备市场将快速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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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行业与疫苗行业相似，其生产及流通环节信息化程度比较高，而终端使用信息化程

度相对薄弱。以临床用血为例，临床手术中需对临床用血量进行预估并提前备血，由于

血液发出后不得退回，如果提前备血量过多，易导致血液浪费和过度输血情况；此外，

血液使用一般需输血科审批后再从血库转运至临床，过程时间较长，可能影响临床紧急

使用，而且存在转运操作不当影响血液质量可能性。 

最新的血液智能化存储设备通过融合物联网技术，可将分布式血液存储设备由血库前移

至临床用血科室，待使用时通过医院内部审批系统实现远程用血审批，大大减少血液转

运时间，并根据实际需求取用，避免浪费。提高用血效率，未来血液智能化终端存储设

备或打造新的院内用血模式，成为血液存储设备新的增长点。 

 

4. 推荐关注具备提供整体解决方案能力

供应商 

生物医疗低温存储行业专业化程度高，进入壁垒高，市场参与者数量有限，尤其在超低

温存储领域，我们建议关注已建立全温域产品线、具备整体解决方案能力的供应商商海

尔生物（688139.SH）、澳柯玛（600336.SH）、中科美菱（835892.OC）。 

4.1 海尔生物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2018 年完成股份制改革，2019 年成功

登录科创板，主要从事生物医疗低温存储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面向全球市场为生

物样本库、血液安全、疫苗安全、药品及试剂安全等场景提供低温存储解决方案。公司

率先打破国外垄断，突破生物医疗低温技术，荣获行业内唯一的国家科技进步奖，目前

已建立起覆盖-196℃至 8℃的全温域产品线，市场份额居国产品牌公司首位，并与世界卫

生组织（WHO）、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建立了持续的合作关系。 

表 9：海尔生物主要生物医疗低温存储设备一览 

产品

类型 

存储温度 产品型号 产品简介 核心技术及产品

结构 

对应

场景 

场景需求 

超低

温保

存箱 

-150℃ DW-150W20

0 

可提供 200L 储存空间，存储低温达到-150℃ 综合运用低温制

冷系统设计、高

效混合制冷剂匹

配、低温传热控

制技术等核心技

术，根据低温存

储环境，在制冷

系统、箱体材料、

柜口结构、门封

结构、蒸发器结

构方面与恒温产

品存在较大差异 

生物

样本

库 

用于政府

科研机构、

医院、高校

等建设的

生物样本

库保存病

毒、细菌、

细胞、皮

肤、骨骼、

生物制品

等； 

对存储绝

对温度的

要求高，

-86℃ DW-86 系列 不同型号产品可提供 100L 到 959L 储存空间，

存储低温达到-86℃，主要产品采用新型的碳氢

制冷技术，并具有独创专利设计的保温结构，

有效增加制冷系统的制冷能力，降低能耗； 

DW-86L959BP 等云芯变频系列产品采用领先

的变频和碳氢制冷技术，箱内温度均匀性提升

到±3˚C； 

DW-86L728S 等云芯双系统系列产品搭载双独

立制冷系统，当单系统出现故障时，另一系统

仍能独立制冷，保证样本存储安全 

-60℃ DW-60 系列 存储低温达到-60℃，可提供 138L 到 389L 储存

空间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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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

保存

箱 

-40℃ DW-40 系列 存储低温分别达到-25℃、-30℃、-40℃，可提

供 92L 到 818L 储存空间； 

DW-30L420F 为低温风冷保存箱，将碳氢制冷

系统与风冷直冷技术相结合，实现低温状态下

温度高均匀性和无霜制冷； 

DW-25L92SF/FL、DW-30L278SF/FL 等产品为

低温防爆保存箱，可用于科研、生物等行业低

温密闭保存易燃易爆物品 

HYC、

HXC 等系

列的恒温

产品无法

满足需求 

-30℃ DW-30 系列 

-25℃ DW-25 系列 

恒温

冷藏

箱 

冷藏：2℃至

8℃； 

冷冻：-25℃

至-40℃ 

HYCD 系列 可提供 205L 到 290L 储存空间，用于保存药品、

试剂等，冷藏存储温度范围为 2℃到 8℃，冷冻

存储低温根据型号不同可达到-25℃至-40℃ 

采用均温控制技

术，同时根据药

品存储需求进行

针对性设计，包

括进行搁架结构

设计，根据药品

存储的湿度控制

需求增加湿度控

制模块 

药品

及试

剂安

全 

用于医院、

药店等保

存药品、试

剂等，满足

药品存储

对存储温

度、湿度的

要求 

2℃至 8℃ HYC 系列（不

含

HYC-61/68S/

361） 

可提供 68L 到 1378L 储存空间，用于保存药品、

试剂等，温度范围为 2℃到 8℃； 

HYC 390R 物联网试剂冷藏箱，实时自动感应

箱内储品的信息和存取状态，实现试剂自动识

别、盘点及出入库管理等功能 

2℃至 8℃ HYC-61/68S/

361 

接种台疫苗冷藏箱，可提供 200 人份储存空间，

主要适用于基层接种点的疫苗接种，存储温度

范围为 2℃到 8℃；多抽屉自动弹出结构设计，

终端用户接种环节频繁开关箱门情况下，能够

实现存储温度恒定 

在均温控制技术

基础上，融合物

联网集成应用创

新，并结合疫苗

库存管理、接种

流程需求，对门

体、抽屉等结构

进行了针对性设

计；  

疫苗

安全 

专门针对

疫苗存储、

接种场景

而研发设

计；融合物

联网技术，

实现存储

疫苗信息

可追溯、精

准取苗 

2℃至 8℃ HYC-361 冷链室疫苗冷藏箱，可提供 361L 的储存空间，

主要适用于基层接种点的疫苗保存，存储范围

为 2℃到 8℃，可实现疫苗的批量管理，并与疾

控中心进行实时数据对接 

冷藏：2℃至

8℃； 

冷冻：-5℃ 

HTC 系列太

阳能疫苗冷

藏箱、HTCD

系列太阳能

疫苗冷藏冷

冻箱 

可提供 40L 到 160L 储存空间，主要适用于完

全无电力供应场景下的疫苗短期保存，针对非

洲等基础建设水平较低地区的疫苗存储需求进

行设计，主要针对境外销售 

运用特定场景下

的温度恒定保持

技术，采用太阳

能直接驱动制冷

系统、热管换热

模块及相变模块 

适用于完

全无电力

供应场景 

冷藏：2℃至

8℃； 

冷冻：-15℃

至-25℃ 

HBC 系列冰

衬冷藏箱、

HBD 系列冰

衬冷冻箱 

主要适用于间歇电力供应场景下的疫苗短期保

存，针对非洲等基础建设水平较低地区的疫苗

存储需求进行设计，主要针对境外销售 

运用特定场景下

的温度恒定保持

技术，采用高效、

高储能密度组合

式相变模块 

适用于间

歇电力供

应场景 

4℃±1℃ HXC 系列 可提供 149L 到 1369L 储存空间，用于全血及

血制品保存，存储温度范围为 4℃±1℃；箱内

温度均匀性和稳定性等性能优异； 

HXC 的 T 系列产品结合软件的使用，可实现通

用库存管理解决方案 

HXC 的 R 系列云翼物联网血液冷藏箱，可提供

149L 到 629L 存储空间，用于临床用血点血液

采用均温控制技

术，根据血液存

储需求进行了针

对性设计，包括

采用比热容更大

的金属材料进一

步提升温度恒定

血液

安全 

用于医院、

血站等存

储血液，该

系列产品

温度均匀

性、稳定性

要求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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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式存储，可实现血库前移至手术室和自动

盘点，减少取用血时间，实现血液全流程监控 

性，采用变频压

缩机、大风量风

机及多层送风结

构等 

HYC 系列 

2℃-6℃ HZY 系列恒

温转运箱 

提供 5L 到 35L 多个规格的产品，温度范围为

2-6℃，配有冷链监控功能，可实现血液运输过

程中的信息监管和追溯 

主要用于

血液转运 

资料来源：招股说明书，公司官网，长城证券研究所 

2018 年以来，公司将物联网技术与生物医疗低温存储技术融合创新，开创性推出物联网

智慧血液安全解决方案和物联网智慧疫苗接种解决方案，致力于成为物联网生物科技综

合解决方案的引领者。 

公司控股股东为海尔生物医疗，直接持有公司 42.3%的股份，实际控制人为海尔集团。公

司近三年业绩稳定增长，营业收入从 2016 年的 4.82 亿元增长至 2018 年的 8.42 亿元，年

均复合增速 32%，受管理费用（主要是股权激励费用）和销售费用影响，2017 年归母净

利润出现下滑，2018 年恢复正增长，毛利率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净利率自 2017 年持续

上行，2019 年 Q3 达 18.42%。根据公司近期发布的业绩快报，预计 2019 年实现营收 10.13

亿元，同比增长 10.3%，实现归母净利润 1.82 亿元，同比增长 59.76%。 

 

图 16：海尔生物 2016-2019Q3 营收及同比变化  图 17：海尔生物 2016-2019Q3 归母净利润及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图 18：海尔生物 2016-2019Q3 毛利率及净利率变化  图 19：海尔生物 2018 年营收构成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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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澳柯玛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2000 年于上交所上市，为国内冷柜、商用展示柜领

先企业之一，是世界知名制冷装备供应商。公司近年来深入贯彻实施“互联网+全冷链”

发展战略，不断拓展制冷产业领域，形成了涵盖通用（家用）制冷、商用冷链、生物冷

链、超低温设备和装备、冷链物流设备等的全冷链产业体系。 

公司旗下控股子公司青岛澳柯玛超低温冷冻设备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超低温设备、科研

医疗设备、医疗冷链以及冷库等的开发、生产、销售及服务，是国内少数建立起全温域

产品线公司之一，产品包括血液保存箱、疫苗保存箱、药品保存箱、低温保存箱及-86℃

超低温保存箱、-150℃深低温保存箱等。 

公司与 Global Good 合作相继推出被动式疫苗储存设备 ARKTEK、太阳能元冰箱

Metafridge 在解决非洲儿童疫苗保存的世界难题、抗击埃博拉病毒扩散等国际重大事件中

发挥了关键作用；公司 2017 年与青岛华大基因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建设了-80℃自动化

超低温生物样本库，填补国内空白。 

表 10：澳柯玛主要生物医疗低温存储设备一览 

产品类别 存储温度 产品型号 产品简介 

超低温保

存箱 

-150℃ DW-150W150 微电脑控制，箱内温度-100℃~-150℃可调； 

多种故障报警：高低温报警（可根据需要设定报警温度点），传感器故障

报警等，确保使用安全 

可选配远程网络控制及远程报警功能； 

优化复叠制冷技术，独特蒸发冷凝换热系统设计，制冷能力更强 

-86℃ DW-86 系列 微电脑控制，箱内温度-40℃~-86℃可调；超厚保温层，保温效果好； 

多种故障报警：高低温报警、断电报警、环境温度高报警、超电压报警、

冷凝器脏报警、传感器故障报警等，确保使用安全 

优化复叠制冷技术，独特蒸发冷凝换热系统设计，制冷能力更强 

-60℃ DW-60W102 微电脑控制，箱内温度-30℃~-60℃可调；双层加厚门封条，保温效果好； 

多种故障报警：高低温报警（可根据需要设定报警温度点），传感器故障

报警等； 

优化复叠制冷技术，独特蒸发冷凝换热系统设计，制冷能力更强 

低温保存

箱 

-50℃ DW-50W300 微电脑控制，箱内温度-30℃~-50℃可调，温度调节精度 1℃，加厚保温层，

内门设计，保温效果好； 

两种故障报警：高低温报警（可根据需要设定报警温度点），传感器故障

报警等 

单机自复叠制冷系统，结构紧凑 

-40℃ DW-40 系列 微电脑控制，箱内温度-10℃~-40℃可调，加厚保温层，DW-40L525 温度调

节精度 0.1℃，保温效果好，具备速冻功能； 

多种故障报警：高低温报警（可根据需要设定报警温度点），传感器故障

报警等 

-25℃ DW-25 系列 微电脑控制，箱内温度-10℃~-25℃可调，加厚保温层，保温效果好，具备

速冻功能；  

多种故障报警：高低温报警（可根据需要设定报警温度点），传感器故障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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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等 

药品保存

箱 

2℃-8℃ YC 系列 微电脑控制，强制风冷系统，箱内温度恒定 2℃至 8℃，显示精度 0.1℃； 

多种故障报警：高低温报警，传感器故障报警、冷藏室开门报警等 

冷藏：2℃-8℃； 

冷冻：-10℃至

-26℃ 

YCD-210 微电脑控制，冷藏室 2℃至 8℃；冷冻室-10℃至-26℃，温度均可调； 

多种故障报警：高低温报警（可根据需要设定报警温度点），传感器故障

报警、冷藏室开门报警等 

疫苗保存

箱 

2℃-8℃ CFD-50（YC-50） 智能报警，精显 0.5℃，断电保温时间长 

0~10℃ ARKTEK 无电力长时间储存疫苗；可在 15~43℃环境下使用 

低温报警功能；精显 0.5℃ 

血液保存

箱 

4℃±1℃ XC 系列 专利制冷系统设计，准确微电脑控制，箱内温度恒定控制在 4±1℃范围； 

6 个高精度温度传感器，准确监控箱内温度； 

多种故障报警：高低温报警、传感器故障报警、断电报警、开门报警等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长城证券研究所 

青岛市国资委持有公司 47.3%的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2018 年，公司完成股权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包括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等在内的共 247 人，实现

公司利益与核心人员绑定，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公司发展。 

公司近三年业绩持续增长，营业收入从 2016年的 37.51亿元增长至 2018年的 56.45亿元，

年均复合增速 23%，归母净利润从 2016 年的 0.24 亿元增长至 2018 年的 0.70 亿元，年均

复合增速 71%，超越营收增速，净利率持续改善，从 2016 年的 0.6%升至 2019Q3 年的

1.89%。根据公司发布的业绩预增公告，预计 2019 年归母净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12,232 万元到 13,630 万元，同比增长 175%-195%；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与去年同期增加

3,718 万元到 5,116 万元，同比增长 105%-145%。 

图 20：澳柯玛 2016-2019Q3 营收及同比变化  图 21：澳柯玛 2016-2019Q3 归母净利润及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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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澳柯玛 2016-2019Q3 毛利率及净利率变化  图 23：澳柯玛 2018 年营收构成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4.3 中科美菱 

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于 2016 年在新三板挂牌上市，是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从事低温制冷设备和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线覆盖-196℃

至 8℃全温域，产品广泛应用于医疗系统、疾控系统、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生物医药企

业等领域，且远销至亚洲、欧洲、美洲、非洲。 

表 11：中科美菱主要生物医疗低温存储设备一览 

产品类别 存储温度 产品型号 产品简介 

超低温保存箱 -164℃ DW-ZW128 高精度电脑温控系统，铂电阻温度传感器，箱内温度-120℃~-164℃可

调，超厚保温层，保温效果好，自主知识产权独特制冷回路； 

完善声光报警系统（高低温、断电、高低电压、系统故障等） 

-152℃ DW-UW 系列 高精度电脑温控系统，铂电阻温度传感器，箱内温度-120℃~-152℃可

调，超厚保温层，保温效果好，自主知识产权独特制冷回路； 

完善声光报警系统（高低温、断电、高低电压、系统故障等） 

-105℃ DW-MW138 高精度电脑温控系统，铂电阻温度传感器，箱内温度-10℃~-152℃可

调，超厚保温层，保温效果好，自主知识产权独特制冷回路； 

完善声光报警系统（高低温、断电、高低电压、系统故障等） 

-86℃ DW-HL 系列，

DW-HW 系列 

部分型号箱内温度-10℃~-86℃可调；部分型号定向制冷、容量超大； 

自主知识产权独特制冷回路，降温速度快，温度更均匀； 

完善报警系统 

-60℃ DW-GW 系列 部分型号箱内温度-10℃~-60℃可调；部分型号定向制冷、降温速度快； 

自主知识产权独特制冷回路，国际领先保温效果； 

完善报警系统 

低温保存箱 -40℃ DW-FL 系列，

DW-FL 系列 

部分型号箱内温度-10℃~-40℃可调；部分型号定向制冷、降温速度快； 

自主知识产权独特制冷回路，高效稳定； 

完善报警系统 

-25℃ DW-YL 系列，

DW-YW 系列 

高精度电脑温控系统，箱内温度-10℃~-25℃可调；部分型号定向制冷、

降温速度快； 

温度稳定，加厚保温层，保温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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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报警系统 

医用冷藏冷冻

箱 

冷藏：2℃-8℃； 

冷冻：-10℃至-25℃

（部分可达-40℃） 

YCD-EL 系列，

YCD-FL 系列 

冷藏室、冷冻室独立控制； 

完善报警系统 

医用冷藏箱 2℃-8℃ YC 系列 微电脑温度控制，箱内温度 2℃~8℃可调，温度显示精度 0.1℃， 

完善报警系统 

血液冷藏箱 4℃±1℃ XC 系列 高精度电脑温控系统，箱体内部多个高精度温度传感器，保持箱体内

温度控制精度达到±1℃； 

完善报警系统 

血液血细胞速

冻箱 

-10℃~-86℃ DW-HW258 高精度电脑温控系统，铂电阻温度传感器，箱内温度-10℃~-86℃可调，

超厚保温层，保温效果好，自主知识产权独特制冷回路； 

完善声光报警系统（高低温、断电、高低电压、系统故障等）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长城证券研究所 

公司控股股东长虹美菱是中国知名电器制造商之一，持有公司 66.87%股份，实际控制人

为绵阳市国资委。公司近三年业绩持续增长，营业收入从 2016 年的 9,353 万元增长至 2018

年的 18,568 万元，年均复合增速 41%，归母净利润从 2016 年的 811 万元增长至 2018 年

的 1,546 万元，年均复合增速 38%。 

图 24：中科美菱 2016-2019 H1 营收及同比变化  图 25：中科美菱 2016-2019 H1 归母净利润及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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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中科美菱 2016-2019 H1 毛利率及净利率变化  图 27：中科美菱 2018 年营收构成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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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投资建议 

生物医疗低温存储属专业化程度高的细分领域，技术+品牌构筑较高行业壁垒，市场高度

集中，仅少数厂家具备提供全温域产品能力，随着国家对于生物安全重视程度提高、重

大疫情防控体系机制的完善和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健全叠加生物药市场规模持续扩张、疫

苗存储及血液存储传统设备换装，下游需求有望集中释放，行业整体加速扩容，我们建

议关注具备整体解决方案能力的供应商海尔生物（688139.SH）、澳柯玛（600336.SH）、

中科美菱（835892.OC）等。。 

表 12：重点推荐公司盈利预测 

公司名称 EPS PE 

18A 19E 20E 18A 19E 20E 

海尔生物 0.48 0.72 0.80  50.30 45.19 

澳柯玛 0.09 0.25 0.28 38.53 21.03 18.87 

中科美菱 0.23   6.97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6. 风险提示 

市场拓展不及预期风险，下游需求不及预期，研发失败风险，产品质量问题等突发事件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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