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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伤 
(Severe Burn) 

韧带损伤 
(ACL/PCL injury) 

回旋腱板損傷 
(Rotator cuff tear) 

Major Injuries in Lifetime 

~145,000 patients  

in China 
~1.22 million patients 

in China 
30 million patients 

in China 



人体组织 
(29%) 

人工合成材料 
(71%) 

· 超好的移植效果 

· 依靠捐赠 

· 批量生产 

· 较低的移植效果 

Materials for Surgery 



• 皮肤移植治疗材料市场增长势头最快    

( 2012年以后每年增长6.5% ) 

• 随着因产业灾害引起的烧伤,糖尿病引起的皮肤溃疡

,整容等皮肤移植的增加,市场规模正在扩大。  

各疾病患者规模 

[资料的出处  : Global Markets Direct] 

疾患 美国 中国 

皮肤溃疡 3,500,000 60,000,000 

皮肤整形 600,000 3,400,000 

重度烧伤 15,000 145,000 

肩部旋转关节破裂 15,000,000 30,000,000 

人体组织 

人工合成材料 

New 
Biomaterials 

功能性 

费用 



人体组织 
(29%) 

人工合成材料 
(71%) 

· 超好的移植效果 

· 依靠捐赠 
· 批量生产 

· 较低的移植效果 

Materials for Surgery 

组

织 
区分 人体组织供给价格 每患者平均治疗材料费 

皮

肤 

死体皮肤 16RMB/㎠ 70,000~600,000RMB  

中等烧伤治疗平均需要量 

 : 4,000㎠ 无细胞真皮 153RMB/㎠ 

韧

带 

Tibialis 

tendon 
8,500RMB 

16,000~22,000RMB 

1次手术用1双 

移植类生物体材料供给价格 

人工合成材料的移植效果不佳 



人体组织 
(29%) 

人工合成材料 
(71%) 

超好的移植效果 

批量生产,  低价 

 

利用医疗类猪的 

人体组织代替生物体材料 

人体组织事业化经 

遗传性类似性以及生物体亲和性 
生物体材料制造技术确保 

活用目前养猪产业基础 

Solutions for Needs 



移植型 
生体材料 

医用安全性检查 验放 

养猪专业户 
合同的生产 

Process for New Materials 



动物群 概念 生产设施以及饲养环境 

經濟性 

安全性 

Pathogen 

Bacterial 

Brucella suis,  

Salmonella spp.,  

Pathogenic E. coli,  

Campylobacter jejuni/coli,  

Streptococcus suis 

Viral 
Swine influenza,  

Japanese B encephalitis 

Parasitic Toxoplasma gondii 

规定的 特定的 
医院性细菌构件 

• ≤ Class 100,000 

• 定性菌动物内自然定性微生物 

• 清净隔离饲养 

医用猪 
(Medical-purposed  

zoonotic 
pathogen-free) 

• 一般的养猪环境 

• 自然生育,一般饲养室 

肉猪 
(Conventional) 

一般食用猪 

无菌状态 
• ≤ Class 1,000 
• 无菌处理的动物 
• 隔离饲养，剖腹产，子宫摘除 

无菌猪 
(Germ-free) 

Zoonotic Pathogen-free Pig 



生物体合成 
最大化 

免疫原消除 

医院性感染 

FellaDerm-ADM FellaBone-3D Strengdon-CL FellaDerm-BD 

 筛选性成分消除以及物性调节技术 

      - 异种组织内特征成分筛选消除以及保存 

      - 污染源以及免疫原消除技术 

 生物体材料保存组织工学技术 

     - 没有组织的3次元损伤的，根据适应性，变性物理性特征 

     - 能够长时间简单保存的最优化保存技术 

     - 没有生物体组织的蛋白质变性的安全的放射线灭菌条件确立 

 医用猪的饲养技术 

     - 适用于医用的安全性确保 

     - 移植合理条件确立  

Core Technologies 



• 皮肤移植前，暂时性的代替皮肤 

• 防止皮肤损伤部位的感染以及保护效果卓越 

• 心部2度烧伤以及3度烧伤治疗, 糖尿性/虚血性皮肤溃疡 

FellaDerm-BD 

Biological Dressing 

切除死组织 FellaDerm-BD 敷贴  形成肉芽组织 



 从死体捐献的皮肤 

 超低温(-40℃以下）保管 

 湿润dressing材料以及软膏 

 随时更换 

 不需要采取自身皮肤 

 自身皮肤代替效果 

 治疗费用廉价 

 充分的供给产品 

特
征 

 费用负担 

 由于超低温组织损伤 

 供给量受限制 

 交替时感染可能性增加 

 限制性治疗效果 

 需要个别皮肤移植 

人体皮肤 合成材料 

优
点 

缺
点 

 医用猪皮的真皮层 

 冷藏或常温保管 

 大量生产, 减少费用 

 类似于人体皮肤的效果 

FellaDerm-BD 

Biological Dressing 



临床实验结果 移植试验(ISO 10993-6) 临床试验实施计划 

Biological Dressing 



• 具备人体皮肤无细胞真皮的特性德尔真皮代替材料  

• 皮肤再生期间减小, 移植后自我组织化 

• 心部2度烧伤以及3度烧伤皮肤移植, 破裂组织复原 

FellaDerm-ADM 

Acellular Dermal Matrix 

FellaDerm-ADM 移植 痊愈(皮肤再生) 形成肉芽组织 



牙科 (齿根膜) 

FellaDerm-ADM 

外科(腹壁，脱肠)  

整容(皱纹, 扩大)  

整形(肩膀回转筋破裂) 中等烧伤  

适用症扩展  



StrengDon-CL 

• 类似于人体韧带的特性的医用猪皮的韧带代替材料 

• 移植在自体自身韧带上（治疗期间减小） 

• 前/后十字韧带破裂再手术 

3个月后移植 12个月后移植  

Ligament Substitutes 



Porcine 

tendon 

Junction 

Canine 

ligament 



• 通过引导骨头形成的物质, 发生骨再生效果 

  (通过刺激干细胞的骨形成细胞的分化形成正常的骨质) 

• 患处的形态以及根据各疾病特性来治疗 

Customized DBM Block 

FellaBone-3D 



组织 

免疫原消除 

成分萃取 

产品制造 

成分稳定化 

Rion MediFab 人工合成材料 

医用猪皮肤 人体皮肤 

FellaDerm-ADM  

Technological Competitiveness 



RION生物体材料 

医用猪的皮肤 

清楚细胞性成分后保存处

理的组织移植 

没有构造性损伤以及比较

高的生物体合成 

人工合成材料 

原材料 牛,猪皮肤,心筋膜,小肠 

制造 

技术 

有用成分抽取工程 

抽取成分安全化工程 

3次元的生物体材料合成 

效能 

不完全的移植效果 

副作用发生可能性 

需要再次移植 

原料动物安全性强化 

品质管理 

执照时间以及制造费用减少能

够大量生产 

类似于人体组织的移植效果移植

后, 自然地减少资料时间 

独占性技术 



组织 产品名称 用处 
上市的准备情况  

上市 
开发 效能的评估 临床前阶段 临床试验 

皮肤 
 

Derm〮all Matrix 
保湿面膜 2016 

润肤露, 精华液 ● 2017 

FellaDerm-BD 
2度 3读烧伤 ● 2017 

糖尿性/静脉性皮肤溃疡 ● 2018 

FellaDerm-ADM 

3度烧伤 ● 2018 

齿根膜 ● 2018 

肩膀回转筋破裂 ● 2019 

腹壁恢复, 脱肠, 组织扩大 ● 2020 

韧带 StrengDon-CL 膝盖前后十字韧带破裂 ● 2020 

骨头 FellaBone-3D 发生骨再生效果 ● 2020 

Schedule of Commercialization 



Manufacturing 
Process 

• Establishment of standard procedures for production of MPF Pig 

• Design of breeding facility for MDF Pig 

• Layout of cleanroom facility (class 10,000)  

• Mass production procedures 
 

Licensing-out 

Preparation 

• Validity of manufacturing procedures 

• Pre-clinical test results 

• Protocol of clinical trial for FellaDerm-BD 
 

Beijing Tide 

Pharmaceutical 

• CP Group / 1st foreign-investment company in China 

• $500million sales revenue in 2015 

• Ranked 3rd among 200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in Beijing 

 Preferential launch of Biological Dressing(FellaDerm-BD) in China 

 Simultaneous progress of preclinical phase of Skin Graft(FellaDerm-ADM) 

& ligament substitute(StrengDon-CL) in China & for US FDA approval 

 Completion of preparation for the rapid commercialization 

Current status of commercialization 
사업화 계획 



再生医疗 材

料开发 

再生医疗个材料

专业产品化 

• 再生医疗专业 

• 全球化再生医疗事业先导 

• 医疗, 生活, R&D各部门专业化确立 

• 再生医疗材料应用产品扩大 

• 生活科学材料开发以及事业化 

• 移植型生物体材料产品事业化 

• 人体组织代替生物体医疗材料制造技术开发    
（皮肤，骨头，韧带） 

2017 

2025 

Vision 2025 

研究开发，生产，治疗符

合再生医疗缺陷 



谢谢 

Beyond the medic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