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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源泉，其巨大功能为世人所共知。自古以来，科学技术
就以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16 世纪以来，世界发
生了多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影响了世界力量格局。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实力
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人类社会的
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科技进步史，近代国家的竞争史，本质上就是一部创新竞争史。  

进入 21 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一些重要科学问题和关
键核心技术已经呈现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
创新的竞争本质上已演化为创新体系的竞争，如何在此形势下实现高质量创新和可持
续发展，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 2月视察北京市时指示“将北京建成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旨在
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在进一步激发北京创新活力的同时，为中国发展及世界进步探索
先进模式。为此，北大、清华等高校共建“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致力于打破大学围
墙和知识边界，实现科学研究、产业发展、人才培养三位一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新机
制。研究院成立以来，立足中国、面向全球，整合顶尖创新资源，系统布局基础研究、
前瞻技术研究及工程技术研发转化，并创新模式培养创新创业高端人才，初步实现了”
整合一批世界一流大学、聚集一批世界一流人才、创造一批世界一流技术、培育一批
世界一流企业“发展格局，受到各方面的高度肯定和积极参与。

院长寄语
MESSAGE FROM THE DEAN

04



王茤祥

“因创新而无限  

       因共享而永恒”

“因创新而无限，因共享而永
恒”。研究院的体制机制实践，
创建了一个新的生产函数，我
们将不断深化理论创新，进一
步借鉴发达国家及地区的先进
经验，持续推动产学研协同创
新，为“北京创造”、“创新
型国家”和“人类可持续发展”
贡献创新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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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教授
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院长
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院长
中国产学研融合创新体系研究中心主任



为更好地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将北京建成全国科技

创新中心”的指示，并结合当前创新竞争本质上已

演化为创新体系竞争的新形势，北大、清华、中科大、

北航、北理工、农大、北科大、北交大、北工大、北邮、

北化大、中传媒、南科大、中科院等 14 家学术单位

和 100 多家高新技术企业于 2014 年 8 月 28 日联合

创建了公益性“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

研究院以创新体系建设为根本，致力于新知识的发

现与应用，培养创新创业领军人才，促进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以“在最前沿的科学研究中发挥引导

作用；在最核心的技术开发中发挥主导作用；在最

重要的产业发展中发挥支撑作用；在创新创业领军

人才培养中发挥引领作用”为发展愿景，以“大学

与大学协同、大学与产业协同、企业与行业协同、

创新与人才培养协同、首都知识经济与全国产业经

济协同”为发展策略，努力建设成为具有国际一流

水平的“原创科技策源中心、行业技术进步促进中心、

大企业技术创新中心和中小企业产品创新中心”。

按照围绕产业链构建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培育产业

链的思路，组建了一批协同创新中心，并采取独特

的“基金 - 协同创新中心 - 研究所”三元耦合机制，

推动知识、技术、产品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一期规

划建设：现代制造、智能机器人、柔性电子、微纳

研究院概况
INTRODUCTION OF BICI

电子技术、人工智能与大数据、能源材料、结构材料、

水处理与土壤修复、医疗仪器与诊断技术、现代制

药与生物技术等 10 个协同创新中心。

为保证研究院成果处于世界领先或先进水平，研究

院在硅谷、香港设立了分院，遴选了来自斯坦福、

西北大学（美）、密西根、香港大学等世界一流大

学的顶尖科学家，就地开展高水平研究。并联合国

内外在某领域科研实力最强的一批大学，建设一批

跨国界的国际协同实验室，一步到位形成与世界同

步的创新能力，系统开展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颠覆

性技术研究。

按照围绕创新链组织人才链的思路，研究院从世界

一流大学双聘了约 20 位世界顶尖学者、50 多位著

名教授担任首席科学家，负责基础研究和前瞻技术

研究；从海内外公开招聘了约 150 名专职研究员组

成专业化工程技术团队，专职从事工程化及中试研

究、成果转化和产业发展，基本形成了满足全创新

链所需要的多层次人才体系，纵向一体化进行高水

平创新。

按照围绕创新链配置资金链的思路，形成了包括自

然基金、政府专项经费、知识产权基金、协同创新

子基金、银行融资及社会投资等在内的多元化的投

大学与大学协同
大学与产业协同
企业与行业协同
创新与人才培养协同
首都知识经济与全国产业经济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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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体系，形成了覆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

化及产业发展全创新链的资金链，并通过下游资金

投资上游研发活动的机制，形成资本间的“绳编效

应”，较好地实现了政府资金与社会资本有机组合，

并解决了技术转移过程中的简单博弈关系。

在海淀区北清路规划建设占地 600 亩的北京协同创

新园，将在 3年左右建成 60 万平方米集研发、孵化

和企业运营总部于一体的创新创业基地。

截止 2017 年，累计启动科研项目约 150 项，目前

已有 108 个项目实现转化，以创新支撑创业的格局

初步形成。

实施“创新菁英计划”，与北京大学、斯坦福大学、

西北大学（美）、密西根大学、康奈尔大学等世界

著名大学，采取双课堂、双导师、双身份、双考核

的“4双”模式，每年培养全日制博士、硕士研究

生约 200 人，致力于培养一批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

和突出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创新创业高端人才。

在国内多地共建了联合创新中心和转化基地，初步

形成“北京统筹，全球研发，全国转化”的院地一

体化发展格局。

研究院建成后将整合世界知名大学 10 所以上，汇聚

各类高端人才 1000 人左右；每年培养高端创新创业

人才 200 人以上，创造具有核心竞争能力的重大技

术 50项以上，为 100家以上的企业提供技术支持，

成为北京学术与技术高地、人才引进与培养高地、

产业孵化与创新经济示范高地，为国家创新发展发

挥示范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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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祚仁
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法人治理结构
CORPORATE GOVERNANCE

管理委员会

林建华
北京大学

原校长

李俊杰
北京市海淀区委常委

区政府副区长

房建成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副校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

郑焕敏
北京市科学技术

委员会副主任

王文博
北京邮电大学

副校长

王茤祥
北京大学创新

研究院院长

龙腾
北京理工大学

副校长

薛其坤
清华大学副校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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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辉
北大科研部

部长

胡仕新
密西根大学副校长

美国工程院院士

研究院实行管理委员会领导、理事会管理下的院长负责制

理事会

林建华
北京大学

原校长

陈春花
北大国家发展院

教授

鲍哲南
斯坦福大学教授

美国工程院院士

王觅时
首都科技发展集团 

总经理

王茤祥
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

院长

周云杰
海尔集团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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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运行机制
OPERATING MECHANISM OF BICI

政府资助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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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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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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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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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工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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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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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现代制造协同创新中心�

智能机器人协同创新中心

柔性电子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微纳电子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协同创新中心

能源材料协同创新中心

光电材料协同创新中心

水处理与土壤修复协同创新中心

医疗仪器与诊断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现代制药与生物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协同创新中心—基金—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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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围绕产业链构建创新链，围绕创新链配置资金链的思路，按行业组建若干

协同创新中心，与中心高科技企业共同组建知识产权基金，课题由基金评估、

领投，政府配套资助经费；组建若干专业研究所，按照课题任务快速、灵活组

成高水平工程技术团队，高效高质完成攻关任务，协同创新中心、基金、研究

所三元耦合，实现产学研用紧密结合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效果。

政府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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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制造协同创新中心�

智能机器人协同创新中心

柔性电子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微纳电子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协同创新中心

能源材料协同创新中心

光电材料协同创新中心

水处理与土壤修复协同创新中心

医疗仪器与诊断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现代制药与生物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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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与教学机构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STITUTIONS

围绕产业链构建创新链

     围绕创新链培育产业链

研究院按照“围绕产业链构建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培育产业链”的思路，构建

了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发展和应用示范等 4个层次、“目标一致、

责任共担、利益共享、行动同步”的金字塔结构协同创新中心。

按学科共性组建了专业研究所及实验室，高质量完成科研攻关任务，培养创新

创业领军人才。为发展颠覆性技术，研究院联合国内外在某领域科研实力最强

的一批大学，建设了一批跨国界的国际协同实验室，实现全球范围内高校大协同。

协同创新中心

研究院一期规划建设现代制造、智能机器人、柔性电子、微纳电子技术、人工智能与大数据、能源材料、结构材料、

水处理与土壤修复、医疗仪器与诊断技术、现代制药与生物技术等具有 4层次结构的协同创新中心。

现代制造协同创新中心

智能机器人协同创新中心

柔性电子协同创新中心

微纳电子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协同创新中心

能源材料协同创新中心

结构材料协同创新中心

水处理与土壤修复协同创新中心

医疗仪器与诊断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现代制药与生物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10个协同创新中心
共建大学＋斯坦福大学、
密西根大学、西北大学（美）等

研究院研究所＋联合实验室

产业链上高新技术企业

优质代表性用户

基础
研究

应用研究

产业发展

应用示范

12



世界领先水平。本中心的重点方向为柔性材料和柔

性器件及系统。

微纳电子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微纳电子技术是科学研究和工业技术的“耳目”，

位于信息技术之首，是信息技术之源。由于科学技

术、经济发展及生态平衡的需要，传感技术在各个

领域的作用日益显著。在工业生产自动控制、能源、

交通、军事、航天以及灾害预报、安全防卫、环境

保护、医疗卫生和农业等各个方面均有广泛的应用。

本中心的重点方向为MEMS 传感技术和硅基光电子

两大重点方向，培育方向为其它传感技术。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协同创新中心

人工智能是研究用计算机来模拟人的某些思维过

程和智能行为的学科，近年来人工智能中的深度

学习方法获得重大突破，在语音识别、自然语言

处理，计算机视觉、图像与视频分析、多媒体等

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与人工智能无法分

割的技术是大数据技术。大数据是以容量大、类

型多、存取速度快、应用价值高为主要特征的数

据集合，正快速发展为对数量巨大、来源分散、

格式多样的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和关联分析，从

中发现新知识、创造新价值、提升新能力的新一

代信息技术和服务业态。我国互联网、移动互联

网用户规模目前居全球第一，加快大数据部署，

深化大数据应用，已成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

惠民生和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需要和

必然选择。本中心的重点方向为智慧医疗和智慧

工业，培育方向为智能媒体和智能教育。

  联系人：裘伟光

  电    话：010-60974363

  邮    箱：qiuwg@bici.org

现代制造协同创新中心

现代制造技术是指制造业不断吸收机械工程技术、

电子信息技术、自动化控制理论技术、材料科学、

能源技术、 生命科学及现代管理科学等方面的成果，

并将其综合应用于制造业的全过程。现代制造技术

把制造自动化的概念更新，扩展到柔性化、智能化

和高度集成化，是先进制造技术与人工智能的有机

结合。本中心的重点方向为数值模拟技术，精密加

工制造与装备技术和超细加工装备技术。

智能机器人协同创新中心

机器人可分为一般机器人和智能机器人，智能机器

人是能感知周围环境状态，做出思考和判断，并对

外界做出反应性动作的机器人，根据其智能程度的

不同，又可分为传感型、交互型和自主型等 3种。

智能机器人是机器人中的高级形式，已经成为新一

代技术变革的关键核心，是国家竞争力的源动力之

一。本中心的重点方向为医用机器人，培育方向为

特种机器人。

  联系人：鲁春朋

  电    话：010-60976593

  邮    箱：lucp@bici.org

柔性电子协同创新中心

柔性电子技术是将有机 / 无机的薄膜电子器件制作

在可弯曲 / 可延展的基板上的新型电子技术，柔性

基板的使用让电子产品在弯曲、卷曲、被压缩或拉

伸的状态下仍可正常运行。由于其独特的柔性 / 延

展性，并结合高效、低成本制造工艺，柔性电子技

术可被使用在国防、医疗、能源、显示、信息等各

领域，被视为下一代电子平台技术。本中心由世界

著名科学家、美国工程院院士、斯坦福大学鲍哲南

教授牵头，聚集了一批世界一流的科学家，技术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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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材料协同创新中心

能源材料是实现新能源的转化和利用以及发展新能

源技术的关键，是由材料、物理、化学、电子、机

械等多学科交叉，以能量转换与存储材料及其器件

设计、制备工程技术为特色的战略性新兴技术。能

源材料是有利于减少能源损耗或减少能源转化过程

中环境污染的材料，主要应用于光能、化学能和电

能的相互转化及存储。本中心的重点方向为储能材

料，培育方向为光热转化材料。

结构材料协同创新中心

结构材料是以力学性能为基础，以制造受力构件所

用的材料。该领域主要研制与开发具有高比强度、

高比刚度、耐高温、耐磨损、耐腐蚀的先进材料。

目前结构材料进一步向轻量化方向发展，即在满足

原有的机械性能要求的前提下，通过采用密度更小

的金属和复合材料实现材料重量减轻，最终提高产

品的综合性能，并可在航空、航天、汽车、运输、

体育设施及国防建设等诸多领域具有广泛应用。本

中心的重点方向为轻量化材料。

  联系人：戚雯

  电    话：010-60976593

  邮    箱：qiw@bici.org

水处理与土壤修复协同创新中心

水处理与土壤修复主要是针对当前我国一些地区存

在的水和土壤污染严重、环境质量较差以及生态环

境隐患多等突出问题，以水和土壤环境学科理论与

应用研究为基础，以水处理和土壤修复问题为导向，

开发与污水处理和土壤修复相关的新材料、新技术、

新装备和新工艺。本中心的重点方向为环境微生物

技术、环境检测监测技术，培育方向为环境材料与

装备。

  联系人：林才顺

  电    话：010-60976517

  邮    箱：lincs@bici.org

医疗仪器与诊断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医疗器械在疾病诊断和治疗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国内医疗器械市场从规模看已成为继美国和日本之

后世界第三大市场。近年来，随着基因测序、蛋白

组学等技术的不断完善，研发新的医疗器械和新的

诊断技术越来越迫切。本中心以最新科技成果为依

托，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本中心

的重点方向为智能医疗设备与体外诊断技术。

现代制药与生物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现代社会的生态环境恶化、人口老龄化加剧，各种

疾病尤其是重大疾病不仅发病率明显上升，而且呈

现年轻化趋势，加快研发新型的预防和治疗型药物

已经刻不容缓。生物技术发展为新药的研发带来新

的希望，也为人类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带来福音。现

代药物主要包括大分子药物（生物药物），小分子

药物（化合物单体）和中药（植物性复合成分）等。

本中心的重点方向为生物技术与制药，培育方向为

化学制药。

  联系人：金安

  电    话：010-60976516

  邮    箱：jina@bic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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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 & 国际协同实验室

研究所建设一流的科研设施和高水平工程技术队伍，与世界一流科学家结构性协作，高质量完成科研及转化

任务，培养创新创业领军人才。

机械工程研究所

下设数值仿真、精密制造、超细加工技术实验室，

西安交通大学增材制造联合实验室，大连理工大学

数字模拟联合实验室，先进制造国际协同实验室，

重点围绕零部件精密加工、增材制造、数字模拟、

食品超细加工、微纳技术等开展前沿理论及应用技

术研究。

先进制造国际协同实验室由密西根大学、北京大

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共建，主要研究方向

为智能制造、开放式制造、数据驱动制造、医疗器

械、轻质材料制造及应用等，聚集了约 15 位世界

一流专家。

联系人：刘郦夆

电    话：010-60974197

邮    箱：liulf@bici.org

电子与控制研究所

下设柔性电子、微纳电子实验室、光电子集成实

验室、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金融科技联合实验室，

柔性电子国际协同实验室，重点围绕柔性电子、

传感器芯片、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展前

沿理论及应用技术研究。

柔性电子国际协同实验室由斯坦福大学、西北大学

（美）、北京大学等高校共建，主要研究方向为机

器人传感、可穿戴或可植入设备、柔性显示、柔性

射频电子标签等基于柔性电子应用领域的柔性材料、

器件、系统、制造工艺及技术开发等，聚集了约 10

位世界一流专家。

联系人：张威

电    话：010-62754694

邮    箱：zhangwei@bic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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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研究所

下设能源材料和结构材料实验室，先进材料系统和

仿真计算国际协同实验室，能源材料国际协同实验

室，重点围绕锂电池关键材料、新型电池关键材料、

储能材料、金属材料、复合材料等领域开展前沿理

论及应用技术研究。

先进材料系统和仿真计算国际协同实验室由西北大

学（美）、北京大学等高校共建，主要研究方向为

复合材料、功能型材料、材料仿真软件的开发等，

聚集了约 10 位世界一流专家。

能源材料国际协同实验室由康奈尔大学、北京大学、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建，

主要研究方向为能源材料、太阳能、光热、能源效

率等，聚集了约 15 位世界一流专家。

联系人：刘玉峰

电    话：18600285990

邮    箱：liuyf@bici.org

环境工程研究所

下设环境工程实验室，水污染控制工程实验室（与

清华大学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

建立），水处理国际协同实验室，重点围绕环境污

染治理、环境监测与分析和生态环境与健康等领域

开展前沿理论及应用技术研究。

水处理国际协同实验室由密西根大学，清华大学等

高校共建，主要研究方向为污水的资源能源化、水

资源与水安全技术、环境监测与智慧水务技术等，

聚集了约 20 位世界一流专家。

联系人：施汉昌

电    话：010-60976590

邮    箱：shihc@bici.org

生命科技研究所

下设生物医学影像实验室，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实验

室，生物技术制药实验室，南方科技大学药物绿色

合成联合实验室，精准医疗国际协同实验室（筹），

重点围绕光学技术的医学影像设备、分子诊断技术、

干细胞再生技术、食品添加剂及生物技术制药等领

域开展前沿理论及应用技术研究。

精准医疗国际协同实验室拟由密西根大学、加州大

学旧金山分校（UCSF）、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

校共建。

联系人：顾军

电    话：010-60974152

邮    箱： guj@bici.org

工业设计研究所

下设 3D打印、CMF、产品摄影等实验室，重点围

绕设计培训、人本设计与用户体验、设计管理、产

品系统创新与服务设计、交互设计、社会创新与可

持续设计、结构设计与工程转化等领域开展前沿理

论及应用技术研究。

未来研究所将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专业设计

机构，并设计转化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

力的产品和设计品牌，孵化若干面向未来技术社会

发展趋势的新型企业。

联系人： 赵超

电    话：13910786476

邮    箱：zhaoc@bic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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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体系
RESOURCE SYSTEM

按照“围绕创新链配置资金链”的思路，研究院形成了多元化的投资体系。一是与市自然基金联合设立专项基金，

支持基础研究和前瞻技术研发。二是政府部门与研究院共建知识产权基金，并配套专项科研经费，支持先进

技术研发。三是研究院联合各协同创新中心企业设立若干支中心专属的协同创新子基金，支持成果转化和培

育创业企业。四是与社会资本组建产业发展基金，商业银行为研究院参股企业提供集团授信，支持产业发展。

通过以上多种渠道，形成了覆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及产业发展全创新链的资金链，并通过下游

资金投资上游创新活动的机制，形成资本间的“绳编效应”，较好地实现了政府资金与社会资本有机组合，

并解决了技术转移过程中的简单博弈关系。

围绕创新链配置资金链

基础
研究

（北京市自然基金＋知识产权基金）
联合基金

协同创新子基金＋知识产权基金
＋政府专项经费

协同创新子基金＋产业基金
＋社会资本＋银行融资

产业基金＋社会资本
＋银行融资

应用研究

产业发展

应用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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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美国研究院

坐落于加州硅谷，致力于与世界一流大学及学者共

同开展学术发展、技术研发及创新人才培养，目前

已和斯坦福大学、密西根大学、西北大学（美）、

康奈尔大学等世界顶尖大学成立了国际协同创新实

验室，并与大批著名专家建立了长期紧密合作关系，

启动了一批高水平联合研究项目。

联系人：周新建

邮    箱：zhouxj@bici.org

包头创新中心

由包头市政府、北京大学和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共
同组建，创新中心采取“依托包头的资源、产业优
势和北京大学、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的技术优势，
发展新兴产业；发挥新兴产业的引领作用，促进资
源产业和传统产业新兴化”的发展策略，主要开展
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装备制造等领域的技
术研发与产业化。

联系人：刘玉峰
电    话：18600285990
邮    箱：liuyf@bici.org

南京创新中心

由北京大学工学院、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和南京市
政府联合共建，在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开放式、集
团式的产学研战略指导下，结合南京的实际情况，
形成了“以项目引人才、以技术引企业”的发展策略，
致力于仿真、物联网、信息与通信软件、空间信息、
定位技术、智能电网等领域的技术研发与产业发展。
同时，为响应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
南京创新研究院于 2015 年发起了高新技术创新创
业项目双创综合服务平台——“南京创新创业湾”，
并于 2016 年升级为国家级众创空间。

联系人：张吉
电    话：13851802079
邮    箱：zhangji@bici.org 

发展布局
DEVELOPMENT LAYOUT

北京统筹、全球研发、全国转化

目前，研究院在美国、香港设立了以研发为主的分院，在包头、浙江等地建立了以转化为
主的“联合创新中心”。

通过5年左右的发展，研究院将在国内主要省市、自治区建立分支机构，形成“北京统筹，
全球研发，全国转化”的院地一体化发展格局。

国际协同创新研究院

与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

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及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

香港科技园等机构开展合作，实施高精尖引领创新

工程、香港创业企业孵化工程、知识产权转移转化

工程、香港科技企业提升工程、香港青年创新创业

工程等 5项特色工程，推动京港联合研发、转化及

创新创业。

联系人：李春安
电    话：010-60976558
邮    箱：lica@bic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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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TALENTS CULTIVATION

在创新中培养人才 

在人才培养中实现再创新

创新学院是研究院培养创新创业高端人才的专门机构，主要教育培训项目包括：

  创新菁英计划

与北京大学、斯坦福大学、康奈尔大学、西北大学（美）、密西根大学、香港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大连理

工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等高校联合，采取“双课堂、双导师、双身份、双考核”的“4双”模式，

面向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并能创造性解决实

际问题的创新创业高端人才，可授予共建大学硕士及博士学位，并颁发“创新菁英计划”证书。每年培养全

日制博士、硕士研究生 200 名左右。

  博士后

与斯坦福大学、西北大学（美）、密西根大学等国际一流大学联合在海外招收高水平博士后，国内、国际联

合培养，出站后挑选杰出人才补充到科研骨干队伍。

创业家训练营 

为创业者提供管理思想、知识等方面的教育与训练，

支持创业者提高创业成功率和经营绩效。

  创新大讲堂 

由著名专家为科研人员及高新技术企业，系统介绍各

领域前沿学术进展，分析各类技术特征与应用前景，

帮助其把握创新方向和选择技术路线，提高创新创业

效率与效果。

联系人：罗琳
电    话：010-60976598
邮    箱：icollege@bici.org

大学

双课堂

双导师

双身份

双考核

BICI

专业课程

学术导师

学生

考核专业理论

创新创业课程、
创新实战

创新导师

准科研人员

考核科研成果
水平及转化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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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同创新控股有限公司是研究院独资公司，代表研究院持有各经营性公司股权。经研究院授权，其发起

设立了北京协同创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协同创新园有限公司、北京协同创新孵化器有限公司等业务平

台公司，分别负责投资基金管理与资本运作、科技园区产业发展与运营、创业平台建设与企业服务等工作。

经研究院授权，北京协同创新控股有限公司代表研究院管理下属高科技产业。

联系人：姚文生

电    话：010-60976567

邮    箱：yaows@bici.org

协同创新控股公司
COLLABORATIVE INNNOVATION
HOLDING CO.,LTD

代表 BICI 持有下属企业股权  经营高科技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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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创新基金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FUNDS

设立及管理基金   院属企业资本运作

协同创新投资基金体系通过整合社会资本，为科研与成果转化、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1、知识产权运营

围绕先进制造、电子与信息、材料、环保、生命科技等领域，对具有产业化潜力和先进性的技术，以投资的

形式支持团队持续进行研发，为产业界输出成熟技术。

  2、科研成果转化

围绕协同创新中心布局，联合相关行业内的龙头企业、高新技术公司、政府及社会资本等，投资设立若干支

行业子基金，以股权投资形式投资初创型企业，加速其发展。

  3、产业发展支持

以股权投资形式加速成长性企业发展。

联系人：罗佳增

电    话：010-60976596

邮    箱：luojz@bic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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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同创新园有限公司是研究院的创新物理载体及创新要素综合运营平台，致力于推动科技、人才、产业、

资本融合发展。

北京协同创新园有限公司采取就地转化研究院自主研发成果、引进国内外成熟技术到园区产业化、引进优质

的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技术与资本嫁接、引进国内外行业龙头企业进行技术合作等4种方式，建设集研发、转化、

高科技产业及创新创业配套服务等为一体的创新园区，形成“以科研驱动产业，以产业融合资本，以资本助

推科研”的高度市场化的知识经济发展新模式。

联系人：妙关素

电    话：010-60976519

邮    箱：miaogs@bici.org

协同创新园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ARK

转化研究院成果               引进成熟成果转化

引进高新技术企业嫁接    引进龙头企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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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创新孵化器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CUBATOR

创业平台建设  创业企业服务  创新创业大赛

北京协同创新孵化器有限公司是研究院的创业型企业成长支持平台，结合研究院的独特优势，孵化器形成了

独特的“3+1”运营模式：

  3 种基本服务

一是优质的空间服务，即依托北京协同创新园丰富的空间资源，为创业者提供环境优美、配套齐全的创业场所；

二是全面的基础服务，即为创业者提供企业注册、财务咨询、人力培训、政策咨询、法律咨询、社保代办等支持；

三是多样的投融资服务，即为创业者提供及时、多样化的投融资支持，研究院的基金将对入孵企业优先投资，

研究院的龙头企业群体优先对入孵企业提供业务及资本支持，研究院的战略合作伙伴银行将对入孵企业优先

给予信贷服务。

  1 种核心支持

发挥研究院的全球高端创新优势，为入孵企业建立联合实验室，完善入孵企业产品，持续不断开发后续技术，

支持入孵企业形成有竞争能力的产品组合，培育出可持续发展的独特核心能力。

联系人：曹立婷

电    话：010-60974029

邮    箱：caolt@bic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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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科技产业
HIGH TECHNOLOGY 
INDUSTRIES

研究院以技术入股，组建了多家产学研用紧密结合、技术优势明显、成长迅速的高新技术企业，

产业领域包括先进制造、电子与信息、材料、环保、生命科技等。

北京工道风行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屠晓光

电    话：18600947268

邮    箱：xiaoguang.tu@bici-group.com

业务：智能康复设备和外骨骼机器人研发与生产。

产品：下肢智能假肢、下肢非智能假肢、关节康复

设备、其他下肢相关的康复装置。

北京工道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红蕾

电    话：18811059179

邮    箱：honglei.wang@bici-group.com

业务：动力学、电磁场、光场、运动等领域仿真软

件研发，面向航空航天、兵器、船舶、车辆及轨道

交通、能源以及海洋工程等重大装备制造产业，开

展数值仿真技术服务。

产品：流体力学仿真软件、结构力学仿真软件；工

程技术服务。

发展原创科技  培育创新经济

广东惠利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蓝小荔

电    话：18214836688

邮    箱：lxl@huilipu.com

业务：研发和销售智能电子元器件及组件，智能化

生产线成套设备及解决方案。

产品：步进电机、电动车电机、智能控制技术及芯片。

北京泓慧国际能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沈庆生

电    话：18610035009

邮    箱：shenqs@honghuienergy.com

业务：研发和销售飞轮储能技术和产品，提供全方

位体系性解决方案和衍生服务。

产品：HHE 系列高性能储能飞轮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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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同创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佳

电    话：13901223157

邮    箱：liujia@bici.org

业务：新型、先进食品加工技术研发及产品生产。

产品：全组分天然调味料体系加工系统、天然香辛

料新型加工系统、快速分散谷物粉体加工系统、长

保质期抗氧化坚果制品加工技术。

北京软能创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长迁

电    话：15810098536

邮    箱：smilodon@foxmail.com

业务：石油、天然气行业软件开发与应用推广，相

关的服务和咨询。

产品： 页岩气数值模拟软件UNCONG_S、技术服务。

北京睿来电控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高金文

电    话：13691282892

邮    箱：gaojinwen@re liactrl.com

业务：新能源汽车电机控制器研发与生产。

产品：新能源汽车辅助驱动电机控制器、新能源汽

车主驱动电机控制器、新能源汽车充驱一体电机控

制器。

海德星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小菁

电    话：13515961180

邮    箱：xiaojing.yang@heidstar.com

业务：微型压电马达器件及应用系统研发与生产。

产品：微型压电马达、精密移动定位台。

北京瀚同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红蕾

电    话：18811059179

邮    箱：honglei.wang@bici-group.com

业务：焊接结构疲劳寿命分析、结构损伤分析等仿

真软件研发，面向石化及电力、海洋结构及工程、

桥梁工程、航空航天、兵器、船舶、车辆及轨道交

通等重大装备制造产业，开展数值仿真技术服务。

产品：焊接结构疲劳寿命分析软件、结构损伤分析

软件；工程技术服务。

北京智芯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浩楠

电    话：13811379285

邮    箱：zhouhn@bici.org 

业务：MEMS 传感器相关产品的设计及研发，主要

设计及生产压力传感器芯片及模组，销售自行开发

产品，用于汽车电子，医疗电子，消费电子等领域。

产品：压力传感器芯片，MEMS 传感器，传感器

模组等。

联泰集群（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政和

电   话：13911968728

邮   箱：yangzhenghe@lthpc.com

业务：研发和销售超微服务器、生产制造高性能计

算机、通用服务器及存储产品，为高端计算机提供

软件开发、系统集成与技术服务。

产品：超微服务器、高性能计算机、通用服务器及

存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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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信云服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青山

电    话：13501073446

邮    箱：liqs@pku.edu.cn

业务：研发面向云计算环境的安全检测、评估与防

护技术。

产品：安全评估系统、安全审计系统、CEVE 漏洞

信息库。

北京工道能创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学义

电    话：13901386292

邮    箱：chenxy@bici.org

业务：非常规油气开发与能源资源环境大数据，未

来产业发展研究实践与未来产业教育培训。

产品：相关技术、产品与咨询服务。

北京仪海迅港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辰

电    话： 18515298835

邮    箱：zhangchen76@outlook.com

业务：专注信道测量、建模和信道模拟器，提供集

信道测量和数据分析、信道建模和仿真、校准和验

证为一体的完整信道解决方案。

产品 : 宽带多天线信道仿真仪，云数据平台。

北京威启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丽莉

电    话：13810539880

邮    箱：Lily321@vip.sina.com

业务：电动汽车充电桩管理平台技术的研发和销售，

提供一整套的技术解决方案。

产品：充电桩管理平台。

北京载诚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仲树栋

电    话：13811556481

邮    箱：zhongshudong@pku.edu.cn

业务：致力于柔性电极纳米材料的开发、生产与应用，

其中以超薄纳米透明导电薄膜为主要方向，现拥有

多项国内外专利。

产品：柔性纳米透明导电薄膜。

南京工道液晶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魏臻榕

电    话：13801586331

邮    箱：zhenrong.wei@bici-group.com

业务：智能调光产品研发与生产。

产品：液晶调光膜、液晶调光玻璃。

包头北大工道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玉峰

电    话：18600285990

邮    箱：liuyf@bici.org

业务：特种纤维产品研发与生产。

产品：稀土细旦尼龙纤维、丝及面料。

北京伟瑞迪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兴华 

电    话：13911582867

邮    箱：lixinghua@viready.com

业务：提供智慧环保、环境监测、污染防控、安全

管理等系统解决方案和专业的应用服务。

产品：工业园区网络化区域监测预警系统、城市空

气质量实时多尺度溯源分析系统、安全环保一体化

管理系统。

26



北京工道发动机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述祥

电    话：13901215874

邮    箱：shuxiang.liu@bici-group.com

业务：柴油机尾气后处理系统研发与生产。

产品：柴油机尾气后处理系统、电控单元、线束、

无线监控体系。

北京协同鑫垚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中友

电    话：13810986493

邮 箱：wangzhongyou1983@163.com

业务：研发和生产土壤修复相关的技术和产品。

产品：土壤修复微生物制剂。

北京协同创新禹泽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小飞

电话：  15148235156

邮箱：  lixf@bici.org

业务：医疗废水处理，生活污水处理，工业废水处

理，景观河治理、生态修复等；废水处理技术咨询、

废水处理工程施工、设计、评价；废气治理；废水

处理一体化设备销售，等离子体发生器销售。

产品：焦化酚氰废水处理技术及设备，垃圾渗滤液

处理技术及设备，医疗、生活废水处理一体化设备，

高浓度臭氧发生器，废水处理技术咨询服务，废水

处理工艺设计服务。

厦门北大泰普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小炼

电    话：18659239123

邮    箱： gm@tobefar.com

业务：食品添加剂、生物医药等研发与生产。

产品：各类乳制品、蛋白饮料添加剂、诊断试剂等。

北京超维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燕川

电    话：010-62546960

邮    箱：chenyanchuan@tvscope.cn

业务：从事生物医学显微成像相关器件、设备、软

件及其数据分析系统的生产、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产品：超分辨生物显微成像系统。

北京飞锐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桐

电    话：18601204999

邮    箱：54190075@qq.com

业务：超声造影剂的研发及生产。

产品：超声造影剂。

北京协同晨东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晨

电    话：15110219734

邮    箱：ch.zhang@pku.edu.cn

业务：生物医疗显微成像相关器件、设备、软件及系

统的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计算机系统服务；

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软件开发；软件咨询。

产品：生物医疗显微成像相关器件、设备、软件及系统。

北京锐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席鹏

电    话：18600561624

邮    箱：xip@bici.org

业务：高端光学皮肤影像诊断设备研发，面向各大

医院皮肤科，辅助医生实时在体无损影像诊断与精

准诊疗，开展数据提供服务。

产品：共聚焦三维皮肤成像系统、便携式皮肤交叉

偏振成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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