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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转运与配套设施系列

实验室自动化设备与耗材系列

自动化生物样本存储系列

9生物样本智慧库管理系统

创始人及公司简介

无人值守全自动5G生物样本库解决方案

原能细胞无人值守全自动5G细胞库实景图



原能 细胞科 技 集团有限公司，是由我国知名企业家瞿建国先生与上市公司开能 健 康（ 股 票代码：
300272）于2014年7月共同发起成立。首期投资15亿元人民币，总部设立于张江科学城核心区域，拥有
“原能细胞产业园”和“原能细胞科创园”两个园区，总占地面积60余亩。

集团下辖上海原能细胞生物低温设备有限公司，上海原能细胞医学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原能细胞库有
限公司三家子公司。致力于自动化生物样本存储系统、肿瘤免疫治疗、“1+N”全国细胞库银行、细胞生
命科技投资孵化等四大业务方向。

上海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
GB/T29490-2013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

上海市专利工作试点企业
ISO 13485:2016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领先

上海原能细胞生物低温设备有限公司，是由我国知名企业家瞿建国先生亲自任总工程师，领衔一批博士、硕士
和多学科高级工程师团队组建而成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致力于先进生物医学装备的技术研发、产品设计与制造，以自动化、智能化的深低温生物样本存储设备为
核心重点，直击前沿生物医药产业上下游的生物样本冻存痛点，提供创新解决方案。同时，公司依托集团在低
温冷冻及细胞制备领域的雄厚技术实力，可提供整体生物样本库/细胞库的规划、建设、管理、运维等全流程一
站式服务。
截止2021年3月，累计申请国内外专利280+，获得授权180+（含PCT），软件著作权20+。

聘请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院长刘宝林教授为首席专家，与其团队在临床级的“活性生物样
本低温保存”领域开展深入合作，为原能生物开发的自动化装备技术赋能，实现高效、安全、可控、自动、
智能等，满足产业化的应用需求。

原能生物专家工作站

第



开创超前理念，保障“生物样本安全”
全流程深低温冷链保护

蜂巢式深低温独立单元存储结构

深低温环境下单支存取

“无人值守”样本库

5G-loT远程智慧样本库管理

自动化样本库设备内分区域降温

样本库智能传递窗



多功能程序降温工作站

深低温样本转运罐

原能双色冻存管

原能冻存板架

样本库传递窗

全自动深低温生物样本存储设备



1、5G SA网络部署
通讯设备：高速度、大容量、低延时

2、loT物联网远程管理
采集生物样本库区各类设备及环境仪表数据，云端远程监控

3、AR远程诊断
实现物理维修环境与虚拟维修环境虚实融合、双向映射和仿真预警

4、视觉检测技术
通过多组视觉检测仪器，关键零部件及样本管精准出入库、均可实时视觉检测

5、数字孪生技术
生物样本库采用了5G+数字孪生技术，对关键零部件实现预测性维护

视觉检测5G-IoT远程运维 AR远程诊断 AGV智能调度 数字孪生

internet

MEC应用服务

园区5G基站

企业内办公 RFID终端机

原能细胞张江示范库区终端设备

摄像头 深低温存储设备 AGV 传感器 机器人

核心网
聚合网

异地 全国 全球

MEC边缘计算节点

 先进性

5G 融合创新物联网

科研合作
与中国电信上海分公司共建： 5G 生命科学联合创新中心

与上海交通大学共建： 生物样本深低温存储平台智能设计与管理联合技术中心

与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共建： 人工智能(医疗创新)联合示范基地

与ABB机器人合建： 医疗行业机器人联合创新实验室

数字孪生技术演示



全自动蜂巢式

运行精准稳定 工作舱内分区域降温，无须预冷，运行精准可靠，寿命延长
防止样本反复冻融 全流程深低温保护，配置深低温转运罐与样本传递窗，实现深低温无缝连接，避免环境曝露
规避交叉干扰 精准单支挑管，蜂巢式独立单元存储
无氧存储 高效除湿净化，不易结霜冻，实现无氧存储
大批量、可预约化存取 可实现多个SBS板架常温快速入库，不限批次提前预约出库样本
自动加注液氮 可智能对转运罐加注液氮，无需手动操作，安全可靠
智能物联 可与LIMS/HIS系统数据对接，可单台或多台智能化协作，链接样本库其他设备，实现智能化、无人化库运行管理
智慧库管理系统 操作简易友好，支持多账户不同权限操作，出入库高效化信息处理与数据统计 
5G-loT远程运维 可搭载5G模组，对设备进行预测性维护与远程维修服务
信息可追溯 GMP+科研双模式操作软件，对信息高效检索与追溯，满足多种场景需求
视觉系统识别 智能监控设备内容运行状态，保证设备可靠性
多重预警保护 液位、温度报警及自动补给系统，长效保持库内温度恒定
紧急样本转移保护 紧急情况下样本可快速转运或转移，且罐体有效蓄冷，确保安全
选配UPS电源 提供不间断供电保障

最多25，500支（2mL）
26

最多100，000支（2mL）
1000

最多59，400支（2mL）

自动化生物样本存储系列
自动化生物样本存储系统是一款自动化、智能化的生物样本存储设备。出色的自动化机械装

置和智能化管理系统，确保样本存取安全、高效、稳定、可追溯。避免了人工操作的低效及

失误，全方位保障样本安全，有效规避样本资源的重大损失。

BSN系列自动化深低温生物样本存储设备(-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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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单位（部分）

全球某著名药企                美国某知名生物制药公司               日本某知名医疗器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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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90，000支（1mL）
最多45，000支（2mL）

最多9，200支 （2mL）
最多18，400支 （1mL）

 全自动盘片式

自动化提篮式P系列自动化深低温生物样本存储设备（-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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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一体式 无缝连接，保障样本安全 
分体式 一舱多罐，降低自动化成本
集成式 模块组装，样本库集成升级

三种存储模式 工作舱与存储舱可按需搭配，适用性广
防止样本反复冻融 样本存取全流程处于深低温保护
兼容性强 单支+整板存取双模式，兼容多种规格冻存管
节能降损耗 分区降温，无需预冷，减少低温对机械装置的损耗
存储效率高 可实现对多批次存储样本一次性操作入库
存储温度稳定均衡 无氧液氮存储环境，铝制合金扇区，易于导温及蓄冷，利于样本长期保存
智能物联 可与LIMS/HIS系统数据对接，可单台或多台智能化协作，链接样本库其他设备，实现智能化、无人化库运行管理
智慧库管理系统 操作简易友好，支持多账户不同权限操作，出入库高效化信息处理与数据统计 
5G-loT远程运维 可搭载5G模组，对设备进行预测性维护与远程维修服务
信息可追溯 GMP+科研双模式操作软件，对信息高效检索与追溯，满足多种场景需求
高效除湿净化 避免湿气和杂质进入，防止结霜结冻
多重预警保护 配置液位、温度报警及自动补给系统，长效保持存储区温度恒定
应急预案保护 可选配UPS电源，提供不间断供电保障，紧急情况下样本可快速转运或转移

超强兼容性 可适应0.5mL、0.7mL、1mL、1.5mL、2mL SBS冻存管板架整板存储
保障样本安全 样本提篮旋转和提升全部位于罐内低温区
人机协同操作 样本自动化整板进出，按需挑管 
防霜冻 一体化设计，工作舱采用密封结构设计，自动除湿，防霜冻
智慧库管理系统  操作简易友好，支持多账户不同权限操作，出入库高效化信息处理与数据统计；
可与LIMS/HIS系统实现数据对接
5G-loT远程运维 可搭载5G模组，对设备进行预测性维护与远程维修服务
数据可追溯 实时数据记录，信息可追溯
方便实用 设备体积小，重量轻，可以进入普通的电梯，运输、搬运和存放方便
多重预警保护 配置液氮自动补给系统及温度、液位报警系统，保证样本安全
智能批扫 可自动识别样本管位及底部二维码信息，节约存取时间
快速应急样本整体保护转移



全自动提篮式/叠加式 

工作续航时间长，自主充电，自动化运行，多台可智能化联网调度
自主联接样本库内存储设备和传递窗设备，实现体系化的智能化运行

可根据用户场地布置变化，灵活运行线路和系统调度，满足多种需求
与设备对接精度高，保证样本转运安全可靠

数据通信 对接库管理系统，实时传输设备的运行数据和接受库管理系统的任务
安全防护 具有前后避障传感器、机械防撞触边、急停按钮，实现前后障碍物避障检
测功能，避免因碰撞而造成人员受伤和财物损坏

多重复合导航技术

BSE系列自动化超低温生物样本存储设备（-80℃）
智能转运与配套设施系列

高稳定性  伺服导轨搭载 ABB 机械手，配置工业级应用系统，稳定可靠
联网调度  可与 AGV 等系统无缝对接，适应 AGV 系统运行过程的适度定位偏差
体系化运作  自主联接样本库内存储设备和传递窗设备，实现体系化、智能化运行
柔性化设计 可根据用户各式装置的数量，智能调整机械手臂的行走距离
精准对接  与设备对接精度高，保证样本转运安全可靠，可搭载视觉定位装置，适应
转运箱的定位需求
数据通信  对接库管理系统，实时传输设备的运行数据和接受库管理系统的任务
负载能力强  根据现场布局机器人可选多种档次负载，适应不同的抓取，满足大批
量、高强度的转运需求

RGV轨道转运机器人

最多80,640支（1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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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存储模式、高兼容 板架提篮式、叠加式双款型，兼容0.5mL、1mL、2mL等管型规格存储
精准可预约 单支+整板存取模式，可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可预约
更安全 全流程样本存取超低温保护，无人化操作规避低温风险
高效除湿净化 不易结霜
智能化数据管理 内置整板扫码器，样本信息高校检索、可追溯
预警保护 内置自动多级报警装置，确保样本存储和操作过程安全可靠
智能物联 可与LIMS/HIS系统数据对接，可单台或多台智能化协作，链接样本库其他设备，实现智能化、无人化库运行管理
智慧库管理系统 操作简易友好，支持多账户不同权限操作，出入库高效化信息处理与数据统计 
5G-loT远程运维 可搭载5G模组，对设备进行预测性维护与远程维修服务



温度数据实时监控，可视化、可下载

结构简单，  便于维护 
定位精确，  一致性较高，互换能力强
质量轻巧，  搭配原能细胞自动化存储设备使用
环保材质，  保护设备，且不污染环境
提供内胆/板架支架等内部构件选择

其设计迷你轻巧，可放置多规格麦管、
冻存管等

经典耐用，可耐受-20℃外部工作环境温度

样本库传递窗
低温样本转运罐系列

自动化挑管加液工作站

全流程深低温保护 样本转运罐的挑管及补充液氮处于深低温环境，防止反复冻融
高安全、高精度  独立存储单元，避免交叉干扰
高智能、高效率  可与其他设备智能组网链接，搭配传递仓，样本输送效率高
不结霜冻,降低消耗 全封闭氮气干燥环境，避光，无氧、温度均衡、不结霜冻
全自动加液 使用方便、安全精确,成本低,效率高
全自动挑管 可批量板扫，精准单支挑管，按需规整板架上样本的管位
信息可追溯 操作步骤数据上传,保障每环节信息溯源性
自动检测液位  精准控制加液量，减少液氮消耗量
轻便实用 体积小,重量轻,运输、搬运和存放方便

保温续航时间长 内部真空结构，长效深低温保护
转运安全稳定 可配置个性化支架，兼容多种冻存管，板架规格通用
使用简便 体积轻巧，方便携带，操作简单
自主专利设计 保证良好品质

GCT-2深低温样本转运罐

GCT-4深低温样本转运罐

TP-100C生物样本转运罐

GCT-1深低温样本转运罐



创新混合制冷模式 双程序降温模块，多个降温温区，可根据不同的
降温需求进行选择
冷链输出功能 样本程序降温后可自动放入液氮转运罐
内置+自定义降温程序 满足不同情况的程序降温需求
多批次降温 每批次多板架降温运行，并可根据不同样本的降温特性，
设置不同的降温温区
批量扫码 可对单支或整盒样本批量扫码录入信息
-80℃暂存 解决待检过程中的暂存问题，稳定样本环境温度
自动除湿  保持内舱长期干燥，自动除湿，避免结霜
保温暂存 确保样本降温前，保持温度恒定
高兼容性  板架叠加存储模式，提升存储量，且兼容0.5mL、1mL、2mL
等规格管型

原能冻存板架

特种工程材质/铝合金材质，  长期耐受深低温

易于自动化操作 专用自动化专区结构设计

6*8（2mL）
6*8（1mL）
8*12（1mL）
8*12（0.5mL）

2mL双色冻存管
（φ8.5*34mm）

1mL双色冻存管
（φ12.8*34mm）

1mL双色冻存管
（φ8.5*50mm）

0.5mL双色冻存管
（φ8.5*34mm）

原能双色冻存管

可视化复苏过程 全透明、广角、可翻盖观察窗口，实时查看复苏状态
安全预警防 护复苏舱室机械锁保护，操作界面登录保护;故障预警灯带设计
大规格复苏槽 单次复苏样本量大，并适用于冻存袋
精准水位及温度控制 根据设置自动加水&加热程序，精准可控
多样化参数设置 可预存常用细胞复苏参数+自定义复苏参数
操作简便 语音提示、触摸屏操作，菜单化界面，简单易上手
信息可追溯 复苏参数可上传并与样本信息绑定，实时溯源操作数据
复苏舱室消毒 紫外线消毒杀菌，保护复苏环境

实验室自动化设备与耗材系列



自动化与无人化 全程自动化无人值守的生物样本出/入库管理，数字化与智能化完美结合
高可靠 过程实时监控，异常报警，样本信息校验，样本全流程可追溯
高安全 本地及云端双通道保障样本存储的物理安全、数据安全
先进性 智能环境感知、人机协同、物联定位、视觉识别、工业互联
业务系统集成 开放标准化接口，无缝集成HIS、LIS、BioBank等业务系统
可定制 根据客户需求及现场实际情况，定制个性化软件

单机版、网络版、库管版可选择

生物样本智慧库管理系统

特色优势

OBS-Cyber Pro【库管版】

全自动生物细胞（样本）库管理系统

全流程、全功能、全自动化的生物样本库的完整解决方案。

既支持单台存储设备样本管理，又支持大规模样本库建设，

实现多存储设备、多AGV机器人等复杂环境集成管理。

OBS-Cyber Plus【网络版】

生物细胞（样本）库管理系统

支持1-5台的存储设备。

可配置样本库1个传递窗、1台AGV机器人等组成轻量级自动化样本库管理。

OBS-Cyber

OBS-Cyber

【单机版】

生物细胞（样本）存储管理软件
配合单台存储设备，实现生物样本存储及信息管理功能。

OBS-CYBER

设备管理

库位管理

运输管理

出库管理

入库管理

安全管理

系统管理
环境检测

机器人 多台存储设备

存储设备

传递窗

设备软件

生物细胞（样本）存储管理系统

原能生物自主开发的智能化生物样本库管理软件，提供单机版、网络版、库管版等三种版本，可根据不
同类型客户需求、业务需求，个性化选择最实用的软件版本，实现单台生物样本存储设备，乃至整个生
物样本库的智能化、体系化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