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科学

斑马鱼
团队精神和绝佳想法
关于安娜如何塑造萨克森州医学的未来。

透过火车车窗，散布在阳光
普照的山坡上的葡萄园一瞥
而过。在绿油油的草地上，
人们正享受着家庭野餐的快
乐。这些都引人联想到《一
千零一夜》的玻璃圆顶屋。
毫无疑问，从斯坦福到德累
斯顿的旅途遥远漫长。但
是，当她所乘坐的城际特快
列车穿行于风景如画般的易
北河谷时，安娜坚信自己做
出了正确的决定。她想：
“我可以看到自己在这里过
着舒适的生活。”在这个既
适合做研究又适合生活的地
方，安娜最终可以追寻和探
索当初在美国助研时所萌发
的想法。

制药行业和智慧医疗之间的关系
制药行业是萨克森州生命科学分支发展的温床。于19世纪末问世的由德国德累斯
顿的企业家卡尔·奥古斯特·林格纳创立的 Odol 漱口水工厂在之后作为德累斯
顿疫苗厂闻名。如今，该公司是葛兰素史克生物制品的生产基地，并为全球市场
生产流感疫苗。同时，萨克森在传统医疗技术上造诣颇深，在该地区的生命科学
领域占比70%。
今天，萨克森被认为是卓越的细胞和基因疗法国家研究中心，同时也是再生医学
的国家研究中心。萨克森的癌症研究在早期诊断和创新治疗方面也享有了国际声
誉。一直以来，萨克森州的生命科学部门在微纳米电子、传感器技术、5G 移动
通信、3D 打印技术等领域拥有着强大的交叉技术专长，因此在智能医疗领域的
应用能力也在不断增强。无论是在远程医疗、即时诊断、计算机
辅助手术还是医疗机器人领域，跨学科知识，都是整个分支取得
成功的重要因素。

在这里可以获取更多来自萨克森州研究人员和企业家们的新颖想法。
在阅读中了解更多：www.business-saxony.com/lifesciences,
或扫描二维码。

萨克森的蓬勃发展
最重要的是，萨克森投入了10亿欧元和20年的时间，将该
地区发展成了一个独特且活跃的生命科学场所。今天，来
自40个国家的300多家商业企业和30 家研究机构，约200
个工作组和15,500名员工，正在为创新人类健康的解决方
案而努力。
那些作为企业家、研究人员或专家来到萨克森的人会见证
到生物技术公司的高度专业化、研究集群和临床中心的独
特性以及科学家和医生的密切合作。跨学科与合作是最重
要的。只有合作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这是芬兰脂质组学
先驱、德累斯顿教授凯·西蒙斯(Kai Simons)博士所说的
该地区的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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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网络
生物萨克森分会
将来自商业、科
学和政府的利益
相关者聚集在一
起，并积极促进
这种合作。

到了火车站，安娜带着她的行李箱匆
匆经过出租车，上了电车。德累斯顿
概念欢迎中心的好心人已经帮她办好
了官方注册手续和所有随附的文件，
帮她找到了河边那间物美价廉的公
寓，还为她准确地描述了路线。安娜
喜欢通过漫游有公共交通的新城市来
熟悉这个地方和人民。在她作为德累
斯顿再生疗 (CRTD) 中心的团队成员
开始工作之前，这就是她接下来两周
需要做的事情。她希望能够亲眼见到
之前在脸书和领英上的已经建立了网
络联系的人，并进一步了解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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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安娜陷入了沉思，手指在平板电
脑上敲着。从她的公寓去看易北河的风景，
美妙绝伦。但此刻她还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她
的探索之旅。当她在思考是否在德累斯顿再
生疗法中心 (CRTD) 建立并领导她自己的研
究小组的问题时， 她在网上做了调查研究。
最后，这促成了她的第一个念头：“我现在
32岁了，是时候辞掉助理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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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自己在这里为自己的科学项目找到这
么多潜在的联系点而感到惊讶。在萨克森
州， 有这么多的大学、公司和非大学机
构专注于生命科学。“凯·西蒙斯教授和
我一样来自芬兰，我想我会向他寻求一些
好的意见。”她沉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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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搜索
萨克森生命科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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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Prof. Simons /
Thilo Schoch,
photo+ videographer

Prof. Dr. Kai Lennart Simons
Anna

教授，能告诉我您当初为什么来萨克森吗？
5:20 PM
Photo: Lipotype GmbH

20世纪90年代，我在海德堡当细胞生物学家，受到邀请去德
累斯顿帮助建立分子生命科学研究所。我觉得我们不仅仅可
以建立一个研究所，还有可能创建一个完整的研究团队。这
个挑战令我非常激动。
5:23 PM

那我应该追寻什么，而您又为什么在这里待了20年?
5:34 PM

经过了快速发展，我们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许多
大学、大学医院、马克斯·普朗克和夫琅和费研究所等机构在
这里形成了一个多学科社区，为这里提供了一流的研究环境。
而这种特质吸引了很多优秀的研究人员，就像你我一样。
6:18 PM

您在萨克森创立了一家基于您的研究的新公司，
而我也在考虑做同样的事情。

7:58 PM

任何在这里创办公司的人都会得到更多的关注，也有更好的机
会让自己脱颖而出，比如，在竞争更加激烈的波士顿也是如
此。德累斯顿和莱比锡的生物中心甚至为初创企业提供了理想
的条件。
8:14 PM

关于糖尿病、帕金森氏症和其他非活性疾病的详细信息还需在研究细胞膜的关键
成分 — 脂肪分子和（或）脂质中等待被挖掘。芬兰脂质组学先驱凯·西蒙斯教
授毕生致力于脂质组学的研究能够分析这些信息的技术。2012年，他与德累斯
顿生物创新中心的同事们共同创立了 Lipotype GmbH，这是全球第一家也是唯
一 家通过良好生产规范（GMP）认证的猎枪脂质组供应商。在这一过程中,研究
人员希望引发一场小型的呼吁个性化医疗的 “萨克森制造”革命，其中的客户
群体包括学术研究人员、制药公司、化妆品和食品行业。

优质测试——良好治疗

您尤其喜欢德累斯顿的哪一点?
8:20 PM

我非常喜欢居住在德累斯顿。城市的空间很大，而且周围的乡
村景色也很壮观。甚至是学生或者是有家庭和孩子的年轻研究
人员都会发现这里是令人愉悦和兴奋的地方。
9:03 PM

凯·伦纳德·西蒙斯教授，出生于1938年，医学研究员和生物化学家，被认为是脂质组学的先驱。
2001年，他在德累斯顿帮助建立了马克斯·普朗克分子细胞生物学和遗传学研究所(MPI-CBG)。
2012年，74岁的他在德累斯顿创立了生物技术公司Lipotype。
6

探索脂肪分子的奥秘

基于德累斯顿 Biotype GmbH 公司的努力成果，
医学专家想要为每位患者量身定制治疗方案的这一
愿景即将成为现实。作为成立于1999年的萨克森
第一家生物技术初创企业，Biotype 开发、生产和
分销应用于个性化医疗的最先进的诊断技术。通过
新的测试方法和测试套件，该公司致力于帮助来自
肿瘤学、血液肿瘤学、皮肤科和法医学领域的医
生，尤其是内科医生，战胜当前医学领域的挑战。

为未来医学
出谋划策
被众多萨克森州
研发部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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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Sonovum GmbH

口袋实验室

一种来自莱比锡的特殊发带使我
们能够深入观察头部，并迅速检
测到大脑中的细微变化。为了实
现这一目标，Sonovum GmbH
公司的工程师对超声波技术进行
了改进。通过这种方式，脑组织
可以在不需要手术干预的情况下
实时“移动”检查。测量系统是
由带超声波探头的头带以及在数
学模型的帮助下评估所需数据的
设备组成。新的声脑图(ACG)为
中风患者的治疗节省了宝贵的时
间。

在开抗生素药方的时候，通常都是在不
知道是否是细菌感染的情况下开的药。
由德累斯顿 Anvajo GmbH 公司开发
的创新型微型实验室可以避免这一问
题。而且这款设备比智能手机大不了多
少。它包含一个微型光谱仪和一个数码
显微镜。使用该设备，医生或实验室技
术人员可以在一分钟内分析血液样本。
由于“流体实验室R-300”特别容易操
作，而且价格低廉，它也经常被用于环
境技术、食品分析和研究。同时，这家
总部位于德累斯顿的公司在内部开发必
要的硬件和软件。

Photo: Anvajo GmbH

头带仔细听

创意萌发的地方
事实上，安娜的首次莱比锡两日游是听从一
位住在她楼下的、获得了莱比锡大学博士学
位、目前在CRTD工作的生物技术专家的提
示。“慢慢来，先看看莱比锡。”他告诉
她。“在莱比锡生物城技术中心周围，有一
个由大学和非大学研究机构、初创企业和成
熟公司组成的独特生态系统。”例如，在
BioCube，初创公司 Sonovum 正在开发可
以真正倾听大脑超声波的头带。这真是一次

德累斯顿和莱比锡的
跨学科生命科学生态
系统将研究、教育和
商业融会贯通。

令人兴奋的莱比锡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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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控的诊断技术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意义

Photo: Dr. Müller Gerätebau GmbH

Photo: Sysmex Partec GmbH

全球有3690万艾滋病毒感染
者，其中许多人生活在发展中
国家，而那里的诊所和检测实
验室往往离得很远。格尔利茨
的 Sysmex Partec GmbH 有
限公司作为流式细胞仪的先驱
和市场领导者向市场推出了一
款方便移动、装备齐全的
“CY Flow”流式细胞诊断仪
器。这种紧凑耐用的流式细胞
仪可以分析浮在其上的细胞，
并在三分钟内给出结果。格尔
利茨专家提供的经济的、方便
用户使用的解决方案也有助于
防治结核病和疟疾。

萨克森州的尖端诊断
在开发和生产用于现代诊断的医疗设备方面，萨克森有一些“隐形冠 军”。
例如，Dr. Müller Gerätebau GmbH 公司。该公司是国际领先的糖尿病诊断
和 治疗系统的制造商之一。该系统仅从一滴血中就能快速、简便、准确地确
定最重要的参数。莱比锡Fischer Analysen
Instrumente GmbH (FAN)公司是全球领先的
呼吸气体分析系统供应商。例如，该公司的
产品可以通过呼吸识别胃溃疡的诱因，因
此，与胃镜检查相比，它提供了一种温和的
诊断选择。肝脏和胰腺的功能障碍以及乳糖
不耐受也可以通过呼吸来识别。

关于生物标记和生物银行
总部位于莱比锡的 Zellkraftwerk GmbH 公司开发了一种独特的技术平台，它不
仅可以进行经典血细胞分析，还可以测量组织样本、红细胞和稀有细胞。它还可
以在一个细胞上检测到超过105个生物标志物。细胞样本存储在特殊的芯片上，
也就是所谓的生物银行。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样本可以保存长达两年的时间，并
且可以根据需要经常重复使用。这样，就可以在同一个样本上检验不同的方
法。Zellkraftwerk技术首先用于药物开发， 基于标记以测试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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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森充满活力和面向未来
的生命科学环境吸引了来自
全球各地的公司。
EUROIMMUN AG股份公司
作为全球领先的医学实验室
诊断供应商已经在萨克森州
活跃了20多年。用于检测过
敏症、自身免疫性疾病和传染病的抗体的试剂主要在东萨克森的两个生产基地生
产。2018年，美国 GENEWIZ 公司决定支持在莱比锡的工程。作为当前全球领先
的欧洲基因组服务供应商总部，举办贸易展销会的莱比锡运行着一个配有最先进
的测序平台和实验室自动化技术的高科技实验室。

Photo: EUROIMMUN AG

全球科研聚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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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技术在未来的手术室里
将会是智能的。它将协助外
科医生规划手术和进行手术
干预，并减少他们的辅助活
动。为此，莱比锡大学计算
机辅助手术创新中心
(ICCAS) 正在开发计算机辅
助技术和智能辅助系统。在
收集的数据基础上，这里所创建的患者数据模型将有助于精准诊断，计划
手术，并为患者找到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在手术干预过程中，最先进的成
像方法向外科医生显示他们必须放置器械的位置，或是任何即将发生的并
发症。ICCAS 以其综合性措施被认为是全球的先驱。

医学中的“大数据”
为了使重症监护室的医生能够及时识别危及生命的并
发症，在莱比锡大学的领导下，
“卫生保健智能医疗
信息技术”(简称 SMITH)联盟正在开发计算机辅助决
策支持系统。这些系统帮助医生在早期阶段采取必要
的对策，使用适当的抗生素和其他挽救生命的药物。
为此，系统评估患者的个人数据、疾病进展以及最新
的医学研究，并将这些数据相互结合。当然，这需要
严格遵守数据保护和隐私法。在此过程中，SMITH 联
盟的合作伙伴将使所有参与数据集成中心的大学医院
彼此关联。

Photo: Stefan Straube / University of Leipzig Medical Center

(ICCAS)
安娜参观了莱比锡大学的“未来手术室”。计算机辅助手术创新中心
字技术将
跨学科团队的工程师和医学专业人士告诉她:“今天，我们正在展示数
。手术室里
如何支持未来外科医生的工作。”来自莱比锡的人并未做出太多承诺
包围着。它
闪烁着蓝光，外科医生和护士被大屏幕显示器而不是微型单色显示器
实际进
们实时显示手术刀在病人体内的路径、3D模型以及重要数据和手术的
”
应用。
现实中
能够在
展。“作为进行基础研究的人，真的很高兴看到这一切

故障诊断软件

Photo: ICCAS / Leonie Lang

智慧手术室

萨克森软件开发
竞争力

作为一个活跃于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地区，萨克
技术多元化趋势
森拥有众多致力于医疗保健过程控制和监控解决方
案的软件专家。自2001年以来，总部位于德累斯顿
的 qualitype GmbH 公司一直在为实验室的研究进
程和必要的数据管理开发专门的软件产品。
MediaInterface GmbH 公司是语音医学文档领域
的市场领导者。在德累斯顿，该公司为全球客户提
供简化的医疗保健信息管理解决方案。总部位于德
累斯顿的 Cognitec Systems GmbH 公司是全球唯一家自2002年以来专
门致力于人脸识别技术和基于该技术创新应用的公司。例如，有些系统被
用于边境控制、安全检查，未来还将用于机器人医疗助理，这将使它们能
够更好地辅助人类。

另一个数字健康中心
在德累斯顿理工大学以跨学
科的方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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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有慢性肾功能不全的病人需要定期通过透析来净化血液。这种治疗的核心 是
透析机。B. Braun Avitum Saxonia GmbH 公司在萨克森至少有三个生产这种
血液过滤器的工厂。大约有1000名员工开发新型透析器，旋转光纤，制作 外壳
组装和包装过滤器。德累斯顿地区的高研究密度是黑森州母公司 B. Braun 将其
在萨克森的“体外血液治疗”部门联合起来的关键因素。该公司依托其在维尔斯
德鲁夫的工厂运营着当今欧洲最具现代化的透析器生产基地。这对于该公司来说
是一个开创性的决定。

Photos (2): B. Braun Avitum Saxonia GmbH

透析过滤器

安娜非常兴奋，因为她即将访问萨克森州生命科学领域最著名的研究
机构之
一。她甚至不需要长途跋涉，因为弗劳恩霍夫细胞治疗和免疫研究所
IZI 就位于
莱比锡的BIO市旁边。一位韩国研究人员向她展示了IZI超现代的实验室
和洁净
室。在这里，安娜感觉宾至如归。她对细胞治疗生产线、高性能显微
镜和其他
只有大型研究机构才能拥有的分析仪器着迷。安娜认为：“对年轻的
生物技术
企业来说，弗劳恩霍夫IZI研究所的发展潜力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
我得记住
这一点。因为IZI对于我的团队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

位于莱比锡的 Fraunhofer 细胞治疗和免疫研究所IZI在医学、生命科学和工程科
学的领域发挥作用。科学家们将生物医学研究转化为临床应用。例如，他们正在
参与开发新的免疫肿瘤学疗法，其中改良的免疫细胞和抗体对抗癌症肿瘤。目
前，他们正在准备研发一项帮助灭活病毒和其他病原体的创新型技术，以便大规
模生产。研究的领域还包括神经退行性疾病和免疫疾病，以及中风、关节炎和感
染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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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 (2): Fraunhofer IZI

从研究到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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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TD

使不治之症得以治愈
在德累斯顿的约翰施塔德区生物校
园的中心，你就可以找到分子和细
胞生物工程中心 (CMCB) 的三个研
究所。其研究重点包括在 BIOTEC
和 B CUBE 进行分子生物工程的基
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及在 CRTD
分析干细胞生物学和组织再生的基
本理解，即自我更新的细胞。针对那些根本不会出现的癌症，德累斯顿再生治
疗中心 (CRTD) 专注于身体的自愈能力。其目标是为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
或白血病等以前无法治愈的疾病开发新型再生疗法，并在实践中迅速实施。

Photos (2): Tobias Sauer / DKMS Life Science Lab

(Kai Simons)
“你是谁，小家伙?”安娜敲了敲窗玻璃。今天，她按照凯·西蒙斯
Institute of
的建议下楼走进了马普分子细胞生物学和遗传学研究所 (Max Planck
:成千上万的
Molecular Cell Biology and Genetics) 的地下室。多么壮观的景象
你的名字，”
斑马鱼结群游过明亮的水族馆。她特别喜欢爱冒险的鱼。“尼莫就是
马克斯·普朗
安娜低声说。它知道自愈的秘密吗？因为这里都是关于自愈能力的。
御衰老和疾
人类抵
力，为
克的研究人员希望利用斑马鱼等动物令人惊讶的再生能
见面，”
病。安娜很快就要开始在旁边忙碌于再生疗法。 “人的一生总有两次
安娜低声说，同时向尼莫眨眨眼。

细胞是如何组织成组织的?这些组织是如何形成器官的?为什么有些动物能够再
生失去的肢体甚至器官?来自41个国家的约550名研究人员正在德累斯顿的马克
斯·普朗克分子细胞生物学和
遗传学研究所 (MPI-CBG) 解
决这些 问题。因此，它们为
治疗囊肿性纤维化等以前无法
治愈的疾病铺平了道 路。基
于 MPI-CBG 的发现，分公司
露点疗法公司（Dewpoint
Therapeutics）于2019年初
在波士顿(美国)和德累斯顿启
动了企业网站， 其的是为最
严重的疾病找到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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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MPI-CBG / Jürgen Lösel (DML-BY-NC)

揭示生命的秘密

生命宝藏
在曾经储存钱和黄金的地方，700万人
的DNA 如今被存档在零下20摄氏度的
保险箱里。在德累斯顿，德国中央银行
的前大楼是世界上最大的干细胞捐赠者
输入实验室。德累斯顿 DKMS 生命科学
实验室逐一检查所有DNA样本，以便能
够迅速为接受干细胞移植的患者找到匹
配的捐赠者。到目前为止，该实验室已
经输入了120万份储存的样本。为此，
德累斯顿生命科学实验室在2013年成为
全球首个引入“下一代测序”的实验
室，极大地加快了输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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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防范防止复发

在德累斯顿国家肿瘤疾病中心 (NCT)，患者和研
究人员正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一切都围绕着超
现代的癌症药物和免疫疗法。在德累斯顿大学医
院附近，国家癌症研究中心以大学癌症中心
(UCC) 为基础建立。这样，癌症患者就可以根据
最新的科学发现成果直接进行现场治疗。自2020
年以来，该中心已经成为全球独一无二的研究平
台。该平台包括一个未来手术室、最先进的成像
设备和一个辐射装置。此外， NCT/UCC 受益于
位于大学医院的国家肿瘤放射研究中心
“OncoRay”。在这里，来自38 个国家的大约
80名医生、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
正在为每个病人进行个性化的质子治疗。

如今，许多类型的癌症都可以得到很好
的治疗。但问题是旧病复发。为防止复
发，拉德博伊尔的 Riboxx GmbH 公
司开发和生产用于免疫治疗的创新试
剂。这些试剂是基于一种用于生产核糖
核酸(RNA) 的创新平台技术产生的。
这些药物会激活人体自身的免疫细胞。
随后，后者识别并清除残留在体内的癌
细胞。

基因剪接

Photo: Dresden University (TUD)

Photos (2): Dresden University Hospital (Gabriele Bellmann)

投身抗癌

从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到大学医院步行不到五分钟。“在德累斯顿，理论和实
践之间的距离总是近在眼前，”伊恩向她解释道。伊恩是她通过大学图书馆的开
放获取平台认识的一位年轻的肿瘤学家。“无论是通过德累斯顿概念还是共同研
究项目，每个人都联系在一起。例如，德累斯顿国家肿瘤疾病中心和大学癌症中
心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如今它们实际上是同一实体，”她通过她的
导游解释道，并且展示了一座刚刚建成的大楼。安娜看到戴着数据眼镜的医生，
外科医生和工程师们正在教授人工智能。“在这里，跨学科工作是重中之重。而
你因为拥有再生疗法方面的专业知识总是很受欢迎，”伊恩在他们分别前说道。
紧接着，他消失在去往自助餐厅的人群中。

国际领先的分子生物学家弗兰克·布赫霍尔茨是德累斯顿大学医院医学系
统生物学教授和大学癌症中心转化研究负责人。他的工作小组已经开发出
一种可以识别、修复甚至移除基因组中缺陷片段的方法。这使得及早发现
和治疗艾滋病或癌症等疾病成为可能。布赫霍尔茨教授是几家初创企业的
联合创始人，其中包括总部位于德累斯顿的 Eupheria Biotech GmbH
公司和汉堡的 PROVIREX Genome Editing Therapies GmbH 公司。
他们研究的重点是持续发展和推广一种不仅能够非常精确地切割基因组，
而且还能够以同样的精度重新连接两个切割部分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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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当其冲是材料

Photo: ITM / Dresden University (TUD)

反思问题并解决问题 — 这就是萨
克森著名研究机构的众多子公司
所代表的意义。来自弗莱堡矿业
科技大学和德累斯顿大学医院的
研究人员已经证明了海绵中含有
对肿瘤和转移瘤的治疗起作用的溴化物质。2015年，这促成了 BromMarin
GmbH 的成立。从那时起， 这家公司一直致力于从海绵中开发医药产品。这项
由德累斯顿工业大学 B CUBE 进行的研究于2018年发展成为初创公司
denovoMATRIX GmbH， 而该公司开发了一项大规模培养干细胞的技术。干细
胞疗法和器官 3D 打印是未来的趋势。然而，到目前为止，很难培养出大量高质
量的细胞培养物。denovoMATRIX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它通过为实验室容器
和载体提供了一种化学涂层，模拟细胞在体内生长的环境。

3D 打印植入物

Photo: INNOTERE GmbH

总部位于莱比锡的 c-LEcta GmbH 公司专
注于白色生物技术，并专门从事生物工艺
的工业开发和利用。c-LEcta 开发酶和微
生物生产菌株，用于生产高产量的蛋白
质， 同时也用于精细化学品和食品工业以
及生物燃料的生产。

Photo: c-LEcta GmbH

多功能酶等

INNOTERE GmbH 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骨再生植入物的企业。拉德博伊尔的专
家开发并生产了一种基于磷酸钙的可注射骨水泥膏。医生们非常欣赏这种植入材
料，因为它易于使用，也不需要长时间的术前准备。该公司还将这种创新技术应
用于 3D 打印的金银丝骨架(“脚手架”)。这允许精准定义尺寸、形式和孔隙
度，并调整植入物的个别缺陷。全球没有其他公司提供这种特性的骨状材料和
3D打印植入物创新技术的独特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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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Fraunhofer IFAM Dresden

萨克森的研究机构以其卓越的材料专业知识而著称。他们还将这些专业知识用于
生物和医疗技术。例如，德累斯顿理工大学纺织机械和高性能材料技术研究所
(ITM)开发了用于支架或人造肌肉和心脏瓣膜的纺织植入物；在德国弗劳恩霍夫
制造技术和先进材料研究所德累斯顿分部实验 室，关节置换和牙科植入物是由
金属泡沫或粉末冶金 3D 打印制造的；德国德累斯顿弗劳恩霍夫陶瓷技术与系统
研究所 (IKTS Dresden) 使用陶瓷材料开发可应用于种植学的功能部件；位于德
累斯顿的弗劳恩霍夫有机电子学、电子束和等离子体技术研究所(FEP)为活性植
入物提供了生物可降解电子产品。

Photo: Fraunhofer IKTS

Photo: BromMarin GmbH

海绵和细胞培养的
愈合能力

创业者的黄金地段
萨克森通过许多初创企业、创意竞赛和众多技术支
持项目来积极支持初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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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何时你需要帮助，
随时来......

我们为您保驾护航
我们为萨克森州的经济和研究呐喊助威、信念坚定。但我们更
愿意让行动说话: 我们支持和协助公司的建立和发展，帮助开
拓国内外新兴市场，启动经济与科研之间的联动，推动跨地区
性合作...
了一个小型排队来欢迎安 娜:“无论何
最后，她在CRTD的新工作开始了。同事们举办
诉安娜关于CMCB的联合技术平台。通
时你需要帮助，随时来。”随后，他们立刻告
科学家都可以使用非常昂贵的DNA测
过这个平台，来自德累斯顿不同研究所的生命
卸光显微镜。安娜从加州带来了两位年
序仪和类似的仪器。安德鲁和金金现在正在拆
创始成员。“我认为，我们的创意真的
轻的微生物学家，来作为她第一个研究小组的
们都点头表示赞同。如果有什么地方让
会取得一些重大进展，”她对另外两人说。他
络，那么这个地方就在这里……
你感到真正受欢迎，让你能快速融入优秀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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