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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己、严行、慎核！ 

骨代谢*炎症因子*心血管*生殖*单抗药物浓度*传染病*自身免疫系列 

产品目录 

联系菲康 

用心服务，更多选择！ 

获证
新品 
发布 



关于菲康 

 2010年成立，注册资金1000万元。致力于体外诊断试剂及配套
仪器研发、生产和销售。 

 产品范围涵盖骨代谢、营养、生殖、炎症、单抗药物、传染病、
心血管疾病、自身免疫检测试剂等。同时还提供OEM或大包委
托生产服务。  

 菲康场地面积约3350平方米，设有十万级和万级洁净车间（基
因检测、ELISA和快速检测生产线）、微生物限度室、阳性制备
间、阴性制备间、PCR实验室、质检实验室、研发实验室、全
自劢装卡生产线和全自劢包装生产线、仪器车间等。 

 不国内外形成战略合作，聘请国内外学术和技术研发与家，加
速产品研发和性能优化。  

 承担省市多项科研项目，荣获优秀创业团队称号。 

 获多项发明和实用新型与利、高新技术企业认证、ISO13485认
证、科技小巨人、瞪羚企业称号等；自主研发的诊断试剂荣获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品称号。 

 产品销售至1000多家医院，大力支持扶贫和义诊活劢开展。   

菲康荣誉 

菲康发展历程 

菲康成立 

获生产许可证 
完成2个产品研发 

获5个产品 
   注册证 

CTX ELISA和 
25(OH)D快速 
获得注册证 

获得ALT、铁
蛋白快速检测和
P1NP的注册证 

尿CTX-1获注册证 
被评为“广州市高
新技术企业” 
荣获“广州市科技
创新小巨人企业”
证书 

开始研发药物浓度
系列产品 
开发POCT阅读仪 
开始研发FIA产品 

将工厂迁至约
3400平方米的广
州高新技术企业
加速器产业园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9 

开始研发
FIA和CLIA
系列产品 

成功研发FIA和
CLIA系列产品 
POCT阅读仪获
注册证 
成功开发了FIA阅
读仪 
 成立湖南子公司 

2017 2018 2020 

获ISO13485证书 
研发生产3个疫情产品 
获瞪羚企业证书 
新获注册产品4个 

2021 

新获证
产品20个 



维生素、贫血系列 

骨代谢系列 400-8891-566 

货号 项目名称 产品说明 方法学 资质 

PT-003 
PR-001 
PC-002 

25羟基维生素D 
（25-OH-VD） 

全血/血清/血浆，20T/盒、40T/盒 
血清/血浆，50T/盒 
血清/血浆，96T/盒 

荧光免疫层析法 
免疫层析法 
酶联免疫法 

NMPA 
NMPA 
NMPA 

PT-002 
PC-008 

血清β -胶原降解产物 
（β -CTX） 

全血/血清/血浆，25T/盒、50T/盒 
血清，96T/盒 

荧光免疫层析法 
酶联免疫法 

NMPA 
NMPA 

PT-001 
PC-007 

1型胶原氨基端延长肽（P1NP） 
全血/血清/血浆，25T/盒、50T/盒 

血清/血浆，96T/盒 
荧光免疫层析法 
酶联免疫法 

NMPA 
NMPA 

PT-004 
PC-004 

骨钙素N端中分子片段 
（N-MID OC） 

全血/血清/血浆，25T/盒、50T/盒 
血清，96T/盒 

荧光免疫层析法 
酶联免疫法 

NMPA 
NMPA 

PT-005 全段甲状旁腺激素（I-PTH） 全血/血清/血浆，25T/盒、50T/盒 荧光免疫层析法 NMPA 

FT-022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3 

（FGF-23） 
全血/血清/血浆，25T/盒、50T/盒 荧光免疫层析法 NMDA 

PC-001 
强直性脊柱炎B27 
（HLA-B27） 

EDTA全血，96T/盒 酶联免疫法 NMPA 

PC-003 血清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5b） 血清，96T/盒 酶联免疫法 NMPA 

PC-005 骨型碱性磷酸酶（BALP） 血清，96T/盒 酶联免疫法 NMPA 

PC-006 尿β -胶原降解产物（β -CTX） 尿液，96T/盒 酶联免疫法 NMPA 

货号 项目名称 产品说明 方法学 资质 

PT-003 
PR-001 
PC-002 

25羟基维生素D 
（25-OH-VD） 

全血/血清/血浆，20T/盒、40T/盒 
血清/血浆，50T/盒 
血清/血浆，96T/盒 

荧光免疫层析法 
免疫层析法 
酶联免疫法 

NMPA 
NMPA 
NMPA 

PR-006 
PT-006 

铁蛋白（Fer） 
全血/血清/血浆，50T/盒 

全血/血清/血浆，20T/盒、40T/盒 
免疫层析法 

荧光免疫层析法 
NMPA 
NMPA 

心血管系列 

货号 项目名称 产品说明 方法学 资质 

PT-019 
心肌三项 

（cTnl/CK-MB/Myo） 
全血/血清/血浆，20T/盒、40T/盒 荧光免疫层析法 NMPA 

PT-020 
N-末端脑钠肽前体 
（NT-proBNP） 

全血/血清/血浆，20T/盒、40T/盒 荧光免疫层析法 NMPA 

PT-021 D-二聚体（D-Dimer） 全血/血清/血浆，20T/盒、40T/盒 荧光免疫层析法 NMPA 

PT-031 心肌肌钙蛋白I（cTnl） 全血/血清/血浆，20T/盒、40T/盒 荧光免疫层析法 NMPA 

PT-032 脑钠肽（BNP） 全血/血清/血浆，20T/盒、40T/盒 荧光免疫层析法 NMPA 

PT-033 
脂蛋白相关磷脂酶A2 

（Lp-PLA2） 
全血/血清/血浆，20T/盒、40T/盒 荧光免疫层析法 NMPA 



呼吸道系列 

货号 项目名称 产品说明 方法学 资质 

PC-023/024 肺炎衣原体抗体IgG 血清，96T/盒，192T/盒 酶联免疫法 

PC-025/026 肺炎衣原体抗体IgM 血清，96T/盒，192T/盒 酶联免疫法 

PC-027/028 肺炎支原体抗体IgG 血清，96T/盒，192T/盒 酶联免疫法 

PC-029/030 肺炎支原体抗体IgM 血清，96T/盒，192T/盒 酶联免疫法 

PR-024 
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 

抗原联检 
鼻拭子，5T/盒、50T/盒、100T/盒 免疫层析法 

PR-025 流感病毒A+B抗原检测 鼻拭子，5T/盒、50T/盒、100T/盒 免疫层析法 

炎症感染和肝功能系列 

货号 项目名称 产品说明 方法学 资质 

PT-007 降钙素原*全血20μl（PCT） 全血/血清/血浆，20T/盒、40T/盒 荧光免疫层析法 NMPA 

PT-027 全程C-反应蛋白（CRP） 全血/血清/血浆，20T/盒、40T/盒 荧光免疫层析法 NMPA 

PT-028 血清淀粉样蛋白A（SAA） 全血/血清/血浆，20T/盒、40T/盒 荧光免疫层析法 NMPA 

PR-007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 全血，100T/盒 干式化学法 NMPA 

400-8891-566 生殖系列 

货号 项目名称 产品说明 方法学 资质 

PT-017 
β 亚基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β -HCG） 
全血/血清/血浆，50T/盒 荧光免疫层析法 

PT-018 
孕酮检测试剂

（Progesterone） 
全血/血清/血浆，50T/盒 荧光免疫层析法 

PT-023 
抗缪勒氏管激素/促卵泡生成素/
促黄体生成素联合检测试剂盒
（AMH/FSH/LH） 

全血/血清/血浆，25T/盒、
50T/盒 

荧光免疫层析法 NMPA 

PR-021 细菌性阴道病测定 非经期取样，20T/盒、40T/盒 干化学法 NMPA 

单抗药物浓度系列 

货号 项目名称 产品说明 方法学 资质 

PC-015 英夫利昔单抗 * 血清/血浆，96T/盒 酶联免疫法 

PC-016 抗英夫利昔单抗 * 血清/血浆，96T/盒 酶联免疫法 

PC-017 阿达木单抗 * 血清/血浆，96T/盒 酶联免疫法 

PC-018 抗阿达木单抗 * 血清/血浆，96T/盒 酶联免疫法 

PC-019 依那西普 * 血清/血浆，96T/盒 酶联免疫法 

PC-020 抗依那西普 * 血清/血浆，96T/盒 酶联免疫法 



400-8891-566 

配套仪器、耗材、 试剂、样本稀释液系列 

*提供OEM大板或抗体原料等。 

货号 项目名称 产品说明 规格型号 资质 

PI-100 
PI-101 

胶体金试纸分析仪 
台式 

手持式 
PhiSure-100 
PhiSure-101 

NMPA 
 

PI-200 干式荧光免疫分析仪 台式 AFS1000 NMPA 

PI-201 荧光免疫分析仪 手持式 PhiSure-201 

PI-300 高通量荧光免疫分析仪 台式 AFS2000A NMPA 

无创血糖仪 手持式 ROCK200、ROCK200plus 

PS-008 一次性病毒采样管 100T/盒 FK-02Y、FK-05Y、FK-10Y NMPA 

进口微量采血针 波兰HTL 30µL/50µL/100µL NMPA 

微量定量采样管 可定制开发 
5µL/10µL/15µL/20µL 

/30µL/50µL 

PS-009 免疫显色试剂 胃粘膜组织样本 50T/盒、100T/盒、200T/盒 NMPA 

PS-010 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 
血清、血浆、分泌物、鼻咽拭子、口
咽拭子、生殖道拭子、痰液、细胞病

毒培养物等样本 
48T/盒、96T/盒、192T/盒 NMPA 

PB-001 
PB-002 
PB-003 
PB-004 

样本稀释液 
适用于流感A+B，新冠病毒，呼吸道

合胞病毒腺病毒，轮状病毒腺病毒，
诺如病毒，H.PYLORI等样本稀释 

25µL/50µL/1L /10L 
为生产
厂家配

套 

肾损伤、脑神经、血糖系列 

货号 项目名称 产品说明 方法学 资质 

GY-114 中枢神经特异蛋白S100-β 全血/血清/血浆，40T/盒 荧光免疫层析法 NMPA 

PT-009 糖化血红蛋白(HbA1c) 全血，50T/盒 荧光免疫层析法 NMPA 

胃功能系列             

货号 项目名称  产品说明 方法学 资质 

PT-029 胃蛋白酶原Ⅰ（PG I） 全血/血清/血浆，20T/盒、40T/盒 荧光免疫层析法 NMPA 

PT-030 胃蛋白酶原Ⅱ（PG II） 全血/血清/血浆，20T/盒、40T/盒 荧光免疫层析法 NMPA 

PT-011 胃泌素17（G17） 全血/血清/血浆，25T/盒、50T/盒 荧光免疫层析法 NMPA 

PR-026 幽门螺旋杆菌抗体联检 全血、血清 免疫层析法 

PR-027 幽门螺旋杆菌抗原联检 粪便 免疫层析法 

PT-034 粪便血红蛋白 粪便 ,25T/盒、50T/盒 荧光免疫层析法 

PT-038 钙卫蛋白 粪便 ,25T/盒、50T/盒 荧光免疫层析法 

其他             



配套 

仪器 

2021年专家建议将骨骼健康管理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骨代谢生化指标临床应用专家共识（2020） 

 原发性骨质疏松症诊疗指南（2017） 

 《男性骨质疏松症诊疗指南》(2020) 

 维生素D缺乏及维生素D缺乏性佝偻病防治建议（2015）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的通知  
（国办发〔2017〕60号 ） 

 降低人群贫血率。 
 农村中小学生的生长迟缓率保持在5%以下，缩小城乡学生身高差别；学生肥胖率

上升趋势减缓。  
 提高住院病人营养筛查率和营养丌良住院病人的营养治疗比例。  
 居民营养健康知识知晓率在现有基础上提高10%。  

骨质疏松症是“寂静的杀手” 

骨骼健康管理贯穿每个人的一生 

广州菲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开源大道11号B4栋第四层 
020-32068509/32068533  18922438286         1038395604 
sales@phiconbio.com                网址：www.phiconbio.com 

菲康骨代谢荧光POCT系列检测产品响应国家与市场需求隆重推出！ 
 

15分钟出结果，简便快速！自动化读取结果！ 

仅供医学专业人士阅读。 

强身健骨，远离骨质疏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