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内容
相遇
场所

交流
场所

知识产权
战略

业务计划
制定

商务
对接

项目化

资金
筹措

●活动、研讨会

举办不同领域大型企业与健康、
医疗领域的中小企业、创业企业的对接活动。

获取
拨款

业务化
产品化

销路
拓展

●补助金

对市内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等的

研究成果、创意构思等致力于商业
化的研究开发业务提供试行补助
金。

不断创新，走向开拓的最前线

●个别咨询支持

支持机构“木原财团”、
“IDEC横滨”
的协调员等根据研发进程提供细

开放型创新会议

LIP. 横滨 BIBLIO 线上研讨会

致的个别咨询支持。

●支持展会参展

支持参展健康、
医疗领域的展会。

【支持参展过的展会】
・BioJapan

・保健、医疗设备开发展“MEDIX”
・COMPAMED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CIIE）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BioJapan

●支持海外拓展

与生物行业团体“Biocom California(当时的BIOCOM)签署合作备忘录（2017年国内首家地方城市），支持以美国圣地亚
哥为中心的海外拓展。另外，作为国内首家地方城市，与美国创业家支持组织“CONNECT"合作开展项目的实施。

https://www.city.yokohama.lg.jp/business/keizai/lifescience/lip/lifepf.html
垂询方式

ＬＩＰ. 横浜

日本公益财团法人横浜企业经营支援财团上海代表处

邮编200336 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2201号上海国际贸易中心813室 电话 021-6841-5777 传真 021-6841-5700
E-mail: yokohama@idec-sh.com HP: http://www.city-yokohama.cn/

日本公益财团法人横浜企业经营支援财团上海代表处

何为“LIP.横滨”？ 横滨市与产业界、学术界、政府机构、金融机构合作搭建的平台（横滨Life Innovation Platform（生命创新
平台）），旨在从横滨市不断推出健康、医疗领域（※）的创新。

●特区的充分利用

提供支持，促进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

我们将通过“LIP.横滨”充分利用特区优势，推进医

该平台通过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的联合机制创建革新项目，同时针对中小企业、创业企业等为其实现产品化

药品、医疗设备等的研究开发等。

（※）药品开发、医疗设备开发、诊断技术开发、预防医疗、再生医疗、照护/福祉、健康服务等

中小企业、
创业企业

生命科学、生物类领域

海外支持机构

大型企业

横滨市被指定为国家战略特区、国际战略综合特区。

医疗机构

❷
支持中小企业
开展新挑战

研究机构

健康相关领域

为健康领域的新产品、新服务的创

大学

理化学研究所

❸
为解决社会课题
做贡献

建、运用IoT的新技术的研发提供支持

横滨市立大学

推进生命科学创新

参与对象、条件

医疗领域的商业市场将不断扩大。横滨市将健康、医疗领域的创新视为生命科学创新，积极提

・对企业间、大学、研究机构等平台成员间合作创建新项目新商业的LIP.横滨的“开放式创新”宗旨持赞同态度的法人、

随着超老龄化社会的日益加剧，预测今后预防医疗、保健器材等有助于延长健康寿命的健康、
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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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提供支持

VC、金融机构

促进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

・在医疗设备开发中充分利用“特区推进调整费”等（国际战略综合特区）

医疗设备领域

关企业，为研究开发的推进和销售渠道的

企业、创业企业的产品化提供支持

事例

・横滨市立大学附属医院“病床管制特例”等（国家战略特区）

❶
创建新的
商业模式

针对致力于医疗设备开发等的制造、IT相

形成合作机构的网络，创建项目为中小

税制、金融、财政支持

面向生命科学领域的商业化提供个别咨询、
获取融资机会支援、事业计划制定等的支持

支持机构：木原财团、IDEC横滨

管制放宽

优势

・已开展或今后有意向开展健康、医疗领域业务的法人、个体经营者
个体经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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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机构

赞同LIP.横滨的活动宗旨，为实现其目标而加入进来的“合作机构”。（介绍主要合作机构）

数字化医疗保健支持基地
支持数字化医疗保健领域新技术、新产品开发的基地
于2021年4月1日成立。

理化学研究所作为日本唯一的自然科学综合研

凭借癌症、再生医疗、传染病等领域的实力，

究。横滨分所承担负责生命与环境领域研究的

医学部、附属医院、尖端医学研究中心相互毗

究所，在各地设有分所，致力于广泛领域的研
生命医学研究中心、生命功能科学研究中心、
环境资源科学研究中心这3大研究功能。

在此，运用IoT领域的I・TOP横滨与健康、医疗领域的
LIP.横滨这2大平台的网络，

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很高的研究能力。在福浦，

木原财团、IDEC横滨、横滨市为初创企业、中小企业提供产品化

邻，形成了转化型研究的基地。在鹤见，与理

与创建新业务的支持。

化学研究所横滨分所共同设立了合作大学院，
具备世界顶级的研究环境。

健康・医療分野

デジタル
ヘルスケア

IoT技術

●适用对象

以数字化医疗保健领域相关的新技术、新产品开发为目标的初创企业、中小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等

理化学研究所横滨分所

横滨市立大学尖端医学研究中心
（福浦校区）

木原纪念横滨生命科学振兴财团是为纪念木原均博士于1985

横滨企业经营支援财团是基于中小企业支援法，由横滨市长指

化学领域取得了世界级的成就，并在世界上率先确立了基因

域、开发新技术等时，由协调员提供必要的支持，促成与大型

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开发和业务发展提供支持。
LIP.横滨主要为与生命科学、生物类领域相关

的市内中小企业提供支持。我们发掘市内企业
和学术界拥有的有前途的创意、研发成果、技
术等，通过商务对接和项目化来推进其成长、
实用化和社会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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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览论文、调查报告等文献

・举办包括数字化医疗保健领域在内的有关开展医疗保健领域业务的研讨会等活动
免费使用。

由支持机构“木原财团”和“IDEC横滨”的协调员等根据研发进程提供细致的个别咨询支持。

组概念。作为横滨市的外围团体，鼓励生命科学研究，为生

・提供咨询、伴跑支持、对接支持、展会参展等拓展销路支持

●使用方法

●2大支持机构

年设立的机构，木原均博士以小麦研究为中心，在遗传、进

●主要支持内容

定的市内唯一一家中小企业支援中心。市内中小企业进入新领
企业等的合作以及大学知识产权的使用。

LIP.横滨主要面向医疗设备等的开发，推进医工（医学和工
学）合作。我们开展活动以创造商机，如提
供临床现场等的需求信息，与医疗设备制造
商对接等。

请通过下面的电子邮箱提前发邮件预约。

【预约用电子邮箱】

healthcare@idec.or. jp

LIP.YOKOHAMA BIBLIO
木原财团运营面临国际化竞争的医疗、生命科学相关的孵化设施

（LIP.YOKOHAMA BIBLIO），支持孵化型企业的发展。在此，可阅读医
学、药学相关的文献、接受创药、事业战略相关的专家咨询服务、参加相
关活动、讲座等。详情请见以下网页。

https://biblio.yokohama/
●twitter ＠Biblio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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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城市 - 横滨

创新城市 - 横滨的举措（Y O X O）

横滨生命创新的历史

横滨市从早期一直关注生命科学相关产业的成长潜力。通过推进尖端研究开发的基础构筑，目前汇集了约200所大学、
研究机构，此外，制造业、信息通讯行业的约9000家企业也汇集于此，形成了可促进健康、医疗领域研究开发的良好
环境。

1988年～93年
金泽生物园的开发

2000年

开设理化学研究所横滨研究所（当时）

2001年

跨领域交流
从创业向实证实验等阶段发展

促进开放式创新的平台

促进初创企业成长，

创造开放式创新的基地

旨在创造出能为世界做贡献的

“产学官民”创新合作基础※1

“ 创 新 城 市 - 横滨”的实现
横滨市于2019年发布了以多样化人才跨组织进行交流，创

新事业的创建和培育。

年7月被中央政府选定为“国际网点城市”。

放式创新的平台间的合作，促进市内企业的IoT及生命创新

造源于横滨的创新为宗旨的“创新城市 - 横滨”宣言，2020
以“横滨CROSS OVER（YOXO）”为旗号，扩大港未来21

地区的研发网点、关内地区的初创企业等市内各地创新人才
的交流，产学官（产业界、学术界、政府机构）共同致力于

（IoT、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的商业

实证一站式中心”等为保证实证实验的顺

I・TOP横滨的目标是通过促成企业、大学、团

体的伙伴关系，创造出能运用IoT、人工智能等
技术为提高生产率、解决社会课题做贡献的新
商业模式。

支持功能

●以初创企业等为对象的成长支持计划
●支援初创企业的一对一专家咨询

●以推动创新为目的的交流、商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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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在横滨举办“BioJapan”

开设横滨市立大学尖端医学研究中心

2009年

开设横滨生物产业中心

2011年

指定京滨临海地区生命创新
国际战略综合特区
●横滨市立大学尖端医学研究中心

2016年

(福浦校区)

启动“LIP. 横滨”

（面向生物企业的租赁型研究开发设施）

2014年

指定国家战略特区

（横滨市立大学附属医院临床试验专用病床）

2017年

与 Biocom California（当时的 BIOCOM）

2019年

利实施，针对设想用户的实践场利用、与

( 美国圣地亚哥市 ) 签署备忘录

创新城市・横滨宣言

新参与者的交流与合作等提供支持。

支持中小企业

庆应义塾大学理工学部矢上校区

神奈川大学

为实现中小企业运用IoT等提高生产率，

在派遣专家、补助引进费用、举办对接活
动、支援产品开发等方面给予支持。

成长为目的设立于关内地区。希望以此为中心，催生能推动创新、经济成

命科学产业振兴的事业

2006年

横滨市立市民医院

●末广地区

理化学研究所横滨分所

东京工业大学铃悬台校区

横滨市立大学鹤见校区（合作大学院）

东京工业大学横滨创业广场

YO XO BO X

长的初创企业、创业者。

由木原纪念横滨生命科学振兴财团启动生

利用国家战略特区优势，“I・TOP横滨

“YOXO BOX”作为支持初创企业成长的设施，以支持初创企业、创业者

●理化学研究所横滨研究所

2005年

※１“横滨未来机构”是以民间组织为主体而设立的任意团体。

支持实证实验

培养等的平台。

开设横滨新技术创造馆（孵化器）

事业的发展。

I・TOP横滨是以发挥“制造与IT的产业集聚”

模式而全面推进交流与合作、项目实施、人才

2003年 /2005年

此外，将通过“I・TOP横滨”与“LIP.横浜”这2大推动开

I ・ TO P 横 滨 （ I oT 开 放 式 创 新 合 作 伙 伴 ）
这一横滨经济的优势，为创造出运用IoT等

开设横滨市立大学鹤见校区（合作大学院）

木原纪念横滨生命科学振兴财团

横滨市产学（产业界/学术界）共同研

横滨国立大学

究中心

横滨生物产业中心(YBIC)

横滨新技术创造馆1、２号馆 (先端创

横滨市立大学舞冈校区
（木原生物学研究所）

业广场)

●福浦地区

横滨国际和平会议场(PACIFICO横滨)

横滨市立大学福浦校区

(附属医院、
尖端医学研究中心)

金泽生物园

横滨金泽高科技中心/技术核心园区

横滨市立大学附属市民综合医疗中心

横滨药科大学

关东学院大学

横滨市立脑中风、神経脊椎中心

海洋研究开发机构（JAMSTEC）横滨研究所

横滨市立大学金泽八景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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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 滨 拥 有 通 向 创 新 的 大 门

支持事例介绍

新型抗癌剂的开发

2020年5月发行

J-Pharma 株式会社

我们与大阪大学、杏林大学、千叶大学合作，作为针对癌症（据说每2名日本人就有1人发病）的新型治疗药，对“仅以癌细胞为靶向的

抗癌剂JPH203”和“可同时判断该抗癌剂有效性的诊断药”进行了一体化开发。
关于新型抗癌剂JPH203，已完成用于安全性确认的
第I期临床试验，并正在实施显示有效性的第II期临床试验。
●利用横滨市的补助金，推进研究开发
●由木原财团的协调员提供个别咨询支持。
介绍事业和研究开发的合作伙伴，支持资助申请，
提供与研究开发相关的最新信息

新型抗癌剂JPH203

具有选择性注射功能的导管 株式会社 PIOLAX MEDICAL DEVICES
成功实现了对肝癌等的血管内治疗有效的近端侧孔微球囊导管“LOGOSSWITCH®”的产品化。

在使微球囊膨胀的同时暂时关闭导管前端部分，便可通过导管侧孔将药液等有效地注入到与癌症患处相连的微细血管中。
●利用横滨市的补助金，推进研究开发

图解

侧孔

微球囊

●在开展医工（医学和工学）合作中，与横滨企业经营支援财团
（IDEC横滨）共同实施个别咨询等支持
球囊腔
球囊

内腔闭塞机构

X射线不穿透标记

侧孔

外管

内轴

主腔

“archelis”株式会社 NITTO

是根据“想要可装在身上的椅子”这一医疗现场需求（needs）推出的“可穿戴椅子”。

开发“穿戴型下肢支撑装置”
，可减轻医生及医务人员在手术期间被迫长时间保持站立姿势而
造成的肌肉疲劳，提高了手术技艺的稳定性。
●利用横滨市的补助金，推进研究开发
●在开展医工（医学和工学）合作中，通过横滨企
业经营支援财团（IDEC横滨）对项目提供支持
●试制品的实证实验方面，由横滨市立大学提供
合作。由医生在实际的手术中使用，并对易用
性等做出评估和验证

癌症患部

支持技术制图的制作！Pinpoint Photonics 株式会社
L I P. 横 滨 与 横 滨 市 立 大 学 尖 端 医 学 研 究 中 心“ 交 流 设 计 中 心

（YCU-CDC）”合作，支持技术制图（以视觉方式传达科学性说明和技术
的图画和图表）的制作。

是抓住技术核心的变形或将复杂机制抽象化的图解，可对自家公司的
技术和产品等进行有效的宣传。

创建图像后，能够注意到之前所没有注意到的
特征。此外，有了优秀的图解，在展览会上能
吸引观众驻足关注，并可省略开头部分的说明，
顺畅地进行技术介绍。
图解制作示例（特殊相机镜头的扩展图）

下一代照护监控产品～推进独创产品的研究开发！ 株式会社 TAOS 研究所
充分利用“横滨健康合作伙伴”的联合机制，与照护设施对接，实施
产品改良的实证实验。

对旨在确保老龄者安全，减轻照护人员负担的守护系统“Aisleep”
进行了成功的更新换代。

可通过气动传感器把握生命体征数据（心率/呼吸）、睡眠状态、起
床、起身状态等状况。

介绍给我们实施实证实验的照护设施，在
照护设施直接听取了工作人员的意见，籍
此成功配备了可在现场发挥作用的功能。
践行了“基于照护现场主义的产品开发”。
显示示例

AiSleep

面向市内中小企业开展健康管理普及促进计划！ 横滨保健财团
由相铁集团、NTTdocomo集团及横滨市等组成横滨保健财团，以市
内中小企业等的从业人员为对象，开展健康管理普及促进计划。
使用

可穿戴终端和专用APP，实现了健康管理效果的可视化、健康数据收
集/管理的省力化、并根据个人价值观提供健康建议等，旨在为培养
健康意识、提高企业生产率和振兴保健产业做出贡献。

【横滨健康合作伙伴的支持内容】

●利用企业联合机制招募参加企业
●为参加企业构筑开放式创新体制

专用 APP

可穿戴终端

横 滨

拥

有

通

向

创

新

的

大

门

支持事例介绍Ⅱ

针对医治困难的罕见病患者，开发真正有效的治疗药物

2021年10月发行

ARTham Therapeutics Inc.

专注于使用特有的药物重新定位手法，针对医治困难的罕见病患者，研究开发真正有效果的新治疗药“Medicines that

matter” 的生物创业企业。正在进行用于难治性脉管畸形治疗的PI3K(磷酸腺素 3-激酶)阻断药“ART-001”、用于水疱型大疱
性类天疱疮治疗的PDE4(磷酸酶 4)阻断剂“ART-648”的第2阶段临床试验。
●美国圣地亚哥创业家支持组织“CONNECT”的加速器项目
第一期结业
●木原财团提供专家等个别咨询、资金筹措、合作伙伴企业
介绍等方面的支持

重症患者管理系统 iBSEN

CROSS SYNC Inc.

运用医疗现场数据，提高患者管理质量并实现医护人员间顺畅信息共享的解
决方案“iBSEN”。其功能为根据AI算法能即时判定患者的重症程度、实现
医护人员间的信息共享等。

●入选YOXO加速器项目2019

●美国圣地亚哥创业家支持组织“CONNECT”的加速器项目
第二期结业
●入选内阁府选定的“国际网点城市”初创企业海外拓展加速器
项目(横滨市名额)

预防飞沫传播的口罩Pro M

APP界面①
数据库

APP界面②
即时判定重症程度

Solve Corporation、ROCKY CHEMICAL Co., Ltd.、圣玛丽安娜医科大学

为降低内窥镜检查现场引起医生、患者传染的风险而开发的口罩“Pro M”。由圣玛丽安娜医科大学的前畑教授设计发明，ROCKY

CHEMICAL Co., Ltd.进行了细节上的设计改动，生产出了这款更具有品味的产品。通过与多名医生的合作确认了使用上的安全性，
由从事医疗器械批发业务的Solve Corporation向日本全国的医疗机构进行销售。
●IDEC横滨提供“医工（医学和工学）合作的协调业
务”支持，就医疗现场所使用的产品的质量要求等提
出建议。
●开展医工（医学和工学）合作中，在与大学共同开发的
产学合作、知识产权、销路开拓精益化等多个课题解
决上，得到始终如一的支持。

“倾听肌肉的声音”肌肉Phone

神奈川大学、Salustek Incorporated

通过使用电气信号读取肌肉活动状态的原理，研究开发了可以用于评价训练质量及日
常生活中能轻松上手地掌握肌肉活动状态的传感器设备。产品推出后，不仅适用于运
动员、肌肉锻炼专家，对单杠翻转上有困难的年轻人、担心肌肉衰退的老年人或康复
效果测定等医疗保健领域都有帮助，期待能得到广泛利用。

●利用LIP.横滨试行补助金，开展研究开发
●木原财团提供专家等个别咨询、研发合作伙伴配对支持
●参加LIP.横滨试行补助金成果报告会
●获得与横滨市立大学尖端医学研究中心交流设计中心(YCU-CDC)合作的技术图解
支持

提供使用智能手机轻松定制鞋服务的Shoe-Craft-Terminal

Vignette & Clarity,Inc.

为防止脚下故障、通过步行强身健体，与东京工业大学共同研究开发了无需到店就能定制合脚鞋的整套定制服务。该服务
通过动画解析构建足部测量系统、利用机械学习与3D打印得以实现。

●利用LIP.横滨试行补助金，开展研究开发

●木原财团提供专家等个别咨询、研发合作伙伴配对
支持。

通过动画解析获取脚型信息

听诊教育云系统iPax

使用3D打印制作试穿用的透明鞋

Telemedica Inc.

利用自己的终端设备就能进行听诊学习的线上学习系统。只需访问专门网站，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使用与活体相同的听诊声进
行学习。因管理方使用管理方专门网页，随时都能确认学生的使用记录、答题正确率，所以该系统也可作为网课的教材使用。

●利用LIP.横滨试行补助金，开展研究
开发
●参加LIP.横滨试行补助金成果报告会

iPa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