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国
际
高
新
技
术
成
果
交
易
会
智
慧
医
疗
健
康
展  China  eH

ealth  EXPO  2020                                                                                                                    

专    

刊   SH
O

W
  GU

IDE
2020
11.11-15
中国·深圳会展中心

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智慧
医疗健康展

Smart Healthcare Exhibition of 23rd China Hi-Tech Fair

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智慧医疗健康展

第七届深圳国际移动医疗健康产业 博览会
China eHealth EXPO 2020

第八届深圳国际移动医疗健康产业 博览会
China eHealth EXPO

2021
11.17-21

SZCEC
深圳会展中心
CHINA



会议日程 / Meeting Schedule

主办单位：博闻创意会展（深圳）有限公司

大会时间：2020 年 11 月 12 日 10:00-12:00

大会地址：深圳会展中心 1 号馆 1A204 国际信息发布厅

经过 2020 新冠疫情，世界各国更加重视大健康产业，大健康产业正在进入“全民需求时代”！

近几年，在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下，大健康产业快速崛起，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受

益于经济水平提高，人口老龄化和健康意识的增强，我国大健康产业已经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

展机遇。随着 5G、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前沿技术的充分整合和运用，智慧医疗被按下

了加速键，将为医疗服务业带来革命性升级，推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健康中国”城市

大健康产业集群发展建设。

后疫情时代，在大健康产业乘势而起的同时，“2020 高交会智慧医疗健康专题发布会”将从智

慧医疗场景出发，解读 AI 医疗新服务和新技术，并就抗击新冠疫情、健康管理云平台、移动医疗、

AI 中医辅诊系统等医疗科技热门话题进行深入探讨，分享前沿行业信息及市场预测，欢迎业界

人士到场参与！

时      间 演讲主题 演讲人及职位

10:00-10:20
新冠疫情下，

中医艾灸的作用

深圳艾修堂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   赵银虎

10:20-10:40
大圣磁控胶囊式内窥镜系统

在胃癌早期筛查的应用

深圳市资福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马良

10:40-11:00
邦健安心网

健康管理云平台

深圳邦健生物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策划部经理   王赛萌

11:00-11:20
传感器 + 人工智能 +

互联网的研发及应用

贝乐 ( 广州 ) 智能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易根

11:20-12:40
中医人工智能助力

民营医疗腾飞

深圳问止中医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裁   付海城

注：主办机构保留变更日程的权力；最终的日程以活动当天发布的为准。

展位图 / Floor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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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名录 / Exhibitor List 展商名录 / Exhibitor List

公司名 / 英文名 展位号 公司名 / 英文名 展位号

爱奥乐医疗器械（深圳）有限公司 
Bioland Technology Co., Ltd. 

2B28

百汇聚通（深圳）实业有限公司 
Baihui Jutong (Shenzhen) Industrial Co., Ltd

2G01

北京康道腾达国际医学研究院 
Beijing kangdao Tengda International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2D08

贝乐（广州）智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Belle（Guangzhou）Intellig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td

2B32

东莞市佳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ONGGUAN EASTWI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2F03

佛山市百运通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Foshan Byetone Health Tech.Co.,Ltd

2F33

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 
FUJIAN NANPING NANFU BATTERY CO.,LTD

2A26

广东坤易绿能科技有限公司 2G10

广东天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Guangdong Unipin Medical Technology Co., Ltd.

2G15

广西优尼康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GuanZhou Unikiton Medical Technology Co., Ltd

2C26

广州市宝比万像科技有限公司 
Baobiwanxiang Technologies Co., Limited

2F16

广州市好丰迪电器有限公司 
Haofengdi electrics

2J36

广州思尔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Seer Technology Co., Ltd.

2F18

广州唯也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weiyen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2C21

河北循证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ebei Evidence-Based Medical Technology Co.Ltd

2J32

健康 160 
Health 160

2G32

江苏靓动技术有限公司 
jiangsu  babysleep technology Co.,Ltd.

2D26

江苏康尚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Konsung Bio-Medical Science & Technology Co.,Ltd

2C32

乐磁电子有限公司 2F08

尼科劢迪（天津）电子有限公司 
Nicomatic(Tianjin) Electronic Co., Ltd

2D20

戚如嬅耳纹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QRH  ear pattern technology (Shenzhen) Co., Ltd

2B20

瑞能医疗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Ruineng Medical Technology (Shenzhen) Co., Ltd.

2F09

厦门汇侨电子有限公司 
XIAMEN HUIQIAO Electronics Co., Ltd. 

2C18

上海道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Daosheng Medical Technology Co., Ltd.

2G41

深圳艾修堂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aixiutang Health Technology Co., Ltd

2D27

深圳邦健生物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 Biocare Bio-Medical Equipment Co.,Ltd.

2C30

深圳德技创新实业有限公司 
DJM GERMANY GmbH

2D15

深圳极展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Xtretch Technologies ,Co., Ltd

2C31

深圳金森川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Jinsenchuan Technology Co., Ltd.

2F20

深圳酷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Shenzhen Coolray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 Ltd.

2G11

深圳绿食宝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Greentes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 Ltd.

2C20

深圳市爱铭洋科技家居文化有限公司 
Shenzhen Aimingyang Technology Home Culture Co. LTD

2F36

深圳市百昌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Baichang Technology Co.,Ltd.

2F30

深圳市贝格美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BGMMED Technology CO., LTD

2F02

深圳市倍泰健康测量分析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Belter Health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Technology Co., Ltd.

2G26

深圳市必爱智能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BIAI INC.

2G16

深圳市铂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Shenzhenshiboyuanhardmareproductco.,ltd

2F22

深圳市东吉联电子有限公司 
Shenzhen Dongjilian Electronics Co., Ltd.

2A18

深圳市飞猫电器有限公司 
FLY CAT ELECTRICAL CO., LIMITED

2F28

深圳市海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Shenzhen Sea Sunrise Medical Devices Co.,ltd

2G02

深圳市汉诺威设计有限公司 
Shenzhen Hanov Design Co. Ltd..

2F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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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名录 / Exhibitor List 展商名录 / Exhibitor List

公司名 / 英文名 展位号 公司名 / 英文名 展位号

深圳市宏强兴电子有限公司 
HongQingxing (Shenzhen) Electronics Limited

2G21

深圳市捷泰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Giantstar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 Ltd.

2D32

深圳市婕妤达电子有限公司 
Shenzhen Jieyuda Electronic Co., Ltd.

2C25

深圳市金源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Shenzhen JinYuanGua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2G38

深圳市晶科鑫实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Crystal Technology Industrial Co.,Ltd.

2G36

深圳市康益恒科技有限公司 
Care E Health Shenzhen Co;Ltd

2F37

深圳市康远本草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Kangyuan materia medica Technology 

2F13

深圳市柯耐特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ke knight technology co., LTD

2F19

深圳市科瑞康实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Creative Industry Co., Ltd.

2D23

深圳市可易亚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KIA SEMICONDUCTOR

2F07

深圳市亮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Liang Jia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2B25

深圳市量子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Quantum & Hydrogen Biotechnology Co., Ltd.

2F11

深圳市梦德莱科技有限公司 
SHEN ZHEN  MENDELAN  TECHNOLOGY CO&gt;&lt;LTD

2G18

深圳市瑞吉斯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Reegis Technology.,Ltd

2F26

深圳市三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Sanwu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2J38

深圳市森阳智能制造装备有限公司 
Shenzhen Sunyoung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Co., Ltd.

2A32

深圳市善德兄弟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Shande Brothers Medical Biotechnology Co., Ltd.

2F10

深圳市松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oo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2F32

深圳市索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SuoliTechnolongyCo.,Ltd

2J34

深圳市天翔数码有限公司 
Shenzhen Tianxiang Digital Co., Ltd.

2J28

深圳市威远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Weiyuan Precision Technology Co., Ltd.

2D02

深圳市携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xie kang network technology co.,LTD

2C28

深圳市欣臻晖科技有限公司 
CHINFAI (HK) TECHNOLOGY CO.,LIMITED

2G42

深圳市鑫高登科技有限公司 
Golden Technology Group Ltd.

2G29

深圳市讯创电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Shenzhen lnnetech Electronic&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2F42A

深圳市怡康安家保健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city yikananjia health technology Co.,Ltd

2G20

深圳市乙田余科技有限公司 
Yitianyu

2J06

深圳市永诚创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YCCFAN TECHNOLOGY CO.,LTD

2F31

深圳市友宏科技有限公司 
Joint Chinese Ltd

2G37

深圳市裕茂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Yumao Birch Biotechnology Co. Ltd..

2G09

深圳市智连众康科技有限公司 
SLINPH TECHNOLOGIES CO.,LTD

2F17

深圳市资福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JIFU Medical Technology Co.,Ltd

2G31

深圳问止中医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Wenzhi TCM health technology Co., Ltd

2D16

深圳学伴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XUEBAN TECHNOLOGY CO., LTD

2F25

腾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ngfei Technology Co.,Ltd

2D31

天津惊帆科技有限公司 
Tianjin Jingfan Technology Co., Ltd.

2B23

小甑科技有限公司 
Xiaozeng Technology Co.,Ltd

2B22

信利仪器（汕尾）有限公司
TRULY INSTRUMENT LTD.

2C22

兆和医疗精密仪器（深圳）有限公司 
DAIWA Healthcare Co.,LTD

2G39

浙江贝立凯科技有限公司 
Zhejiang beilikai Technology Co., Ltd.

2B18



展商简介 / Exhibitor Profile 展商简介 / Exhibitor Profile
展位号 / Booth No.: 展位号 / Boot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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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东吉联电子有限公司
Shenzhen Dongjilian Electronics Co., 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同心社区同心路 70 号同路工业区 B1 栋厂房 B(1)1-5 层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智能肌肉筋膜枪 , 便携式筋膜枪 , 智能颈椎按摩仪 , 美手宝按摩器 , 致爱暖宫宝 , 智能护膝宝 , 空气波
温热小腿按摩仪 , 热压舒缓热敷按摩仪 , 多功能气压热敷按摩仪 , 手部 SPA 按摩器
Smart muscle fascia gun.,Portable fascia gun.,Smart cervical massager.,Beauty hand treasure 
massager.,Love warm palace treasure.,Smart knee protection.,Air wave warm calf massager.,Hot 
pressure soothes the massager.,Multi-functional air pressure heat massager.,Hand SPA massager.

简介 /Company Profile:
【喜来康】品牌隶属于深圳市东吉联电子有限公司，公司创建于 2003 年，是一家 14 年来专注于医疗
健康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中型企业，是国内较早生产按摩产品的研发生产基
地之一。作为一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拥有独立办理进出口权业务的能力；目前实际运营厂房
面积 2 万平方米，具有先进的生产、检测设备、专业的实验室。可为全球国际品牌 OEM、ODM 业务合
作提供强有力的产能保障和品质保障。

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2 号馆）
FUJIAN NANPING NANFU BATTERY CO.,LTD

详细地址：福建省南平市工业路 109 号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物联碱性电池 , 传应物联纽扣电池 , 传应充电纽扣电池
IoT ALKALINE BATTERY,IoT CELL BATTERY,RECHARGEABLE BUTTON BATTERY

简介 /Company Profile:
南孚是全球知名的小电池专家，也是中国电池市场的绝对领导者，连续 28 年销量第一。
南孚拥有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及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系福建省高效能电池重点实验室，也是深圳
物联网协会唯一官方指定的物联电池研发生产基地。拥有电池技术专利 406 项，参与制定 22 个国
家标准和行业技术标准，始终坚持自主创新，引领行业发展。2020 年南孚成立集团公司，并推出全
球首款物联电池 -- 传应。针对各种物联电器和智能穿戴设备，可提供碱锰纽扣电池，碱性电池、锂
离子电池，充电纽扣电池等大容量物联电池产品，让万物互联，一呼百应。
Nanfu is a well-known small battery expert in the world and a leader in China's battery market, 
with the first sales volume for 28 consecutive years. In 2020, Nanfu set up a group company, 
and launch Chuanying, the world's first IOT battery. Chuanying has developed the fastest 
charging TWS headset battery, high-energy lithium-ion battery, alkaline manganese button 
battery, lithium sub battery and other chemical system IOT battery products for various IOT 
appliances and intelligent wearable devices.

2A18

2A26

中国
2355761191@qq.com
http://www.chinacincom.com

中国
huamign.wu@nanfu.com
https://www.nanfu.com

深圳市森阳智能制造装备有限公司
Shenzhen Sunyoung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Co., 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和一社区锦绣路百韵工业城 C 栋 2 楼西侧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在线式螺丝机 , 视觉 LED 功能测试机 , 喷涂机 , 全自动灌胶机
Online screw machine,Visual LED function tester,Spraying machine, 全自动灌胶机 全自动灌胶
机 Full automatic glue filling machin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森阳智能制造装备有限公司专业从事 SMT 高速贴片机，视觉定位自动锁螺丝机，AB 胶自动灌
胶机，点胶机，喷涂机，以及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研究及制造，拥有多项设计发明专利，以及新型
实用专利，公司拥有大批高学历，实践经验丰富的自动化工程师，机械工程师，软件工程师 , 流体控制
工程师，及工程制造专家；具有非常丰富的 AB 胶自动配比灌注及各种三防漆喷涂设备的生产经验，
与多家国际知名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多项技术处于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Shenzhen Sunyoung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Co., Ltd. specializes in the 
research and manufacture of SMT high-speed mounting machine, visual positioning 
automatic locking screw machine, AB glue automatic filling machine, dispensing machine, 
spraying machine, and various non-standard automatic equipment. 
It has many patents for design and invention, as well as new practical patents. 
The company has a large number of highly educated people. Has a very rich experience in 
the production of AB glue automatic mix pouring and various three-proof paint spraying 
equipment, with a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well-known enterprises to establish a good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a number of technology in The industry is in a leading position.

2A32

中国
xujing@szsunyoung.com
http://www.szsunyoung.com

浙江贝立凯科技有限公司
Zhejiang beilikai Technology Co., Ltd.

详细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东冠路 555 号谷丰大厦 13 楼 1321 室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贝立凯眼部按摩仪
Beilikai eye massage instrument

2B18

中国
576936203@qq.com
http://www.belik.cn/



展商简介 / Exhibitor Profile 展商简介 / Exhibitor Profile
展位号 / Booth No.: 展位号 / Boot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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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Company Profile:
浙江贝立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是一家专业生产便携、智能、小型、家用电子健康产品
的企业。
公司本着为顾客创造价值、为经销商提供平台、为社会创造就业的理念，已经帮助近 20 万人实现
了就业，帮助数万家实体企业实现了转型。
公司以“以人为本，团结协作，永为先驱，成就客户”为核心价值 , 希望通过专业水平和不懈努力 , 帮
助更多的人实现就业、获得健康的生活。
贝立凯旗下拥有多款产品：贝立凯系列、凯硕系列、贝立凯 N1。
自运营以来，贝立凯旗下产品获得了广大用户的一致好评，销售和服务网络也已遍布全球！
未来公司将不断的推出新产品，使更多的健康产品走进每一个家庭，为人类的健康保驾护航！
Zhejiang beilikai Technology Co., Ltd., founded in 2014,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of 
portable, intelligent, small and home electronic health product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creating value for customers, providing a platform for dealers and 
creating jobs for the society, the company has helped nearly 200000 people to get jobs and 
tens of thousands of real enterprises to realize transformation. 
The core value of the company is "people-oriented, unity and cooperation, always being a 
pioneer, and achieving customers". 
We hope to help more people achieve employment and healthy life through professional 
level and unremitting efforts.
Beilikai has a number of products: beilikai series, Kaishuo series, beilikai N1.
Since its operation, its products have been highly praised by the majority of users, and its 
sales and service networks have been 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 
In the future, the company will continue to launch new products, so that more health 
products into every family, to protect human health!

戚如嬅耳纹科技
QRH  ear pattern technology (Shenzhen) Co., 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百合星城一期商铺 59 号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耳纹大健康 ---- 全息健康防控仪 , 耳纹 Ai 识别系统 , 耳纹大健康智能耳机 , 耳纹区块链技术
Great health of ear lines -- holographic health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strument,Ear print AI 
recognition system,Ear print big health smart headset,Ear print blockchain Technology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戚如嬅耳纹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是一家隶属于香港耳纹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旗下有耳纹创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眼前一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耳纹科技致力于创新技术开发、产品发明、解决方案设计及实施的高科技公司。公司专注于以耳纹为
信息传递介质，为健康，安全，医疗，金融、安防、家用电器，通信行业提供全新的智能耳纹解决方案
和产品，为人类带来更加健康，安全、便捷、绿色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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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1053927313@qq.com 
www.qrhewkj.com

耳纹的专利申请总量超过 180 件，授权专利超过 100 件，其中，耳纹的专利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申
请量占该领域专利申请总量的 90%。
耳纹对生物科技未 来的设计，包括深度空间、机器自觉与终极互联三大特征。通 过整合 全球创新
资源，设计未来、实现未来、分享未来进行跨代创新，推动时代变革。
2018 年，公司成为全球发明专利首位耳纹远程识别健康解决方案提供商。
2019 年，公司在全球首次发明耳纹全息再生仪，全息健康防控仪，全息眼科防控仪，将智能耳纹技
术应用在健康领域并全面推广。
2020 年 5 月，公司在全球首次发明耳纹智能穿戴耳机，将智能穿戴技术应用在健康领域，给人们的
健康生活方式带来更安全便捷的体验。
2020 年 8 月，公司上线耳纹 AI 开放平台，将公司在多年在中医、西医、自然医学，健康行业人工智
能的成果向业界开放，共享 ，共建人工智能 AI 大健康产业链。
2020 年 9 月，公司在上线 MANAS 健康产业分布式区块链存储系统，实现了健康数据上链、健康数
据的分布式存储，为健康行业数据分享、数据交换打下基础。
2020 年 10 月，公司在全球首次发明耳纹 MANAS 色光远程修复系统，利用声音，颜色，光波、频率
的振动，对视力保健、人体健康进行调节。
结合公司耳纹远程识别系统。实现远程无接触诊断，无接触修复，形成健康行业的生态闭环。
耳纹的愿景：改变世界的创新
耳纹的使命：开创耳纹时代，尽享智慧生活。

小甑科技有限公司
Xiaozeng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中国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富康路 6 号宝能智创谷 B 栋 503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小甑低糖炊 
xiaozeng low sugar cooking

简介 /Company Profile:
小甑科技：专注健康生活科技研发“更健康、更便捷”是小甑科技的产品理念。
“让人类轻松拥有更健康生活”是小甑科技的愿景，利用创新科技，解决人类生活的痛点，倡导健康
生活。
利用现代科技智能创新、智慧创造，解决人类生活的所需。
我们是全球第一家低糖、控糖、便捷测糖的大健康生态链公司。
Product Concept: 
focus on healthier and more convenient health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Zentec Vision: 
the world's first great health eco-chain company of low sugar, sugar control, convenient sugar 
measurement and blood glucose data management!
Zentec Mission: "make it easy for human beings to live healthier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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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313448455@qq.com 
www.xiaozengtech.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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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亮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Liang Jia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公明镇大围沙河工业区 B2 区 11 栋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医疗电极片 
Medical electrode

天津惊帆科技有限公司 
Tianjin Jingfan Technology Co., Ltd.

详细地址：天津市滨海高新区海泰创新基地 B9-501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JFH141 健康监测模块 
JFH141Health monitoring modul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天津惊帆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1 月。公司自成立以来专注设计和生产健康检测核心组件，帮
助其他厂商的产品快速实现健康数据监测功能；同时还为厂商提供健康数据分析的云数据服务。
惊帆科技是经国家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拥有多项专利保护、软件著作权
及商标注册，并通过 ISO9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惊帆科技拥有资深专业的独立研发团队，研发成员占全体员工的 70% 以上，团队核心成员均从事研发
超过十年，并与高校、研究所合作，在综合生物传感器、智能硬件、人工智能与云技术等方面均有着非
常丰厚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并结合医学与生理信息，实现全方位的生理信息采集与解读，提高疾病治
疗及预防效果。惊帆致力于从实时健康监测切入，打造全方位健康监测及疾病预防体系，通过精准的“端
+ 云”模式，使用户、B 端客户、政府端多方受益。切实通过准确监测及预警，提高用户生活质量，降低
生命财产损失通过高新科技让人们生活更健康美好。
惊帆科技目前已开发出多种脉搏波监测产品，JFH141 健康监测模块，一体化健康监测模组，指夹式健
康监测仪，USB 评估套件等，并开发了配套基于 PC、手机、电视端的应用软件，向用户提供十余项指
标输出、异常警示、脉搏波图形输出、心率间期散点图（常用于心功能分析）、心率变异性输出（精神压力、
睡眠、疲劳判断）、输出体检报告、云端长期记录、云端联网报警，以便用户快速评估健康状况。
目前惊帆已经批量化生产，得到了海信、TCL、海尔、京东健康、东风日产、乐摩吧、妙健康等众多国内
一线品牌使用，并且有部分美国客户可正在落地应用。产品落地后每年实现 3 倍左右销售额增长，预
计未来 3-5 年仍能保持 3 倍左右的年增长，云端数据量预计 2020 年底可以突破 1000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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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hengcx@163.com 
http：//www.bmxl88.com

中国 
liaihua@jingfantech.com 
http://www.jingfantech.com

爱奥乐医疗器械（深圳）有限公司 
Bioland Technology Co., 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宝龙五路尚荣科技园 G 栋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智能血压计、血糖仪及其耗材、红外线体温计等等 
Intelligent sphygmomanometer, blood glucose meter and its consumables, infrared 
thermometer and so on

简介 /Company Profile:
爱奥乐医疗器械（深圳）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家用健康医疗器械产业。
企业成立之初就明确了立足本土、着眼国际的经营战略，为实现与国际市场的对接。
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爱奥乐医疗已发展成为一家极具科研创新的高新产业集团，旗下专属爱奥
乐和脉宝两大自主品牌。其总部位于深圳市宝龙工业区，主体基地运营面积达 6,000 多平方米。
现代产业竞争，实力是检验企业发展的惟一标准。为了强化以技术为主导的核心竞争优势，爱奥乐医
疗独立建造的无尘车间已取得血糖试纸生产的资格证号；全速运转的大型组装流水线，可以充分实
现一体化产品生产作业，从而可满足高成长的市场需求。
为确保产品性能的持续稳定，爱奥乐医疗在严格遵循 ISO13485 质量规范的基础上于 2011 年导入
TQC 全面品管体系，以提高产品的可靠性及信任度。
基于海外市场的优势及对国际市场敏感度，爱奥乐医疗已成功开发云健康平台，并逐步开发出具备
蓝牙、GPRS 远程传输的血压计和血糖仪，让用户对血压血糖进行更加专业化的管理，并建立出从个
人到家庭，从家庭到医生，从医生到医院的新型健康管理模式。
爱奥乐医疗已具备专业的 APP 智能客户端，便于用户进行科学规范的数据管理和分析。
大数据时代下的爱奥乐医疗，正以一种新型的医疗理念引领时代的潮流，并始终践行着以科技创新，
为人类健康服务的崇高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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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huanan@bioland.com.cn 
http://www.bioland.com.cn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亮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4000 ㎡面积独栋厂房，坐落于深圳市光明新区大围
沙河工业区，距离龙大高速、南光高速 3km, 距离光明城高铁站 8km。
亮键电子专注服务薄膜线路印刷。主要产品有按摩电极贴、医疗电极片线路印刷、脑部电极片，触
摸薄膜开关线路等。
主要原材料均采用进口材料，如日本十条绝缘油、韩国昌兴公司银浆、美国埃其森银浆、GE PC、 杜
邦 PET 等性能稳定的原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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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乐（广州）智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Belle（Guangzhou）Intellig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太平洋工业区第 140 号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护颈仪 ,AI 智能护眼仪 , 量子睡眠仪 , 电动新风口罩 , 红外体温计 
Neck protector, AI Intelligent eye massager, Quantum sleep instrument, Electric fresh air 
mask, infrared thermometer

简介 /Company Profile:
贝乐（广州）智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司成立于 2017 年 ，是国家卫计委基层医疗会员单位，广州博纳
电子行业协会执行会长单位。自成立以来，专注家庭云智能健康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拥有完整
健康服务体系。自主产品有红外体温计，电动口罩，智能护眼仪，智能护颈仪，量子睡眠仪、云血压计、
获得 20 余项国内外知识产权专利证书。2020 年 1 月 27 日，广州市人民政府调集贝乐火速全面复工
生产红外体温计共抗疫情，2020 年 3 月 , 贝乐荣获中国工信部共抗疫情红外线体温计重点物资保
障单位。目前公司生产的红外体温计 CK-1501 和 CK-T1503 已销往美国 , 加拿大 , 法国 , 意大利 , 英国 ,
土耳其 , 安哥拉 , 尼日利亚 , 塞内加尔 , 南非 , 印度 , 印尼 , 澳大利亚 , 乌拉圭 , 巴西 , 秘鲁 , 马来西亚 ,
新加坡 , 以色列 , 沙特阿拉伯 , 俄罗斯等 100 多个国家，产品已获得 FDA CE FCC RoHs 认证 / 注册，
SGS 检测等。
为响应国家积极推荐大健康产业的发展，贝乐借力人工智能和互联网 +，改变传统的制造企业模式，
建立了互联网 + 云服务 + 大数据的全新的大健康商业模式：打造品牌实体店连锁经营，大数据全网
精准宣传推广，传播健康理念，构建智能健康体验馆！ 
贝乐健康、智能互联，活出健康、活出快乐！为响应国家积极推荐大健康产业的发展，尤其是 2018
年 8 月 28 日习近平主席作出指示 青少年近视防控刻不容缓。让我们明确了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关注国家青少年视力健康问题，为青少年视力健康做出贝乐的一份努力！
 贝乐自主创导的“云 - 管 - 端”健康及家庭健康信息化服务模式，智能互联的健康服务体系；现已开
始与广电、移动、电信、联通等运营商合作，打造以电视、手机为入口，多屏互动辅助，“天天健康”
应用为核心的家庭健康综合服务平台，专注服务于家庭的健康及诊疗需求；覆盖终端家庭未来可达
亿万级。
Bella (Guangzhou)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It is a high-tech &intelligence 
enterprise Specializing in R&D, design, production, With completed health service system. 
main in Infrared thermometer,Intelligent electric mask ，AI eye massager, AI neck massage, 
AI sleeping massager, Cloud sphygmomanometer Products, 0ver 20 kinds of patents and 
certificates approved, It is the member of the China Primary Medical Care of the State Health 
Planning Commission. On 27th, Jan,2020,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Guangzhou City sent 
Bella company back to produce infrared thermometer against Coid-2019 from Chinese new 
year holiday, It is authorized Key material Fight against covid-2019 company of infrared 
thermometer by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 China in March,2020.  FDA 
CE FCC RoHs certificate/registration, SGS Inspection approved, Infrared thermometers were 
sold to USA, Canada, France, Italy, UK, Turkey, Angola, Nigeria, Senegal, South Africa, India, 
Indonesia, Australia, Uruguay, Brazil, Peru, Malaysia, Singapore, Israel, Saudi Arabia and 
Russia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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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汇侨电子有限公司 
XIAMEN HUIQIAO Electronics Co., Ltd. 

详细地址：厦门现代物流园区（保税区）象兴四路 22 号象屿大厦 5B1、5B2 室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睿科思舒眠仪 
RUICS sleeping aid instrument

简介 /Company Profile:
厦门汇侨电子有限公司致力于研究睡眠产业中的非药物、物理理疗相关产品开发和生产，目前是中国
睡眠研究会的会员单位，同时也是中国睡眠产业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单位。RUICS 睿科思，厦门汇侨
电子有限公司旗下健康睡眠产品，以“给您带来安心睡眠与健康”为使命，致力于智能睡眠健康产品开
发，主要产品：舒眠仪、助眠仪、一贴睡、颈椎按摩舒 U 枕。选择睿科思，拥有好睡眠。

深圳绿食宝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Greentes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三路 1 号 招商局港口大厦 4 楼 411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绿食宝家庭便携式检测仪 
greentest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绿食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6 年在中国深圳成立，专业从事蔬果、肉类、水质、环境辐射安全检测
仪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最初于 2006 年成立于俄罗斯，并于当年研发并销售了第一代绿食宝食品检
测仪，后曾在中国香港、深圳等地开设分公司。公司致力于改善人们生活质量，让更多的人享受绿色健
康生活。我们的专家团队来自于世界各地，包括俄罗斯、台湾、美国、香港等。并且与俄罗斯知名大学（圣
彼得堡国立大学航天学院、以 AF Mozhaiskii 命名的军事航天学院，以及鲍曼莫斯科国立技术大学等）
的科学家、研究人员保持着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共同为大家打造一个安心饮食、健康生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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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767316165@qq.com 
http://www.xmfijo.com

中国 
joe@greentest.cn 
http://www.greentes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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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唯也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weiyen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详细地址：广州科学城 TCL 创意产业园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筋骨健康仪 
healthy test equipment

简介 /Company Profile:
广州唯也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致力于健康仪器的研发，设计，销售，经过二年的发展，公司现已成
为高频振动，脉，穴，络，三种功效达到塑身，瘦型，筋骨康复的健康仪。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7 月 17 日，
深耕健康领域二年多 ，从最初按摩器嵌入集成系统电子电路到 AI 技术研发，不断地试验、测试、体验
进行改进技术方案，与健康仪器的原理摸索，从专利，设计，开模、研发，部分加工到营销，全产业链塑
造新的消费需求与健康新理念。 
Guangzhou weiyen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esign,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health equipment. After two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company has become a health instrument with high frequency vibration, 
pulse, acupoint and collateral, which can achieve the functions of body shaping, thin shape 
and muscle and bone rehabilitation. Change the traditional massage techniques, reduce the 
side effects of medication. Founded on July 17, 2017, the company has been deeply involved in 
the field of health for more than two years. From the initial massage device embedded into the 
integrated system electronic circuit to AI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e company 
continuously tests, tests and experiences to improve technical solutions, explores the 
principle of health instruments, from patent, design, mold opening, R & D, partial processing 
to marketing, and shaping new consumption demand and new health concept in the whole 
industry chain.

信利仪器（汕尾）有限公司 
TRULY INSTRUMENT LTD.

详细地址：广东省汕尾市东冲路北段工业区第二厂区仪器市场部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信利电子血压计 DB66-2, 信利电子体温计 TET-331C, 信利体温计 , 信利仪器电子血压计 
TRULY Electronic sphygmomanometer DB66-2,TRULY Electronic thermometer TET-331C, 
INFRARED THERMOMETER,Electronic Blood Pressure Monitor

2C21

2C22

中国 
2041866646@qq.com 
guangbukexue.xin

中国 
chenjunxian.sale@truly.com.cn 
http://www.trulyin.com

深圳市婕妤达电子有限公司 
Shenzhen Jieyuda Electronic Co., Ltd.

详细地址：深圳龙岗区龙岗街道新生社区低山北路 1-1 永盛达工业园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助听器 
hearing aid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婕妤达电子有限公司位于充满活力的创新之城深圳市龙岗区，成立于 2016 年 6 月，由原深圳
建志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耳机部演变而来。是一家集创新型产品设计、研发、生产、
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专业生产商。拥有行业技术领先的研发团队、完善的医疗品质管理体系，公
司管理团队拥有近 10 年的医疗生产管理经验，致力于为老人的幸福安康打造更有力的医疗保障！
婕妤达电子拥有医用耳内式助听器、医用耳背式助听器、盒式助听器三大类产品注册证 , 耳内式助听
器 20 万个 / 月，耳背式助听器产能 30 万个 / 月，盒式助听器产品 15 万个 / 月。公司拥有最新助听器
检测仪器（FONIX 8001）, 公司产品通过 CFDA、CE、RoHS 等质量检测，目前公司的产品已远销全球
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还具有产品定制的特色服务，长期与国内外各大电商密切合作，将最新的市场
需求与我们的研发能力相结合，迅速的推出更适合客户的需求，强大的研发团队，拥有十几年研发经验
的工程师，让客户的想法变成产品。
公司秉承“认真做事，诚信做人”的宗旨，以“质优价宜，顾客为尊”为原则，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优
质的产品，面对未来，我们充满信心和热情！ 我们将抓住机遇不断完善自己，与各界朋友携手共进。

2C25

中国 
2571237212@qq.com

简介 /Company Profile:
信利集团 1978 年创立于香港，1991 年在香港成功上市 ( 信利国际 00732HK)。
信利集团全资子公司之一的信利仪器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始专注于电子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制
造及推广销售，主要产品有血糖测试仪、电子血压计、红外线耳温计、红外线额温计、电动牙刷、电动
清洁刷等，在国内建有符合 GMP 认证的标准厂房，产品已通过多项极具权威的质量标准和医疗器械
专业标准的国际认证等。

广西优尼康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GuanZhou Unikiton Medical Technology Co., Ltd

详细地址：广西桂林市临桂区华为信息生态产业合作区 5 栋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智能空气消毒机 , 智能护理机器人 , 曲度邦颈腰椎牵引仪 
Smart Air Disinfection Machine,Smart Incontinence Cleaning System,Posture Pump

2C26

中国 
henrywong@sgtmedical.com 
www.unikit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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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携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xie kang network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五路万维大厦 5 层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2C28

中国 
liming@xiekang.net 
http://www.xiekang.net

简介 /Company Profile:
优尼康通集团成立于 2009 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集团化高新技术。
公司研发中心和深圳龙华区，生产基地分别位于北京大兴生物医药基地、广州花都 2.5 产业园区，以
及桂林华为信息产业合作区，并在全国多个城市设有分、子公司。
公司依托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朝阳医院等多家科研院所和医疗机构，坚持实施“走出去，
引进来”战略，加强国内外合作，具有国际一流的医疗及智能科技领域研发生产能力。
广州优尼康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隶属于优尼康通集团旗下，致力于医用灭菌产品及康复理系列产品疗
的研发与生产，拥有国际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检测仪器。
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智能护理机器人，可自动清洁老年人、伤残、智障和无知觉病人在轮椅和床上的大
小便，给失能人群贴心关怀，降低医护人员工作强度，提升养老品质。
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智能空气消毒机系列产品采用国际领先的光触媒技术已申报多项国家专利，大大
提高了传统光触媒在应用上的效率和稳定性。
公司质量管理体系健全，已通过欧盟 CE 认证、ISO13485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并以品牌战略为指引，以产品质量为基础，以高效服务为保障，争做中国医疗器械行业最佳服务商。
Unikiton Group was officially established in 2009. The registered capital is RMB 20 million. 
Unikiton was approved to produce and sale class I, class II and class III medical devices by 
China Stat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s a high-tech enterprise Unikiton specialized in Research & Development, Produce and sales 
of the medical devices. The branch companies were located in different cities in China.
Guangzhou Unikiton Medical Technology Co., Ltd. Was founded in 2009, is a National high-
technology enterprise which integrating R&D, design, manufacture and sale of the sterilizing 
products and air disinfecting devices . 
It affiliated to Unikiton Group, and it was approved to produce and sales the class I and Class II 
medical devices by the state food and drug regulatory department.
The Intelligent Air Disinfection Machine is independently developed and produced by Unikiton 
adopts the international leading photocatalyst technology. 
At present, the products have been declared many national patents. 
This series products has greatly improved the efficiency and stability of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photocatalyst.
With sound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Unikiton has already acquired ISO13485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and CE, RoHS, FCC Certification for products.
Based on the brand strategy, quality and service, Unikiton strives to be the best service 
provider in China's medical device industry.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携 康 健 康管 理 一 体 机 XKZN-K900, 携 康 智能 全 科诊 疗工作台 XKZN-B800, 携 康 移动 全 科工作 站 
XKZN-E100, 携康健康管理一体机 XKZN-A300, 携康健康管理一体机 XKZN-B500, 携康健康管理一
体机 XKZN-B600, 携康健康管理一体机 XKZN-C200, 携康便携式健康管理一体机 XKZN-D100, 携康
智能学生体检机 XKXS-9100A   
XIE KANG Integrated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XKZN-K900,XIE KANG Intelligent general 
practic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able XKZN - B800,XIE K ANG Mobile General Medical 
Workstation XKZN - E100,XIE KANG Integrated health management machine XKZN - A300 
(management center), XIE KANG Integrated health management machine XKZN - B500 (healthy 
community edition), XIEKANG Integrated health management machine XKZN - B600 (healthy 
community edition), XIEKANG Integrated health management machine XKZN - C200 (healthy 
community edition),XIE K ANG Portable health manager system XKZN - D100,With kang 
intelligent students medical machine XKXS - 9100 - a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携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是一家集智能医学检测设备研发生产、医疗健康应用
软件开发及 AI、健康云等“互联网 + 医疗健康”解决方案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与双软认证企业，
也是深圳首批“互联网 + 医疗健康”领军企业。公司专注于精准健康管理领域，引进德国先进的技术
开发平台，组建了强大的硬、软件研发团队，与国内多家知名医学研究院校合作，目前获得发明专利 3 项、
实用新型 8 项、各类知识产权 148 项。公司自主研发生产了健康管理一体机、家庭医生签约管理一体机、
全科医生工作站 ( 硬件 +SaaS 应用 )、智慧医养一体机等医学检测设备，广泛应用于基层公共卫生服务、
智慧养老、学生健康管理、员工健康管理、健康管理服务机构等多个领域，目前已为超过 5000 家客户
提供了完善的健康管理解决方案，并获得客户一致好评。
2015 年，公司斥资 5000 万打造智能健康设备生产基地，在武汉光谷成立了控股子公司⸺武汉携康
智能健康设备有限公司（医疗器械 GMP 认证生产企业），夯实了制造基础，迈出了发展中最坚实的一步。
2017 年，公司获得深圳市科技金融服务中心首轮股权投资，进入快速发展期。
2018 年，公司自主研发了集线下健康检测、线上健康互动、线下综合服务为一体的精准健康管理平台
⸺携康 e 加，是国内首个以个人健康档案、健康监测结合自我参与的移动互联网健康管理平台。目前，
携康 e 加在线用户数量已突破百万，为用户带去了良好的健康管理体验。
2020 年，公司斥资 4 亿元打造携康医学科技产业园，将医学产业上下游企业聚拢，形成了共赢、高效、
活跃的健康产业生态圈。
Shenzhen with kang network technology co., LT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with kang") was 
established in 2011, the registered capital of 11 million, as a leading health management solutions 
to business and services, focusing on the precise health management, health management is the 
most complete, end-to-end solutions, product lines and fusion for the grassroots community, 
institutional and corporate clients provide innovative health management solutions and 
intelligent terminal equipment, is set intelligent medical testing equipment production, health 
management application software development, cloud health "Internet + solution" service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high-tech enterprise and double soft certification enterprises. At 
present, with kang has amounted to hundreds of staff members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ersonnel accounted for 80%, bachelor degree or above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90%.
Company was founded in 2015 in wuhan optical valley investment holding subsidiaries - 
wuhan with intelligent health equipment co., LTD., production area of more than 10000 square 
meters, is an important production base with kang and senior sales service center in central 
China.In 2017, shenzh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ial services centre equity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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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邦健生物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 Biocare Bio-Medical Equipment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金沙社区金辉路 16-1 号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便携式心电图机 iE 10, 动态心电 / 血压记录仪 iH-12PLUS, 胎监遥测方案 
Mobile ECG iE 10,Ambulatory ECG System iH-12PLUS,Fetal Monitor SmartFM

简介 /Company Profile:
邦健医疗的前身深圳市邦健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 年，2012 年改制为深圳邦健生物医疗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 2015 年 12 月 18 日登陆新三板。
邦健医疗自诞生之日起，肩负精心呵护天下心的崇高使命，怀着有心跳的地方就有邦健的伟大愿景，业
精于心，20 年来，专注于心脏电生理类医疗器械产品领域，潜心研究 、精心制造。
因为专心，所以专业！邦健医疗在心电领域拥有发明专利 20 项，实用新型和外观专利 27 项，自主研发
的符合国际标准的心电分析算法，综合分析精确度高居世界前列，邦健心电产品遍布全球。
因为专心，所以专业！ 
邦健产品涵盖：心电系列、监护系列、除颤系列、母婴系列、心电网络系统等五大类产品，深圳市数字
式心电图机产业化示范基地、国家心电技术改造项目、国家心脏电生理类医疗器械产品产业化基地、
中国心电图规范化培训基地相继落户邦健医疗。
Established in 1996, Biocare is one of top medical equipment manufactures in China. 
Moreover, Biocare is the first digital ECG manufacture in China as well. 
With larger and larger investment for R&D, Biocare has achieved big success with superior 
products, including ECG machines (resting ECG, Dynamic ECG System, PC ECG, etc.), multi-
parameter patient monitor, fetal monitor, infusion & syringe Pump, and 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system. With 22 years development, Biocare has formed large and stable sales 
network in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Biocare is continuously pursuing providing clients with better and better products and service 
based on responsibility and win-win.

深圳极展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Xtretch Technologies ,Co., 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青春路启迪协信科技园 4 栋 508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柔性可拉伸电池 
Soft Batteries

2C30

2C31

中国 
market@biocare.com.cn 
www.biocare.com.cn

中国 
jeff@xtretch.cn 
http://www.xtretch.cn/

江苏康尚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Konsung Bio-Medical Science &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江苏省丹阳市开发区圣昌西路 8 号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便携式多参数健康管理一体机 
Multi-parameter health examination system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江苏康尚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位于江苏省丹阳市开发区，是一家致力于基层医疗健
康事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在江苏丹阳拥有生产和售后服务中心，在深圳设立产品和技术研发中心，
在南京设立营销中心，在全国各个主要地区设有分公司、办事处或售后服务驻点。公司围绕基层医疗建设，
医疗信息化建设为核心业务目标，目前具有家用健康、移动医疗、POCT 体外诊断等系列产品。康尚秉承
“让天下人乐享健康”为中心，通过不断打造优秀的互联网技术、运营服务、专业医学服务、产业生态经
营，提高最基层诊疗单元的生产力，建立医用健康一体机 + 家庭健康设备 + 医疗服务 + 互联网化的基层
医疗机构服务生态，构建基层卫生核心竞争力，促进分级诊疗和国家医改政策的有效落地，为签约家庭
医生提供更多的便携设备和方式，为居民提供随时随地的立体式健康关怀。康尚具有完善的医疗器械生
产和销售资质，先后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ISO13485 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 环境
管理体系等权威认证，是中国最大的基层医疗设备供应商和健康一体机行业标准发起单位之一。
Founded in 2013, Konsung Medical Group is an innovative technology company focused on home 
healthcare, primary care, Internet healthca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large health ecosystem. 
Konsung integrates R&D, manufacturing, sales and service, with its own brand of Konsung. Its 
headquarters is located in Jiangsu Danyang, a R&D center in Shenzhen, and a marketing center 
in Nanjing,. The products cover range of  home care series, primary medical series and mobile 
medical series. Konsung has established a comprehensive marketing network both in China 
and overseas. Its products are exported to Asia, America, Europe, Africa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It has established  sales network in 29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across China and has flagship stores in large domestic online trading platforms.

2C32

中国 
yangkai@konsung.com 
https://www.konsung.com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极展科技是一家专注于柔性可拉伸电子器件设计与制造的高科技创新公司。目前公司已经开发出柔性
可拉伸的可充电电池。电量从 50 毫安时到 20000 毫安时。这是世界上最大电量的柔性电池，也是唯
一量产的可拉伸电池。公司另一核心产品是可拉伸弹性导线。以这两个产品为核心，通过将最先进的
定制化传感器芯片与无线通信技术进行特殊连接，极展科技还将继续开发真正舒适的可穿戴医疗与健
康电子产品，智能皮肤，智能服装等一系列产品。
Xtretch Technology is a high-tech innovative company focusing on the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flexible and stretchable electronic devices. At present, the company has developed flexible 
and stretchable rechargeable batteries. The power is from 50 mAh to 20000 mAh. This is the 
world's largest flexible battery and the only stretchable battery produced in mass production. 
Another core product of the company is stretchable elastic wire. With these two products as 
the core, through the special connection of the most advanced customized sensor chip and 
wireles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we will continue to develop truly comfortable wearable 
medical and health electronic products, smart skins, smart clothing,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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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威远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Weiyuan Precision Technology Co., 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玉律村第六工业区 20 栋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GSX 系列钢模组 
GSX series steel modul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威远精密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研发生产滚珠丝杆、直线导轨、直线运动单元、机械手和工业执
行器等产品 , 并提供成套自动化解决方案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在华南、华东、北京及西北片区设
立营销及服务中心，拥有一流的研发团队和自主知识产权。公司拥有完善的销售网络，产品销往全球
30 多个国家。旗下拥有二大著名品牌“WEIYUAN 威远”和“WARNER 华纳”，现已成为中国领先的直
线运动产品和自动化解决方案供应商。

北京康道腾达国际医学研究院 
Beijing kangdao Tengda International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详细地址：北京市大兴区新华大街波普中心一号楼八层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智慧医疗、康复理疗器械、按摩器材、养生用品 , 热疗按摩 , 智慧医疗 
Intelligent medical treatment, rehabilitation physical therapy equipment, massage 
equipment, health care products,Thermotherapy and massage,Intelligent medical treatment

简介 /Company Profile:
非药物疗法是先人赐予后辈的瑰宝，北京康道腾达国际医学研究院是一家集收整理民间中医文化、研
究传统中医养生理论及现代科技于一体的创新型企业。为缓解当代人类普遍的大健康问题，推出一系
列养生产品，帮助人体推动循环预防病、恢复体能、增强体质。治未病”作为《康道腾达》产品研发理念，
将致力于协助构建完备的大健康体系，随一带一路走出国门，服务全人类。
Beijing kangdao Tengda International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is an innovative enterprise 
integrating folk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alth 
theory and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general health problems 
of contemporary human beings, a series of health care products are launched to help the 
human body promote circulation, prevent disease, restore physical fitness and enhance 
physical fitness. As one belt, one road is to cure the disease. "Kang Dao Tengda" is a product 
development concept. It will help build a complete and healthy system and go all the way to 
serve the whole mankind.

2D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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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380426771@qq.com 
http://www.wy-sz.com

中国 
84951398@qq.com 
http:www.bjkdtd.com

深圳德技创新实业有限公司 
DJM GERMANY GmbH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粤兴五道 9 号北理工创新大厦 5 楼 501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猫咪智能镜
MORE 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DJM 于 2016 年 12 月在德国杜塞尔多夫成立（Halske Str.21, 47877 Willich，Germany）。
DJM 作为一家拥有德国自动化制造技术和庞大皮肤数据案例库的公司，随着德国工业 4.0 的一体化
( 包括网络物理系统、物联网、云计算和智能计算 ) 和中国 IT 软件的快速发展，我们致力于为客户提
供了最尖端、最可靠、最有效的设备，提供高效、系统化的解决方案。
DJM GERMANY GmbH was founded in Germany in 2016. 
Our head office, including administration, factory and storehouse, is located in Willich, North 
Rhine-Westphalia, close to Düsseldorf. 
We are a company who has the current trend of automation and data exchange in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 in Germany! Industry 4.0 includes cyber physical systems, the 
internet of things, cloud computing.

深圳问止中医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Wenzhi TCM health technology Co., 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南商路 80 号矩建大厦龙珠阁 102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中医大脑
TCM brain

简介 /Company Profile:
问止中医是医保定点人工智能中医诊所，起源于美国旧金山湾区硅谷斯坦福校园，中美两地直营连锁，
建设有“问止中医人工智能互联网医院”和“问止中医重症医学中心”。
问止中医在中美两地历时十余年研发出的人工智能中医辅助诊疗系统⸺“中医大脑”，拥有海量名
医智慧经验和千万有效数据案例，并不断从临床中实时学习现代最新的诊疗方法。

2D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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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phoenix@djmiot.com

中国 
30340389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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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科劢迪（天津）电子有限公司 
Nicomatic (Tianjin) Electronic Co., Ltd

详细地址：天津市西青区海泰发展六道 6 号海泰绿色产业基地 L 座 402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Switch' Air 弹片，Crimpflex 柔性排线及连接器组件，高性能微矩形连接器，Nicomatic Switch’Air 
Dome & Dome Array，Nicomatic Crimpflex 柔性线缆组件，Nicomatic  高性能微矩形连接器
Switch'Air Domes, Crimpflex Flexible Connection Components, High Performance Micro-
Connector, Nicomatic 弹片及弹片组 , Nicomatic Crimpflex Flexible Cable Components, Nicomatic 
High Performance Micro-Connector

简介 /Company Profile:
尼科劢迪是一家及研发、制造和销售为一体的，以连接器产品为主的专业厂商。
主要产品有 2.0mm 间距的 CMM 连接器，CrimpFlex 连接器和排线、PCB 连接器、Dome 弹片等，
公司全球员工 200 名，有先进的工艺设备和完善的测试系统，通过 EN9100 和 ISO9001 的质量体系
认证，在中国、美国、巴西、印度有子公司，总部在法国。
Nicomatic is a professional enterprise of connector products, integrating R&D, manufacture 
and sales in one. 
The main products include 2.0mm spacing CMM connector, CrimpFlex connector and winding 
displacement, PCB connector, Dome shrapnel, etc.. 
The company has 200 employees worldwide, with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and 
perfect testing international quality system certifications. 
The headquarters is in France and the company has subsidiaries i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Brazil and India.  

深圳市科瑞康实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Creative Industry Co., 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松白公路百旺信工业区 9 栋 5 层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生理参数检测仪 (PC-102), 生理参数检测仪 (PC-200), 生理参数检测仪 (PC-300), 生理参数检测仪
(PC-600), 生理参数检测仪 (PC-700), 快速心电检测仪 (PC-80B), 动态心电记录仪（ER1), 脉博血氧
饱和度仪 (PC-60B1), 脉博血氧饱和度仪 (PC-60D), 脉博血氧饱和度仪 (PC-60D2), 脉博血氧饱和
度仪 (PC-60FW), 脉博血氧饱和度仪 (PC-60NW), 脉博血氧饱和度仪 , 脉博血氧饱和度仪 (PC-66B),
脉博血氧饱和度仪 (SP-20), 脉博血氧饱和度仪 (PC-68B), 脉博血氧饱和度仪 (POD-2), 蓓丝蒂 AI 盆
底评估治疗仪（AM300B ）, 盆底肌肉康复器（AM-51), 脉博血氧饱和度仪 (PC-60NW-1)

2D20

2D23

中国 
eriol.cho@nicomatic.cn 
http://www.nicomatic.com

中国 
linxiufang@creative-sz.com 
http://www.creative-sz.com

江苏靓动技术有限公司 
jiangsu  babysleep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风动水钉床
The bed of nails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江苏靓动技术有限公司，致力于运动睡眠产品的研究、开发。
公司研发团队经验丰富，主要研发基于互联网云服务的智能穿戴产品和智能健康产品。
本公司即将上市的运动睡眠产品⸺靓动优眠床，综合运用机械、电子和智能控制等技术、通过巧妙
设计而制作，目前已经申请多项专利。

2D26

中国 
dstway@126.com

Spot-check Monitor(PC-102), Spot-check Monitor(PC-200), Spot-check Monitor(PC-300), 
Spot-check Monitor(PC-600), Spot-check Monitor(PC-700), Easy ECG Monitor(PC-80B), 
Dynamic ecg recorder（ER1), Pulse Oximeter (PC-60B1), Pulse Oximeter (PC-60D), Pulse 
Oximeter (PC-60D2), Pulse Oximeter (PC-60FW), Pulse Oximeter (PC-60NW), Pulse Oximeter 
(POD-1W), Pulse Oximeter (PC-66B), Pulse Oximeter (SP-20), Pulse Oximeter(PC-68B), 
Pulse Oximeter (POD-2), Postpartum repair apparatus（AM300B ）, Pelvic floor muscle 
rehabilitation device, Pulse Oximeter (PC-60NW-1)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科瑞康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医疗仪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高新科技企业。
公司产品涉及病人监护仪、多参数监护仪、麻醉深度监护仪、生物反馈神经功能重建治疗仪、生物反
馈神经功能重建治疗系统、母亲胎儿监护仪以及各种可穿戴设备及移动医疗终端产品：如健康体检
一体机、可穿戴血压、血氧、体温血糖、心电图一体机、心电仪、血氧仪、胎心仪等等。
公司自 2000 年 1 月成立以来，凭着自主的研发能力、先进的技术、卓越的品质和完善的售后服务，
迅速成长为同行业的领先企业。
公司产品均通过国内医疗器械产品 SFDA 认证 , 欧盟 TUV 的 CE 认证和美国 FDA 批准。
Founded in January 2000, Creative has been dedicating to its vision of "care for human 
health and help improve quality of life".  
The core value of Creative is to adopt strict quality control system in order to provide 
reliable products with competitive prices. 
For the past 19 years, Creative developed its product line from Patient Monitoring, Pulse 
Oximeter to Rehabilitation. 
Now it is embracing the era of mobile health care with latest technologies. 
Up to date, Creative is working with its business partners to help thousands of hospitals 
and home users in over 80 countries and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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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艾修堂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aixiutang Health Technology Co., Ltd

详细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三路 777 号自贸科技金融大厦 22 层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艾修堂智能艾灸盒
Ai Xiutang intelligent moxibustion box

简介 /Company Profile:
艾修堂总部位于湖北武汉，是一家拥有蕲艾种植基地、研发中心、生产工厂、线上线下销售一体化的综
合性大健康企业；长期专注于艾灸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艾修堂传承的是药圣精神，弘扬的是中医文化，但有别于传统艾草企业；艾修堂长期与光谷科研所、药
谷科研中心合作研发，拥有几十项专利技术，上百款创新产品，为传统的蕲艾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艾修堂始终秉承：简单、安全、纯粹的品牌理念，是新式艾灸的践行者，线上线下全渠道运作，精耕健
康艾灸行业多年；艾修堂，全球健康艾灸行业领导品牌

2D27

中国 
344969562@qq.com 
http://www.axtb2b.com

本床原理是钉子浮在水上，每只钉子对身体的压力一致，众多钉子分别承担压力、身体就感觉不到压力。
躺在床上，人感觉不到自身的重量、轻飘飘的像浮在空中，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睡眠的舒适度。
此床是一种被动式运动睡眠的床，不同于其他静止睡眠的床。
能起到促进快速入睡、深度睡眠、解除疲劳、缓解肌肉酸痛、减少身体不适等作用。
可用于家庭、浴室、健身房、养老院、康复机构等地方。。。。
作为一种产品平台，拓展应用空间巨大：
1. 可在床上附加冷、暖、干、湿空气（实现局部冷、暖控制，节省能源）；
2. 可附加香薰、红外灸、各种环境背景音乐等；
3. 可附加相关传感器、相关辅助（震动、摇摆）机构等；
4. 可实现各种运动模式、控制模式等；
5. 可实现运动睡眠、智能监测、智能健康管理等。
jiangsu  babysleep technology Co.,Ltd.

腾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ngfei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江苏省昆山市张浦镇垌坵路 111 号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EMS 智能护腰带 , 心电监测衣系统 , 智能心率衣 ,EMG 智能肌电衣
EMS Smart Belt,ECG smart wear,HR Smart Wear,EMG Smart Wear

2D31

中国 
sales21@e-tengfei.com 
www.e-tengfei.com

深圳市捷泰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Giantstar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 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水田社区宝石东路 123 号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电动起子 , 全自动螺丝锁付设备
Screw driver, Automatic locking screw machin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捷泰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精密电子装配方案提供商。
在螺丝锁付、硬件铆接、防静电处理及精密焊接领域积累多年研发、制造经验。公司拥有雄厚的研发、
制造生产实力并取得多项专业领域技术专利。
销售网络遍布全国十多个省市，可随时为客户提供及时专业的服务。
公司于 2018 年在安徽省安庆市建立 20 亩生产研发基地，已于 2019 年年中投入使用。
新生产基地配备进口精密加工和检测设备，以制造出更精密、高端产品，满足市场需求。
通过近 20 年坚持不懈地专注努力，公司旗下 AUTOCONN、 高电   两个品牌产品已被多家国内外知
名厂商认可。
公司秉承爱心、诚心、恒心的价值和关爱、融合、敬业、发展的精神，不断强化提升品质、效率、专业、
服务的能力。
扎根基础工业，力求真实稳健，创造完美科技，构建美好未来 !

2D32

中国 
shenzhen02@gsktool.com.cn 
http://www.gsk-tool.com

简介 /Company Profile:
1. 腾飞科技创立于 1997 年，是一家以技术创新、技术应用型科技集团公司。
2. 集团总部位于江苏省昆山市，集团旗下 6 个生产基地，2 个研发中心。
3. 集团涉及产业领域包括：
     高端无痕内衣，伸拉特专利 3D 打印贴身功能服装，智能可穿戴功能服饰，创新材料及其应用领
    域等。
4. 集团拥有超过 3000 名员工，年生产能力 5000 万件。
1. TENGFEI Technology founded in 1997, headquartered in Jiangsu Kunshan.
2. TENGFEI was built on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technical applications.
3. Under Tengfei group with 5 finished garment and 3 cup pads subsidiary factories.
4. 2 R&D centers ( in China,Germany).
5. Main products includes:  
    Seamless underwear,  SensElast 3D Printing Garments, Smart Apparels ( Heart rate ),
     EMS functional garments, Sola fiber innovative materials and Sola fiber cups.
6. Totally 3,000 employees.
7. Production capacity around 50 million pieces per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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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贝格美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BGMMED Technology CO., 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福海街道大洋社区中粮福安机器人产业园 7 栋 4 楼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红外体温计 YK-IRT2, 红外体温计 YK-IRT1, 红外体温计 YK-IRT4, 指夹式脉搏血氧仪 , 指夹式脉搏血氧仪
YK-80A, 指夹式脉搏血氧仪 YK-81, 指夹式脉搏血氧仪 YK-80C, 指夹式脉搏血氧仪 YK-88, 指夹式脉搏血
氧仪 C1 LED, 指夹式脉搏血氧仪 C1 OLED, 指夹式脉搏血氧仪 C2, 指夹式脉搏血氧仪 oSport, 指夹式脉
搏血氧仪 K1, 指夹式脉搏血氧仪 oKids( 蓝色、橙色）, 指夹式脉搏血氧仪 YK-82C, 指夹式脉搏血氧仪 YK-
80B, 手持式脉搏血氧仪 YK-820mini, 手持式脉搏血氧仪 oPro, 腕式血压计 YK-BPW1,YK-BPW2, 臂式血
压计 YK-BPA1, 多普勒胎心仪 YK-90C, 紫外光疗仪 YK-6000BT, 雾化器 N2, 雾化器 N3, 雾化器 N4
Infrared Thermometer,Infrared Thermometer,Infrared Thermometer,Finger tip Pulse 
Oximeter,Fingertip Pulse Oximeter,Fingertip Pulse Oximeter,Fingertip Pulse Oximeter,Fingertip 
Pulse Oximeter,Finger tip Pulse Oximeter,Finger tip Pulse Oximeter,Finger tip Pulse 
Oximeter,Fingertip Pulse Oximeter,Fingertip Pulse Oximeter,Fingertip Pulse Oximeter,Fingertip 
Pulse Oximeter,Fingertip Pulse Oximeter,Handheld Pulse Oximeter,Handheld Pulse Oximeter,Wrist 
Type Blood Pressure Monitor,Wrist Type Blood Pressure Monitor,Arm Blood Pressure Monitor,Fetal 
Doppler,UV Radiation Treatment System,Nebulizer,Nebulizer,Nebulizer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贝格美科技有限公司是专注于家用医疗保健产品，包括脉搏血氧仪，脉搏血氧仪产品，血压计，
温度计，雾化器等。是集研发、生产、销售、贸易一体的工厂。

东莞市佳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ONGGUAN EASTWI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观塘路 1 号闽泰科技园 A 栋 1-5 楼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连接线束 , 五金塑胶制品 , 线束接插件
wire harness,Plastic parts  Metal parts,wire harness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我司作为 IT 行业、汽车电子行业、医疗行业以及各种音频、视频、数码产品的硬件供应商，凭借强大
的加工设备与模具制造能力，能够自主开发或来样设计、制造各种高精密塑胶、五金模具、塑胶五金产品、
线束接插件，其中电线电缆产品可满足绿色环保、耐高温、低温、超柔软性能等不同要求，是行业内较
少能够一条龙配套生产的企业之一。
我司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医疗，电池、无人机、电脑、电源、网络通讯、多媒体数码产品、电视、音响、
DVD、空调、办公自动化设备、工业仪器仪表等。

2F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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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1879918372@qq.com 
https://boxym.com/

中国 
eastwin_sales@vip.163.com 
HTTP://EASTWIN.EN.ALIBABA.COM  

深圳市可易亚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KIA SEMICONDUCTOR

详细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天安数码城天吉大厦 CD 座 5C1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发明专利证书 , 发明专利证书 1, 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patent for invention,patent for invention,Utility model patent certificat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公司 05 年成立至今 , 注册资金 1000 万，办公区域达 1200 平方，是一家专业从事中、大、功率场效应
管 (MOSFET)、快速恢复二极管、三端稳压管开发设计，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已经拥有了独立的研发中心，研发人员以来自韩国 ( 台湾 ) 超一流团队，可以快速根据客户应用领域的
个性来设计方案，同时引进多台国外先进设备，业务含括功率器件的直流参数检测、雪崩能量检测、可
靠性实验、系统分析、失效分析等领域。强大的研发平台，使得 KIA 在工艺制造、产品设计方面拥有知
识产权 35 项，并掌握多项场效应管核心制造技术。自主研发已经成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乐磁电子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蒲岐乐清湾港区乐商创业园创新路 6 号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浙江乐磁电子有限公司创立于 1995 年，公司座落于被授为“国家电子元件生产基地”、“国家精密模
具制造基地”的乐清市虹桥镇。我司是一家专业设计开发、制造、销售各类开关、插座的企业，主要产
品有 RS 跷板开关系列、KOR 电流过载保护器系列、MS 微动开关系列、KFC 轻触开关系列，DB 器具
插座系列等各种规格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电源适配器、电脑周边设备、工业设备、
仪器仪表、通讯设备、健身美容设备等各个领域，公司拥有经验丰富的研发、生产管理人。
展望未来，本公司将以过硬的产品质量和完善的服务参与国际化市场的竞争、以更优质的产品质量、
更好的高科技产品，更优惠的价格以及更完善的服务奉献给顾客，力求打造“LECI”国际品牌。
热诚欢迎新老客户惠顾，共求发展，开创焊接设备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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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hyk@kiaic.com

中国 
3520366905@QQ.COM 
www.leci.cn

瑞能医疗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Ruineng Medical Technology (Shenzhen) Co., 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梧桐山艺术小镇传媒集团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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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136307972@qq.com



展商简介 / Exhibitor Profile 展商简介 / Exhibitor Profile
展位号 / Booth No.: 展位号 / Booth No.:

51 52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远程无接触连续心率监控设备：心晓 , 脉冲静脉注射胰岛素疗法
Remote contactless continuous hear t rate monitoring equipment：senviv, Pulsatile 
intravenous insulin therapy

简介 /Company Profile:
瑞能医疗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为一家经营互联网 + 医疗的公司，主打产品是获得中国第一张，全球
第二张医疗器械许可证的远程、无接触心率监控设备“心晓”和心率变异性分析软件，能够提前二周发
现猝死、心律异常和窒息风险，技术在业内领先 3-5 年，可广泛用于老人和心血管疾病患者的高风险
管理。同时瑞能医疗开发了多款医疗量子设备，包括糖尿病、高血压、睡眠和疼痛等，设备无论从原理
还是疗效都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深圳市善德兄弟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Shande Brothers Medical Biotechnology Co., 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翔大道万科大厦 16 楼整层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光神巴德尔
BIOPTRON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善德兄弟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国际性创新医疗服务企业。公司以巴德尔光疗系统为先
导，推出了国内首个人体 4S（一体化综合性健康管理）大型连锁项目，目前已成为国内专业医疗、抗衰、
康复、养生等大健康行业的知名品牌，致力于服务中国市场，走向全球。
Good brothers biological medical technology co., LTD
is engaged in the fields of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iotechnological product 
development, sales of TYPE 1 medical device, domestic trade, import and export; e-commerce; 
database services and management.

深圳市量子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Quantum & Hydrogen Biotechnology Co., 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海天路卓越时代广场 A 栋 2703 － 2704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氢美康便携式富氢机
Hydrogen Meikang portable hydrogen rich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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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1181641821@qq.com 
http://www.bioptron.vip

中国 
13823128191@139.com 
www.hydroqum.com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量子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 总部位于深圳市宝安区前海卓越时代广场，是一家以
氢分子医学技术和量子技术为核心、致力于大健康产业，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 公司成功研发出融合氢分子医学技术、量子技术和负离子技术的氢美康系列产品，包含富氢水杯、
富氢机、便携式富氢机、富氢 SPA 仪、美容喷雾仪、富氢护肤品等高科技健康产品。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同时从市场规划、产品整合、品牌建设、文化理念、社会公益等方面
全方位打造氢分子医学健康产业品牌。公司秉承“满足客户需求、创造企业价值、建立高效体系、实现
幸福生活”的经营理念，以优质的产品、细致的服务、良好的信誉为每一位有创业梦想的加盟商代理
商合作伙伴提供追逐梦想的优质平台，共同为人类健康事业谱写新的篇章。
公司掌握氢健康产品制造核心技术，拥有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及现代化生产线，以及强大的供应链体系，
可以为氢健康行业 OEM/ODM 需求客户提供设计、制造一条龙服务。
Shenzhen Quantum Hydrogen Biotechnology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17, and its 
headquarters is located in the Excellence Times Square in Qianhai, Baoan District, Shenzhen. 
It is a modern high-tech enterprise with hydrogen molecular medicine technology and 
quantum technology as its core, dedicated to the big health industry, and integrating R&D, 
production and sales. The company ha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a series of products of 
Hydrogen Meikang, which integrates hydrogen molecular medicine technology, quantum 
technology and negative ion technology, including high-tech health products such as 
hydrogen-rich water cup, hydrogen-rich machine, portable hydrogen-rich machine, hydrogen-
rich SPA instrument, beauty spray instrument and hydrogen-rich skin care products.
The company has established a perfect after-sales service system,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built the brand of hydrogen molecular medicine and health industry from the aspects of 
market planning, product integration, brand building, cultural concept and social welfare. 
Adhering to the business philosophy of "satisfying customers' needs, creating enterprise 
value, establishing an efficient system and realizing a happy life", the company provides 
a high-quality platform for every franchisee agent partner who has a dream of starting a 
business with high-quality products, meticulous service and good reputation, and jointly 
writes a new chapter for human health.
The company has mastered the core technology of manufacturing hydrogen health products, 
trained skilled workers, modern production lines and strong supply chain system, which can 
provide one-stop service of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for OEM/ODM customers in hydrogen 
health industry.

深圳市康远本草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Kangyuan materia medica Technology 

详细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笋西社区笋岗东路 3012 号中民时代广场 B2103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DGN-1 多功能治疗仪
DGN-1 Multifunctional therapeutic instr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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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242625562@qq.com



展商简介 / Exhibitor Profile 展商简介 / Exhibitor Profile
展位号 / Booth No.: 展位号 / Booth No.:

53 54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康远本草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健康保健产业的现代化企业，已经走过了 17 个春秋，开
创了中医外用发展的新未来，是专业从事中医医疗仪器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子公司，在
医疗器械的设计、开发和生产方面率先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优秀的科技人员，有广泛的高科技资源和
独特的技术优势；开发出了多功能治疗仪、颈椎治疗仪、增效垫等多个系列。过硬的质量管理体系通过
GB/T19001 质量体系和 13485 医疗器械质量体系双重认证，产品荣获国家颁发的重点新产品荣誉证
书和治疗仪创新奖等多项大奖。
公司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医透药疗法的科学性、应用性、安全性，把产品的疗效作为研发的重点，并成立
了中医中药研究所，开垦了种植基地，在《黄帝内经》和《本草纲目》为研究题材的基础上，以中药经
皮渗透为重点突破，成功研制开发了多功能治疗仪，针对慢性病治疗、保健为对象，创造了一个又一个
的健康奇迹。公司产品均吸取了中医“内病外治、对症下药、标本兼治”的精华，从而解决了治疗仪品
种单一、功能不全和服用中药麻烦、见效慢的弊端，真正做到了一机多用、内病外治、直达病灶、速克
顽疾，给患者在使用上带来了方便简单，见效快速，深受广大顾客的欢迎。

广州市宝比万像科技有限公司 
Baobiwanxiang Technologies Co., Limited

详细地址：广州市花都区三东大道花山美东工业园 12 幢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医疗药品管理标识 RFID 解决方案、人脸识别体温防控防疫方案 - 医疗机构应用
RFID solution for medical drug management identif ication, face recognition, body 
temperature control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scheme - Application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简介 /Company Profile:
广州市宝比万像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物联网行业领先的人员识别和物品标识技术、产品和整体解决方
案供应商，集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
宝比万像不断研发与创新共获得专利 217 项，其中国家发明专利 35 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78 项、国
家外观设计专利 86 项，欧盟外观 15 项、欧盟发明 1 项、德国实用新型 1 项和美国外观 1 项。专注于
智能物联网识别领域，主要从事人员识别物品标识技术、RFID 识别技术集成方案及智能终端产品的
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目前宝比万像的一系列产品已广泛用于企事业单位、智慧医院、人员考勤、
生产制造等众多行业领域，深受市场的认可和信赖。
宝比万像将坚持研究与发展，创新让生活更美好！
Baobiwanxiang Technology Co., Ltd. is a leading provider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ndustry in 
China,providing personnel and items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products and total solutions.
It’s a high-tech enterprise integrating R&D, production, sales and technical services. 
Baobiwanxiang has obtained a total of 217 patents,including 35 National Invention Patents, 
78 National Utility Model Patents, and 86 National Design Patents. Meanwhile, Baobiwanxiang 
has obtained a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patents, including 15 EU Design Patents and 1 EU 
Invention Patent, 1 German Utility Model Patent and 1 US Design Patent. Baobiwanxiang also 
owns 44 copyrights issued by the state, including 39 software copyrights. Baobiwanxiang 
has 171 registered brands, including 139 Domestic Brands, 2 Russian Brands, 7 US Brand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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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info@baobiwanxinag.com 
www.baobiwanxiang.com

深圳市智连众康科技有限公司 
SLINPH TECHNOLOGIES CO.,LTD

详细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大道 1970 文化创意产业园 B 栋 211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i 黑密智能激光生发头盔
ihelmet hair growth system laser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智连众康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智连众康；品牌：i 黑密）成立于 2015 年 9 月份，是一家专注于
智能、健康、时尚、养护的移动医疗健康领域的综合服务提供商，专注于现代智能移动医疗健康产品，
拥有健康大数据，新零售的智能化连锁合作经营模式。本着智慧连接大众健康的理念，我司从“头”做起，
公司通过移动医疗智能硬件（i 黑密 iHelmet）+ 头皮健康管理服务平台 + 专业的医生服务 + 日常的护
理服务，一站式解决用户各种头皮健康与衰老问题，致力于成为头皮健康服务平台领跑者。
Since it’s foundation in September 2015, Slinph Technologies Co., Ltd has been focusing on 
mobile intelligent health care solution. Based on our APP bundled hardware(ihelmet laser hair 
growth helmet), we are serving a health care big data, O2O and chained business mode. 
iHelmet is dedicated in leading the scalp health service platform via a combination of ihelmet 
laser product+scalp health service platform+professional physician consultation+daily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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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125564035@qq.com 
http://www.slinph.com

Turkish Brands and 19 EU Brands. With strong technical and R&D capabilities, Baobiwanxiang 
has won many honorary titles, including: Guangdong Province Supply Chain Pilot Enterprise, 
Guangdong Provinc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dvantage Enterprise, Guangdong Famous 
Brands ‘’Baobi’’, Guangzhou Famous Brands ‘’Baobi’’, Guangdong Province Good 
Creditworthiness Enterprise, Technology Innovation Little Giant Enterprise, Guangzhou 
Private Technological Enterprises and so on.
Baobiwanxiang focuses on the field of intelligent Internet of Things identification, mainly 
engaged in personnel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RFID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integration 
solutions and intelligent terminal products R&D, production, sales and technical services. 
Baobiwanxiang has a variety of product series, including:
1, Hospital identification products (Printer (RFID printer), Intelligent terminal PDA (RFID reader 
and writer), Wristband (RFID wristband), Label (RFID label), Mobile nursing care system, Mobile 
patient identification solution); 
2,Internet of Things products (RFID printer, RFID reader, RFID tags,intelligent terminal PDA, 
clothing RFID identification solution, supermarket RFID identification solution, self-service 
retail RFID solution, amusement park RFID identification solution; 
3,Face recognition products (face recognition terminal,face recognition temperature 
terminal,face human-identity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terminal,face recognition cloud 
system); 4,Intelligent identification cloud printing solution (Intelligent printer, Intelligent 
identification cloud printing system) ). 
A series of products of Baobiwanxiang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many industries by now,suc



展商简介 / Exhibitor Profile 展商简介 / Exhibitor Profile
展位号 / Booth No.: 展位号 / Booth No.:

55 56

广州思尔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Seer Technology Co., Ltd.

详细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000 号保利世贸 E 座 3301-3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应之健康智能手表
Seer Health Watch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思尔科技是一家以大健康、大数据为核心的创新型科技公司。以大数据为基础，研发智慧医疗产品，
搭建智慧平台，为旗下智慧产品提供专业服务。
SeerTech is a company that is innovative in technology with health care and data as its core. 
By using data as its research base, SEER researches and develops smart medical products, 
builds intelligent platforms and provides professional services for its smart products.

深圳市柯耐特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ke knight technology co., 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北环路衙边第二工业区 A 栋 C 栋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推拉自锁连接器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柯耐特 (SZCNT) 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是国内研制生产电连接器的专业制造商，自创
建至今，公司一直致力于研究国际先进的电连接技术，拥有雄厚的产品研制技术力量，独特的加工工
艺及科学的管理手段，精密的制造和测试设备。
. 公司是国内最专业生产推拉自锁连接器的制造商，与国外同类产品可以互配互换，公司现有加工机械
设备，检测设备 CNC 加工中心，CNC 数控车床，数控铣床，磨床，线切割，电火花，洛氏硬度试验机，
三次元测量投影仪，注塑机等近 100 台。
 . 自 2004 年以来，公司先后通过 TUV，ISO9001：2008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和 ISO14000：2008 环境
管理体系认证和 ISO13485：2012 医疗体系认证，公司通过“深圳国新技术企业”和“国家国新技术企
业”，部分产品顺利通过 CE 认证，成功走向国际市场。 
. 自公司创建以来，坚持“诚信为本，客户至上，团结拼搏，开拓创新”的企业宗旨，不断致力于产品的
研制开发，在满足客户及市场需求的同事，也使企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 深圳市柯耐特科技有限公司的诚信、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欢迎各界朋友莅临参观、指导
和业务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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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seerhealth@outlook.com

中国 
sales@szcnt.com 
http://www.szcnt.com

深圳金森川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Jinsenchuan Technology Co., 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塘尾社区凤塘大道华丰科技园四号五幢六楼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呼吸类测试仪及其他健康类电子产品
Breathy tester and other electronic health products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金森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国家高新科技创新型公司。坐落于深圳 - 中国的创新之都。公司是集
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工贸型公司，自行报关进出口。公司主要开发家庭、个人用呼吸类产品的检测。
产品有酒精检测仪、心率酒精测试仪、肺活量检测仪、减肥健身用丙酮检测仪、运动用二氧化碳分析仪、
口气检测仪、糖尿病人呼吸测糖仪，以及智能提醒药盒等健康类电子产品。未来向全球客户提供家庭
用呼吸类检测终端产品，实现通过“呼吸 + 互联网”就可以监测身体相关健康指标，方便用户更轻松
更便捷了解身体的健康状况。以“知呼者业”（了解呼吸的事业）为我们追求的事业。
Shenzhen Jinsenchuan Technology Limited is a national high-tech innovativecompany.Located in 
shenzhen, China's innovation capital.The company is se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as one of the industry and trade companies, import and export declaration.The company 
mainly develops the family, the individual USES the breath class product the examination.The 
products include alcohol detector, heart rate alcohol tester, lung capacity detector, ketones 
detector for weight loss and fitness, CO2 (carbon dioxide) analyzer for exercise, breath detector, 
sugar meter for diabetic breath, and intelligent reminder medicine box and other health electronic 
products.In the future, it will provide global customers with home breath detection terminal 
products, so as to realize the monitoring of body-related health indicators through "breath + 
Internet", and make it easier and more convenient for users to understand the health status of the 
body.We pursue the cause of "knowing the breath" (the cause of knowing the breath).

深圳市铂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Shenzhenshiboyuanhardmareproduct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镇水田村石龙大道 64 号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铝型材，外壳，机箱。
Aluminum profile, housing, chassis.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铂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铝合金外壳供应商，电子散热器，大功率散热片，屏蔽盒，电
源盒，五金冲压件，机构件，机箱机柜，各种型材铝外壳，散热片，铝外壳优化设计，挤压模具设计开模，
拉丝喷砂阳极氧化，二次氧化，高光，激光打标丝印等。产品价格合理，质量保证，交货准时。欢迎广
大客户来电或来人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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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5699811@qq.com 
http://www.ahkuci.com/

中国 
561538635@qq.com 
http://www.sz-bo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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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学伴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XUEBAN TECHNOLOGY CO., 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盐田社区银田路 4 号华丰宝安 智谷科技创新园 G 座 308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家庭健康机器人 X10
Home Health Robot X10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学伴互联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品牌名为： biidi 比电，倡导“家人健康，一手掌握”理念，
以医疗健康为核心，以大数据为基础，研发智慧健康医养产品，搭建智能化健康平台，重在疾病的提前
预警。公司搭建了从研发、生产、销售、到服务的全产业链团队，团队泛布在深圳、北京、杭州、南京等
重点城市，打造了国内先进的比电健康平台。

深圳市瑞吉斯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Reegis Technology.,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三联社区龙环三路 329 号金禾田商务中心 K315 室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家用智能健康美容仪
Smart Home Health and beauty instrument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瑞吉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在深圳、美国、香港、等地设有分公司，东莞设有生产研发基地，
本公司拥用国际进出口权及美国发明专利，并取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主要集开发美容保健个护
系列产品为一体，拥用强大的研发团队，用高科技引领美丽、轻松、舒适、健康新生活。
瑞吉斯”公司坚持遵循市场发展规律，在稳中求发展，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在几年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绩。通过严格的管理、诚信的服务，产品销售区域已覆盖欧洲、美洲、日本、韩国、香港、台湾及东南
亚地区并成为全球知名热销产品。
Shenzhen Reegis Technology Co.,Ltd is professional manafacturer specializing in the 
research,design,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rare metal, other non-ferrous metal , personal  
care products and jewelry. 
We are proud of strong R&D and production ability .After years of development, our company 
not only has a spacious workhouse, advanced production lines and equipment for precise, 
examination and inspection,but also has introduced advanced development technology 
from Japan. We are carrying out the policy of modernism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to 
guarantee the quality which is up to a a word leading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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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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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iidi.com

中国 
1802398181@qq.com 
http://rjs.sznbone.cn

深圳市汉诺威设计有限公司 
Shenzhen Hanov Design Co. 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汉诺威设计有限公司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个护仪
Personal protective instrument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汉诺威设计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创新为核心、提供整套优质供应链资源的综合服务型设计咨询机
构，公司提供产品策略与研究、外观创意设计、结构实施化设计、供应链支持及品牌建设的服务。公司
成员均来自于国内优秀的工业设计团队，拥有医疗仪器、工业设备、消费电子、家居家电等多领域的工
业设计经验。 汉诺威设计秉承“创造价值，追求卓越”的经营理念；以设计研究为前提，依托丰富的
供应链资源为客户的产品提供整体化解决方案，促进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客户品牌价值的提升。
目前已与中科院（科研单位）、中科微光（中科院旗下从事眼科产品研发的）、丹邦科技（上市公司）、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四川绵阳九院）、特变电工（上市公司）、汇川技术（上市公司）、易事特（上市
公司）、美的（上市公司）、格力（上市公司）、美菱集团（上市公司）、美国 Franklin（上市公司）、台湾
Papago、瑞士 Altergon 等国内外众多知名企业或上市企业形成长期合作关系。

深圳市飞猫电器有限公司 
FLY CAT ELECTRICAL CO., LIMITED

详细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白石厦社区龙王庙工业区 28 栋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手 持 洗 牙 器 FC2660, 台 式 洗 牙 器 FC2520, 手 持 洗 牙 器 FC152, 台 式 洗 牙 器 FC169, 手 持 洗 牙 器 
FC256, 手持洗牙器 FC2550, 台式洗牙器 FC188, 台式洗牙器 FC166, 台式洗牙器 FC3680, 手持洗牙
器 FC2662
water flosser,water flosser,water flosser,water flosser,water flosser,water flosser,water 
flosser,water flosser,water flosser,water flosser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飞猫电器有限公司，坐 落 在 风 景 优美的深圳西部 - 宝安区，毗邻深圳国际机 场；厂房面 积
20000 多平方米。
飞猫公司致力于时尚的护理类产品，新颖的生活电器类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主导产品有：
护理类产品冲牙器；生活电器类产品系列：壁炉、加湿器、开罐机、碎食品机等； 
飞猫公司专注于市场领先的技术研发能力、严谨的品质控制方法、精湛的生产工艺、和优质贴心的服务： 
技术 -飞猫公司非常重视技术研发的投入，拥有专业工程技术研发团队，专业的产品测试中心 . 目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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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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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ly-ca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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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百昌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Baichang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蚝乡路沙二工业区 B 栋 2 楼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筋膜枪 , 头部按摩器 , 振动按摩器 , 折叠筋膜枪
massage gun,head massager,Vibration massager,Fold the fascia gun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本公司是百昌香港实业集团下属公司之一，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注册于 2012 年，位于深圳沙井，拥有
3000 平米厂房，是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专业生产商。其产品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时下年
轻人对个性风格，生活品味的追求，产品拥有前卫的设计理念和精湛的设计工艺，引领着时尚达人办
公白领的消费潮流，专业的设计、研发、工程团队为产品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为产品品质保驾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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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1959842860@qq.com 
www.baichangkeji.cn

获得 6 项产品外观专利、5 项产品实用新型技术专利。产品技术在同行业中遥遥领先。
品质 - 关键零件由国际市场进口，零件达到 FDA（美国食品认证）和欧盟 ROHS 标准；精细化，零缺陷
是公司对产品质量的要求；公司通过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产品通过了 UL 和 CE 认证。
制造 - 公司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拥有国际领先的生产技术和精湛的制作工艺，制造出健康生活，引
领时尚的“飞猫”品牌产品。 
服务 - 公司提供贴切周到的售后服务，让消费者安全、健康、舒心的享用“飞猫”产品。
产品外销欧盟、美国、俄罗斯、西班牙、韩国和日本等国家；内销北京、上海、广东和浙江等大中城市。
飞猫公司凭借强大的技术研发实力，人性化的管理理念，专业的制造工艺，全力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
高品质的生活享受。
始终坚持质量为先，达到行业先进标准；持续改善，满足用户潜在需求的质量方针，诚信经营，实现共
赢发展；以“飞猫，让您的生活更美好！”为己任，为人类健康美好生活做出贡献！
公司拥有自主品牌，研发创新的科技技术与国际化的管理模式，以勃勃生机与青春活力，努力为消费
者创造意料之外的价值，并带给用户超出想象的服务，造福民众，回馈社会。
公司致力于成为国内家电行业护理产品的开拓者，坚定不移地走“打造护理产品和生活电器品牌”的路线，
使“飞猫”成为全球知名品牌；秉承“聚焦客户、优化管理、活力创新、实现价值”的经营理念，为创造专业、
极致的护理产品和生活电器产品而不懈努力！
Fly-cat is committed to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 sales and service of 
fashionable healthcare products and novel home appliances. 
Our leading products include: Healthcare products series : oral irrigators, nasal irrigators, 
electric toothbrushes, etc; Home appliances series :  fireplace, humidifiers, can opener 
,mini chopper, lunch box, etc; Fly-cat has a good scale, It has the capacity for metal 
processing, injection molding processing, motor manufacturing, product manufacturing, 
and other manufacturing capacit y; the company passed the ISO9001: 2008 qualit y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SQP (Supplier Qualification Program) certification and 
WCA (Workplace Conditions Assessment) certification; products have been certified by   
UL, CE , FDA, and CQC.

深圳市永诚创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YCCFAN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南浦路东环工业区 A1 栋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散热风扇
Cooling fan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永诚创科技于 2011 年在中国深圳成立，自成立以来，公司一直专注于散热风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致力于成为中国散热风扇行业第一品牌。
经过永诚创人多年来的不懈努力，公司已拥有完善的产品研发与生产系统，包括：信赖性实验室、噪
音实验室、风量风压测试设备、高精密动平衡设备及模具制造与注塑等；同时，公司通过并严格按
ISO9001，ISO14001，IATF16949 体系进行管理，目前日产能可达到 70,000PCS。
永诚创产品通过了 UL/CUL/TUV/CE/SGS/CCC 等国际认证，尺寸从 15mm~250mm，已被广泛运用
于以下行业：各类高端电源、车载、通讯、电讯、家电、医疗等。
我们秉承“诚信、创新、价值”的经营理念，以诚信为原则，创新的态度，为每一个永诚创的客户提供
有价值的产品及散热解决方案！
YCCFAN was founded in 2011 and located in Shenzhen of China.Since we established, we are 
always focusing on the R&D, production and selling the cooling fans, 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the top brand in Chinese cooling fa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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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各类电子产品也拥有众多专利等知识产权。我们的宗旨是让创意无处不在，生活充满乐趣和方便，
我司始终坚持以品质致上，创新为主，快乐感恩，诚信共赢的核心价值及服务理念，成为各大代理批发商、
国内电商、跨境电商、礼品公司、外贸公司的金牌供应商。产品可提供 OEM/ODM 定制服务，欢迎企业
和社会各界人士前来洽谈业务、交流与指导。
The company is one of the subsidiaries of Baichang Hong Kong Industrial Group. The company 
was established in 2010 and registered in 2012. It is located in Shajing, Shenzhen. It has a 
3000 square meter factory building. It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integrating R&D, design, 
production and sales. The creative inspiration of its products comes from the pursuit of 
individual style and taste of life by young people nowadays. The products have avant-garde 
design concepts and exquisite design craftsmanship, leading the consumption trend of 
fashionistas and office white-collar workers. Professional design, R&D, and engineering teams 
Provide continuous inspiration for product innovation and escort product quality. Various 
electronic products also have many patents and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ur aim 
is to make creativity everywhere and life full of fun and convenience. Our company always 
adheres to the core values   and service concepts of quality, innovation, happiness, gratitude, 
integrity and win-win, and become a major agent wholesaler, domestic Gold supplier of 
e-commerce, cross-border e-commerce, gift company and foreign trade company. The 
products can provide OEM/ODM customized services, welcome companies and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o come to negotiate business, exchanges and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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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松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oo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车公庙 NEO 绿景广场 C 栋 25D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智能穿戴监护方案 , 反射式血氧监测技术 , 光电脉搏波人体识别心率技术 , 运动心率解决方案 ,PPG
脉搏波连续血压监测方案 , 穿戴式医疗生命体征监护仪 , 酒精浓度检测手环方案 , 电击止鼾手环方案 ,
心率血氧监测耳机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松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最早的心率传感器供应商，核心竞争力是脉搏波血压、血氧心电、血糖、
脉诊检测技术，早期的 SON1303、SON7015、SON3130 已被广泛应用于智能穿戴产品的心率检测以
及各大中院校、科研院所的心率、脉搏波分析研究。
松恩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唯一真正可以通过 ppg 脉搏波监测血压变化、血氧检测唯一一个可以做到模
拟仪与 masimo 血氧曲线完全一致、心电技术可以通过医疗认证、运动心率和心率带一样准确的高科
技公司，松恩将引领智能穿戴产品走向医疗监护，为远程医疗、大数据、云健康提供技术服务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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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years of effort from all the staffs, we had built the good product R&D and production system, 
such as: Reliability Laboratory, Noise Testing Room, Air Flow & Pressure Testing System, Mold 
Manufacturing and Plastic Injection; meanwhile, we passed and manage company with the 
ISO9001, ISO14001, and IATF16949, implement the daily production capacity of 70,000 pieces.
Our products passed UL/CUL/TUV/CE/SGS/CCC certificates,the size from15mm to 250mm are 
wildly used in the following industries:Various high-end power,Vehicle-mounted,Communication,
Telecomm,Home Appliances,Medical Treatment etc.
We follow the business principle of 'Integrity,Innovation,Value' base on integrity principle, 
Innovation attitude, provide valuable products and cooling solutions for each customer.

佛山市百运通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Foshan Byetone Health Tech.Co.,Ltd

详细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龙涌工业区 10 号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颈睛宝电脑支架
Cervical Vertebra Health Monitor M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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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爱铭洋科技家居文化有限公司 
Shenzhen Aimingyang Technology Home Culture Co. 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大运软件小镇 45 栋 3 楼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砾磲新材料的研发与技术应用
Development and technical application of new TRIDACNA material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爱铭洋科技家居文化有限公司，总部位于深圳。
是一家集科工贸于一体的科技企业，专注于对“传统的水净化工艺只能解决水质的净化，而未能彻
底解决水体退化”这一课题的攻关研究；历时 5 年，科研团队获得了“砾磲”天然材料和地质仿生技
术为净化结构这一成果，在完成水质净化的同时，可修复水体生理功能，并创造出“砾磲泉水缸”，
这一养生科技产品。
它神奇的将自来水还原成含硒健康好水。
同时在砾磲材料神奇的作用下，衍生出了砾磲砂锅，砾磲酒具，砾磲烟盒，砾磲茶具，等众多科技产品，
为热爱健康的朋友，做成更多的选择，缔造更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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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Company Profile:
佛山市百运通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人体工程学研发制造与销售运营的创新型科技企业，
拥有多项知识产权，为办公族、中老年人等亚健康人群提供全面有效的健康解决方案，致力于打造大
健康领域的独特品牌，树立“为健康工作创造价值”的企业愿景。
FoShan Byetone Health Tech.Co.,Ltd is an innovative technology enterprise which is 
professional in tha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e and marketing operation of 
Human Engineering.It have a number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provide a comprehensive and 
effective health solution for the office family,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It dedicated to 
building a unique brand in the field of big health,which set up a corporate vision of "creating 
value for healthy work".

深圳市康益恒科技有限公司
Care E Health Shenzhen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宝安区中亚硅谷海岸 A 区 D-1 栋 1 楼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2F37

中国 
huangjianfeng@careyh.com 
http://www.carey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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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讯创电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Shenzhen lnnetech Electronic&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创业路 18 号怡海广场商住楼 19B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口罩、消毒盒
Mask、Portable UV Sterilizer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讯创电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讯创电联”）成立于 2010 年，是深圳市黄山（徽州）商会秘
书长单位，深圳市智能穿戴协会会员。公司主营产品如下：
事业部Ⅰ：Ⅱ类医疗器械（口罩）
事业部Ⅱ：连接器、天线、测试及自动化产品、复合材料、IC 及 Cable Assembly
事业部Ⅲ：电感、变压器、电抗器、电源模块等磁芯元件客户定制化设计等
Shenzhen Innetech Electronic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Hereinafter 
called Innetech") established in 2010. Innetch is the secretary general unit of Anhui Huangshan 
(Huizhou) Cham -ber of Commerce in ShenZhen, Innetech is also the member of ShenZhen 
Smart Wearable Association , Our main product lines are us below:
Division Ⅰ：Class Ⅱ medical devices(Mask)
Division Ⅱ：Connector、Antenna、Test & Automation、IC、Complex material and Cable assembly.
Division Ⅲ：Inductor Transformer Reactor Power Module etc, Magnetic Components customized 
designing and manufacturing solution provider.

2F42A

中国 
bill-huang@xcd.ltd 
http://www.xcdl.ltd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医护康养机器人和智慧康养解决方案 , 适老化智能家居系统 , 智能喷雾消毒机器人 , 智能祡外线消毒
机器人 , 智慧医院向导机器人 , 智能测温门岗机器人
Healthcare robot and smart healthcare solution,Aging smart home system,Intelligent spray 
disinfection robot,Intelligent external disinfection robot,Smart hospital guide robot,Intelligent 
temperature measuring doorpost robot

简介 /Company Profile:
康益恒科技成立于 2015 年，康养人工智能行业领先企业之一；针对中国的居家老人专门开发基于 AI 技
术的康养云平台和陪护机器人，它可以很好的解决智慧养老立体化和高效化问题。康益恒是市面上为数
不多以康养服务及应用为核心，以自有研发的软件为机器人硬件载体，搭配海量康养知识库内容及实物
智能终端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深圳人工智能应用创新中心和福田区政务数据局实验室入驻企业；济南
市疫情防控人工智能产品和解决方案推荐企业。目前公司已经和碧桂园集团、雅居乐集团、绿地集团、
香江集团、越秀银幸、万年基业集团、中信产业基金、和而泰集团、胡大一医生集团、壹零后等 50 多个上
市公司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形成了全产业链平台，以生态系统平台为支撑，机器人为入户终端，提供
更多的康居和医养护增值服务，全面提升中国亿万家庭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长者安心，儿女放心！公
司项目受到李克强总理、汪洋副总理、马凯副总理的关注，并到展台视察了解，领导关注康益恒项目的人
工智能、互联网平台、大数据和实体经济相结合在养老健康领域的应用；康益恒项目迎合了国家倡导的“大
病进医院，小病去社康，没病在家里进行健康管理”的基层医疗理念，符合十九大精神。

百汇聚通（深圳）实业有限公司 
Baihui Jutong (Shenzhen) Industrial Co., Ltd

详细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永和路永和大厦 801b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简介本公司专注研发生产运动，健身，按摩，美容等产品。

深圳市海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Shenzhen Sea Sunrise Medical Devices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龙岗区东方明珠城国际茶都二期 A 区 305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脉美医用辅助袜（抗血栓袜）, 医用辅助袜（弹力袜）
Compression Medical Stockings,Compression Medical Stockings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海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公司致力于下肢静脉血管疾病预防、治疗产品的研究
和开发，我公司开发的脉美医用辅助袜是由台湾著名医疗和纺织专家根据人体腿部静脉生理特征和
腿部尺寸精心设计，由具有高度专业并拥有多项国际质量认证的专业制造商生产。
产品具有穿着贴身舒适、医疗效果显著等优势，产品填补了我国治疗下肢静脉血管类疾病（静脉曲张、
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溃疡、淋巴水肿……）支撑疗法的空白。
医用循序减压弹力袜作为抗血栓、预防及治疗静脉曲张的有效手段之一，已经被国内外血管外科专家
和病患广为接受和使用， 经临床使用，效果非常显著。

2G01

2G02

中国 
www.254413864@qq.com

中国 
872694354@qq.com 
http://www.ssrmed.com

深圳市裕茂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Yumao Birch Biotechnology Co. Ltd..

详细地址：福田区彩田海鹰大厦 7E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智能机器人，智能破壁机，净水器系统，智能健康家电
Intelligent robot, intelligent wall breaking machine, water purifier system

2G09

中国 
ligang_2000@21cn.com 
www.szymhsw.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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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坤易绿能科技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广东佛山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炁能康负离子调氧仪
qinengkang

简介 /Company Profile:
广东坤易绿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
多年来，专注于元炁负离子医学领域，研究出一款负离子释放浓度大于 1.99 亿个 /cm³，超小粒径的炁
能康负离子调氧仪！
公司获得二十多项国家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2 项。公司秉承“顾客至上、竭诚服务、注重细节、赢得尊重”
的宗旨，致力打造全球健康行业的领导品牌，为全人类健康及中国大健康产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Guangdong kunyi greeneng technology co., ltd. was founded in 2008, is a collection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and service in one of the high-tech enterprises. 
For many years, focus on yuan jies negative ion medical field, research out a negative ion release 
concentration & gt; 199 million /cm cubed, super small particle size jies kang negative ion 
oxygen regulator!
The company has obtained more than 20 national patents, including 2 invention patents. 
Adhering to the tenet of "customer first, dedicated service, attention to detail, win respect", the 
company is committed to building a leading brand in the global health industry,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ealth of all mankind and China's big health industry.

2G10

中国 
1019051261@qq.com

简介 /Company Profile:
主要经营电器产品，国内贸易；及经营进出口业务。
公司地址位于福田区，我们有最好的产品和专业的销售和技术团队，在公司发展壮大的几年里，我们
为客户提供最好的产品、良好的技术支持、健全的售后服务。
Mainly engaged in electrical products, domestic trade; and operating import and export 
business. The company's address is located in Futian District. We have the best products and 
professional sales and technical team. In the years of development, we provide our customers 
with the best products, good technical support and sound after-sales service.

深圳酷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Shenzhen Coolray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 Ltd.

详细地址：深圳龙华区梅陇大道政商中心 1-904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2G11

中国 
klr1688@163.com

广东天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Guangdong Unipin Medical Technology Co., Ltd.

详细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凤翔工业区拓展路 38 号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UNIPIN 紫外线消毒机器人
Unipin UV disinfection robot

简介 /Company Profile:
广东天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系集研发设计、制造、营销、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专注于医疗防护用与家用空气环境电器的研发与制造，主要产品包括大型熔喷非织造无纺布生
产线及相关核心部件、可自主移动的空气环境电器、防疫消毒机器人、过滤率 95% 以上的熔喷布、一
次性 3D 防护口罩、一次性平面口罩等。 
公司倾力打造的智造基地拥有研发生产用房 6000 多平方米，拥有一批专业且实践经验丰富的技术人
员和工程师并与各大科研机构联合建立产、研、学平台。  
一直以来，公司致力于打造高品质的产品，架构最优化的合作方案，提供贴心完善的服务，积极进取，
不断创新，实现公司、员工、客户的三方共赢。

2G15

中国 
6851430@qq.com 
www.unipintp.com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筋膜枪 , 头部按摩器 , 颈椎按摩器 , 低频脉冲经络按摩仪 , 智能陪伴机器人 , 智能陪伴机器人 小七
MAX
Muscle relaxation massager, Head massager, Cervical massager, Low frequency pulse Meridian 
massager, Intelligent companion robot, Intelligent companion robot, Max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酷莱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位于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中国深圳，拥有一个多年经验的智能软硬件技
术开发团队，是集硬件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新兴企业。
专注于人工智能及数码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通过完善的制度建设和流程化管理，使技术研发、
产品生产、项目实施、质量管理、市场开拓等各方面相互协调、全面推进。
满足广大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Shenzhen Coolray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 located in the forefront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Shenzhen, China, has a multi-year experience of intelligent software 
and hardwar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eam, is a hardwar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service in one of the emerging enterprises. 
Focu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digital electronic produ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through the perfect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process management, 
so that techn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 production, project implementation, 
quality management, market development and other aspects of coordination, the overall 
promotion. 
To meet the different needs of the vast number of consu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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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必爱智能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BIAI INC.

详细地址：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六联社区坪山大道 2007 号创新广场 A2204-a 单元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脑认知状态评估与干预技术
Evaluation and intervention technology of brain cognitive stat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BIAI（必爱智能）团队以人人拥有健康聪明的大脑为使命，结合生物智能（biological intelligence，即 
BI ）和（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即 AI ） 对电子数字药物进行研发，强调治未病，主打电子数字药物开发，
以及时评估和有效干预脑功能失调问题。
在健康用脑方面，结合人工智能提升人脑智能，帮助人们实现平常用脑用眼更健康、更科学以及更高效。
在脑健康方面，注重压力管理和慢病防治，通过电子信息手段有效评估和干预心脑健康问题，根据不
同的应用场景及不同种类的脑疾病，重点研发针对老年痴呆症、中青年抑郁症、小孩多动症的评估方
案及产品。

深圳市梦德莱科技有限公司 
SHEN ZHEN  MENDELAN  TECHNOLOGY CO & gt; & lt; 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华宁路华联丰大夏 A1 栋 15J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头部按摩器，颈部按摩器，眼部按摩器，车载按摩垫 筋膜枪 , 头部按摩器 , 迈盾牌净水器
Head mas sager， Neck mas sager，Eye mas sager，Car mas sage pad,Head mas sage 
machine,beach type water purifier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梦德莱科技有限公司 , 公司成功开发并推广了以“梦德莱 MENDLAN”为我司品牌的系列产品，
公司生产的头部按摩器、智能眼部按摩器、智能颈部按摩器、汽车按摩垫等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智
能医疗、保健、美容、礼品、电子、电器、卫浴等行业。 
我们以优良的品质，良好的服务赢得市场。
SHEN ZHEN  MENDELAN  TECHNOLOGY CO LTD. the company successfully developed and 
popularized in "dream delay MENDLAN" series of products for our brand, the company 
produces the head massager, intelligent eye massager, intelligent neck massager, massage 
cushion, etc. Series of products, widely used in intelligent medical, health care, hairdressing, 
gifts, electronics, electrical appliances, sanitary ware, etc. 
Our products are exported to Middle East, Europe, America and southeast Asia.

2G16

2G18

中国 
848407010@qq.com 
www.biai-care.com

中国 
1712839380@qq.com 
www.szmdlkj.com

深圳市怡康安家保健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city yikananjia health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上梅林广厦路 7 号箓华科技大厦 704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Hi-Watch 智能手表
Hi-Watch smart Watch

深圳市宏强兴电子有限公司 
HongQingxing (Shenzhen) Electronics Limited

详细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西成工业区永昌楼四楼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无线低频理疗仪 1, 经典低频理疗仪 , 腹肌训练仪 , 无线新款低频理疗仪 , 健腹仪 , 大屏理疗仪 , 触屏
理疗仪 , 经典款低频理疗仪 , 瘦身腰带 , 蓝牙低频理疗仪 , 多功能美容仪
TENS,TENS,EMS,Wireless TENS,EMS,TENS,Touch TENS,TENS,EMS,TENS,Beauty Devic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宏强兴电子有限公司（Hongqiangxing Electronics Co.,Ltd.）是一家专业从事个人及家庭理疗
保健和美体塑身类电子产品的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科技型企业。

2G20

2G21

中国 
123707641@qq.com

中国 
s1@sunmas.com 
http://www.hqxdomas.com

深圳市倍泰健康测量分析技术有限公司 (2 号馆） 
Shenzhen Belter Health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Technology Co., 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 13 号清华紫光科技园 7 层 C702、C704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自助检测健康亭、智慧医生工作台、多参数生理检测仪、家庭套装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倍泰健康测量分析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是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及行业领先的智慧医
疗解决方案提供商，获得国家最高人工智能奖（吴文俊奖）、广东省科学技术三等奖、深圳 市科学技
术二等奖、金点设计（2018）年度最佳产品设计奖、中国设计红星奖等诸多荣誉，取得国内国际专利
150 余项。 

2G26

中国 
ruanzt@ebel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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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鑫高登科技有限公司 
Golden Technology Group 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罗田社区广田路 51 号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健康检测魔镜
Health detection Mirror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我们是沃尔玛（Walmart）和百思买（Best Buy）的 OEM / ODM 供应商，符合 CE，FCC，RoHS 和
UL 标准， 每年有 10 多个新项目；
我们现在拥有 200 多名熟练工人和 35 名专业工程师（物理，机械，电子，电气，计算机等），工厂面
积为 5,000 平方米；
拥有 100 多项专利技术证书， 我们的主要产品包括智能健康检测仪，智能健康镜，智能健康鼠标，
翻译机，蓝牙音箱，语音控制系统，等。

2G29

中国 
sales5@golden-tech.cn

倍 泰 拥 有 40000m2 产业 园 区，具备二、三 类 医 疗 器 械 生 产、经 营 许 可 资 质，通 过 了 IS09001、
ISO13485. IS014001、 OHSAS18001、SA8000 等权威体系认证。依托国民健康大数据交互平台（倍
泰云）及强大的研发设计能力与精密的生 产制造能力，在健康消费电子产品（体脂秤、血压计、耳温枪、
血糖仪、运动手环）、基层医疗检测设备（无创血管内皮功 能监测仪、智慧健康亭、健康小屋、健康一
体机、人体成分分析仪）和健康智能物联检测设备（NB-loT 体脂体重秤、 NB-loT 血压计 ^NB-loT 血
糖仪）等领域，采用“互联网 + 健康医疗 + 工业 4.0”的业务模式，为国内外客户提供设计、硏发、 打样、
智造和产权转让为一体的一揽子产品定制服务；为医疗、通信、地产、金融、养老、教育、药品新零售等
多个行业 数百家企业赋能加值；也为安徽、甘肃、江西、湖北、深圳等多省市卫健委公卫体系提供端到
端解决方案。
我们的倍泰，正青春 , 充满朝气与活力，一直走在创新的路上，为全民健康而努力奋斗！

深圳市资福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JIFU Medical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朗山路 13 号清华紫光信息港 C 座 909 室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大圣胶囊式内窥镜系统 , 大圣磁控胶囊式内窥镜系统
DA SHENG Capsule Endoscopy System,DA SHENG Magnetically Controlled Capsule Endoscopy 
System

2G31

中国 
jiangf@jifu-tech.com 
http://www.jifu-tech.com/

健康 160 
Health 160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 4078 号永新汇 2 号楼 12 层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健康 160 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平台
Chinese Internet medical service platform

简介 /Company Profile:
健康 160（原就医 160）是国内互联网医疗服务平台，致力于连接机构、医生和用户，提供从体检、就
医到药品、医疗器械、医美等全方位医疗大健康服务，打造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平台。
健康 160 的业务体系主要包括：以大型公立医院为切入点，帮助医院优化业务流程，改善患者就医体验，
提供挂号、支付、电子检查报告单、专科随访等全流程网上医院服务；服务基层医疗，提供以患者为中
心的互联网分级诊疗平台，分流患者到社区、推动病情优先的分级诊疗，助力医院和社区间的双向转
诊，打造互联网分级诊疗体系；为用户提供权威、可靠、实用的医疗健康资讯，以及优质的全生命周期
健康管理服务；连接保险和药企，广泛引入健康产业链合作伙伴，打造开放、共赢的医疗健康生态系统。
健康 160 服务已得到国家卫健委、医管局等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高度认可，平台已有包括 BAT、银行、
保险公司、电信运营商、大型药企、医疗设备商、健康管理公司等 2000 多家优质合作伙伴，成为国内
领先的医疗互联网 + 生态系统。健康 160 已接入全国 7000 多家大型医院，覆盖 200 多个城市，平台
现有加盟医生突破 54 万人，日服务用户超过 300 万人次，累计为来自全国的患者提供近 5 亿次线上
医疗健康服务，实名注册用户超过 1.7 亿。

2G32

中国 
wul@91160.com

简介 /Company Profile:
资福医疗是一家专注于消化道高端医疗产品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历时十年自主研发的“大圣”磁控
胶囊式内窥镜系统系列产品，获得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NMPA 三类医疗器械证，广受医疗机构的一
致好评。
Founded in 2011, Shenzhen Jifu Medical Technology Co., Ltd. is a national high-tech enterprise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and service of high-end gastrointestinal medical 
products. The company is headquartered in Shenzhen Nanshan District high tech Industrial 
Park, and has set up a modern production base in Shenzhen Guangming. It has established the 
medical device production quality management standard (GMP), and has passed the ISO13485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The company has built a professional R & D team 
and an international R & D management platform. It has undertaken a number of national and 
Shenzh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jects, and obtained more than 100 national patents. 
Adhering to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adhering to the spirit of craftsman, the "Dasheng" 
capsule endoscopy system series products, which have been independently developed for 
ten years, have obtained the nmpa class III medical device registration of the State Drug 
Administration and the EU CE certification, and are widely praised by medical institutions. The 
company has been adhering to the quality policy of "using advanced technology, scientific 
proces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products, to provide customers with safe, 
effective and reliable medical and health products and services", and is determined to become 
a respected medical enterprise for a century and continue to contribute to human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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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晶科鑫实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Crystal Technology Industrial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天安云谷产业园一期 3 栋 C 座 12 楼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SJK 晶振 2016 96mhz 9pf 10ppm, SJK 晶振 MEMS 5032 200mhz, SJK 晶振 MEMS 2016 200mhz, 
SJK 晶振 MEMS 2520 200mhz, SJK 晶振 MEMS 3225 200mhz, SJK 晶振 MEMS 7050 200mhz
SJK Crystal 2016 96mhz 9pf 10ppm,SJK Crystal MEMS 5032 200mhz,SJK Crystal MEMS 2016 
200mhz,SJK Crystal MEMS 2520 200mhz,SJK Crystal MEMS 3225 200mhz,SJK Crystal MEMS 
7050 200mhz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晶科鑫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创立于 1989 年频率控制元器件的生产型企业 , 拥有自主的品牌
SJK, 完整的产品系列结构 , 包括小型 SMD 贴片晶振、传统插件晶振、高端钟振 ( 包括 CXO、VCXO、
TCXO、OCXO、VC-TCXO、LVDS/PECL 差分输出钟振 )、声表面波器件、晶体滤波器 (MCF) 等产品。
工厂实力雄厚，占地面积达 3 万平方米，拥有 30 条全自动生产线 ,, 通过 ISO 9001、TS 16949、QC
080000、ISO 14001 等体系认证 , 产品全系列符合 RoHS 标准 ,SJK 品牌晶振产品广泛应用于通讯、
RFID、网络、汽车电子、消费类电子、工控、可穿戴、医疗电子、安防、智能家居、机器人等行业，能满
足客户不同的需求，提供一站式晶振产品供应服务。
SJK 品牌拥有多年的技术沉淀，以小型化、高精度等产品为优势，有国内最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 , 拥
有强大的研发开发和售后技术团队 , 专业、及时、体贴周到的客户服务 , 为您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 , 相
信我们 --SJK 是最好的选择 .
欢迎垂询！
SJK founder in 1989, is a manufacturing-type enterprise of frequency control products. 
It owns independent brand SJK and complete product line including small SMD crystal 
oscillator, traditional DIP crystal and oscillator,high-end oscillator (including OSC, VCXO, 
TCXO, OCXO, VC-TCXO, LVDS/PECL output), SAW device, crystal
filter (MCF) and other products.
The factory is fully reinforced, occupys the land of 30,000 square meters, with 30 full-
automatic production lines, has passed ISO9001, ISO14001, TS16949, QC080000 and other 
system certifications. All products are conformed to RoHS standard.
 SJK products are widely used in communication, Network, automotive electronics,consumer 
electronics,industrial control, wearable device, medical electronics, security, smart home, 
robot and so on, which can satisfy consumers' different demands and provide one-step supply 
and service.
SJK owns years of technology and advantages such as miniaturization, h i g h -precision 
and other products. It has the most advanced domestic automatic production line, strong 
exploitation and after-sale technical teams,professional, timely and considerate customer 
service executives, who can provide you with high-quality products and services. Believe in 
us-SJK is the best.
For more details about us, contact us today!

2G36

中国 
sjklds@q-crystal.com 
http://www.q-crystal.com

深圳市友宏科技有限公司 
Joint Chinese 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罗田社区广田路华丰科技园 6 栋 & 4 栋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SPO2 + 心率智能手表，SPO2 血氧 + 体温监测智能手表，1810G 体温监测智能手环，心电图 +PPG
心率手环，ECG 心电贴，心率和 GPS 手表，心率和 GPS 手环，智能睡眠监测 WIFI+BLE
SPO2 + heart rate smart watch,SPO2 blood oxygen + temperature monitoring smart watch, 
1810G temperature monitoring smart bracelet, ECG+PPG heart rate bracelet, ECG stickers, 
Hear t rate and GPS watch, Hear t rate and GPS bracelet, Intelligent sleep monitoring 
WIFI+BL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我们是一家具有 ISO9001，ISO13485 认证的专业制造商，集研发、生产、销售和美容、健康和医疗
器械为一体的公司。
在我们公司，我们有多名工程师，包括 ID 设计、平面设计、结构设计、PC B 板 / 电路设计、算法、固件设计、
Android 应用程序、IOS 应用程序和测试。
我们是专业的健康制造商（主要是蓝牙可穿戴设备 / 活动跟踪器 / 心率监视器 / 智能牙刷 / 智能杯 /
瓶子 / 智能系统 )、美容 ( 主要是超声波 / 离子 / 光子设备和微型机器 ) 和医疗设备 ( 主要是日本的
抽吸机和雾化器）。
我们拥有从设计到生产的所有车间，如模具制造、塑料注射、数控原型制造、丝绸印刷、喷漆、SMT、
五金制造和最终的批量生产线，使我们能够提供一站式 OEM 和 ODM 服务，并严格的质量控制。
ODM 新产品开发是我们的主营业务和实力。 
我 们 的 OEM 和 ODM 计 数器受到许 多品 牌公司的 好 评，如 沃 尔 玛、TARGET、儿 童基金 会、CVS、
TCHIBO、LIDL、YAMASA、TANITA、CITIZEN、SEIKO、A&D、CMCC 等。
We are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with ISO9001, ISO13485 certified that integrates R&D, 
production, sales and of Beauty, Health and Medical Devices.
In our company, we have over 38 engineers covers ID design, Graphic design, Structure design, 
PCB board/Circuit design, Algorithm, Firmware design, Android app, IOS app, and testing.  
As for our company, we are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for Health (mainly Bluetooth wearable 
devices / activity tracker/heart rate monitor/Smart toothbrush/Smart cup/bottle/Smart 
System), Beauty (mainly ultrasonic/ion/photon devices and microderm machine ) and Medical 
Device (mainly suction machines and nebulizer for Japan only).  
We have our all workshop from design to production, such as moulds making, plastic injection, 
CNC prototype making, Silk printing, Painting spray, SMT, Hardware making and final mass 
production line, which enable us to provide one-stop OEM & ODM services and strict quality 
control all in house.
ODM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is our main business and strength. 
Our OEM & ODM pedometers are well received by many brand name companies like WALMART, 
TARGET, UNICEF, CVS, TCHIBO, LIDL, YAMASA, TANITA, CITIZEN, SEIKO, A&D, CMCC,etc.

2G37

中国 
wubin@jointcorp.com 
www.jointcorp.com



展商简介 / Exhibitor Profile 展商简介 / Exhibitor Profile
展位号 / Booth No.: 展位号 / Booth No.:

73 74

深圳市金源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Shenzhen JinYuanGua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经二路华清园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一种多头美容按摩棒
A multi-head beauty massage stick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金源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致力于为用户创造价值，给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及服务的公司，公
司品牌焕彩 CORUSCATE，专业做个护美容仪器、按摩仪器、美妆工具类产品，公司引进先进的产品开
发技术，与行业一流的企业合作，利用行业领先的各种生产设备和高精度的检验仪器，保证了产品的
高质量高标准。公司研发团队将生活品位和对时尚、健康的追求融入产品中，坚持创造这个美丽健康
事业时的初衷：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健康美丽的生活。为注重生活品质的人士，提供专业、严谨、科学的
健康美容产品；打造家庭健康生活馆，为客户节约时间和经济成本，轻松在家享受极致的健康生活，公
司品牌也在不断地升级，注重原创开发和设计，小小神器，让您一直美下去。
Shenzhen jin yuan gua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is committed to creating value 
for customers, to provide customers high quality products and services of the company, the 
company brand renewal CORUSCATE, a professional beauty equipment, massage equipment, 
beauty makeup tools products, the company introduces the advanced product development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first-class enterprise cooperation, the use of industry leading 
production equipment and high-precision test instruments, ensure the product's high quality 
standards. The compan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am will life taste and the pursuit of 
fashion, health into the product, adhere to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creating this beautiful 
health cause: let everyone have a healthy and beautiful life. For people who pay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of life,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rigorous, scientific health and beauty products; 
Build a family healthy life museum, save time and economic cost for customers, easy to enjoy 
the ultimate healthy life at home, the company's brand is also constantly upgrading, pay 
attention to the original development and design, small artifacts, let you continue to beauty.

2G38

中国 
363509993@qq.com

兆和医疗精密仪器（深圳）有限公司 
DAIWA Healthcare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光学路信泰光学科技园 1 栋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PASESA 动脉硬化检测仪
Non-invasive vascular screening device

2G39

中国 
luowei@daiwahealthcare.com 
www.pasesa.cn

上海道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Daosheng Medical Technology Co., Ltd.

详细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牛顿路 421 号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中医四诊仪，中医智慧屏，中医智慧云服务平台

2G41

中国 
guohongfei@daosh.com 
http://www.daosh.com/

简介 /Company Profile:
兆和医疗精密仪器（深圳）有限公司依托亚洲光学集团及日本研发中心，汇集业界顶尖专家研发团队，
以严谨诚信的态度、专业科学的方法，守护家人健康的热忱，持续发展创新的核心技术，致力于心脑
血管疾病的预防筛查研究。
并以自身拥有的顶尖技术及专业诚信的科学态度做为先驱，追求卓越的社会贡献。 让社会上更多的
人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造福民众 ! 目前国内已经有多家三甲医院与兆和医疗展开全面合作，围
绕国家大健康产业政策方向，为健康大数据，慢病管理，未病预防，精准医疗等各个方向提供依据和
支持！兆和医疗，守护健康守护爱 !
亚洲光学集团自 1980 年创办以来，在医疗、光电、通讯、传感镭射 等领域 均有突 破性发 展，迄今
为止旗下拥有 20 余家下属公司，员工多达 20000 余人，1996 年就 顺利通 过 ISO9001.ISO14001.
QS9000 认证；产品远销国内外高新科技企业，已经成为苹果，华为，OPPO，尼康，小米，理光，宾得，
ASK 等企业核心供应商，亚光的研发技术在国内外均处领先地位 , 已经成为具备多元化的高新科技
领军企业集团。
Daiwa Healthcare Limited is your guardian in health, "WE CARE YOUR HEALTH AND WE CARE 
YOU".  We develop our healthcare products in honest and stringent attitude, and provide the 
products which you can trust with our professional and innovative technology in healthcare 
industry.
We believed in the concept of preventive medicine and apply it in daily life, we will keep on 
developing medical devices with our unique patented medical technology, such as our star 
product PASESA, we own its patented technology from Japan, with PASESA you can monitoring 
your level of cardiovascular sclerosis and blood pressure automatically and accurately 
in a minute, PASESA is the one and only medical device which can measure the level of 
cardiovascular sclerosis and do it at home. 
Particular to the patients with atherosclerosis and derived diseases, such as stroke, cerebral 
hemorrhage, myocardial infarction, hypertension, which will achieve the real-time warning and 
let the patients take immediate action for prevention. 
Which make sure the patients with hyperglycemia, hypertension and high cholesterol can get 
the proper treatment in time. 
With the bundled mobile app, all data from PASESA can be easy linked with you and your family 
mobile device, which can track and monitor your health level. 
PASESA guardian of your family health 24 hours a day, make sure you and your family can enjoy 
the quality of life in a healthy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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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欣臻晖科技有限公司 
CHINFAI (HK) TECHNOLOGY CO.,LIMITED

详细地址：宝安中心区 N4 区裕安一路 3078 号宝鸿林大厦第 9 层 B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硅胶折叠饭盒 , 平板硅胶保护套 , 硅胶婴儿辅食碗
Silicone folding lunch box,Silicone flat panel protector,Silicone baby feeding bowl

简介 /Company Profile:
研发，生产，销售一体，电子元器件，电子产品，生活周边产品，3C 数码配件，模具加工，国内贸易，货
物进出口。

2G42

中国 
fsy2019@silicon-rubber.com 
www.chinfai.com

简介 /Company Profile:
上海道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于 2007 年由绿谷集团与上海中医药大学联合创立，专注于“中医客观化、
信息化、智能化”领域的技术创新与产品研发，拥有 30 余项国际与国内专利，负责起草了中医客观诊
断设备领域的 3 项行业标准、8 项国际标准。
道生医疗携手子公司岐黄科技在自主研发基础上，通过与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国医大
师刘敏如女科医系研究院、同仁堂国际等机构合作，成功研发了“道生四诊仪 '、“智能云中医”、“岐
黄数据 AI 工作站”、”国医慧联 APP”、“中医智慧屏”五大产品，并实现了近 4000 家医疗机构的应
用落地，发展为“中医数据智能服务”领头羊。

深圳市乙田余科技有限公司 
Yitianyu

详细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景田北路中审大厦 1804 室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乙田余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1 年，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电子数码产品公司。
公司拥有一支优秀的管理、研发及营销的团队，已成为行业中拥有自主研发及设计电子产品的知名
企业。公司以电子产品、智能穿戴设备为主营方向，兼营其它产品。
产品涵盖蓝牙音箱、智能体温计、智能手表、平板电脑等一系列产品，深得国内外客户的认同。
公司以“创新是生存的根本”为理念一直致力于创新化产品的研发，高度重视产品的质量，为客户提
供新、奇、实用及性价比高的产品。
高品质、有生活。
乙田余与您共同发展，共创辉煌。

2J06

中国 
yty@chinayty.com

深圳市天翔数码有限公司 
Shenzhen Tianxiang Digital Co., 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宝安区龙华中学对面龙用商业楼 B 幢三楼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智能颈椎按摩仪
Intelligent cervical massage instrument

简介 /Company Profile:
主营产品 : 按摩器、按摩披肩、充气按摩器、按摩棒、按摩靠垫、推脂机、车载电热杯、TV 产品、健身
按摩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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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13312986388@133.com

河北循证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ebei Evidence-Based Medical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河北省石家庄高新区长江大道 315 号创新大厦 10 层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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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101627582@qq.com

深圳市索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SuoliTechnolongyCo.,Ltd

详细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水田社区第二工业区石龙仔路 9 号厂房 2 栋二层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智能人脸识别测温仪
Intelligent face recognition thermometer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索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智能终端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高科 
技企业 , 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4 月，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总部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水田社区
第二工业区石龙仔路 9 号厂房 2 栋二层，工厂面积 2000 多平方米，在国内有多个办事处，在香港和
台湾各设立联络处。
在全国 50 多个城市建立了比较全面完善的售后服务系统。 本公司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一体化的
解决方案，及高质量专业技术和优质的售后服务，目前已拥 有“智能人脸识别额温枪、智能广告机系统、
高铁地铁工控显示屏、安卓触摸收银机、智能触摸点餐机，人脸识别访客机，小 型自助售卖机 农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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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chenhm@suoli.com.cn



展商简介 / Exhibitor Profile 展商简介 / Exhibitor Profile
展位号 / Booth No.: 展位号 / Boot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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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深圳智慧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Hospital of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Shenzhen Zhi Hui Lin Network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笃学路 9 号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科研楼 7 楼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医疗健康

简介 /Company Profile: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是按照公立三级甲等医院标准，由深圳市政府投资兴建，委托南方医科大学
全面管理。
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开业，是深圳市“三名工程”的首个落地“名院”项目。
深圳智慧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基于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的技术及产品的研发，拥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核心算法和深度学习技术及其应用产品的研究和开发。
2018 年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

2F42

中国
yanyin31707@163.com
www.zhihuilin.net

广州市好丰迪电器有限公司
Haofengdi electrics

详细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平沙经济开发区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医疗净水加器
Medical water purifier

简介 /Company Profile:
公司主要经营智能电子电器系列，希望国内国际前来洽谈业务

2J36

中国 
hfd1188@163.com 
www.gzhfd.com

深圳市三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Sanwu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黄岗路神彩苑 402 栋 601

所属国家 / Country:
邮箱 / E-mail:
网址 / Websit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智能体温监测系统，智能体温计，智能自报警体温表

2J38

中国 
dragonyz@163.com 
http://www.lthyh.com/

商导购机，触摸查询机、教育触摸一体机、定制类显示周边设备等”十个系列上 百个型号的产品。
与全球几大液晶原料巨头建立了长久的合作关系，多款产品外观采用自开模具，人性 化智能设计，超
薄机身，超窄边框，其中几款产品已经申请国家实用新型和发明专利保护。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公司产品已成功投入应用到多个行业和领域，如城市道路、政府机构、公众场 馆、
交通设备、彩票、能源监控、农村电商、金融机构、广电娱乐、医疗、传媒、超市、020、OVO、 教育、餐饮、
服装等各个领域，先后服务于中国邮政、格力空调、深圳海关、中国体育彩票、深圳边检、 深圳地铁、
广州地铁、分众传媒、省广股份、华视传媒、巴士在线、央视移动频道、深圳移动视讯、岳 阳移动电视、
淘实惠、随手购、等机关单位和传媒公司以及众多电商平台合作，并出口到美国、日本、 英国、瑞典、
伊朗、巴基斯坦、印度、沙特、泰国、越南等 30 多个地区和国家。 
其地铁车载系列在北 京、上海、广州、重庆、天津、沈阳、郑州、西安、深圳、广州、香港、澳门等五十
多个城市的地铁、 公交车、长途客车上使用；社区服务机、网络智能广告机、地铁显示屏系列与国内
各大传媒公司已形成 强强合作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