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系方式Contact：

深圳市创意时代会展有限公司

Creativity Convention & Exhibition 

Tel:  86-755-88312100

Fax: 86-755-88312533

E-mail: ehealth@cetimes.com
更多内容，请登录（For more info, please visit）: 

www.ehshow.com

2017年5月4-6日   深圳会展中心

May 4-6, 2017       Shenzhen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er

深圳国际移动医疗健康产业博览会
China  Health  e EXPO 2017

主办单位： 

深圳市创意时代会展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贝壳社

80后养老事业联盟

广东省养老服务业协会

深圳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协会

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信息化工作委员会

法律/知识产权支持单位：

律大大

支持媒体 ：

OFweek医疗网

药智网

威腾网

酷锋网

艾媒网

数据猿

艾兰博曼医学网

健康卫视

医美英才网

Empire Media

凤凰健康

丁香园

贝壳社

动脉网

亿欧网

生命时报

掌上医讯

当代医生

医疗器械创新网

中国数字医疗网

99健康网

家庭医生在线

医盟网

健康卫视

医谷

大医编

中国养老网

国家养老网

转化医学网

再生医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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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期 活 动

Seminars 同期活动

2017年5月4日   第一天（周四） 

会议名称    主办/合作单位时      间 地      点

2017年5月5日   第二天（周五） 

时间：2017年5月4-6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第四届CCHF移动医疗健康中国会

2017 BioGame医健创新精英秀（深圳站）

探索智能养老地产商业创新模式高峰论坛  

第二届中国（深圳）移动医疗与医院信息化论坛

80后养老事业与跨界融合创新论坛

创意时代

贝壳社

深圳市康益恒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

80后养老事业联盟

09:30-16:30

13:30-17:00

14:00-17:00

09:30-12:00

09:30-16:30

会议室1

会议室2

5F 牡丹厅

会议室1

会议室2

深圳国际移动医疗健康产业博览会
China  Health  e EXP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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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7年5月4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9号馆   会议室1

同期会议 Conferences 

上午 主题/演讲人

《精准医疗的产业浪潮和投资机会》

贝壳社   刘静雅   合伙人
09:30-09:50

《产业互联，共创移动医疗生态圈》

深圳京柏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易辉
09:50-10:10

《就医160“医疗互联网+”生态系统》

深圳市宁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席战略官   孙大宁
10:10-10:30

《大数据+一站式解决方案，助力智慧健康产业腾飞》

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健康事业部总经理   郭争永

10:30-10:50

《人工智能机器人与医疗服务跨界融合与创新》

深圳茵特里国际医疗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君宇
10:50-11:10

《移动医疗要和医药电商结合才有未来》 

广东健客医药有限公司   CEO   谢方敏
11:10-11:30

《医学编辑——移动医疗产业的内容时代》

大医编   医学编辑部主编   于虹
11:30-11:50

下午 主题/演讲人

《分钟体检-让人人都能方便快捷的获得体检服务》

北京触鼎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   陈杰
13:30-13:50

《东软熙康智慧养老实践》

东软熙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裁   陈显莉
13:50-14:10

《以医疗数据为纽带，为肿瘤医疗产业提供纵深支持》

深圳市医诺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李强

14:10-14:30

《医疗智能硬件的精准突围之道》

深圳瑞光康泰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周裕清
14:30-14:50

圆桌讨论：远程医疗如何助力健康中国梦15: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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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BioGame 医健创新精英秀

（深圳站）

时间：2017年5月4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9号馆会议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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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赛介绍】

“BioGame医健创新精英秀”是由贝壳社、太库联合主办，华夏幸福协办

的医疗健康领域的创新创业大赛，是2017深圳国际移动医疗健康产业博览

会的主要同期活动之一。

（一）通过赛事平台汇集医疗健康领域优质创业者和专业投资人，通过后续强

有力的资本支持、孵化扶持与不断地培育，最终发掘培养医疗健康领域

科技发展水平的领军型人物和创业团队。

（二）通过赛事平台的积聚力量，展示当前医疗健康产业的创新创业环境，

搭建全球性创新企业与投资机构沟通交流的平台，推动交流沟通与投

融资合作，促进产业发展。

（三）通过为创业者搭建创新创业舞台、释放创新创业活力、促进创新创业成

果转化，形成医健创业新局面，打造一个医疗健康领域的高规格、高水

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创新创业活动品牌。

【拟邀机构单位】

深圳市大鹏新区管委会

深圳市大鹏新区经济服务局

太库.科技创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贝壳社&贝壳基金

华夏幸福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

松禾创新

深圳劲嘉健康产业管理有限公司

投壶网

中兴合创

【活动议程】

12:30-13:00

13:00-13:10

13:10-13:35

13:35-14:00

14:00-15:15

15:15-15:25

15:25-16:40

16:40-17:00

签到

主持开场

主题演讲（产业）

主题演讲（投资）

BioGame精英秀路演（上半场）

茶歇

BioGame精英秀路演（下半场）

颁奖典礼 & 合影

时     间 内         容 



日期：2017年5月4日  13:30-17:30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5楼  牡丹厅

《数字化医学的再思考》

南方医科大学数字人和数字医学研究所   所长   唐雷
11:10-11:30

《混合现实医学应用初探》

北京维卓致远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鲁通博士
10:50-11:10

《医疗大数据应用实践》

华为公司医疗行业解决方案   高级架构师   严军
10:10-10:30

《医疗信息技术应用与医疗机器人》

北京华康同邦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盛林
10:30-10:50

《互联网医疗与智能医疗》

中国普天集团普天技术民生网解决方案部   经理   许玮
09:50-10:10

领导致辞

中高会信息化工作委员会理事长、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   副总裁   陈山枝

09:30-09:50

时间

日期：2017年5月5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9号馆 会议室1

主持人：中高会信息化工作委员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常胜毅

主题/演讲人

80后养老事业与跨界融合创新论坛

Conferences 同期会议

日期：2017年5月5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9号馆 会议室1

时间 主题/演讲人

签到入场09:30-10:00

联盟图书《80后的养老事业》广东读者见面会10:00-11:30

主持人开场14:00-14:05

领导致辞

80后养老事业联盟 创始人、秘书长   张晶
14:05-14:10

《守望相助：构建居家养老支持圈》

深圳市星聆相约公益事业发展中心   创办人   

深圳爱心大使   李敢

14:10-14:30

《养老机构智能化的构建》

北京奥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CEO   甘田霖
14:30-14:50

《打造中国特色的智能健康养老新模式》

东莞市承恩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焦新建
14:50-15:10

《智能化产品如何提高养老机构风控水平》

北京松鹿原养老机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骆培涛

15:10-15:30

《享老地产的营销哲学》

北京智源堂营销咨询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辽
15:30-15:50

《智能化产权居家养老模式的创新》

广东银雁健康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新希望医疗集团康复养老筹建办主任   梁焯辉

15:50-16:10

编委访谈

主持人：传德公益   创始人   胡畔

80后养老事业联盟   创始人   张晶

北京奥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CEO   甘田霖

北京智源堂营销咨询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辽

北京松鹿原养老机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骆培涛

16:10-16:40

现场观众问答互动16:40-17:00

探索智能养老地产商业创新模式高峰论坛

主题/演讲人

议题1：智能颐养地产商业模式创新

议题2：智慧云平台机器人智能家庭创新服务

议题3：地产规划设计创新元素

议题4：智慧化社区服务的运营和管理

议题5：创新金融模式

圆桌论坛：地产居家养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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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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届中国（深圳）移动医疗与医院信息化论坛

签到及会议宣传短片09:15-09:30

提问与讨论11:30-11:50



公司中/英文名

80后养老事业联盟 

Guangdong Jianke Pharmacy Co., Ltd 

阿尔卑斯（中国）有限公司 
Alps（china）co.,ltd.

爱奥乐医疗器械（深圳）有限公司 

爱迈智能健康云管家 

奥咨达医疗器械服务集团 
Osmunda Medical Device Service Group

北京爱肌艳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博实联创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Boshi Linkage Technology Co.ltd.

北京触鼎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泽桥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eijing Zest Bridge Media Technology Inc.

常州糖族部落云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春晖科技 

东方德思（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Welcare （shenzhen）technologies Co., Ltd

东莞凌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福达康实业有限公司 
Fdk

东软熙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合豐醫護設備有限公司 
Hopeful Medical Equipment Company Limited

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睿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dong Ruichao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广东省养老服务业协会 
Guangdong Elderly-care Services Association

广东沃莱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中科慈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Guangdong Casnetvi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td

广州恩派传媒有限公司 
Empire Group Holdings Pte,ltd

广州市宝比万像科技有限公司 
B&b Exporting Limited

广州市行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微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希科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Xicoo Medical Technology Co., Ltd.

韩迈迪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Medicore Co ., Ltd

杭州科畅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山之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市德赛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Huizhou Desay Industrial Research Institute Co.,ltd.

展位号

9J32

9G32

9A07

9C12

9J53

9F55

9D28

9A15

9B08

9J58

9K28

9K28

9M28

9D51

9C22

9F21

9K51

9A21

9L53

9G56

9A23

9D31

9D56

9N36

9N50

9C18

9C20

9C32

9K59

9L51

9M22

展商名录 Exhibitor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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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中/英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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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泰医学系统（秦皇岛）股份有限公司 

酷锋网 

朗锐慧康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律大大网络（深圳）有限公司 
Legal Director Network (Shenzhen) Co.,Ltd.

南京健之侣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科力威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康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舒安尔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Ningbo Shuaner Medical Equipment Co.,Ltd

前海人寿健康管理中心 
QHL Health Management Center

青岛百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擎格集团 
Shenzhen kimgle technology co.,LTD

山东康泰实业有限公司 
Shandong Kangtai Industry co.,ltd

上海道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蜜拓蜜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数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SID Medical Co.,Ltd

上海翼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Yishi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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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采集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Cloud Data Collector  Technology Co.,ltd.

深圳大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迪美泰数字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DIMETEK Digital Medical Technologies Ltd

深圳华清心仪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Shenzhen ECGMAC Medical Electronics Co.,Ltd

深圳京柏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蓝韵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LANDWIND HEALTH SCIENCE&TECHNOLOGY CO.,LTD.

深圳曼瑞德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MANRIDY TECHNOLOGY CO.,LTD

深圳前海冰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Qianhai Icecold IT Co.,Ltd.

深圳前海玺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瑞光康泰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杉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白荷心理咨询有限公司 
Baihe Psychological Consultation Group

深圳市柏尔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 Goodpal Electronics Co.,Ltd

展位号

9F23

9H22

9F56

9L56

9J60

9N22

9C52

9J56

9C21

9D52

9H60

9H08

9F18

9D22

9H51

9D39

9J57

9G12

9F28

9D15

9N38

9M52

9K12

9N08

9N20

9C28

9F22

9G22

9K22

9F51

9C51







展位号/Booth No.:

Exhibitor Profile 展商简介

中国   China

86-010-82826738

86-010-82825528

13522508197@163.com

www.basetic.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睡眠卫士（心率呼吸监护仪）SC300C是，通过内置在监测垫的

MEMS传感器实时采集心率、呼吸、打鼾、体动等生命体征数据，数据

自动上传给服务器，通过服务器上临床医学模型分析判断，实现呼吸系

统，心脑血管疾病（心脑梗）早期预警的电子产品、医疗器械。“睡眠

卫士”是基于睡眠生理信息大数据的健康预警系统，分为3个子系统（机

构养老的夜间照护系统，心脑血管疾病监护管理系统，呼吸暂停综合症

早期筛查诊断系统）。

北京博实联创科技有限公司立足于中关村软件园，是通过认证的高新技

术企业及软件企业。拥有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多项目自主知识产

权。公司专注于高品质健康管理，以“建立睡眠健康信息网络数据库并

提供定制化服务”为宗旨，通过应用通信控制及信息应用系统集成技

术，为用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和持续服务。公司核心产品通过对人体生

理信息数据采集和存储，从而实现“疾病治疗”到“疾病预防、健康管

理”的转变。

简介/Company Profile:

北京博实联创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Boshi Linkage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园2号院2260 

9A15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稳和云健康专注于建设面向公众的健康管理平台；实现居民自查健康档案信

息；社区医生实时追踪健康干预；全科医生或健康管理师提出个性化健康指

导方案进行反馈，实现全程健康管理和一体化、网络化智慧医疗服务。

深圳市旭高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研发、生产、销售疾病检测

产品的医疗器械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推动糖尿病健康事业的发展。稳

和云健康专注血糖慢病管理，稳和云健康平台基于WHO的慢病管理理

念和规范，结合POCT技术，物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遵照循证医

学健康管理的实践，实现了从患者个人－家庭－社区－卫生院（站）－

医院的慢病照护全覆盖体系。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86-0755-86637178

86-0755-86637360

sales@omnihealth.com.cn

www.血糖.cn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深圳市旭高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塘朗工业区B区44栋厂房5层A-01

9A17

中国   China

86-755-29783522

86-755-29416482

69965575@qq.com

www.vip-house.cn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深圳市贵宾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Shenzhen Guibin Techonlogy Development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环观中路370号易顺达高新科技工业园A16栋

9A19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智能穿戴手表，空气净化器。

贵宾科技集团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公司总

部位于深圳市龙华新区，占地面积20000多平方米。集团现有员工五千

人，拥有研发中心、生产中心、会议中心、营销中心、员工公寓、活动

中心等设施，提供产、学、研一体化的硬件。展望示来，贵宾用科技服

务生活，发扬品质第一、开拓创新的精神，为保健事业创造新的辉煌。

我们愿与您一起在商业的浪潮中携手成长，共创未来！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86-0756-3630735

86-0756-3630734

2936468049@qq.com

www.blt.com.cn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育儿宝（儿童基本体温计） 好孕100（女性基础体温计）   胎心仪  血压

计  手指血氧仪 

国家多参数监护仪产业化基地—宝莱特公司，成立于1993年，坐落于珠

海高新区，于2011年在深交所上市，股票代码300246。多年来宝莱特

已发展成为监护仪民族产业第一大品牌。

The Biolight Meditech Company, the Industrial Base of National 

Multi-Parameter Patient Monitor, is located in the Zhuhai 

National High-tech Development Zone. In 2011, the Biolight 

listed on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which stoke code is 

300246. The Biolight has been the First National Brand in the 

Chinese Patient Monitor market for years.

简介/Company Profile:

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广东珠海市高新区创新海岸创新一路2号

9A21

中国   China

86-760-28130833

86-760-28160370

welland.qin@qq.com

www.icomeon.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智能体脂秤、智能厨房秤、智能围度尺、智能体重秤、行李秤、便携

秤、厨房秤、电子计价秤

广东沃莱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研发、生产称重测量类产品，包括智能体脂

秤/体重秤，智能厨房秤/营养秤，智能围度尺（七项身体围度），行李

秤、智能结算类计价秤等。生产及办公面积一万平米，员工260余人，

生产线8条，日产量25000-30000台。

公司已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BSCI认证，CE认证，ROHS认

证、计量器具生产及销售资格认证。

简介/Company Profile:

广东沃莱科技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广东省中山市民科东路85号

9A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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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Booth No.:

中国   China

86-010-58041905

86-010-58041905

jackchen@touchtop.com.cn

www.touchtop.com.cn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健康筛查建档一体机是指将心电图、心率、血糖、血压、血氧饱和度、

尿常规、体温等设备以及二代身份证或者居民健康卡读卡器通过健康筛

查建档一体机终端软件实现一体化整合的临床检测设备。能实现检查数

据采集、储存、处理、传输等功能，具备高集成、易操作、便携带、稳

定精准特点。

北京触鼎科技有限公司,2013年成立于北京朝阳区的创新高科技企业，

主要从事智慧医疗健康领域的软硬件服务。触鼎科技自主创建的“分钟

体检增值服务系统”，结合移动互联联网技术、物联网技术，通过智能

终端采集设备方便快捷的获取用户基本信息及生理生化指标上传到健康

云平台，为用户建立有效的个人健康档案，对慢性病患者亚健康人群进

行有效的健康跟踪提升服务品质，并为机构客户做慢病健康管理提供强

大的数据支持决策系统。

简介/Company Profile:

北京触鼎科技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北京市通州区金隅自由筑142号楼一层

9B08

中国   China

518000

86-755-28719103

86-755-28882567

service@sxbsx.com.cn

www.szbsx.com.cn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互联网+多参数监测仪利用强大的网络功能，集成医疗检测技术，研发出

全新概念的健康管理终端，可以测量血压、血氧、心电、心率、脉率等多

种生理指标，同时利用蓝牙、WLAN和GPRS随时上传如身高体重、体

脂血脂、血糖，尿酸、尿常规、胆固醇等数十多项生理指标。个人身份蓝

牙识别系统和串口打印功能，满足家庭、村卫生所、社区社康中心、企事

业单位、慢病管理中心和养老机构及相关区域化信息健康管理平台需要。

深圳市保身欣科技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家用和智能医疗器械研

发、生产与销售一体的国家高新企业，拥有自主专利产品和技术，基于

互联网技术手段，研发出多款智能移动医疗产品，积极拓展家用和基层

医疗及养老服务行业需求，为心脑血管患者、空巢老人及亚健康用户提

供平板式多参数监护仪、蓝牙血压计、蓝牙体温计等智能终端产品。

简介/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保身欣科技电子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深圳市龙岗区爱南路78号利好工业园8栋

9B08

中国   China

518000

86-0755-88361314

contact@xiekang.ne

www.xiekang.net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深圳市携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XieKang Network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五路万维大楼506室

9B32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基于对健康管理一体机与携康云平台的整合，携康科技相继研发了携康

APP  、携康健康管理一体机：

XKZN - A300  （管理中心版）     

XKZN - B600（健康社区版）

XKZN - B300  （健康社区版） 

XKZN - B600（便携巡诊箱）

XKZN - D100  （便携居家版）

XKXS - 9100A（学生智能体检设备 ）

深圳市携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深圳蛇口网谷创意产业园内，公

司通过引进德国先进的健康管理评估模型。针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领

域专业提供健康小屋集成、健康检测一体机、区域健康管理平台系统

解决方案，服务于基层基础公共卫生建设，综合系统的解决健康管理

过程中的数据采集，信息互联互通，实现远程医疗管理，以及大数据

应用。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86-760-89871278

86-760-89871279

zhaoshang@lkang.cc

www.lkang.cc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智达版 LK-V501全能机

1、电子健康档案

2、远程医疗（远程咨询）

3、电子宣传教育

4、常规体检

       （血糖、尿酸、血脂四项、血压、身高、体重、BMI、人体成分、

            基础代谢、12导心电、血氧、腰臀比、心率、体温）

5、骨密度

6、糖化血红蛋白

7、肺功能

8、尿常规

9、电子视力检测

10、电子健康问卷

11、远程查询与打印 

徕康医疗——“徕”古语“劝勉、引导”之意，通过一体化智慧健康方

案，帮助人人享有健康，正是企业的经营宗旨。

从2010年至今，公司已形成4大系列、一个云管理系统的专业产品方案

提供商，并获得近30项核心知识产权，拥有广东省重点新产品及国家智

慧城市最佳方案奖荣誉。徕康一体化健康小屋自助智能体检设备已经实

现多样化组合应用，不仅能满足公众的日常健康及慢病管理需求，并融

合应用智能养老、区域卫生信息服务平台、智慧城市平台和VIP客户健

康管理等，为“互联网+健康大数据”项目提供稳定可靠的一站式实施

方案。

徕康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健康管理一体化平台的专业企业，现已成功实

施3000多个项目，是恒大健康、保利、平安银行、中石油、309医院等

机构的合作伙伴，在2015年获得国家高新科技企业认证。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山市徕康医疗信息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数码大厦709

9C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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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Booth No.:

Exhibitor Profile 展商简介

中国   China

86-0755-36900999

86-0755-33296299

li-x@bioland.com.cn

www.bioland.com.cn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远程智能医疗，家用智能电子血压计、电子血糖仪、电子体温计。智能

传输数据，GPRS/蓝牙/WIFI传输数据，云端数据存储，数据实时发送

到手机端（微信端），后台医生管理数据，给你提供科学的健康管理。

爱奥乐医疗,2004年成立于深圳，专注血压、血糖、试纸等家用医疗器

械的研发和生产，全线产品均有CFDA认证，研发团队近百余人，生产

员工500余人。2015年底，爱奥乐成为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代码：000150）旗下全资子公司。爱奥乐医疗将专业的健康管理理

念与先进的产品方案带入万千家庭，打造了由家庭医疗、临床医疗、互

联网医疗组成的大健康生态圈，组建一个全面覆盖医疗器械的专业化服

务平台。

简介/Company Profile:

爱奥乐医疗器械（深圳）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宝龙五路尚荣科技园G栋

9C12

中国   China

86-20-82035975

86-20-82035975

hubo@wqdata.net

www.wqdata.net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君益康”意为成为用户身边的健康管家，让主人更加健康。君益康健康

管理平台为银行、门店、社区、家庭健康管理提供了新型解决方案，可

便捷测量慢病相关体征如血糖、血压、血氧、脉率、体重、身高等，通

过快速建档、数据分类、报告打印、微信互联、后台管理等管控用户健

康并提供精细化的健康服务。

微乾科技是A股上市公司视源股份旗下专门从事智能健康平台和金融信

息化产品开发、销售的科技企业。微乾科技的健康管理系统及解决方案

可实现体征测量、档案打印、微信互联、后台管理等功能。用户可便捷

测量血糖、血压、血氧、体温等体征，十秒建档，一键打印报告，微信

获取健康建议；管理者通过后台进行用户和居民的数据分析、健康管

控、精准营销、个性化服务等，以实现服务升级的惠民价值和消费升级

的商业价值。

简介/Company Profile:

广州微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广州科学城科学大道162号创意大厦B3栋

9C18

中国   China

510530

86-020-86154345

86-020-82075579

xicoo@cvte.com

www.xicoo.com.cn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广州希科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Xicoo Medical Technology Co., Ltd.

详细地址：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四路6号CVTE第二产业园

No. 6, Yunpu 4th Rd., Yunpu Industry Park, Huangpu District, 

Guangzhou, China

9C20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希科医疗现有产品包括多参数生命体征监测仪院用版aVS01、多参数生

命体征监测仪家用版aVS02、电子体温计aTM07、全自动电子血压计

aBP1688、输液监护仪、病人监护仪等。

广州希科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是CVTE（股票代码002841）旗下的全

资子公司。CVTE主营业务方向为液晶显示主控板卡、交互智能平板、

医疗等产品的设计、研发和销售。希科医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

术，专注于移动医疗信息化，智能硬件研发，致力于通过结合移动医疗

和互联网技术，将专业医疗设备应用于医院的同时，为家庭提供健康管

理服务，为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提供有效的家庭医疗基础设施及专业

化个性化的服务。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中高端的医疗护理床、居家护理床、儿童护理床、抢救车、医用推车、

互联网+智能医养监测等系列产品。

宁波舒安尔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研发、设计、生产、维修、销售成

为一体的生产医疗护理床企业之一，在2001年正式和聖心财团成为合资

企业，也是宁波地区的医疗器械协会成员之一，它坐落于美丽的港口城

市（宁波）。舒安尔品牌成立于1999年，经历了15年的奋力拼搏同时

凭借在医疗领域的专业水平和成熟的技术，在医疗领域迅速崛起。 依靠

不断的研发产品，不断为用户提供满意的产品质量，是我们始终不变的

追求。

Located in the beautiful port city of Ningbo, Ningbo Shuaner 

Medical Equipment Co.,Ltd. is one of the medical nursing bed 

manufacturers integrating R & D, design, production, maintenance 

and sales. It is also one of the members of Ningbo Medical Device 

Industry Association. Shuaner brand was founded in 1999. The 

past fifteen years has witnessed the rapid rise of the company in 

the medical industry with its unremitting efforts,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mature technology. We are committed to 

providing our customers with best quality through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n new products.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315142

86-574-87042207

86 -574-88312258

Info@nbshuaner.com

www.shuaner.com.cn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宁波舒安尔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Ningbo Shuaner Medical Equipment Co., Ltd

详细地址：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镇南路7号

No.7 South Road DongWu Town YinZhou Dis NingBo China

9C21

中国   China

86-0769-81098181

86-0769-81098187

605191171@qq.com

www.fudakang.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东莞市福达康实业有限公司

FDK

详细地址：东莞市常平镇元江元村银河路8号福达康

9C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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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Booth No.: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血压计、血糖仪、红外线体温计、体温计。

福达康公司创办于1996年，是国内先进的台资企业，主营医疗电子产品

开发制造生产。经过二十余年的快速发展，现已形成以东莞为总部，在

全国各省区设有分支机构的集团性企业。现有生产场地7500平方米，职

工总数320人。公司严格按ISO9001标准组织开发、研制、生产各式电

子医疗器械（血压计、体温计、血糖仪）。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瑞

士等欧美地区及东南亚各国。

工厂联系电话：0769-81098181。

Fudakang Industrial Co.,Ltd. is a high-tech enterprise dedicated 

to develope, produce and sell digital medical instruments. Our 

main products are digital thermometer, infrared thermometer, 

blood pressure monitor and blood glucose monitor, etc.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我公司院内院外产科中央监护系统不仅实现传统的院内监护，而且使家

中进行胎儿监护，医院诊断成为现实。借助本系统，医护人员可在办公

室，家中、值班室，随时判读孕妇远程上传的胎儿的胎心、宫缩、胎动

曲线和数值。利用我公司自主开发研制的智能胎儿监护仪，连接手机

APP，实现家中监护，一键上传，并随时查看医生回复的诊断建议。

深圳市莱康宁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于中国医疗器械产业硅谷——深

圳市南山区，专业从事高性能产科监护产品的研究，积累了多年的专业

设计经验，是集科研、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科技医疗设备制造

商。作为中国最大的胎儿监护模块供应商，在中国的产科监护领域享有

广泛的知名度，公司设计的胎儿监护模块和整机产品已与多家知名企

业、医院建立了合作关系，多项技术和性能在全球范围居领先地位。

specialized in the R&D, manufacturing of obstetric device. LUCKcome  

is a biggest supplier for the fetal monitoring module in CHINA. 

LUCKcome can fullfill any customer's needs of new Fetal Monitor. We 

can provide customerized products according to the partner's 

requirements. LUCKcome opened its doors to the overseas market in 

2004, and the export annual sales increased sustainably since then.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86-0755-26853526

86-0755-26833076

1967992641@qq.com

www.luckcome.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深圳市莱康宁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 Luckcome Technology INC.,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沿山路18号中建工业大厦1栋2楼201、综合

办公楼4楼整层

9C25

中国   China

86-0755-26607078

86-0755-26607078

info@pegasiglass.com

www.pegasiglass.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深圳前海冰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Qianhai Icecold IT Co., 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北路讯美科技广场3栋10层

10/F,Building3, SUNMAXTech. Park, 8KeyuanRd, Nanshan Dist, 

Shenzhen, China

9C28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PEGASI智能睡眠眼镜是集改善睡眠、倒时差等功能于一身的生物钟调

节仪,利用最新光疗技术[在睡眠领域的应用]，[每天]只需短短20多分钟的

物理调节就能够帮助睡眠障碍人群轻松解决失眠、多梦、早醒、浅睡等

一系列睡眠困扰。它更是全球第一款闭环睡眠优化产品，将睡眠监测大

数据与睡眠调节完美结合，精准定制专属于你的睡眠改善方案。

我们是一家专注睡眠领域的全新型互联网健康产业公司，主打产品

PEGASI智能睡眠眼镜是全球第一台闭环的睡眠优化产品，这款眼镜能

够通过云端平台对睡眠障碍人群进行大数据分析从而提供定制化、精准

的睡眠改善方案。同时,我们也专注于研发和销售智能睡眠家居系列产

品,全方位打造物联网智能睡眠领域尖端科技,让人们拥有健康睡眠是公司

创立的初衷和不变的追求。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中科智康与中科院建立联合实验室,首期重点合作“睡眠管理监测”项

目，合力研发打造首个核心品牌-“YOLI智睡”，凭借在行业内首创无

感化精准睡眠健康监测已成为YOLI智睡核心竞争优势。YOLI智睡由智

能睡眠监测仪、智睡APP、轻量级终端应用、后台管理系统组成，从市

场细分层面上，主要分为高端酒店、养老机构、个人家庭，公司根据不

同使用场景，为各细分领域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

Zhongke ZhiKang establish joint laboratory with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first key cooperation \"sleep\" management monitoring 

project, developed to build the first core brands - \"YOLI wisdom\" 

sleep, with the first in the industry has no influence precision sleep 

sleep health monitoring has become YOLI intellectual cor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YOLI sleep sleep by intelligent monitor, wisdom wisdom 

APP, lightweight terminal application, background management 

system, from the market subdivision level, mainly divided into the high-

end hotels, pension institutions and individual family, the company 

according to different usage scenarios, provide customized solutions.

中科智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健康智能产品研发与健康

管理服务生态链系统建设的互联网创新企业，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健

康管理服务和解决方案，跨界传统行业、接入智能健康元素，从而打造一个

移动互联网时代多维度、多场景的智能健康管理平台。公司的目标是利用智

能终端的健康数据采集，通过大数据平台的深入挖掘与数据分析，为用户提

供更加精准化的健康数据解决方案支持及在线社群等资讯服务。

Zhongke Intellihealth Technology ( Shenzhen ) Co.,Ltd. is a Limited by 

Share Ltd focu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health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health management service system of Internet 

innovation ecological chain enterprises, i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a full 

range of health management services for users and solutions, traditional 

industries, cross-border access intelligent health elements, so as to 

create a mobile Internet era of multi dimensions scene intelligent health 

management platform. The company's goal is to use intelligent health 

data collection terminal,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of data mining and 

data platform, provide a more accurate data support health solutions and 

online community information service for the user.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518000

86-0755-26606669

86-0755-26606669

service@zkzk365.com

www.intellihealth.cn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中科智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Zhongke Intellihealth Technology (Shenzhen)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丰路二号特发信息港大厦E栋三楼

the third, building E, Tefa Inforport, Kefeng, NanShan District, 

Shenzhe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9C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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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Booth No.:

Exhibitor Profile 展商简介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Smart Pulse是与移动设备连接，是任何人均能检测压力 & 心血管健

康状态的家庭保健设备。通过每天2分钟左右的检测，可事先预防慢性

病或心血管系统疾病，可了解自身的整体健康状态。因为已经在拥有

中国CFDA,韩国KFDA ,欧洲CE 等世界著名的认证，所以是更加可靠

的产品。身体上/精神上压力指数和抗压能力的检测功能。具备东方人 

“世界唯一的东方人标准常模”，最符合中国人。

Smart Pulse is a portable self-measurement medical device. The 

measurement is easily done at home or at the office.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are available after connecting the Smart 

Pulse to your mobile devices. Smart Pulse is used to detect the 

risk of adult diseases in the early stages by checking the 

functioning of the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the status of their 

stress, the aging of their blood vessels, and their blood circulation 

by analyzing small changes in their heartbeats.

( 株 ) MEDICORE是由在国内外医疗器械长期从事制造业的优秀的

技术人员为中心，在1998年8月公司成立以来，在韩国最早开发了

红外热成像仪，精神压力分析仪等，作为精神压力诊断设备市场的

领头羊，为了生产 “差别化，有竞争力”的产品自我开发，从不吝

惜投资，在美国、日本、中国、欧洲等海外市场上也均被认可为优

秀产品。

MEDI-CORE has done our best to support superior medical 

examination and treatment in lots of hospitals with developing 

medical products such as Infrared Thermographic Imaging 

System,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Analyzer, And centered 

excellent home and foreign researchers who have good careers, 

although we have short history. We always invest to develop 

competitive extraordinary products as well as manufacture the 

most suitable device which meet hospital 's demands. 

Furthermore, MEDI-CORE has exported products to USA, 

Japan, China, South-eastern Asia, the Middle East and Europe 

markets. We MEDI-CORE, appreciate your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all the time and continuously make an effort to have 

strong competitive power in manufacturing medical equipment 

without satisfying this achievement.

简介/Company Profile:

韩国   Korea

100025

86-010-65202906

82-02-4121948

xuanguiyong@163.com

www.medi-core.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韩迈迪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MEDICORE Co.,LTD

详细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39号 华业国际 B座 810

3F, Samwoo B/D, 13-8, Baekjegobunro 20gil, Songpa-gu, Seoul, 

Korea

9C32

中国   China

86-025-83705565

86-025-83704400

monitor@keliwei.com

keliwei.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医疗级别精度JP2011系列穿戴式多参数监测仪，集监测心电、呼吸、

血压、血氧、等参数为一体，具有为用户预警和心电分析等功能。医疗

级别精度JP2000系列移动式智能多参数监护一体机，灵活方便地外接

多种检测仪器。监测数据通过蓝牙4.0双模，智能手机或平板，2G的移

动网络进行无线传输至云端，医护平台的大数据处理能更好地为用户提

供健康检测、慢病管理、社区就诊、远程医疗等智慧医疗服务。

南京科力威电子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移动医疗领域产品的设

计、生产、销售及服务的技术型企业。近20年的深耕，基于物联网基础

上自主创新研发的移动式监护仪和可穿戴式医疗监测仪，具有低功耗、

微型化、智能化的特点，是集实时监测、无线传输、数据处理为一体健

康管理终端，适用于个人、家庭、社区、医院、机构等不同应用环境，

完全符合国家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要求。

简介/Company Profile:

南京科力威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南京市鼓楼区芦席营长江科技园97号综合楼A座6楼

9C52

中国   China

86-755-26908101

86-755-26908101

jiankang580@128160.com

www.128160.com    mobile/index.aspx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1. 健康580（肿瘤版）医患沟通服务平台

2. 影像资料数字化

深圳市诚邦医疗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致力于大健康与生物领域软件技术

的创新和开发。基于云计算技术的软件开发能力，为企业提供项目管理

解决方案、知识管理解决方案、企业应用整合解决方案和互联网移动应

用解决方案。自主研发运营的健康580 ( 肿瘤版）是一款肿瘤领域的医

患沟通服务移动平台。

Shenzhen Chengbang Smart Software Tech. Co., Ltd（CBSST）is 

dedicated to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the software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health and biology. Based on the technology of 

cloud computing, CBSST provides enterprises project 

management solutions, knowledge management solutions, 

application integration solutions and mobile internet application 

solutions. The independently-developed and independently-

operated APP which build the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platform in tumor field.

简介/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诚邦医疗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R1-A09

9C56

中国   China

519000

86-756-6908159

86-756-6908159

342984000@qq.com

www.mengxinkeji.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珠海市梦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ZHUHAI DREAM HEART SCIENCE AND 

TECHNOLODY DEVELOPMENT CO.,LTD

详细地址：珠海市九洲大道富华里B座15楼整层

FLOOR 15, ZHONGHAI BUILDING B, JIUZHOU WEST AVENUE-

ZHUHAI –CHINA

9D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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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Booth No.: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梦心远程监护与健康管理服务系统，由智能远程心率监护仪+云计算存储平

台+启力健康服务管理云平台+移动医疗服务平台组成。系统是通过随身佩

戴的智能远程心率监护仪，不间断地监测心率值、脉搏波，随时检测心电

波、血压值等心脑血管系列数据，并经过专有数据链路实时自动传输至启力

健康服务管理云平台，为客户建立个人健康管理档案并进行健康管理。

珠海市梦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是一家集研发、制造、销

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医疗电子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所处行业为健康医

疗及居家养老行业，属于国家十三五产业规划的重点发展产业。公司的

主要产品为智能远程监护与健康管理服务系统及相关的健康智能产品与

服务。梦心科技以“打造世界一流的互联网健康管理服务平台”为企业

愿景，始终致力于高端健康管理系统及终端设备的研发，公司的多项研

发成果已获得国家专利。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86-21-50504988

86-21-50809706

guohongfei@daosh.com

www.daosh.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道生四诊仪，道生舌面象仪，道生脉象仪，道生脉象信息采集体质辨识

系统、 道生中医体质辨识健康管理系统。

上海中医药大学与绿谷集团共同组建的上海道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承担

了多项国际标准制定工作，在国内外拥有73项专利，作为中医诊断设备

第一品牌，参与了“火星500”国际模拟试验、首届“中国—中东欧国

家卫生部长论坛”、863计划“综合性中医院信息系统研发与示范”课

题、与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开展“体检人群中医健康状态测评及综合干

预多中心应用研究”等多个重大项目。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上海道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上海浦东新区张江高科牛顿路421号

9D22

中国   China

100000

86-755-83612009

86-755-83612009

576936203@qq.com

www.tatai.net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Belik贝立凯是一款最新的小型电子产品——主要用于眼部按摩，面对

生活中层出不穷的紧张和压力，其结合专利的气压按摩技术和振动按

摩，配合温热功能加上悦耳音乐，让您完全纾压，给健康加分。凯硕颈

椎按摩仪的远红外热疗及磁疗可迅速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

谢，消除局部无菌性炎症，有效地恢复颈椎及相关组织的正常生理功

能，减轻颈肩等部位的疼痛、酸胀、麻木等痛处，起到温经通络，驱风

除湿，活血止痛的目的。

Belik贝立凯是北京爱肌艳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旗下运营的，创建于

2014年。公司秉着“以人为本，以精立业，以质取胜，以诚服务”的经

营理念，以产品质量为企业发展之命脉，以市场为消费导向，以信誉为

企业生存之根本。现公司已拥有稳定且成熟的全球市场网络及一大批忠

实的消费者。普通不属于我们，无与伦比属于你们高贵的气质完美结

合，加上高端科技，为社会创造财富，为消费者开创美好生活以及信

任，这是贝立凯的职责所在。

简介/Company Profile:

北京爱肌艳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北京市平谷区夏各庄镇马各庄南街83-156号

9D28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慈航安行宝智能救急盒子采用专利步态检测技术，智能识别老人紧急场

景，自动通话报警，并配备实时室内外定位，安全围栏以及全面的生活

照护功能。同时通过结合安行宝+app+管理后台，突破性解决了养老信

息服务平台紧急救助层面的瓶颈问题。

With the patented gait detection technology that intelligently 

identifies the emergency scenario of the elderly, 【Care box】 

features automatic call and alarm supported by indoor and 

outdoor real-time positioning, security fence and well-rounded 

life care functions. 【Care box】 breaks the bottleneck in respect 

of the first aid service in the senior nursing information platform 

by combining 【Care box】, App and background management. 

广东中科慈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慢病管理与智慧健康养

老服务的创新型科技企业。公司以步态检测分析技术为支点，借助自身

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方面的技术优势，为广大家庭用户提供紧急

救助、慢病评估与康复干预等健康监测服务。中科慈航基于自主研发的

“康云智慧健康管理云平台”，结合各类型智能硬件设备与app应用，

为养老机构与平台运营商提供一体化紧急救助平台解决方案。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510600

86-020-38556420

86-020-38556419

penny.hu@casnetvi.com

www.chkcloud.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广东中科慈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GuangDong Casnetvi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中307号富力新天地C座4106

9D31

中国   China

86-0755-84718100

86-0755-84718155

spt@spt-tek.com

www.aicares.net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小糖医拥有多款彩显触屏、GPRS自动传输的智能血糖仪，在传统血糖

仪基础上，具有血糖数据自动记录、图表分析、亲友分享、糖友交流、

医护指导等功能。

小糖医专注于糖尿病管理，在智能血糖仪基础上，通过大数据和AI人工

智能的方式，结合糖尿病管理专家经验，逐步实现精准的糖尿病管理。

简介/Company Profile:

小糖医

Aicare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北五道博讯大厦七楼

9D32

中国   China

86-21-65573361

86-21-65573363

chengy@sidmedical.cn

www.sidmedical.cn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上海数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SID Medical Co.,Ltd

详细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密云路1018号复旦大学科技园703-704室

9D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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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Booth No.:

Exhibitor Profile 展商简介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65医生是数创公司开发的专注于个人健康管理的移动医疗平台系统，结

合智能硬件、手机APP以及后台的医生资源于一体，通过远程医学检

查、居家实时监护、医生线上报告、线上咨询问诊、线下干预等多种服

务项目，为个人健康管理提供高效、务实的解决方案。

365 Doctor is a mobile medical platform system developed by 

SID, which is focused on personal health management. With 

integrated intelligent hardware, mobile phone APP and backstage 

doctor resources, it can provide efficient and practical solutions 

about personal health management by providing services like 

remote medical test, real-time family monitoring, online report, 

online consultation, offline intervention. 

上海数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5月，是国内技术领先的远

程心电解决方案及服务供应商。经过十多年的技术研发和积累，拥有

自主研发的数字心电网络远程平台建设解决方案，同时公司立足上

海，签约上海三甲医院心电医生，基于心电云平台，为国内外的基层

医疗机构以及各类合作伙伴提供心电图的远程读图与诊断服务。

Established in May, 2003, SID Medical Co.,Ltd. is a leading 

supplier of remote ECG solution and service with domestically 

advanced technologies. After decade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accumulation, we have developed the digital 

remote ECG network platform establishment solution by our 

own. Located in Shanghai, we have signed agreement with 

ECG doctors from tertiary hospitals in Shanghai, and provide 

remote ECG interpretation and diagnosis service for primary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various partners at home and abroad 

based on ECG cloud platform.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86-0769-81173023

he@apps-ltd.com

www.apps-ltd.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智能血压计、智能血糖仪、智能血氧仪、智能心电仪、智能桥、慢病健

康管理APP。一部设备，就是一位终身免费的慢病私人医生！

智爱保提供6大专业服务：

1、实时智能诊断

2、指标异常，私人医师介入

3、足不出户，享受全球优质慢病医疗资源

4、离开手机，智能服务样样不少

5、动态健康档案，最佳诊疗参考

6、线上交友互动，线下精彩社区

智爱保是东莞凌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独立品牌，致力于慢病健康管

理服务项目，于2016年正式启动。

智爱保，慢病健康管理专家，以让每一位慢病患者拥有自己的私人医生

为己任，通过智能硬件、涵盖慢病全程服务的线上APP和O2O线下社区

服务中心三大模块，独创了硬件+软件+O2O服务中心的商业模式。患者

仅需通过智能硬件进行日常测量即可获得专职慢病医生和专业医疗客服

提供的慢病日常管理的专业化全托管服务。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东莞凌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深圳市罗湖区书城路1号都市名园C区裙楼5层

9D51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A|深度健康体检高端商务精英健检|企业团体健检|中老年体检等B|全

基因组检测

肿瘤基因检测|慢病多发检测|基因药物检测等C|功能医学检验

器官功能检测|代谢系统检测|内分泌系统检测等D|特色专科医疗

高端医美|数字生态口腔|中医养生康复|耳鼻喉科等E|健康量化管理  

亚健康辅导管理|生机食疗方案|舒眠解压方案等F|跨境海外医疗

海外精密体检|跨境远程会诊中心|海外绿色就医等。

前海人寿健康管理中心秉承“精准检测管理·呵护未来健康”的超时

代零级预防理念，着眼于打造“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服务平台。中

心由多学科医学领域资深健康管理专家团队联袂入驻，旨在以国际化

精准检测标准及最精良的服务品质，以『全时态』的健康管家服务体

系，从深度体检定制、健康量化评估、健康干预管理至跨境海外医

疗，精准定制个性化高端健康管理全案，成为高端精英人士信任且安

心托付的健康管理专家。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86-0755-22366888

86-0755-22366888

526465289@qq.com

jk.foresealife.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前海人寿健康管理中心

QHL Health Management Center

详细地址：罗湖区宝安北路与梨园路交汇处宝能中心

9D52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基于多年的企业传播服务经验和对传播行业的洞察与理解，恩派传媒

服务你的企业或机构随时随地满足传播需求。我们为各类规模的企业

和机构提供服务。我们把企业和机构的新闻和信息以最快的速度发布

和披露到目标市场和受众。为你监测传播效果，并提供报告、分析、

优化等传播增值服务，我们的宗旨帮助客户的企业达到最大效率的传

播与推广。

恩派传媒是一个网络媒体公司，致力于打造世界最大的专业领域咨询

自媒体平台的现代公共传媒公司。恩派传媒通过提供国际性公共关系

服务以搭建客户与世界各地的其它媒体公司的桥梁，为公司提供国际

商业解决方案。到目前为止，已有超过500家的公司与我们合作，通

过20多万的媒体以提高他们的企业形象并在所涉领域得到即使有效

的曝光率。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510000

86-20-28190408

86-20-62619008

tara@empire-empire.com

www.empire-empire.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广州恩派传媒有限公司

Empire Group Holdings Pte,Ltd

详细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230号万菱国际中心A塔47层V10

47th Floor, Onelink International Centre No. 230, Tainhe Road, 

Tianhe District, Guangzhou, China

9D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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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Booth No.: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合家健康一体机是目前市场上较领先的专业健康管理设备，可进行一体

化配置并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帮助用户实现自主健康管理。目前已成功

嵌入公司自研的合家健康管理软件，实现24小时生命体征监测，存储分

析健康数据和趋势，提供24小时健康管理服务。

健康管理项目包括运动、膳食、心血管、糖尿病、肺癌、骨密度、高血

压、高血脂、肥胖、代谢综合征等。可进行精准大数据脉诊分析、远程

实时关注亲人健康、设置3个SOS紧急电话。

Currently on the market, the family health machine is a leading 

professional health management devices, it can be integrated 

configuration and provide health management services, and help 

users to manage themselves' health independently. Now it has 

been successfully embedded the health management software 

which developed by ourselves, it has realized 24 hours monitoring 

of vital signs, storaging and analysising the health data and trends, 

to provide 24 hours health management service for users. 

Health management programs include exercise, diet, cardiovascular 

disease, diabetes, lung cancer, bone mineral density, hypertension, 

hyperlipidemia, obesity, metabolic syndrome, etc..it can analysis big 

data accurately, remotely attention family health in real time and set 

3 emergency calls.

深圳市恒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是一家专业从事健康管

理相关软件开发、销售及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采取“以产

品和终端为入口，以数据为纽带，以平台为载体，以服务为闭环”的方

式，研发家庭、企业、社区及旅游等健康云平台，实现实时化、精准

化、个性化的一站式健康管理服务。目前公司已成功取得 “合家健康” 

品牌商标及22项专利，另有多项专利正在申请中。公司的技术和理念赢

得了客户的一致好评。

Shenzhen Hicontac Technologies Co.,Ltd.was established in 2014, it 

is a professional high-tech enterprises who sets health 

management-related software development, sales and service in 

one. We take " the product and the terminal as the entrance, the data 

as the link, the platform as the carrier, the service for the closed-

loop", to develop the homes, businesses, communities and tourism 

healthy cloud platform, to achieve real-time, accurate, personalized 

one-stop health management services. At present, we have 

successfully achieved the brand trademark "Family Healthcare" and 

22 patents, and now we also have a number of patents being applied. 

Our technology and concept have won the praise of customers.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518114

86-755-85223032

86-755-85223032

2691876226@qq.com

www.tyminhealthcare.com/index.html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深圳市恒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Hicontac Technologies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布澜路21号联创科技园20栋201

2th Floor, Block 20, Lianchuang Technical Zone,  Bulan Road, 

Longgang District, Shenzhen,China

9F08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云足、魔手、魔棒、云舒、颈倍乐。

M-WALK, M-HAND, M-WAND, C-CHERISH, F-EASY.

深圳市非兔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

售、以及品牌运营于一体的健康产品高科技企业。

Shenzhen Fittop Health Technology Co.,Ltd. Was established 

in2006. It is a high-tech enterprise of R & D、Manufacturing、

Selling and Brand Building.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518109

86-755-29555011

86-755-29555017

info@fittop.com

www.fittop.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深圳市非兔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Fittop Health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办华宁路华联工业区厦门大学产学研
基地16楼

9F12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山东康泰采用多元化经营策略，主导产品有三大系列：

一是以按摩椅为主导的按摩、保健、健身系列产品；

二是汽车零部件系列产品；

三是自动化仪表及智能五金制品；

Shandong Kangtai diversified business strategy, leading 

products have three series: 

First, massage chair as the leading massage, health, fitness 

products; 

Two auto parts series products; 

Three is the automation instrument and intelligent hardware 

products

山东康泰实业有限公司创建于1984年，1997年成立了康泰工业集团，

2003年5月改制为股份制公司，是国内生产按摩椅最早、生产规模最大

的企业，是一家集科、工、贸于一体的综合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占地

面积600亩，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拥有资产8亿多元，现有职工

1100人，营业额和利税年均增幅在30%以上。

公司先后荣获国家级重合同守信用企业、中国专利山东明星企业、中国

海关AA类信誉等级企业、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合作伙伴等殊荣。引领健

康行业发展。

Shandong Kangtai Industrial Co.,Ltd. was founded in 1984, in 

1997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Kangtai industrial group, May 2003 

for the restructuring of joint-stock company, is the domestic 

production of massage chair the earliest and largest production 

scale enterprises, is a comprehensive hi-tech enterprise of 

science, industry and trade in one of the. Company covers an 

area of 600 acres, construction area of 120 thousand square 

meters, with assets of more than 800 million yuan, the existing 

staff of 1100 people, turnover and profits and taxes increased at 

an average annual rate of more than 30%.

The company has won the national contract and trustworthy 

enterprises, China Patent Shandong star enterprise, China 

Customs AA class credit rating companies, the State Sports 

General Administration Training Bureau and other partners.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 industry.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265400

86-0535-8243968

86-0535-8216269

chinakangtai@163.com

www.rokol.cn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山东康泰实业有限公司

Shandong Kangtai Industry co., ltd

详细地址：山东省招远市金城路389号

389 Jincheng Rd., Zhaoyuan City,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9F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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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简介 Exhibitor Profile 



展位号/Booth No.:

Exhibitor Profile 展商简介

中国   China

86-024-23356142

86-024-23356125

gaoxile@neusoft.com

www.xikang.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iSleep优睡宝是国内首款非接触式睡眠监测仪，具有“无接触、易操

作、多指标监测“等优势，包含睡眠状态感知与记录、睡眠质量与结构

评价、数据自动上传与解读等功能，为关注睡眠健康的用户提供科学的

睡眠监测和解读服务。iKeeper熙心一体机是一款专业的智能健康终

端，通过外设实现健康数据采集，实现健康生理指标的动态管理。同

时，全方位的健康医疗、生活照料服务和温馨家人亲情服务，旨在让爱

与健康连接每个人。

东软熙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东软集团在健康服务领域的标志性品

牌，是一个通过健康物联网、健康云平台和优秀医疗资源相结合，纵向

整合区域医疗中心和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资源，为个人和家庭提供包括

慢性病预防生态系统在内的全生命周期健康关爱服务平台。同时，熙康

通过遍布中国的健康管理中心基础设施与服务网络，为用户提供精确、

个性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医疗服务。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东软熙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创新路175号

9F21

中国   China

86-0755-86363525

86-0755-86089411

414934989@qq.com

www.chinawfk.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智能药柜、家庭式健康一体机XZ-106、中西医结合检测系统XZ-

DC008、智强机器人、爱康宝腕表三件套、便捷式健康一体机XZ-

103、智能陪护机器人、壁挂式全科诊断系统。

深圳前海玺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首家O2O社区智慧医疗生态链服

务平台运营商，依托自主研发的健康一体机、中医治未病检测系统、智

能可穿戴设备等系列高科技产品打造“PC商城+微信商城+APP+云服务

+大数据”五位一体、五屏联动的健康产业物联网生态链服务平台。以

国民大健康数据平台为基础，为家庭健康和社区医疗提供系统性的解决

方案，创建最值得信赖的医疗品牌。

简介/Company Profile:

深圳前海玺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龙珠三路光前工业区21栋1楼

9F22

中国   China

86-755-32207665

info.sz@konsung.com

www.konsung.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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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留仙一路高新奇科技园二期1栋A14

9F23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目前公司拥有监护仪系列、移动医疗系列、IVD系列、家庭健康系列等

20余款产品，主要包括多参数监护仪、社区巡诊一体机、基层健康一体

机、可穿戴健康设备、尿液分析仪。

江苏康尚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创建于2013年，注册资本1600万元，

建筑面积60000平米，现有员工200余名，公司在深圳科技园设立研发

中心，建立了覆盖全国的销售及售后网络。公司具有完善的医疗器械生

产和销售资质，先后通过了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13485:2003医药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等权

威认证，保障公司产品品质，多项产品获得CE认证。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关爱TB电子智能药盒”是公司最新研发生产的一款通过互联网与物联网

相结合的高科技定制产品，药盒的硬件设备可实现患者服药时间的灵活

设置，到点声光提醒，服药记录自动上传等功能;手机终端的应用APP可

实现远程设置药盒参数和监护人信息推送等功能；后台大数据可实现全

病程服药数据统计和药物数据分析，不良药物反应反馈等功能。

本产品可广泛应用于结核病，慢病管理、传染病、精神病等长期服药患

者的用药管理。

深圳采集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为医疗机构定制基于云计算+软硬

件（含APP软件）+互联网技术+信息通讯技术（ICT）的医疗器械4.0产

品的企业。

我们专注为医疗机构提供服务和开发在线医疗器械检测及监控设备，从

产品ID+MD+产品器械申报注册+模具监理+OEM生产监控（QC）全过

程服务的方案解决商。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86-755-21507199

86-755-21507299

wh@jjc12320.cn

caijiyun.cn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深圳采集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Cloud Data Collector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宝安西乡桃花源科技创新园B栋608

9F28

中国   China

86-0755-2673 8262

86-0755-2673 8553

situcq@91160.com

www.91160.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深圳市宁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 Ningyuan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4078号永新汇2栋11-12楼

9F32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1. 立足公立医院，以大型公立医院为切入点，帮助医院优化业务流程，

改善就医体验，提供挂号、支付、电子检查报告单、专科随访等全流程

服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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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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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Booth No.:

1. based on public hospitals to large public hospitals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help hospitals optimize business processes and 

improve the medical experience, providing registration, payment, 

electronic examination report card, specialist follow-up services 

such as the whole process.

2. the service of primary health care, to provide patient-centric 

Internet-based clinic platform, triage of patients to the 

community, to promote the priority of the disease-leve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help hospitals and communities between the two-

way referral to create the Internet classificati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system.

就医160（www.91160.com）是中国领先的互联网医疗服务平台。以

“打造中国人的网上医院”为愿景，致力于帮助大众改善就医体验，打

造连接人与医疗健康服务的互联网平台。为患者提供预约挂号、导医咨

询、互联网支付、排队叫号、检查报告单推送、院外随访、分级诊疗、

医患社区、健康管理服务。就医160已于2015年12月挂牌新三板，成为

中国移动医疗第一股，股票代码：834750，股票名称：宁远科技。

Medical treatment 160 (www.91160.com) is China's leading Internet 

medical service platform. To ""build the Chinese online hospital"" as 

the vision, is committed to helping the public to improve the medical 

experience, to build people and health services to connect the 

Internet platform. For patients with appointment registration, medical 

advice, Internet payment, called the queue, check the report to push, 

hospital follow-up, grading clinics, community doctors and patients, 

health management services. Medical service 160 medical treatment 

was in December 2015 listing of the new three board, becoming the 

first unit of China Mobile Medical, stock code: 834,750, stock name: 

Ning Yu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1. 临床试验Ⅱ、Ⅲ类医疗器械临床试验体外诊断试剂（IVD）临床试验

数据管理和生物统计临床试验方案设计临床试验报告编写

2. 全球注册中国CFDA注册（Ⅰ/Ⅱ/Ⅲ类医疗器械）美国 FDA注册（列

名，510K、PMA） 欧盟 CE认证（MDD、AIMDD、IVDD）全球注册

（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

3. 医疗器械专业服务行业报告动物实验培训专业翻译GMP厂房设计产品

检测

奥咨达医疗器械服务集团，创建于2004年，是中国领先的医疗器械临床

试验CRO和医疗器械综合服务提供商，只专注于医疗器械领域。集团拥

有广州、北京、上海、美国、德国和香港等十一家全资子公司，专业员

工超过300人。奥咨达为医疗器械企业提供全方位、一站式的整体临床

和法规解决方案。技术服务包括：医疗器械临床试验、全球医疗器械注

册、生物统计、医疗器械培训、医疗器械咨询等。

OSMUNDA Medical Device Service Group is the leading clinical trial 

CRO and service provider of medical devices. OSMUNDA is ready to 

assist you with a comprehensive service chain and one-stop solutions 

in technical, clinical and regulatory aspects of medical device industry, 

including clinical trials, global product registration and approval, 

biomedical data management and analysis, consultation and training. 

Over 2600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edical device enterprises have 

entrusted us with their business goals.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510006

86-20-62316262

86-20-86330253

hongxin.quan@osmundacn.com

www.osmundacn.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奥咨达医疗器械服务集团

Osmunda Medical Device Service Group

详细地址：广州大学城青蓝街26号国家数字家庭应用示范基地二期研发楼

8-9楼

9F55

中国   China

86-0755-83006991

86-0755-83006991

post@icoophone.com

www.icoophone.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酷锋网致力于为新兴创新智能硬件公司服务，覆盖数万智能硬件从业

者、投资人及发烧友群体，专注报道智能硬件创新人物、公司、产品，

连接智能硬件供应链和互联网生态链，致力于打造行业第一媒体。

酷锋网致力于为新兴创新智能硬件公司服务，覆盖数万智能硬件从业

者、投资人及发烧友群体，专注报道智能硬件创新人物、公司、产品，

连接智能硬件供应链和互联网生态链，致力于打造行业第一媒体。

简介/Company Profile:

酷锋网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苑中路8号讯美科技大厦1号楼6213室

9F56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数字式十二道心电图机、多参数监护仪、数字式心电图机、动态心电/血

压记录仪、除颤监护仪、超声多普勒胎儿监护仪、超声多普勒胎儿心率

仪、胎儿/母亲多参数监护仪。

ECG-1210、PM-900、iM 12、iM 15、iE 12、iE 12A、iE 10、iE 

3、iE 6、iE 15、iE 300、iH-12PLUS、iH-B、CA360-B、FM-

801、FM-200、iC 60、Smart FM.

深圳邦健生物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 20年专注于心脏

电生理类医疗器械产品领域，获得发明专利60余项，自主研发符合国际

标准的心电分析算法，综合分析精度居世界第三位。 因为专心，所以专

业！深圳市数字式心电图机产业化示范基地、双相除颤器产业化示范基

地、母婴健康平台产业化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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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518118

86-0755-36615333

86-0755-27960643

biocare@biocare.com.cn

www.biocare.com.cn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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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街道金沙社区金辉路16-1号

#16-1 Jinhui Rd., Jinsha Community, Kengzi Subdistrict, Pingshan 

District, Shenzhen, 518122, China

9G12

中国   China

86-755-26633519

86-755-26633589

250766193@qq.com

www.raycome.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深圳瑞光康泰科技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科技园琼宇路5号科技园51栋第三层西区

9G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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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Booth No.:

Exhibitor Profile 展商简介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脉搏波血压计

深圳瑞光康泰集团位于深圳市南山高新技术产业园，是一家主要从

事医疗器械研发、生产、销售及移动健康管理服务等业务的健康产

业集团。

公司主要产品有新一代脉搏波电子血压计、激光医疗器械、医客云

健康管理客户端等。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86-755-26451010

86-755-26451010

caixun@sayesmed.com

www.umed.cn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蓝牙迷你按摩器

——随身松睡眠仪

——睡轻松舒缓运动后疲劳

——爱力劲

优曼德给家人提供健康产品、资讯、服务等一站式健康服务提供商，促

进我们家人身心健康，引领现代时尚健康生活！

简介/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优悦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民企科技园7栋5楼

9G28

中国   China

86-020-29083118

86-020-80736832

xuxu@jianke.com

www.jianke.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健客网是广东首家 ( B2C ) 互联网药品合法经营企业，健客网以

“让每个人更健康”为使命，立志打造“最值得信赖的智康健康服

务平台”,健客网上药店可提供查药、问诊、买药、送药上门、用药

提醒等全方位服务，所售药品均可查验，并提供正品险保障，真正

承诺100%正品、低价，同时还有上万名专业医师在线提供24小时

免费咨询，通过构建用户健康档案和患者数据库，打造在线问诊、

购药、健康管理、移动医疗的大健康产业闭环。

广东健客医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是目前国内医药电商的领军

企业，全国最大规模的网上药店之一。

2009年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

资格证书》，为广东首家 ( B2C )  互联网药品合法经营企业。

2016年初获得A轮1亿美元融资，被艾瑞咨询列为医药电商行业估

值排名第一的独角兽企业。

简介/Company Profile:

Guangdong Jianke Pharmacy Co., Ltd

详细地址：广州萝岗科学城科学大道中99号科汇金谷S栋四街四号1-2栋

9G32

中国   China

86-755-83479899

86-755-23981683

879975489@qq.com

www.chinasunhope.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中药蒸疗机、综合理疗机、纳米智能浸泡水疗设备、多功能光疗仪、智

能脊柱调理仪、会阴艾灸椅 。

中新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集康复

理疗、中药熏蒸、养生保健、SPA水疗设备研发与生产的医疗器械生产

厂家，是现代五行治未病健康养生SPA服务模式的开发商及运营商，提

供五行治未病健康养生SPA的项目加盟及运营模式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简介/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中新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九路海松大厦B座6楼603-605

9G52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研究健康城市   编辑健康书刊

发布健康资讯   指导健康产业

承接服务项目   策划健康活动

组织大型会展   举办各类培训

深圳市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协会是深圳市卫生计生委主管的健康教育与

健康促进专业性社会组织，是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副会长单位，是中国

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常务理事单位，是市三A 级社会组织，具有免税资

质、具有承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资质。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518020

86-755-25612456

86-755-25612456

szjjxh@163.com

www.szhepa.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深圳市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协会

Shenzhen Health Education  and Promotion Association

详细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文锦北路1010号文安中心2704

luohu ,wenjinbeilu no.1010 wen'an centre in room 2704,shenzhen

9G55

中国   China

500510

86-020-38109768

gd_yl@gesa.org.cn

www.gesa.org.cn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广东省养老服务业协会是由广东省内从事机构养老、居家养老、社区养

老及相关养老业的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专家和知名人士自愿参加

的，以养老服务业为主体的具有社团法人资格的全省性、联合性、非营

利性的社会组织。

简介/Company Profile:

广东省养老服务业协会

Guangdong Elderly-care Services Association

详细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大道中1270号运动城写字楼322

9G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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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Booth No.:

中国   China

86-0755-28855155

86-0755-28855155

1228855155@QQ.COM

WWW.QG50.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富氢戒烟仪、中医穴位戒烟仪，基因检测。

深圳市擎格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主营业务是精准医疗板块，具体

包含基因检测、癌症CT-DNA超早筛查等。公司旗下核心品牌”戒烟终

点站”是结合公司研发实力和基因精准检测完美解决目前全国推行的戒烟

民生工程，是公司贯彻”公益的心，商业的手”这一指导思想最直接的提

现。目前“戒烟终点站”已和多地控烟协会达成战略合作协议，目前已对

接医疗体系和卫生系统。戒烟终点站的使命：让天下没有戒不了的烟。

简介/Company Profile:

擎格集团

Shenzhen kimgle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龙岗中心城正中风临国际中心C313

9H08

中国   China

86-755-82073336

86-755-82073434

66099267@qq.com

www.breo.com.cn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轻松”），成立于2000年，

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是便捷式按摩产品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经过

14年的持续发展，成长为便携式健康护理行业的领导品牌。公司的品牌为

“倍轻松（breo®）”。公司产品分为头部、眼部、颈部、手部、MINI等系

列产品，由公司科研人员根据传统的中医经络学按摩原理，结合现代科学技

术自行研制而成。倍轻松致力于成为国内外便捷式按摩产品专家，通过“专

业化研发”、“专业化生产”、“专业化销售”、“专业化服务”，以用户

的健康为己任，倾力打造国内外便捷健康产品的第一品牌。规范化全球产 品

服务网络，为顾客提供最有效的服务。成立至今，公司在国内销售网络覆盖

全国几十个城市，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武汉…等多个城市设立分子

公司，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拥有100多个直营门店，并在天猫、京东等商城设

立网络专卖店。快速向东南亚、欧美等国际市场拓展，目前已成功开拓几十

个国家和地区。公司配备了研发中心、销售中心、运营中心、人力中心、财

务中心等多个部门，公司员工人数近千人。依靠行业的技术领先优势，吸引

了大批优秀的技术、运营、策划、及各类管理人员300多人。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33号金山大厦1207

9H12

中国   China

518052

86-755-86642862

86-755-86642858

scb@jkez.net

www.jkez.net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深圳市莱尚科技有限公司

Sunrise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软件产业基地2栋C座301

Shenzhen Nanshan District Xuefu software industry base 2, Block 301 C

9H18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智能手表、老年手机、智能呼叫器、老年平板、云血压计、云血糖

仪、云血脂仪、云血氧仪、云心电仪、云脂肪秤、云人体秤。

深圳市莱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面向智慧养老市场并迅速崛起的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发展，推出了“健康e族”云监

护平台及云监护系列产品：智能手表、老年手机、呼叫器、老年平

板、云血压计、云血糖仪、云血脂仪、云心电仪、云脂肪秤等老年智

能产品。

旨在为慢性病人、院外病人和亚健康人等中老年人群提供健康数据采

集、健康预警、健康档案、健康管理、跌倒报警、紧急呼救、远程定

位、远程监护等居家养老云监护服务。

Shenzhen Sunrise Technology Co.,Ltd. is a new and rising 

hi-tech enterprise mainly engaged in R&D, production and 

sale of heath care devices for the aged, called "E-health" 

series, which is based on mobile cloud computing technology. 

E-health series, cloud monitoring devices for health care of 

the aged, adop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 mobile Internet, 

Internet of Things, cloud computing and medical electronics, 

and realize remote health management of the aged suffering 

from chronic diseases. 

We are dedicated to assisting aged users in conducting 

scientific health management and cultivating good living 

habits. Meanwhi le, we help fami l ies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aged, especially their health status, and 

also help medical staff to provide better services. We've 

carried out extensive cooperation with a lot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enterprises and academic organizations so as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provide better services and 

solutions for users.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86-0335-8015446

86-0335-8015422

1209055855@QQ.com

www.contec.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数字式脉搏血氧仪、腕式脉搏血氧仪、电子血压计、动态血压记录

仪、动脉硬化检测仪、1-12导心电图机、动态心电记录仪、便携式心

电计、心电工作站、运动负荷心电检测系统、数字脑电地形图、动态

脑电图仪、超声多普勒胎儿心率仪、便携式B型超声诊断设备、睡眠

呼吸初筛仪、多导睡眠分析系统、脉率计、肺活量计、尿液分析仪、

家用制氧机、病人监护仪、多参数生命体征监测仪等。

康泰医学系统（秦皇岛）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是专业从事

电子医疗仪器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软件企业。康泰公司位于重

点发展医疗器械产业的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一百余亩，建筑

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是全国最大的医疗器械研发生产基地之一。拥

有国家专利100多项，软件著作权56项，产品通过了欧盟CE认证、美

国FDA注册，日本COS/VIOS认证。目前，康泰机器已出口全世界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简介/Company Profile:

康泰医学系统（秦皇岛）股份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河北省秦皇岛市秦皇西大街112号

9H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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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Booth No.:

Exhibitor Profile 展商简介

中国   China

86-755-83073483

86-755-83185662

pf@szyino.com

www.szyino.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肿瘤好医生是一款立足肿瘤诊疗康复服务全流程的移动医疗平台，

A P P 分 为 医 生 端 和 患 者 端 。 产 品 通 过 与 H I S 、 放 疗 信 息 系 统

（RTIS）和其他医院信息系统的无缝连接，医生端为每位医生精准推

送临床信息，实现一站式患者管理、工作任务提醒、科研学习和组内协

作；患者端提供放疗流程，治疗消息通知，以及专业的癌症百科、丰富

的院外服务，在改善患者就医体验的同时，助力肿瘤诊疗康复。目前肿

瘤好医生已在数十家医院上线。

深圳市医诺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致力于将最先进的

软件与信息化技术在肿瘤医疗领域的广泛应用。已逐步成长为国内目前

唯一具备整合肿瘤诊疗设备、临床、医院各信息系统、医患交流与第三

方服务等各层次数据资源技术的开拓者与领导者。目前，医诺的产品与

服务已涵盖了国内300余家大型综合医院、肿瘤专科医院、第三方科

研、管理与服务机构，同时为数百万医患人群及第三方相关人员提供对

应的信息化技术支持与服务。

简介/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医诺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苑路15号科兴科学园B栋2单元1001室 

9H28

中国   China

86-021-60531111

86-021-60531111

530678915@qq.com

www.mituomi.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蜜拓蜜旗下产品有中国灸及衡欣益生菌，中国灸是全国唯一可以使用中

药的灸法，它出时也是唯获得美国FDA认证的灸法，它也是我们国家体

育总局指定产品，中国灸是家家户户必备神器，大人小孩都能用的绿色

灸疗产品。远离抗生素、远离打针、输液，帮助宝宝们健康快乐成长！

上海蜜拓蜜实业有限公司创立于2013年，是一家健康产品创业平台，

2016年底，蜜拓蜜香港集团公司成立，开启了国际化销售模式。蜜拓

蜜健康创业平台辐射全国20余个省份，累计助力二十万人成功创业！

在全国各地设有办事处、旗舰店，辐射面广、影响大，旗下品牌销往

全世界，覆盖五湖四海。蜜拓蜜将打造一个跨国界、跨地域的全新营

销模式！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上海蜜拓蜜实业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上海

9H51

中国   China

86-755-66826188

citic1@citic-jk.com

www.citichealthcare.cn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中信健康（深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CITIC HEALTH (SHENZHEN) INVESTMENT & 

MANAGEMENT CO.LTD

详细地址：上海

9H52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中信健康（深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一家以健康管理为核心的公

司，拥有多样化的服务，专业化的团队，准确化的设备。

主要产品包括

1、多样化定制的体检服务

2、绿色的就医通道

3、丰富的延伸增值产品，包括口腔、医美、中医以及基因检测等项目。

中信健康 ( 深圳 )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简称“中信健康”) 由中国中信集

团的全资一级子公司——中信医疗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天津骏展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厦门州信医学影像有限公司共同组建，是一家专业经

营高端健康管理中心和健康产业的投资公司，重点发展健康管理 ( 健康

体检、慢病干预 ) 事业。中信健康定位为“资源整合者”，秉持“深度

体检，广度健康管理”的理念，通过构建综合性健康管理平台，专注于

心脑血管、肿瘤、糖尿病等高发疾病早期筛查和健康管理，依托优雅的

体检环境，资深的专家团队、专业的医检设备、人性化的服务流程、科

学的健康管理体系，通过“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愈后防复”的三防健

康管理体系，为客户提供精准的健康管理服务，致力于成为中国健康管

理产业的领跑者。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100020

86-010-65969929

86-010-65969994

amy.li@hkuspace.hku.hk

www.hkuspace.hku.hk/icb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港大ICB作为港大设在内地的直属学院，依托近 130 年历史的医学院作

为优质教育资源，在内地推出首个「医疗管理研究生文凭课程」。权威

实战师资：特邀医院业界领袖。国际认可学历：颁授国际认可研究生文

凭学历证书。专业实效内容：结合国外前沿管理理论，培养学员解决问

题的能力。集思环球经验：借鉴香港和国外课程结构和模式。高端校友

平台：提供学习、交流、社交、上升的发展平台。

香港大学SPACE学院作为香港大学的直属学院，自1956年成立至今已

有 50 多年历史，是香港乃至亚洲地区最早的商业管理教育实践者。

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简称ICB）为内地培养创新型和具国

际观的专业管理领袖而设立，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专业Professional、

前瞻Prospective、实用Practical、实效Problem-solving”的办学

特色。

简介/Company Profile:

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

HKU SPACE Institute for China Business

详细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5号 财富金融中心28层01-03单元

9H56

中国   China

86-0532-67773389

86-0532-80798589

lihuan@baipaas.com

www.baipaas.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青岛百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青岛市市北区开封路88号百洋健康科技园

9H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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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Booth No.: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掌上医讯、易复诊、慧生信、红石健康

Handheld Medical Consultation,  Easy Return Visit, Red Stone 

Health.

在移动互联时代，百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互联网应用生态圈的

主体，为中国大健康产业中唯一一家具备提供垂直产业链生态化链接智

能化解决方案的企业。

公司以医疗PAAS云平台为基础，以医用数据智能应用为核心，以组件

化产品为特色，通过医疗云平台，智能硬件，应用软件，医学内容和服

务等产品，为医药企业，医院，医生和患者构建具有云模式的智能化解

决方案，致力于用创新科技改善健康。

Bai Yang Medicine Group was an enterprise group established in 

2005, focusing on the investment and the operation of health 

industry, mainly investing in health brand, enterprise stock equity 

and relative property of health industry. 

In the mobile internet era, Bai Yang has finished the ecological 

layout of their company and developed into a resource 

optimization platform of health industry, integrating international 

brands ecosphere, internet application ecosphere, medical 

services ecosphere and financial services ecosphere as a 

whole.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518000

86-0755-28823322

86-0755-28829922

petter@intellicell.com.cn

www.intellicell.com.cn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海外体检、二次诊断、海外转诊、抗衰养护、孕育科学、私人定制。

Intelli汇聚全球健康医疗领域顶尖专家及境外精准医疗服务机构，以

“个体定制服务”为特色，以“精英家庭”为核心，构筑“海外跨境

医疗云平台+顶级医疗专家库+智能机器人终端”的生态圈方式，提供

“私享化、一站式、全方位”的高端医疗及私人健康管理服务。

简介/Company Profile:

深圳茵特里国际医疗服务有限公司

intellicell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南大道9672号大冲商务中心2栋第

19层

9J12

深圳竹信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智慧家庭平台服务的移动互联网公

司，致力于通过移动网络和智能终端为用户提供移动健康管理、家庭及

远程看护服务，我们的使命是“让关爱零距离”公司以关注健康、关爱

家庭为出发点，以互联网健康管理系统为支撑，构建以人为本的、充满

乐趣的、交互的、智能的、简单实用的健康生态圈，实现健康、智能、

低碳、舒适、安全和充满关爱的生活方式。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极简心电，是一款比信用卡还小的心电图采集仪，当胸闷、心慌、头

晕、眼花等情况发生时，把两手的拇指放在设备上就可以在手机上获得

心电图影像以及基于算法的快速准确的医学解释，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及

时发现和纪录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早搏、房颤等心率失常及心理压力

问题，有利于心脏病的早期发现，有利于心脏病患者的日常康复监测，

避免心脏健康风险。

中国   China

86-0755-33111555

86-0755-33111551

tibo@ikinloop.com

www.ikinloop.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深圳竹信科技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高新科技园北区朗山路11号同方信息港

C栋8B

9J22

中国   China

86-010-87610610

86-010-87610610

zjssbd@126.com

yanglao.china.com.cn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联盟新书《80后的养老事业》编委会聚集了全国养老行业的80后精英，

都来自不同养老领域一线，实战经验丰富，以80后的视角看养老、做养

老。书中故事真实感人、分析务实接地气、案例可模仿可参照，有创新

有跨界有风控，提出养老产业的跨界与创新实践，思考80后父母即将面

临养老需求的解决方案和未来80后自身养老的方式选择。全国读者见面

会：深圳、上海、广州、成都、吉林、武汉、合肥、海口、哈尔滨、青

岛、郑州、长沙。

80后养老事业联盟是由全国养老行业精英共同发起成立，是首家提出以

共同代际为背景的社群组织。会员分为企业会员和个人会员，主要是老

年公寓、老年旅游、智慧养老、老年金融、护理机构、老年用品等相关

企业和社会团体。“80后”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充满正能量，积极向

上，勇于创新，敢于承担，追求幸福美好的退休生活，凡是具备此气质

的朋友都可以申请加入！

简介/Company Profile:

80后养老事业联盟

详细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中弘北京像素南2-808

9J32

中国   China

86-0755-86638929

86-0755-22649904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呼噜氧环

深圳源动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2013年。其核心团队拥有20年医疗

电子产品研发经验。公司产品覆盖专业医疗与个人健康领域。其产品在

国际市场拥有良好口碑，热销于日本，美国等市场。

简介/Company Profile:

深圳源动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庭威工业园3-4E

9J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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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Booth No.:

Exhibitor Profile 展商简介

中国   China

86-0755-83843235

86-0755-83846726

weitao_xu@sysprotech.com.cn

www.sysprotech.com.cn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爱迈智能健康云管家是通过智能药盒、手机和云服务将你、我、家人

紧紧联系到一起，采用移动网络传输数据，不受限于wifi，随身携带也

可实时共享药盒的服药记录，同时支持多用户管理，方便远程监护，

帮助用户改善服药习惯。

爱迈智能药盒可通过APP绑定，远程监测使用者服药状况，及时提醒

使用者按时服药。一个药盒的信息，能同时推送到多部手机；一台手

机也可以同时监护多个药盒的使用情况。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面对今天忙碌的工作和生活，我们是

不是常常忘了关心自己和家人，是不是常常忘了每天对健康的维护和

身体的保养。我们本着以科技为本，服务人们更好的生活为宗旨，结

合当前“互联网+”的智慧理念，研发这款全方面管理用户定时服用药

品或健康营养品的智能药盒，帮助人们改善不按时吃药的坏习惯。

简介/Company Profile:

爱迈智能健康云管家

详细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六路苍松大厦南座1017-1018室

9J53

中国   China

86-755-88898558

86-755-88898558

market@tgjcare.com

www.tgjcare.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家庭健康管家、企业健康管家；就医陪诊；个性化体检；私人医生；个

性化健康指导；健康档案管理；健康评估及监测。

深圳市泰管家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是从事健康管理咨询、数据库管理、医

疗信息技术研发的专业化公司，为客户提供个性化体检、健康数据分

析、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指导、健康咨询、就医陪诊等一站式健康服

务。泰管家以“用户健康需求”为核心，以“互联网+健康服务”理念

为指导，以医疗大数据为基础，打造一站式移动健康服务平台——泰管

家APP，助推国人健康升级。

简介/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泰管家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9676号大冲商务中心C座1908

9J55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KH-101血糖测试仪用于帮助糖尿病患者监测和筛查他们的血糖，它广

泛应用于家庭和临床，本血糖测试仪测试采血量小，出结果快，并具有

免调码和推条的功能。

KH-101 blood glucose test system which is handheld and 

domestic is mainly used to test blood glucose levels of whole 

human blood, applying to diabetics' monitoring their blood 

glucose themselves at home, and for clinical references on 

testing blood glucose rapidly. The system posse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venience, speediness and economical 

price. The system is supposed to be used with the temperature 

range from 5℃ to 40℃ and 80% or less of relative humidity.

康和生物，专业的血糖测试系统制造商，远程糖尿病管理先行者。

Co-heal thy—profess ional  b lood g lucose test  system 

manufacturers, portable blood glucose popularizer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86-574-87646179

86-574-87646179

nbkhsw@163.com

www.co-healthy.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宁波康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上岙村

9J56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医学课件、医学视频、医学文献汇编、医学类新媒体公号建设、医学网

络建设、医院品牌科室建设；医院管理项目包、医生继续教育培训包、

医学培训活动包、医学内容维护包

Main business:  medical courseware, medical video, medical 

literature compilation, medical new media public building, medical 

network construction, hospital management project, doctor 

continuing education training, medical training and medical 

content maintenance.

大医编是医健学术知识内容服务供应平台和学术自媒体，依托于医健领

域的学术KOL核心内容生产能力，打造数据分析－信息提炼－知识生产

－内容工具化－数据应用的内容生态闭环。目前拥有垂直十几大疾病领

域及心理领域的内容数据生产模式与医学编辑标准化生产与内容应用路

径。国内最大的医学编辑培训基地，拥有医学编辑培养的丰富经验与优

质内容输出能力。成为服务医疗企业、机构、组织及平台、频道的专业

学术内容第三方平台和媒体。

Dayibian is a medical platform with medical content as the core 

business, it has thousands of full-time and part-time editors with 

the master's and doctor's degrees in clinical medicine, pharmacy 

and other related discipline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2009, 

dayibian has served hundreds of the world's top 500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with a strong capacity of medical 

content production and experience of medical project integration. 

Dayibian has established more than a dozen disease database in 

medical fields and has become a solid content platform for 

med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industry.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200000

86-021-52172896

86-021-52172896

coco@dayibian.com

www.dayibian.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上海翼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Yishi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上海市静安区铜仁路299号东海广场2楼 2-R10

Room 2-R10 Donghai Square No.299 Tongren Rd.Jing-an District, 

Shanghai, China

9J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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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Booth No.: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当代医生》《医视频》《中华内科》杂志广告总代《中华外科》杂志
广告总代《中华医院管理》杂志广告总代
《Modern doctor》《Medical video》

北京泽桥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级和中关村双高新技术企业，
3A信用企业，属于互联网时代下的IP工厂, 专注医疗健康领域内容制
作。泽桥以内容生产为轴心，秉承“跨媒体互动、与平台共赢”的理
念，通过开展IP对外授权，发展用户经济、开发衍生品市场等模式寻求
自主发展之路，最终为客户服务。目前公司业务拥有泽桥视频、泽桥数
据、泽桥广告和泽桥研发等四大业务模块。
Beijing Ze bridge media Polytron Technologies Inc is a national 
and Zhongguancun double high-tech enterprises, 3A credit 
enterprise, the Internet age belongs to the IP plant, focusing on 
the field of health care content production.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100176
86-10-53269095
86-10-53269095
zqgg_ac@zeqiao.com
www.zeqiao-ad.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北京泽桥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eijing Zest Bridge Media Technology Inc.

详细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10号院3号楼1909

9J58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在线合同制作与审核、法务外包，常年法律顾问，债务追偿，免费打官

司、自助打官司服务、私人律师，律师函等

Online contracts; outsourcing legal service; Legal Counsel; Free 

assistance in Lawsuit; Private Attorney; Drafting Demanding letters.

律大大企业法务外包平台，致力于打造法律界的京东，做万千中小企业
的法务管家，让95%的企业都“找得到、信得过、请得起”法律顾问。
律大大将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应用于法律服务行业，在
更大范围组织法律资源，让律师回归专业和服务，实现法律服务的信息
化、在线化和智能化。律大大不满足于帮助客户有效解决诉讼纠纷，更
善于用一整套流程、标准和工具，降低成本，提升效率，让专业普惠法
律服务触手可及。
Legal Director Co. aims to esteblish a Jingdong mode company in 
Legal service and to be the legal manager for the small and medium-
size enterprises. Legal Director Co. Our goal is to offer most of the 
enterprises an access to reliable and affordable  Legal counsels. Legal 
Director Co. has made the theories of cloud computing,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cable in legal service, rearranging and 
matching attorneys to cases in a more enormous scale. Our work has 
rescued lawyers from haunting clients, having the lawyers soak in their 
own profession and provide more professional service to their 
clients.Legal Director Co. provides visualised legal services online in 
the wa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 are not content only with the 
troditional services of resolving the legal disputes, we have also 
established a mature system of process industrial standard and tools to 
reduce the cost and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We believe that Our 
service will provide more economic and common service to the public.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518000

18682301818

zhangf@lvdd.cn

www.lvdd.cn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律大大（网络）深圳有限公司
Legal Director Network ( Shenzhen ) Co., 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数字文化产业基地东塔楼2806
Digital Culture Industry Base East Tower 2806, Nanshan District, 
Shenzhen City

9J60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低频理疗仪，经皮电子刺激器，塑身腰带，美容产品。震动按摩器等。

Low frequency therapy device, 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nerve 

stimulator. powered muslce stimulator, fitness belt, beauty 

products nad vibrating products.

深圳市宏强兴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专业从事家用医疗和美容

电子按摩产品的研发、设计与销售。目前拥有自主开发的低频理疗仪

以及电子按摩仪等10多项国家外观专利和新型专利，是同类产品中率

先获得医疗CE等产品安全认证的企业。公司凭借着过硬的品质为全球

客户提供满意的产品和售后服务，为保障技术和质量方面。公司产品

均已通过FDA，FCC和Medical CE 等国际认证，大大增强了企业的

国际竞争力。

We are manufacture engaged in Health & Beauty care 

products and abundant experiences in developing low 

frequency pulse massager with FDA 510K, MEDICAL CE and 

FCC approved, In addit ion, our company has passed 

ISO13485:2003 and SGS credit certificate. with our strict 

quality, reasonable prices and thoughtful customer service, 

our products are well-received over 30 countries and regions 

by different age group, we'll keep diversifying more humanized 

and more easy to use health therapy products to meet 

customer's demands.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86-0755-26423615

86-0755-26423605

2355881030@qq.com

www.sunmas.hk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深圳市宏强兴电子有限公司

Hong Qiangxing ( Shenzhen ) Electronic Limited

详细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西成工业区景成大厦四楼 

4F, Jingcheng Building, Xicheng Industrial Zone,  Xixiang Road, 

Bao'an District 518126  Shenzhen

9K08

中国   China

86-755-26696279

86-755-26852025

eo02@jumper-medical.com

www.jumper-medical.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产品主要包括智能可穿戴设备：胎音仪、血糖仪、血压计、体重秤、

红外耳温枪、血氧仪等，及大型医用设备：胎儿监护仪、多参数母胎

监护仪、多参数监护仪、胎儿脐血流监护仪、中央监护系统等。

深圳京柏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1998年，是集医疗电子设备

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多年来公司一

直 致 力 于 母 婴 健 康 监 测 设 备 和 软 件 的 研 发 与 生 产 。 公 司 致 力 推 行 

I S O 1 3 4 8 5 : 2 0 0 3质 量 管 理 系 统,产 品 获 得 C E、F D A、S G S、

CMDCAS、INMETRO 认证, 取得了八十余项专利成果及软件著作

权，在国内妇产科监护领域突破多项技术，创造了多个行业第一。

简介/Company Profile:

深圳京柏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新田大道71-4京柏大厦

9K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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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Booth No.:

Exhibitor Profile 展商简介

中国   China

86-0755-23998063

linhuiping@sxultrasonic.com

www.sxultrasonic.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Sonicthera是一款移动超声个人居家理疗设备，Sonicthera由设备主

机及app（登录苹果AppStore或安卓Android手机移动应用程序商城

下载、安装）。Sonicthera包含实用的超声物理因子疼痛缓解方案和

丰富的超声技术应用知识，旨在普及实用、安全的超声物理因子疼痛

缓解方案，让普罗大众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能够轻松地掌握便捷、实

用的技术，应对和缓解居家生活中常见的疼痛不适。

深圳市圣祥高科技有限公司于2003年在深圳福田成立，是一家集研

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是最早国产自主

品牌超声临床治疗产品的研发制造商之一，自成立以来，企业始终致

力超声产品技术及解决方案在专业临床的领域推广和销售。目前自主

品牌838超声在全国范围内拥有超过5000家医院及专业机构用户，除

医院神经内科和心脑血管科外，超声的临床应用已覆盖康复科、中医

理疗科、疼痛科、骨科、内科等。

简介/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圣祥高科技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福强路4001号深圳世纪工艺品文化市

场311栋F馆405 

9K21

中国   China

86-0755-86936725

86-0755-86936720

496976668@qq.com

sy-mt.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台式双通道上臂式电子血压计、便携式双通道上臂式电子血压计、臭

氧治疗仪、体温计、超声理疗仪。

深圳杉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医疗器械研发、生产、销售、服

务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公司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研发创新

为核心，通过前沿的科技，采用先进的技术开发出满足客户需要的产

品”为经营宗旨，积极有效地推行现代化企业管理，致力于打造一流

的医疗设备供应与服务企业，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我们最大的努

简介/Company Profile:

深圳杉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宝田三路旺业工业园五栋三楼

9K22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互联网+糖尿病自我管理系统

常州糖族部落云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开发和推广互联网+糖

尿病自我管理落地系统的云健康科技公司，由国内知名糖尿病专家向

红丁教授携互联网资深团队打造而成。公司开发的“互联网+糖尿病自

我管理系统”是集糖尿病教育、糖尿病治疗、糖尿病康复为一体的健

康管理平台。目前已与鱼跃大医生、三胞集团、腾爱糖大夫等知名互

联网及移动医疗企业达成战略合作，致力于打造中国第一个“互联网

+糖尿病自我管理的落地平台”。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86-519-89629006

86-519-89629006

55044981@qq.com

www.tzbl.tv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常州糖族部落云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江苏常州市武进区常州科教城大连理工学院A6层

9K28

中国   China

86-0755-36871014

86-0755-36871014

rui.yang@3chunhui.com

www.3chunhui.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公司拥有三大功能的智能手表：血压趋势监测手表、血糖趋势监测手

表，老年健康定位通话智能手表。同时公司用GSM和CDMA两种方

案。春晖科技，只为健康养老企业提供老年智能穿戴、移动健康养老

企业云及APP应用技术服务。

春晖科技专注于中老年健康智能穿戴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与OEM服

务，并为合作企业提供移动健康养老企业云及APP应用技术服务，为

健康养老企业提供“互联网+健康养老”的整体解决方案。

简介/Company Profile:

春晖科技

详细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名优采购中心B3区213

9K28

中国   China

86-0755-27286789

86-0755-26792920

franky_fan@hopefulrubber.com

www.hopefulgroup.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Airy”系列充气医护坐垫运用空气动力学原理，採用球体设计，可以

完美的将臀部压力释放，确保坐姿平衡与稳定并减少皮肤组织损伤及

褥疮之可能性，使其姿势都能达到最佳减压状态，能顺从个人体型并

使尾骨处完全浸入坐垫，若骨盆有严重突出部位或偏移，使用本浮动

坐垫亦可有效地减轻高受压部位，预防褥疮的风险和身体组织的变

形。适用于脊椎损伤者，轮椅使用者，长期坐卧者，褥疮患者，手术

复健者，不耐久坐者。

合丰医护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荷蘭公司，专业从事医疗設備及护理产

品的研发、制造及銷售， 2015年,公司開始在中國佛山設立研發基

地，通過創新研發獲得“具有螺旋形瓣弧的充氣囊包的充氣墊“的實

用型專利。

简介/Company Profile:

佛山合豐醫護設備有限公司

Hopeful Medical Equipment Company Limited

详细地址：深圳市寶安區沙井新橋新玉路新發工業區丰益工業園

9K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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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Booth No.: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医疗云影像系统，医生集团信息管理系统，远程会诊中心系统。

深圳市云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医疗信息化、远程医疗、远程

影像、远程会诊、PACS等系统的研究开发、市场营销与技术服务。

团队由多位资深IT人士、医疗影像学专家、金融专家组成，采用云计

算、3D成像、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技术，致力于打造业界领先

的集IT、DT与健康医疗于一体的高科技创新型企业。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518000

86-755-26442017

86-755-26442017

yunyingwangluo@hotmail.com

www.yunyingwangluo.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深圳市云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Yun Ying Network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前海路

9K52

中国   China

0571-86658025

0571-86658025

zhoouj@18weeks.cn

www.bio4p.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投融资：贝壳基金直投；贝壳融资服务创业孵化：资源对接，模式梳

理，创业导师，创业教育品牌服务：IP打造、品牌营销、新闻策划、

精准传播会议服务：会议策划、嘉宾邀请、招商合作、会务支持众创

工位：杭州/上海工位租赁；第三方服务。

贝壳社是全球领先的医疗健康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是科技部首批纳入

国家级孵化器管理体系管理的众创空间，具有专业的科技孵化与成果

转化资质。贝壳社集聚创业资源，解决创业痛点，加快创新成果转

化，将创业产业化，从而使更多创业者以更小的代价获得更大的成

长。在行业首创“孵化-投资-创业服务与教育”的一站式服务，并为

创业者整合政府、产业、资本等创业资源，以及提供空间、媒体、品

牌传播、投融资、创业服务等服务。

简介/Company Profile:

杭州科畅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杭州市滨江区六和路368号海创基地北楼一楼

9K59

诺普恩科技于2009年全新创立，根植深圳，服务全球。主要以研发生

产医用平板电脑、个人笔记本电脑、便携式医疗电子产品（血压计、

红 外 测 温 仪 、 血 糖 仪 、 电 子 体 温 计 、 电 子 治 疗 仪 、 弱 激 光 治 疗 仪

等）、智能生活家电为核心业务领域的高科技企业。从创立伊始诺普

恩就致力创建前沿科技标准，为崇尚健康和美好生活的用户提供至高

品质的产品和服务。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86-0755-23763837

86-0755-27044576

1073770263@qq.com

www.nuopuen.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便携式医疗电子产品（电子血压计、红外测温仪、血糖仪、电子体温

计、中低频治疗仪、激光治疗仪、多功能微电脑治疗机、体控仪器、

经络养生仪等）、空气净化器、净水器。

深圳市诺普恩科技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丽荣路1号国乐科技园1栋8楼802

9L08

中国   China

518057

0755-61302266

0766-61302269

shenli@careyh.com

www.careyh.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康益小宝、康益魔镜、康益神灯、VR手机、云健康一体机。

康益恒科技运用最新科技结合中国智颐乐服务的实际需求，自主研发

出“1+3+6”的智能社区新模式：1个系统平台：机器人智能系统云平

台，3个中心：康乐照料中心、少儿补习照料中心、24小时紧急处理中

心，6大功能：机器人“电子保姆”、“健康管家”、“安全卫士” 、

“贴心陪护”、“开心玩伴”、“全能管家”。

通过“互联网+机器人+增值服务”的模式，助力房地产商提升楼盘价

值，为中国大健康产业开创广阔的发展前景。

简介/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康益恒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Care E Health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科技南十二路迈瑞大厦3楼

9L12

中国   China

518109

86-755-23445360

86-755-61120055

marketing@medxing.com

www.medxing.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深圳市美的连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 Med-link Electronics Tech Co., 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南路英泰隆工业区A区1栋厂房4楼

4th Floor, Building A, Ying Tailong lnd Park, Dalang South Road, 

Longhua, Shenzhen.

9L21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美心温度脉搏血氧仪，美心智能臂式血压计，美心智能腕式血压计，美

心红外电子耳温计，美心健康体脂秤，美心智能跌倒报警器。

美的连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销售医用传感器、医用线缆组件、家

用医疗器械、健康管理平台的医疗行业公司。拥有MED-LINKET和

MEDXING等两大品牌，产品畅销于CE、FDA、SFDA、TUV市场区

域内。具备强大的研发力量，可以为客户提供传感器、模块和临床咨

询的一站式服务，极大地降低客户开发成本和周期。同时也是移动医

疗、移动健康的系统方案提供商， 为众多的企业和个人提供全套健康

管理解决方案。

简介/Company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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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Booth No.:

Exhibitor Profile 展商简介

中国   China

86-0755-86969056

86-0755-86969056

yuwen@niaodaifu.cn

www.niaodaifu.cn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尿大夫”是“飞点健康”旗下品牌，是一款为用户提供健康体检服务

的移动应用。“尿大夫”通过手机拍照检测的方式帮助用户快速、方

便、简单地进行健康检查，帮助用户进行检测结果分析，提供针对性

的专家建议，让用户与健康零距离；

Niaodaifu is a brand of FeiDian health, which provide health care 

services with mobile applications. through the photo taken with 

Mobile phone Niaodaifu help people to heath detecting quickly, 

easily, and simply. As well as the results of analysis, expert 

advice are easy get, Making people disease finding early, own 

the health;Three series of products now which Niaodaifu have. 

There are urine eleven analysis test strip, Renal function strip 

and vaginal inflammation evaluation test strip.

深圳市飞点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点健康”）是一家专注于

医疗检测服务的互联网公司。“飞点健康”通过互联网+光谱识别技

术，让产品去设备化，采用手机应用+耗材方式进行检测，改变人们检

测方式，帮助人们随时随地进行方便、专业的健康检测，让人们养成定

时体检、疾病筛查、监测的良好习惯，远离疾病的困扰。飞点健康致力

于成为互联网检测领域的领军企业，推动移动医疗市场健康发展。

Shenzhen FeiDian Health Management Co.,Ltd. (shortening  

"FeiDian health") is an internet company focusing on medical 

detecting services. through the Internet and spectrum 

recognition technology, FeiDian health  helps people to check 

their health easily only with "Niaodaifu App" and the test strip 

anytime and anywhere, Equipmentless. Instead of health 

detecting by the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such as hospital or 

medical center, people can detecting himself, and make good 

habits of health testing, regular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disease screening, FeiDian health is committed to becoming a 

leader in the field of Internet testing,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mobile medical market.

简介/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飞点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兴科学园B2-302

9L22

中国   China

86-755-23776670

86-755-23776670

service@sz-meidaer.com

www.wootop.cn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胡桃心贴是一款便携式的医疗级心电记录仪。世界卫生组织：心血管

疾病是全球的头号死因。现代社会人们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习

惯不良、缺乏运动，很可能诱发心血管疾病。胡桃心贴能够随时进行

专业的心电采集、记录，并关联亲友及私人医生，用户通过线上咨

询，可得到专业的心电图解读与健康指导；通过长期规律监测及不同

时间数据的比对及时发现隐患，达到心脏健康自我管理的效果。

胡桃医疗（即美达尔前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是一

家从事心血管大数据平台构建，提供心脏私人医生服务的高新技术企

业。公司立足于研发心脏监测技术与心血管疾病的复杂算法，致力为

客户提供主动健康管理服务，给予生命应有的自由与尊严。现行业务

分为家庭医疗设备研发销售、医疗管理软件开发、心血管健康轻诊所

开发运营三大版块。

简介/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美达尔前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清祥路宝能科技园6栋B座6楼

9L28

中国   China

86-0379-64318669

86-0379-64318669

zn19980@sina.com

www.hnszf.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现有的主要应用软件产为医疗咨询类APP，健康自测类APP，中医保

健类APP,医学辅助学习类APP，特色病预防类APP等，主要有妙郎中

耳穴诊治APP，妙郎中经络诊治APP，妙郎中保健师，妙郎中体质辨

识APP。

河南山之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洛阳高新技术开发区，注册资

本1000万元，主要从事医疗健康类智能检测和移动应用软件的开发和

销售。技术上融合了智能光感探测、影像识别、云计算、无线传感以

及移动通信、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创新研发移动健康多功能指标检

测软件和系统，为日常健康保障和疾病的早期发现和预防提供新颖的

修改化检测和健康趋势分析服务。

简介/Company Profile:

河南山之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河南省洛阳市高新区滨河北路10号

9L51

中国   China

86-0755-26901195

86-0755-26901195

lishihua@songshu.cc

www.songshu.cc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1. 老人智能平板    

2. 健康检测仪

3. 美容产品

4. 智慧睡眠 

5. 居家养老警报系统

松鼠家庭健康科技是利用物联网与互联网科技，专注中老年群， 提供

包括心理慰藉，精神娱乐，居家健康管理，慢病预防与监控，家庭医

生服务及智慧居家养老的综合新型科技养老服务公司。我公司的整体

解决方案获得美国福特基金， 加州伯克利大学，英国伦敦瓦特基金等

国际学术与企业界的高度关注与好评，并合作设立海外旅居，健康检

查，癌症预防与治疗等项目。希望与国内相关医疗，卫生，慢病管理

合作伙伴资源共享，共同发展 ！

简介/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松鼠家庭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北三道36号意中利科技园2栋6楼

9L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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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Booth No.:

中国   China

86-755-88879880

86-755-86267586

yyq@lrioh.com

www.lrioh.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血氧血压心电模块医疗专用12导联心电，无创血压无创血氧兼备独特

的心电监护和12导联心电图诊断功能，经过MIT库验证血流灌注指数

可达0.1%设置软硬件双重过压保护满足YY1079-2008、YY1139-

2000、YY0782-2010、YY0784-2010、YY0670-2008国家标准

支持ODM，可定制参数、功能、软件，可扩展体温、呼吸、血糖支持

OEM，已面向多家客户供货。

朗锐慧康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是朗锐创新工场旗下专注健康物联网

的创新企业，围绕“物联网+云健康”，打造医疗、健康、服务一体化

平台，打通云健康服务全产业链，开创了健康物联网及智慧医疗领域

新蓝海。公司致力于提供实用的健康终端产品及技术方案，配套高效

可靠的健康信息化平台支撑，帮助行业客户快速实现健康物联网应用

实施。通过将物联网络与专业医疗技术、无线远程监测完美结合，成

功应用于健康信息化及物联网云健康领域。

简介/Company Profile:

朗锐慧康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9L56

中国   China

86-755-29947560

86-755-27168286

xinfei-H@daiwahealthcare.com

www.daiwahealthcare.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PASESA是由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和日本产业综合研究所共同开发研制

的，拥有多国研发专利（日本、美国、德国、中国、韩国）在日本临

床应用已长达10年。主动防范治未病，可在短时间内对人体的中心动

脉和上周动脉进行弹性评估（中心动脉硬化程度评估），从而预防脑

中风、脑溢血、心肌梗死等疾病的发生。

兆和医疗（DAIWA Healthcare）背靠亚洲光学及日本研发中心，汇

集业界顶尖研发团队，以严谨诚信的态度，专业科学的方法，守护家

人健康的热忱，持续发展创新技术与独特专利的医疗器械产品-动脉脉

波检测仪（功能：动脉硬化检测），掌握心血管疾病预防筛查核心技

术。让“预防医学由概念化转化到日常生活中。

简介/Company Profile:

兆和医疗精密仪器（深圳）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李松蓢社区李松蓢工业区期尾工业

园第1栋519室

9L58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电子血压计、电子体温计、红外线体温计、电动牙刷、电动清洁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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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86-0660-3382106

86-0660-3363156

chenjunxian.sale@truly.com.cn

www.trulyin.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信利仪器（汕尾）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广东省汕尾市城区工业大道信利工业城仪器市场部

9L60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科瑞康健康一体机是一款集全科检查为一体的智能终端设备，作为卫

计委的中标产品其测量参数包括心电、血压、血氧、体温、血糖、脉

搏、尿常规、体重、肺活量、尿酸、总胆固醇、血脂、血红蛋白和身

份证读卡器以及WIFI、3G、视频问诊等功能，本机可进行高血压、高

血糖等慢病管理，0-6岁儿童健康管理和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以及中医

体质辨识等功能，该设备可与当地卫计部门的管理平台以及医保系统

无缝对接，实现数据的互联互通。

Spot Check Monitor is intelligent terminal equipment specially 

designed for general examination. As tender winner of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it is able to 

measure ECG, NIBP, SpO2, Temperature, Glucose, PR, Urine, 

Weight, Vital Capacity, Uric Acid, Total Cholesterol, Blood Fat 

and Hemoglobin, with ID card reader, Inbuilt WIFI, 3G and 

Video Interrogation functions. In addition, the device can be 

used for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such as Hypertension 

and Hyperglycemia, health management for children and self-

care ability assessment of the aged. Most important, the 

device can be connected to the management platform of local 

Health Department and medical insurance system for data 

深圳市科瑞康，专注研发生产医疗产品17年。作为国内移动医疗行业

的探索者、开拓者，近年来科瑞康持续加大研发力度，推出一系列广

受好评的“互联网+”产品。科瑞康致力于整合医疗资源，为用户提供

全套的移动医疗解决方案。科瑞康可提供健康小屋、健康一体机、医

生随访箱、生理参数检测仪以及个人健康管理等设备的全面软硬件解

决方案。

Founded in 2000,Shenzhen Creative Industry Co.,Ltd. is a 

professional company dedicated to the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of medical equipments. As the explorer and 

pioneer of Telemedicine in China, Creative Medical constantly 

strengthen her R & D and release series of Internet+ products, 

with the resolution of combining medical resource to provide 

family and individuals with complete Telemedicine solution 

including Health House, Tele-health Monitor, Spot Check 

Monitor and Personal Health Management.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518000

86-0755-26431776

86-0755-26430930

market@creative-sz.com

www.creative-sz.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深圳市科瑞康实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Creative Industry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登良路25号南油天安工业村3栋2楼

2/F, Block3, nanyou Tian'an Industry Town, Shenzhen, GD, 518054 

P.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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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Booth No.:

Exhibitor Profile 展商简介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我们服务范围：我们专注于医疗器械设备领域设计的品牌形象策划与

推广、产品外观造型设计、内部机构结构设计、样机手板制作、模具

跟进等全方位的产品设计解决方案的服务.我们的优势我们有系统化的

管理模式和优秀的设计团队，加以始终坚持以用户体验为中心的人性

化设计理念，通过大量用户的研究数据、临床体验与交流，挖掘出用

户实际操作体验需求，结合我们的设计创新理念服务于广大客户。为

客户提高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创造最大的效益是东方艺辰工业设计

的目标。

We specialize in the medical device field equipment design 

brand planning and promotion, product appearance design, 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structure design, prototype prototype 

making, mold assessment, follow-up with a full range of 

product design solutions services.We have a systematic 

management and excellent design team, to always adhere to 

the user experience as the center of human design, data users 

through extensive research, clinical experience and exchange, 

dig out the user's actual operating experience needs, 

combined with our design innovative ideas to serve our 

c u s t o m e r s .  F o r  c u s t o m e r s  t o  i m p r o v e t h e  m a r k e t 

competitiveness of their products, create the greatest benefits 

is the Oriental Arts chen industrial design goals.

深圳市东方艺辰工业设计有限公司是国内最专业的医疗仪器械设计服

务商之一。通过多年在医疗领域的实践与应用，我们在康复理疗、健

康管理、专业医用电子、民用医疗等专业领域积累丰富的设计开发经

验。同时我们有丰富的配套资源为国内外企业在产品开发上提供从产

品概念设计到市场导入的一站式产品设计解决方案。

Shenzhen Oriental Yi Chen Industrial Design Co.,Ltd. is one of 

the most professional medical instrument equipment design 

company. Through years of practice in the medical field, we 

have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in desig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rehabilitation therapy, health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medical electronics, medical and other civilian 

professionals. We have a wealth of supporting resources for 

domestic and foreign enterprises to provide a one-stop 

solution for product design in product development.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51800

86-0755-22674296

86-0755-22674296

dfyc_sc@163.com

www.dfyc-id.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深圳市东方艺辰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Shenzhen Oriental Yi Chen Industrial Co., 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3838号深圳设计产业园木栋316

Shenzhen, Nanshan District Nanshan street 3838, Shenzhen 

design Industrial Park, wood building, 316

9M21

中国   China

816229

86-0752-2617562

86-0752-2619880

ganrui@desay.com

care.desay.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惠州市德赛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Huizhou Desay Industrial Research Institute Co.,ltd.

详细地址：广东惠州市仲恺高新区德赛第三工业区工业研究院7楼

No.87-6 ZhongKai five road, Chenjiang Town, ZhongKai high-tech, 

Huizhou

9M22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Fitband F1手环Fitband F2手环Fitband F4手环

Fitband F1 smart braceletFitband F2 smart braceletFitband F4 

smart bracelet

惠州市德赛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是2015年在原德赛工业研究院基础上

成立的新型研发机构，为德赛集团旗下核心技术科研及新产品营销的高

科技公司，目前充当德赛集团科技企业孵化器和新型研发机构双重职

能，承载着德赛集团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的开拓性研发和销售，肩

负着德赛集团技术创新、平台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任务，致力于前沿

技术及商业模式跟踪研究以及电子信息领域产品规划及研发。

Founded in 2015, HUIZHOU DESAY INDUSTRIAL RESEARCH 

INSTITUTE CO.,LTD. is a new type research organization, based 

on original DESAY INDUSTRIAL REASEARCH INSTITUTE.It's a 

Hi-Tech company which plays role of researching core-tech and 

marketing new product. Currently it holds double function of 

company's incubator and new tpye research institute forDESAY 

GROUP. Illuminating the researching and saling of new-tech, 

new product new industry for DESAY, tak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creating technology/innovating platform/innovating bussiness 

model, DESAY INDUSTRIAL RESEARCH INSTITUTE is 

devoting itself to researching new technology's and business 

model, programing and researching of product in electronic 

information field.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血压监测手表，型号 A200，主要功能：血压监测，心率监测，血氧

监测，睡眠监测 ，计步器 ，SOS紧急求救；

接打电话血压监测手表，型号 G200S，主要功能：血压监测，心率

监测，血氧监测，睡眠监测 ，计步器，SOS紧急求救；

接打电话心电图监测手表，型号 C100，主要功能：心电图监测，心率

监测，ＧＰＳ定位，睡眠监测 ，计步器 ，SOS紧急求救，接打电话；

3G智能手表，型号，W100；

4G智能手表，型号L100。

B/P Detection smart watch, mode: A200, Main functions: 

Heart Rate Monitoring, Emergency SOS Call,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Pedometer, Sleep Monitoring, Drink Water 

Reminds, Take Medicine Remind, LBS Positioning, calling, 

send message B/P Detection smart watch, mode: G200S, Main 

functions: Heart Rate Monitoring, Emergency SOS Call,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Pedometer, Sleep Monitoring, Drink 

Water Reminds, Take Medicine Remind, LBS Positioning, 

calling, send message ECG Detection smart watch, mode: 

C100, Main functions: Heart Rate Monitoring, Emergency 

SOS Call, ECG Monitoring, Pedometer, Sleep Monitoring, 

Drink Water Reminds, Take Medicine Remind, GPS & LBS 

Positioning,calling, send message. 

中国   China

518055

86-755-66622818

86-755-66622818

info@welcare-tech.com

www.welcare-tech.com.cn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东方德思（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Welcare （shenzhen）Technologies co., Ltd

详细地址：深圳南山西丽九祥岭工业区10栋5层

5F, Bldg 10, Jiuxiangling Industrial zone, Liuxian Avenue, Nanshan 

District, Shenzhen, 518055, China

9M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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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Booth No.:

东方德思，是一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有品牌，集研发、生产、销售

及服务为一体，专业从事智能可穿戴电子产品的生产商和健康管理的服

务商。总公司在北京，目前在深圳、浙江、香港已成立了子公司，主要

办事地点已迁至深圳。2016年初，我公司在广东省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

院护理学院的产学研一体化示范基地已被认定为国家级众创空间。现为

中国可穿戴产业联盟会员，旗下品牌“惠健康”智能健康监测手表为中

国保健协会指定产品。

Welcare （shenzhen）Technologies co.,Ltd, is a company with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own brand which con R 

& D, production, sales and service for one, specializes in 

manufacturing smart wearable electronics and is a health 

management service provider.We are based in Beijing, and has set 

up a subsidiary in Shenzhen, Zhejiang and Hong Kong respectively, 

the offices have been moved to Shenzhen. In early 2016, our 

company was recognized as a national maker space in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research bases of Guangdong Food 

and Dru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School of Nursing. Our 

company is now the member of wearable industry alliance in China, 

its intelligent health monitoring watch of brand "Welcare" is the 

designated products for the Chinese Health Care Association.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86-756-6289059

86-756-3393019

advanpro@advanpro.hk

www.advanpro.hk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安润普自主研发的SoftceptorTM柔性传感技技术可监测人体呼吸、心

率、姿势、体表压力、足底压力等生理信号和运动信号，具有可水洗、

柔软、安全环保、寿命长、低成本、可量产等特点，包括柔性织物应变

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和柔性织物电极三大类，可应用于智能运动、智能

家居、智能医疗健康等领域。安润普开发的智能呼吸带内置柔性织物应

变传感器，具备呼吸暂停监测、“鼾症”辅助诊断、心率监测、放松训

练等功能。

Based on our self-developed technology Softceptor to monitoring 

users' physiological and sport signal e.g. breathing, heart rate, 

posture, pressure, plantar pressure etc. This technology can be 

widely use in smart sport, smart home, samrt health care fields. 

Our Soft fabric strain sensor,Pressure sensor and Soft fabric 

electrode sensor have characteristics of washable, soft, safety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ong service life, low cost etc.

安润普成立于2010年，是一家致力于新型柔性传感技术及相关智能可穿

戴产品开发和应用的高科技公司。总部位于珠海，在香港、北京设有研

发基地。拥有100%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国内外专利达80余项。依

托全球领先的自主研发专利技术——SoftceptorTM 柔性传感技术，安

润普根据用户需求，提供柔性传感技术、智能可穿戴产品、核心算法、

大数据分析及支持、数据管理及应用平台等智能设备整体解决方案。

AdvanPro, established in 2010 with its headquarter in Zhuhai and 

R&D bases in Beijing and Hong Kong, aims to become a world 

leading supplier of soft wearable technology and products, and a 

service provider of wearable electronics and smart clothing 

solutions.Relying on the global leading SoftceptorTM technology, 

AdvanPro not only provides clients with competitive soft sensors, 

but also with overall solutions and services of wireless data 

collection,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 of smart garment, smart 

wearable devices according to customer needs, to help our 

clients and traditional industries with their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简介/Company Profile:

珠海安润普科技有限公司

ZhuHai AdvanPro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高新区软件园路1号南方软件园A1五楼501

9M30

中国   China

86-0755-26903557

86-0755-26903557

service@chinayce.com

www.luguanjia.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鹿管家，“四高两病”慢性病管理平台。（四高：高血糖，高血压，

高血脂，高尿酸。两病：糖尿病，高血压。）用户通过智能硬件采集

血压、血糖、血氧、脉率、耳温五项数据，通过云端将数据上传到电

视端，手机端、鹿护士端，医生端，医生可根据检测历史记录做慢病

医疗指导以及个人健康档案建立，鹿护士持续监督，对用户每日饮

食、运动等，在生活上进行医导，提供预约体检、报告解读、推送健

康贴士、健康讲堂等服务。

鹿管家隶属于深圳市粤创科技有限公司。是通过智能化硬件采集健康

数据、软件升级、线下鹿护士健康垂直运营服务来解决家庭成员健康

安全刚需，以打造智能健康家庭为目标的闭环生态平台，集家庭情感

互动、安全与健康及综合服务于一体的具有医疗资质的智能家庭生态

系统。

简介/Company Profile:

深圳粤创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YUECHUANG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三路1号海王银河科技大厦14楼

9M31

中国   China

86-755-21606378

86-755-21606382

guozx@ichipsea.com

www.chipsea.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芯海科技推出的CS1256/CS1257/CS1258，支持四/八电极人体生物

阻抗测量，精度高达19.5bits。同时，芯海科技率先于智慧健康领域

推 出 了 超 低 功 耗 、 高 度 集 成 、 颇 具 性 价 比 优 势 的 蓝 牙S O C产 品

CST34M97亦广获好评。为帮助客户产品低成本迅速智能化，芯海科

技还提供集芯片、“OKOK健康”APP、芯联云与交流测脂算法库一

体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芯海科技（股票代码837517）成立于2003年，专注于物联网MCU、

SOC和混合信号集成电路设计。目前，芯海科技已成为的主流供应

商，为满足智慧健康碎片化的应用需求，帮助客户产品低成本迅速智

能化，芯海科技基于自主研发的高精度 ADC、MCU、SOC及低功耗

蓝牙、细分应用APP与芯联云平台，推出了物联网一站式解决方案，

如智能体脂秤方案、婴儿秤健康管理方案、厨房秤营养管理方案。

简介/Company Profile:

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1079号花园城数码大厦A座9楼

9M32

中国   China

715791395@qq.com

www.cq-p.com.cn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重庆医药集团朗弈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金渝大道89号4幢17楼

9M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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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Booth No.:

Exhibitor Profile 展商简介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云监护仪

重庆医药集团朗弈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售

后服务的高科技健康管理公司，致力于专业智慧医疗设备开发和医疗

健康云平台建设相结合技术路线。公司运用互联网技术，以“云＋终

端＋服务三位一体”的模式，以药店／诊所／社区／医药／商业机构

等为窗口，为广大患者提供个体化健康管理解决方案。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518000

86-0755-27697821

86-0755-27697823

limingyang@ecgmac.com

www.ecgmac.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数字心电图机、数字化心电工作站、动态心电记录器、蓝牙心电采集系统。

深圳华清心仪医疗电子有限公司（简称华清心仪），注册资金1000万

元人民币，是一家专业从事心电类医疗电子设备研发、生产和销售的

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研发和生产数字心电图机、数字化心电工作站、动

态心电记录器、蓝牙心电采集系统等心电医疗电子产品，产品远销欧

美 与 日 本 等 地 ， 华 清 心 仪 于 2 0 1 0 年 已 通 过 德 国 T U V 公 司 的

ISO13485质量体系认证（含研发体系）及CE认证。 

简介/Company Profile:

深圳华清心仪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Shenzhen ECGMAC Medical Electronics Co.,Ltd

详细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2702号保利大厦1101室

9M52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 高/低温电池

产品在85℃/-40℃环境下可以工作；60℃存储7天；尺寸越小耐高温越

强；0.2C放电容量保持率在80%；稳定性强，自放电率低，一致性好。

● 医疗设备电池

推荐3S2P/3S3P/4S2P等设计，电压11.1V/14.8V，容量5~10AH；TI 

Gauge 自带保护及电量计量功能；使用二次保护IC和受控保险丝；引线

NTC直接贴紧电芯表面监测电芯温度；支持大电流输出。

● High/low temperature battery

Workable in teperature form 85℃/-40℃; Can be stored at 65℃ 

for 7days; The smaller the size is, the higher temperature-

resistance it is; 80% discharge capacity at 0.2C; Good stability 

and low self-discharge rate, good cosistency.

● Medical equipment battery

Recommended 3S2P/3S3P/4S2P design, voltage 11.1V/14.8V, 

capacity 5~10AH; TI Gauge comes with protection and metering 

function; Using two protection IC and controlled fuses; Lead NTC 

is directly attached to the surface of the core to monitor the 

temperature of the core; High current output for printing.

AP基于锂电池的安全应用与设计创新，设有一流的研发中心，汇聚从

事锂电池研发、制造资深经验的专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包括锂电

池结构设计、模具设计、BMS电池管理系统设计、工艺工程设计、样

品制作及分析等，能够根据客户需求定制最佳解决方案。  公司设计生

产的锂电池及BMS电池管理系统，服务于工业电子设备、军工、医

疗、美容、通讯等行业。安全、高效、高品质的产品远销国内外市

场，享有较高的行业声誉。

AP of lithium-ion batteries based on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with the first-clas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Include 

senior experience experts, engineers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and manufacture of lithium battery, 

such as l i th ium battery structure design, BMS power 

m a n a g e m e n t s y s t e m d e s i g n ,  t e s t  s o f t w a r e d e s i g n , 

engineering design, sample producing and analysis etc. The 

best solutions can be customized according to customer 

demand. Company production of lithium batteries and BMS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s, services in the industrial 

e l e c t r o n i c  e q u i p m e n t ,  m i l i t a r y ,  m e d i c a l ,  b e a u t y , 

communications and other industries. Safe, efficient, high-

quality products are exported to domestic and foreign markets. 

Has a high reputation in the industry.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518110

86-755-61120192

86-755-61120193

Tiger@ap-sz.com

www.ap-sz.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深圳正力成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Advanced Powertech Technology Limited

详细地址：深圳龙华新区大浪同富裕工业园22栋5楼

5F, The  22#  TongFuYu Industrial Park , Longhua ,ShenZhen

9M56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蓝韵健康提供运动健康、美容个护、保健按摩、预防监测、辅助治

疗、康复护理、智能家居七大类产品及增值服务。

In recent years, given its fast-growing market expansion, 

Landwind has launched seven new categories of healthcare 

products and value-added services—sports health, beauty 

care, health massage, prevention and detection, adjuvant 

therapy, rehabilitation care, and smart homes.

蓝韵集团，二十年的工匠精神，专注于医疗领域的研究开发制造，拥有

600多项专利，是医疗设备行业综合实力强大的知名品牌。长期与国内

知名三甲医院合作，为国内知名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提供过礼品定制服

务。现如今蓝韵健康提供运动健康、美容个护、保健按摩、预防监测、

辅助治疗、康复护理、智能家居七大类产品及增值服务，为国人健康快

乐的高品质生活提供最贴心的呵护。

With over two decades of innovation, stringent attention to detail, 

and a strong focus on sound R & D, Landwind Group has 

become a leading organization in the healthcare industry. Today, 

Landwind possesses more than 600 patents in top quality 

medical products, and has established a powerful brand and 

robust position in the market. Landwind has long been 

providing customized gift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respectable 

clients, be it domestic hospital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r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Ultimately, Landwind's overarching goal is to 

continuously find innovative ways to provide individuals with high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most intimate care.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518055

86-755-86545892

86-755-83935015

landwindhealth@landwind.com.cn

www.landwind.com.cn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深圳蓝韵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LANDWIND HEALTH SCIENCE &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1001号南山智园A4栋8楼

Floor 8, Block A4, Nanshan iPark, No.1001 Xueyuan Road, 

Nanshan District, Shenzhen

9N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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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Booth No.: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智能化健康管理、智能化慢病管理、智能化公共卫生、智能化医疗服

务等内容服务类产品。

数动力健康科技专注于医疗健康数据挖掘与人工智能研究，自主研发

了智医大脑Idea智能化数据分析引擎，为合作伙伴提供数据智能分析

技术与精准内容推送服务。

通过平台间数据互通，在一周的时间内即可让合作伙伴拥有自动化、

智能化服务能力，降低对人工服务的依赖，大幅度降低成本。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86-024-25269563

86-024-25269563

idp@idatapower.com

www.idatapower.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数动力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Idatapower Health Technology (Beijing) Co., Ltd.

详细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光明路11号天玉大厦807室

9N12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提供专业的医疗产品的工业设计服务，包括策略与研究、外观创意设

计、结构实施化设计及后端供应链技术支持、产品宣传等。

深圳市汉诺威设计有限公司于2011年成立于深圳，是以创新设计为核

心及整合优质供应链资源的综合服务型设计咨询机构。

公司的核心人员来自于国内外专业的工业设计团队，专注医疗产品的

策略与研究、外观创意设计、结构实施化设计及后端供应链技术支

持、产品宣传等。

涉及到医疗产品类型有诊断检验、医疗器械、家用医疗电子及康复理

疗等众多类。

公司有荣获德国红点产品奖、台湾金点奖、中国红星奖等。

Shenzhen Hanov Design Ltd was established in Shenzhen 

2011, is the integrated design consulting agencies, who is with 

innovative design as the core and provide the quality supplier 

resource. 

The company's core designers are professional from home 

and abroad, focusing on the medical product design, the 

service refer to strategy and research, creative design, 

structure design and back-end supply chain technical support, 

product advocacy.  

The design medical product type are for diagnosis , inspection, 

equipment, home rehabilitation, therapy and many other 

categories. 

Also  we got the international design Award , such as "Red dot" 

of Germany, Goldenpin design award of Taiwan, Redstar 

award of China  and ect.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86-755-83287281

86-755-83287281

ellensu@hanov.com.cn

www.hanov.com.cn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深圳市汉诺威设计有限公司

Shenzhen Hanov Design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2001号嘉麟豪庭C座1701室

9N18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智能按摩贴、多功能腕式健康检测仪、智能体温计、心电血压血氧手

环、智能美容仪、便携式心电检测仪、指纹血压计。

深圳曼瑞德科技有限公司是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深圳市高新技术产

业协会会员企业。

曼瑞德科技是国内较早进入移动健康、智能健康领域的企业，成立翌

始就确定了“创新、科技、时尚、健康”的科技理念，并致立于人体

健康和人类环境健康相关的方案及产品的研发、设计。公司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以研发创新为核心、以质量为保证，不断研发出符合市场

需求的高新技术产品。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86-0755-23732566

86-0755-23732766

liyang@manridy.com

www.manridy.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深圳曼瑞德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MANRIDY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办布龙路金威大厦6楼

6/F, JINWEI BUILDING, BULONG ROAD, DALANG STREET, 

LONGHUA DISTRICT, SHENZHEN, CHINA

9N20

中国   China

86-755-86518755

86-755-86518735

support@drruikang.com

www.drruikang.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瑞康医生APP

深圳市恒瑞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以提供健

康管理解决方案为主业的有限责任制高科技公司。由深圳市“孔雀计

划”引进的海外创新团队发起；国内外数十位高水平医学专家组成的

医疗团队为专业支持，齐心协力打造的智能自诊系统；依托母公司

“深圳前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大数据完整解决方案；拥有专业的

医疗类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分析与挖掘的开发团队。

简介/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恒瑞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留仙大道汇聚创新园B栋6楼

9N21

中国   China

86-025-58856179

86-025-58856179

chenweiqing1@126.com

114.55.35.204:8011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南京健之侣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南京高新技术开发区新锦湖路3-1号中丹园A栋805-807室

9N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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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简介 Exhibitor Profile 



展位号/Booth No.:

Exhibitor Profile 展商简介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南京健之侣自主研发智能药箱项目，属于智能医疗板块中的家庭智能

医疗范畴，是国家大力支持和国家医疗项目发展趋势。与国内外相类

似产品比较，优势突出，经营理念更符合中国国情。健之侣智能药箱

采用最新互联网技术，优化即时通讯和云服务器远程管理，结合手机

APP与智能药箱双向同步更新。立志做所有中老年慢病家庭的健康伴

侣，家庭药品智能管家。让科技为生活服务，实现：“提高生活品

质，轻松传递关爱”。

南京健之侣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总部位于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中丹生态生命科学产业园，公司致力于自主创新智能医疗产品，并引

进国外先进技术，研发高度集成、高品质、人性化的医疗产品，公司

与国内多家医疗机构、知名大学有多种技术交流与合作，使我们的产

品成为智能医疗领域的先锋。 公司具备先进的生产线和完善的管理体

系，我们的技术团队包括硬件设计、结构设计、软件开发、app开发、

服务器维护等人员。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86-755-23221521

86-755-23592129

zhouhu@pinxincnc.com

www.pinxincnc.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公司主要产品：台湾明纬电源。2015年明纬已成功推出超过8,000种

标准机型，产品应用相当广泛，包含: LED广告牌/照明、工业自动化

/工控、信息/通讯/商用、医疗、交通运输以及绿色能源产业等。

产品全面符合国际安规，提供一次购足的全方位电源解决方案

深圳市品鑫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专业从事机电产品、电

子产品、电源的技术开发与销售。公司主营产品有台湾明纬电源、台

湾建准风扇，万裕三信电容等。我司作为台湾明纬电源正式授权经销

商，依托地处珠江三角洲的地理优势，以先进的管理，超前的经营理

念，使得公司一直处于快速、健康的发展轨道。

简介/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品鑫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街道清湖社区大和路硅谷动力清湖园A7

栋一楼

9N26

中国   China

518103

86-755-33663999

86-755-33668366

export3@sz-fujia.com

www.sz-fuaji.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开关电源 电源适配器 USB充电器  POE 电源    医疗电源  工业电源等。

深圳市福佳电器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开关电源

生产企业。公司创建于1993年，注册资金2000万元，经过二十多年的

努力拼搏，专心经营，逐步建立了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体系，企业

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电源管理专家公司现有员工1500多

人，其中包括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产品开发、产品质量管理、销售业

务的技术人员队伍。每天生产开关电源产品8—9万PCS。

简介/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福佳电器有限公司

Shenzhen Fujia Appliance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新和村蚝业路旭竟昌工业园B1栋

9N28

中国   China518000

86-755-84509370

86-755-84509370

44679411@qq.com

fx.wei9000.com/app/index.php?i=96&c=home&t=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深圳市衍泰养生文化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以研发养生产品为主的新型

公司。研发产品有：《衍泰颈椎复位艾灸枕》、《衍泰腰椎复位艾灸

枕》。以传承中华养生之道，提高全民身体素质为企业使命，让国人通

过绿色健康的养生方法远离亚健康。深圳市衍泰养生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与各大养生馆、养生产品批发店、美容院等各大渠道达成长期合作，立

志开发更多有市场的创新产品让国人得到健康。

简介/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衍泰养生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详细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街道弓村6巷7号

9N31

中国   China

518000

86-0755-26736919

86-0755-26736852

china@calibeur.com

www.calibeur.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家测宝”是深圳市凯利博实业有限公司所拥有的自主品牌，也是国际

品牌iMeasure在中国的姊妹品牌，主要侧重于国内医疗体温计领域中

非接触式红外体温计，在欧美主流市场拥有超过30%以上的市场份

额。精准、快速读数、外观高档、精致、背光显示、高温报警、32组

数据记忆及耐用是我们产品的最大特点。此款产品不仅可以测量人体

体温，还可以测量物体表面温度，是居家妈妈的必备产品。

深圳市凯利博实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calibeur lndustries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石观工业园11栋

9N32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宝比腕带标签打印机、宝比扫描器、宝比读写器、腕带、标签等。

BAOBI Printer, Scanner, RFID Reader, Wristbands, labels and so on.

广州市宝比万像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各类软

件 产品、电子产品（打印机和扫描器等）、相关配套耗材（腕带和标

签）的企业。 作为中国最大的腕带厂商，全球主要腕带厂商之一， 凭借

可靠的产品质量及良好的企业信誉，宝比万像公司多年来一直为国内外大

型医疗机构、游乐场、活动主办方等行业提供各种识别产品方案及服务。 

B&B Exporting LTD. is a company specializing in the R & D, 

design,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various kinds of software products, 

electronic products ( printers and scanners ), and related 

consumables ( wristbands and labels ). As China's largest and the 

world's major manufacturer of wristband, with reliable product 

quality and a high degree of credibility, for years we have been 

providing identification solutions and services for domestic and 

overseas customers from various industries including large 

medical institutions, amusement parks and activity organizers.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510880

86-20-86780687

86-20-86780697

info@baobiwanxiang.com

www.baobiwanxiang.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广州市宝比万像科技有限公司
B&B EXPORTING LIMITED

详细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花山新和工业区D区
Bldg.#D, Xinhe Industrial Park, Huashan Sandong Avenue, Huadu,
Guangzhou, China

9N36

31



展位号/Booth No.: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1. 面向医疗机构与个人用户的便携式纯数字智能心电系统，包括微型

心电记录仪家乐蓝牙版与标准版、摩娜、薄力以及配套的便携式蓝牙

打印机和功能强大的心电图传图、读图云平台。

2. 面向医疗器械检测机构、计量机构和心电图机、心电监护仪生产厂

家的交互式生物医学万用信号源（IBUSS）。

3. 面向学龄前儿童视力筛查的数字视力检查仪

深圳迪美泰数字医学技术有限公司是中美合资的“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提供医疗器械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我公司推出可穿戴心

电仪和配套APP，搭建便捷专业的心血管管理服务平台，为心脏病患

者及亚健康人群解决“监护、咨询、服务、救治”的难题，提高健康

指数、降低心脏意外风险、减轻社会医疗负担、缓解大医院就医压

力。我们专注做专业的心脏健康管理平台，为患者提供咨询、早期预

警、病后监控一体化心脏健康管家服务。

DIMETEK Digital Medical Technologies Ltd is a Sino-American 

national high-tech enterprises. The business covers design, 

manufacturing and marketing of medical device and health care 

services. We provide wearable micro ambulatory ECG recorder 

and bundled APP, as well as professional heart health 

management service platform which solves the problems of 

monitoring, consulting, service and treatment for cardiac patients 

and sub-health groups. In order to improve health index, reduce 

the risk of heart accident, relieve social medical burden and the 

pressure of big hospital, we devoted in heart health management 

platform, and provide heart health management service including 

consultation, early warning and monitoring at home for patients.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86-0755-88855978

86-0755-86199249

sales@dimetek.net

www.dimetekcn.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深圳迪美泰数字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DIMETEK Digital Medical Technologies 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兴华工业大厦八栋三层A，B座A2

9N38

中国   China

86-020-84223854

86-020-84224099

840842767@qq.com

www.xyhis.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一、HIS系统

二、行心医疗云

三、养老信息化

四、移动医疗

广州市行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2007年,是一家专注于医疗、健

康机构信息化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注册资金1500万。自成立以来，

沿着“以科技改变医疗健康产业”的宗旨，以“行者之心，永无止

境”的信念，坚持自主研发多项医疗健康机构信息化产品，产品覆盖

各级医疗机构、养老院、养生等多个领域，已在全国各地已经成功的

为300多家医疗健康机构提供服务，拥有丰富、稳定、成熟的的信息化

解决方案和服务经验。

简介/Company Profile:

广州市行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科学大道33号视联科技园B座510

9N50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有发热腰带、发热按摩腰带、发热护膝、发热服等优良产品。

本公司成立如1933年，台湾新辉有限公司。2010年柬埔寨設分公

司。2015年中国深圳成立兴北鑫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专注缝纫自动化

设备22年，在此期间凭借本公司多年生产自动设备及技术为后盾、开

起了全新可穿戴发热，护具产品。

本公司产品采用高科技碳纤维和稀有金属相结合，其轻薄柔软耐折叠

和弯曲导电性优良，发热快，配置微电脑温控开关，采用人体工学设

计。有多国专利和多项国际认证。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518118

86-0755-89932727

86-0755-89932726

wq1983.222@qq.com

www.sing-pesun.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深圳市兴北鑫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XINGBEIXIN MECHANICAL ELECTRICAL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碧岭工业区永丰路23号2楼

NO.23,YongFeng Road,Bi Ling Industrial，Pingshan New District ,

ShenZhen China

9N51

中国   China

518040

86-755-23906389

86-755-23906389

hospital@jkwuyou.cn

www.jkwuyou.cn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业务版块有：    

（一）名医荟：医疗的核心是医生    

（二）互联网络医院：互联网医疗和实体医疗的最佳融合    

（三）尊贵家庭医生计划/尊贵企业健康管理计划    

（四）医生集团    

（五）名院名医出诊会诊    

（六）健康旅游全程服务

健康无忧平台，专注“互联网+医疗”服务模式，整合医生、医生集

团、医疗机构、体检机构、药店、商业保险、健康旅游等资源，利用最

先进的互联网科技手段，为客户提供精准导医、健康咨询、预约就诊、

出诊会诊、家庭医生、健康管理等服务，为人民群众“少跑腿”作贡

献，为国家早日实现分级诊疗、远程医疗、精准医疗尽一份力量！

简介/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健康无忧科技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泰然科技园205栋203-206室

9N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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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Boot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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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云心电贴、云温度贴。

浙江智柔科技有限公司由清华大学技术团队创建，是国家973科研成果转

化基地。公司专注于柔性可穿戴医疗健康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基

于“互联网+”的精准远程医疗信息采集和个人健康管理提供可靠的设备

支撑和解决方案。公司拥有世界领先的柔性电子转印技术及相关专利，研

发和生产可以与人体皮肤紧密贴合的柔性可穿戴电子产品，实现全天候、

无创伤地监测和采集体温、脉搏、心电、心率、血压、血糖和血氧等人体

生理体征数据。产品具有测量精准、柔软轻薄、贴合舒适等特点，可广泛

应用于健康医疗、养老看护、户外运动等领域，特别是在女性孕期管理、

育儿管理、病后恢复及三高人群等群体的实时体征监测带来重要变化，也

可用于普通人群的日常健康管理，实现个人和群体健康大数据积累和管

理。该产品在技术上有创新性和颠覆性，在精准性、舒适性及连续性等方

面大大领先于市场上同类产品，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518100

0755- 86671463

0755-86671439

8835@goodpal.com.c.

www.goodpal.com.cn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气泵、真空泵电磁阀、水泵

Air pumpVacuum pump water pumpSolenoid valve

深圳市柏尔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836498）是一家集智能

元器件、智能新能源的开发、生产及销售为一体的股份制高新企业，是中

国节能协会和中国电器工业协会会员。至1999年成立以来，柏尔智能一

直致力于微型充气泵、电磁阀、安规开关、新能源设备等电子产品的研发

和制造，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其中，深圳柏尔资产雄厚，拥有高级技术

专业研发团队，厂房面积达2万平方米，并配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和专业的

工程测试实验室，月产量达5000万套以上，近几年来的规模急速增长。

 Goodpal is a joint-stock enterprise with intelligent components 

and parts, intelligent new energy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whichis the memberof China Energy Conservation 

Association and China Electrical Equipment Industry Association. 

T h e c o m p a n y  w a s  f o u n d e d  a t  t h e  h i g h  a n d  n e w 

technologyindustrial park of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in 

China in 1999. Plant area reaches 20000 square meters, theplant 

is equipped with advancedproduction equipment and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 testing laboratory, possessing professional team, with 

monthly output reaching more than 50 million pieces.

简介/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柏尔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 Goodpal Electronics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高新区高新南一道中国科技开发院三号楼28层
Address: Floor 28, No.3 Building, China Science and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lege, South No.1 Road of High-tech, High-tech 
Zone, Shenzhen, Guangdong

9C51

中国   China

86-0755-28254186

86-0755-61640001

glida@szglida.com

www.glida.cn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深圳市冠力达电子有限公司

Shenzhen Glida Electronics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学子路环宇工业园C栋

9C53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锂离子18650电池动力电池，锂聚合物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储

存电池，镍氢电池，碱性电池，碳锌电池和充电器广泛应用于医疗设

备，航空航天、军工产品、智能机器人以及工业自动化产品设备、照

明，安全和保护，测绘设备，手持终端，GPS导航仪，便携式电动工

具，机顶盒，电子玩具等领域。

Li-ion 18650 batteries, Li-polymer batteries, LiFePO4 

batteries, Energy storage batteries, Ni-MH batteries, Alkaline 

batteries, Carbon-zinc batteries and chargers.

深圳市冠力达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科

技绿色能源企业。公司总部位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环宇工业园，靠近宝安机场，目前公司在产品性能、技术创新和全方

位服务方面居于上流水平，奠定了国内领先的行业地位。

Shenzhen Glida Electronics Co.,Ltd is a High-tech green 

energy enterprise including Research &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with total amount of existing staff nearly 

800.The headquarter locates in Shenzhen Bao'an center 

where close to Hong Hong, Guangzhou economic developed 

cities. Glida has become the largest domestic technology and 

most advanced Battery Manufacturer.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zhouzhongfeng@sam-robot.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大森健康管家机器人

智慧健康领域的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综合运营商。以服务人、解放

人、成就人为使命，专注于家庭型健康管理领域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开

发及智慧健康生态服务。利用前沿的人工智能理念，采用国际领先的

生物识别技术、深度融合家用医疗检测技术，广域利用有效医疗技

术，深层次对接互联网大数据及传统医疗体系资源，增补环境监测及

食品安全分析、健康运动建议等多种功能，连接家居设备，以自主研

发的家庭型健康管理智能机器人为中心，研发出全方位、多层次、智

能化、系统化的家庭智能型健康服务系统——“五维健康管家”。大

森机器人以用户的生活环境、营养膳食、行为习惯，疫病预防需求为

中心，融合标本检测、环境检测、智能互联、智慧家居等，进行定向

检测、分析并反馈用户健康数据，形成科学、全面和实时的个人健康

数据管理，达到多维度智能健康管理的目的。

简介/Company Profile:

深圳大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北区）清华信息港科研楼1203室

9D15

中国   China

0573-82572580

0573-82572580

7754356@qq.com

www.cheroee.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浙江智柔科技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亚太路705号清华大厦16楼

9B56



展位号/Booth No.:

34

中国   China

518000

0755-33228288

0755-33001022

pengguanbohh@163.com

www.jkwshk.tv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健康卫视坚持采用各类节目形态传播权威的、专业的健康信息，普及

健康知识，弘扬科学健康理念，内容涵盖医药卫生、医学科普、生态

环保、公益慈善、品质生活等领域。

健康卫视2011年在香港注册上星，是全球第一家通过卫星全频道、用

汉语普通话播出的医学科普卫星电视台。在电视节目泛娱乐化的生态

环境下，健康卫视始终坚持关注人与自然本身，始终坚持“生命、生

态、生活，生生不息”的“大健康”频道理念，在喧闹浮躁的电视生

态环境下，刮起了一股清新的绿色之风。

简介/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健康传媒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深圳市福田保税区富林物流大厦B座615健康卫视

9H53

中国   China

86-27722727

86-27722728

www.uho.com.tw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行动低周波按摩器材

Mobile TENS/EMS health care products

2012年成立，主营智能健康设备研发设计与行销，健康产业媒体制作

与推广。

简介/Company Profile:

优活健康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台北市内湖区瑞光路513巷26号2F-1

9K53

闻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WenKang group co., LTD

详细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5号世宁大厦15层

35 xueyuan road, haidian district 15 layer the ning mansion

9K56

中国   China

100000

010-62500111

010-62500111

shaocan@xywy.com

www.xyxy.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智能云健康管理服务平台: 通过智能穿戴设备收集和汇总身体数据指

标，对健康人群、亚健康人群、慢性病人群的健康危险因素进行全面

筛查，针对不同企业和机构，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其包含了智能

血压计、智能血糖仪、智能手环、智能体制分析仪、智能体重秤等多

款可穿戴设备。

The hardware, the type of service.

寻医问药网成立于2004年，是目前中国值得信赖的一站式互联网医疗

服务平台，也是中国较早探索和实践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平台之一。经过

十余年的深耕细作，寻医问药网运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智能医

疗设备等先进技术，围绕患者、医生、医院、药企，将其有机结合，搭

建并形成了互联网医疗服务产业链条的完整布局和生态体系建设。

XYWY was founded in 2004, is currently China's reliable one-stop 

Internet medical service platform, is also China's early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ne of the platform of Internet medical services. After 

more than ten years of high-value, XYWY using the Internet, cloud 

computing, big data, intelligent medical equipment, advanced 

technologies such as around the patients, doctors, hospitals, drug 

companies,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structures, and formed the 

complete chain of Internet medical service industry layou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cological system.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86-0769-22899979

95543195@qq.com

www.gdruichao.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1. 移动智能终端胎心仪（手机版）

2. 全球首款血氧脉搏监测鼠标、健康智能手表、健康智能手机

3. 低成本、高性能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4 产品技术合作项目

广东睿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由2011年度广东省东莞市创业领军人才

武剑辉博士发起并组建成立，集产学研一体的新型民营高新技术企

业。公司地处风景秀丽、人杰地灵的松山湖畔——东莞松山湖国家级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公司主要服务于医疗卫生系统，致力于基层医疗的高性价比彩超设

备、穿戴式移动医疗和便携式家用医疗仪器（包括：健康鼠标、健康

智能手表、健康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胎心仪和家用多功能检测仪）等

创新型医疗系统的研究及相关产品的开发、生产与销售。

简介/Company Profile:

广东睿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dong Ruichao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部二路17号B308

9L53

展商简介 Exhibitor Profile 

主要展品名称/The Main Exhibit Name:

心理咨询服务

Psychology Consulting Services

白荷心理咨询集团坐落于世界之窗附近瑞思中心，主营项目：心理咨询

（婚姻情感咨询、个人成长等），企业EAP，家庭援助计划FPA等。高

端心理辅助设备：身心反馈仪、自动性心理沙盘、二代智能击打宣泄、二

代智能呐喊宣泄、爱心抱抱人、涂推墙等。我们致力于成为“心理咨询助

人自助的创新服务领导者”，一流的专家团队通过领先的咨询技术、高品

质的硬件设施、卓越的客户服务、高效的创新能力、信息服务的优选品牌

五个方向为：个人、学校、企事业单位提供卓越的服务与支持。我们愿意

顺应行业发展趋势，持续提升客户生活品质，关爱心灵，关注健康！

简介/Company Profile:

中国   China

518053

0755-86626631

0755-86626632

xinheguanai@126.com

www.baihepsy.com

所属国家/Country         :

邮政编码/Post Code    : 

电话/Tel                        : 

传真/Fax                      : 

邮箱/E-mail                 : 

网址/Website               : 

深圳市白荷心理咨询有限公司

Baihe Psychological Consultation Group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北世纪假日广场A座瑞思中心23层

9F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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