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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择以色列？

多元化是以色列医疗器械行业的基石:

多元化公司—多元化技术—多元化医疗器械

截至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色列共有 200 多家生命科学公司。随着过去 10 年的
稳定增长（每年约有 40 家新公司成立），以色列也将创造性和创新引入该行业。
如今以色列共有 1200 多家生命科学公司。

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这些公司中有 34% 已经开始盈利，令人印象深刻。以色列
的创业生态系统为新兴公司创造了良好机会，使它们成为技术先进、商业上可持
续、充满发展前景的公司。作为行业发展的见证，2008 年以来以色列的生命科学
出口稳步增长，2013年出口总额达 80 亿美元。而且大量的种子公司可以确保当
前的增长趋势继续保持下去。

在以色列的生命科学行业中最大的领域为医疗器械和医疗保健 IT 技术（占所有公
司的60%）。在医疗器械领域，以色列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融合电子、通信以及电
光学先进技术以开发世界级的创新，广泛涉及数字成像、医疗激光、远程医疗、早
期诊断以及智能手术等。500 多家医疗器械出口商出口大量医疗器械，如心血管
和外周血管、神经性和退行性疾病、急诊医学、重症监护与康复、呼吸和呼吸道管
理、肿瘤学、女性健康、骨科和运动医学、胃肠道疾病、感染控制、眼科学、疼痛
和伤口管理、口腔和牙齿健康、皮肤医学和美容医学。

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生命科学公司的密度都无法与以色列相媲美。这些公司根植于
国际顶级学术和研发机构，聘用高端技术人才 ，在创业和大胆创新的气氛中开展
运营，可以提供一系列新型医疗解决方案和技术，这些解决方案和技术可解决当今
医疗保健挑战：在创造丰厚的投资回报的同时降低医疗总成本并满足老龄化人群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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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灵感来自于创新

以色列出口与国际合作协会（IEICI）由成员公司、私营机构和以色列政府部门支持的
以色列出口和国际合作机构致力于增进以色列出口商与海外企业和组织的业务关系。
该机构通过向以色列公司提供一系列出口导向型服务以及向国际企业提供辅助服务来
帮助构建成功的合资、战略联盟以及贸易合作伙伴关系。

以色列出口与国际合作协会的生命科学部为以色列生命科学行业 1200 多家企业以
及世界范围内各级业务合作伙伴间业务合作的主要牵头机构。具有确定并匹配合适的
潜在业务合作伙伴、组织一对一业务会议的能力，并且是政府与行业进行联系的关键
点。

该部门日常负责与500多家医疗设备和医疗保健信息技术领域的以色列出口商保持联
络与互动，分析其所需、确定目标市场、通过组织正式的代表团对私营部门和政府机
构进行特别制定的业务访问来创造商业机遇。盛名科学行业部门活跃于世界主要的医
疗展会并建立以色列国家馆，包括德国国际医院及医疗设备用品展览会（MEDICA）
、中国医博会春季展（CMEF）、巴西医疗设备展（Hospitalar）、北美医院的首席
执行官代表团和以色列国际医疗器械设备展暨峰（MEDinISRAEL）会上的以色列国家
馆。

为了帮助以色列公司更好的进入中国市场，以色列出口与国际合作协会的中国市场部
与生命科学部门密切合作，通过商业咨询、研讨会、培训班、展会现场支持、商业代
表团等为以色列企业提供相应的商业服务。中国市场部是以色列出口商进入中国市场
的重要平台与支持。

我们邀请您把握这个独一无二的机会，轻松高效地获取数百项以色列杰出的医疗创新
技术。

Angela W. Rabinovich 女士，生命科学部门主任
+972 (3) 5142891  | angela@export.gov.il

Tomer Epstein 先生，生命科学部法规与市场营销
+972 (3) 5142938  | tomere@export.gov.il

关鹤女士，中国市场部经理
+972 (3) 514 2866  | peggym@export.gov.il

http://www.export.gov.il/files/publications/2015medica/index.html
http://www.export.gov.il/files/publications/cmef2015landingpage/index.html
http://www.export.gov.il/files/publications/hospitalar15landingpage/index.html
http://www.medinisrael2015.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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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经济部&以色列中国经贸代表团

为了促进使用这一日益壮大的创新宝库，以色列经济部在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
建立4个办事处。这些办事处旨在协助中国及以色列公司创造商业机会和持久的商
务关系。我们的团队在当地将与以色列出口商一道，支持它们在中国的商业活动，
促进以色列投资并促进双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我们邀请中国公司和实体寻求以色列的技术、投资机会和研发合作，以便可以缩小
双方差距。我们也能协助中国企业在以色列寻找妥善方案和伙伴，与潜在合作伙伴
取得联系以及协助您访问以色列。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 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www.itrade.gov.il/china 或直接与我们取
得联系:

北京

Chaim Martin先生, 贸易和经济事务部主任 
以色列驻华大使馆 
Tel: +86 10 8532 0664, E-mail: beijing@israeltrade.gov.il

上海

Einat Lev女士, 贸易和经济事务部中国华东地区领事 
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馆  
Tel: + 86 21 6010 2507/8, E-mail: shanghai@israeltrade.gov.il

广州

Noa Heinemann女士, 贸易和经济事务部中国南方区领事 
以色列驻广州总领事馆 
Tel: +86 20 8513 0518/9, E-mail: guangzhou@israeltrade.gov.il

香港

Elad Goz先生, 贸易和经济事务部领事 
以色列驻香港总领事馆
Tel: +85 2 2821 7509, E-mail: hongkong@israeltrade.gov.il

Ministry of Economy and Industry

Foreign Trade Administration

经济与产业部

对外贸易局

http://www.moital.gov.il/NR/exeres/A5E90C0B-C1F0-475C-BC35-436C87A9E0DF.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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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医疗设备：诊断、医疗设备、监护、远程医疗
医疗保健：诊断、服务、软件和硬件
治疗领域：心血管科、紧急医学
老年护理子类别：家庭护理
生物技术：工业
服务：经销商、私人投资者
公司状况：收入增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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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erotel.com

Aerotel Medical Systems

气凝胶医疗系统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服务于家庭护理、远距医疗和远程监护市场，具备成本效益
好、高质量且用户友好的系统。在过去15年间，我们一直在帮助客户建立医疗监测呼叫中心、创造收
入机会并节约成本。气凝胶医疗系统在全世界45个国家拥有广泛的客户基础。

气凝胶医疗系统提供端对端解决方案，用于解决远程心脏检测，包括诊断设备、硬件平台、远程健康
通讯中心以及接收软件方案。该系统提供12道独特且领先的心电图监测器，确保最优性能和最佳可靠
性，实现可靠且长期的监测。

我们的监测管理包致力于实现多种远程诊断、紧急服务和监测应用，为家庭护理、E健康和远距医疗服
务。

我们的解决方案给病人和内科医生带来安心，提高生活质量并加强护理程度。同时，它们也能在很大
程度上节省服务提供商的成本、并创造新的收益机会。



类别 
医疗设备：医疗设备、微创系统、研究设备
治疗领域：神经科和变性疾病、神经系统科学
老年护理子类别：帕金森氏综合症、肌张力障碍、特发性震颤、阿兹海默氏症 
公司状况：初始收入期&收入增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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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lphaomega-eng.com

Alpha Omega

ALPHA OMEGA 是一家专注于神经外科和神经科学的医疗设备公司，提供神经监护和刺激行业最前沿
的解决方案和产品。公司在运用MER微电极记录）移植深部脑刺激器“DBS” 的神经外科设备领域处于
领军地位，作为神经科学实验室和神经外科研究行业先驱，将最新尖端技术引入到这一领域。

ALPHA OMEGA 的使命是：

• 通过提供特别的、极易于使用的可靠技术解决方案改善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病人的护理质量

• 为神经科学和神经外科提供顶尖的工具

我们的愿景是：

• 至少占有60%的全球 MER市场份额

• 深部脑刺激器临床的主要市场份额

• 渗透到新的应用和市场；例如：癫痫研究，欧洲国家

• 临床研究系统的主导供应和深部脑刺激器研究科学的市场解决方案-神经 系统临床研究的优质解决方
案

ALPHA OMEGA在世界各地超过500家知名医院和神经科学实验室拥有广泛的安装群体，与该领域的顶
尖意见领袖紧密合作。ALPHA OMEGA所有医用产品都已经过FDA认证及欧洲CE认证。ALPHA OMEGA
部分产品已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可，并将继续努力使所有产品通过审
批。



类别 
医疗设备：药物递送
治疗领域：过敏症、自体免疫疾病、骨疾病、皮肤病学和医学美学、肿瘤学、兽医学、女性健康
老年护理子类别：长期护理、疼痛管理、老年病
公司状况：临床前期、临床试验、注册审批、初始收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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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morphical.com

Amorphical 

Amorphical是一家开发和生产一种专有合成形式钙--非晶碳酸钙（ACC）的以色列先驱公司，我们以
非晶碳酸钙（ACC）为基础，治疗骨质疏松症、甲状旁腺功能减退以及其他各种钙相关疾病的疗法正
处于临床研发阶段。

师法于大自然的能力，澳大利亚的蓝色小龙虾可在短短三日内有效调动其体内钙库，褪去和再生整
个外骨骼。Amorphical科学家们在临床前研究阶段已证明其安全有效，DENSITY™-Amorphical首款
以非晶碳酸钙（ACC）为基础的产品就是该公司突破性的钙补充剂，以非晶碳酸钙技术为基础。由于
格外小巧的无定形碳酸钙粒子，DENSITY™的钙离子吸收能力是当今最热门的钙补充剂的两倍（由一
项绝经后妇女参与的双盲随机交叉研究证实），因此可以作为一种保持强壮、健康骨骼的新工具。

http://www.amorphical.com


类别 
医疗设备：远程医疗
治疗领域：心血管病/肺部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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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ntingApp Medical Ltd.

充血性心力衰竭监护的简单解决方案，通过一种声音测试来检测肺恶化的早期迹象。使充血性心力衰
竭患者和肺部疾病患者可以自我检测早期气短的症状，请求早期护理，采取预防措施以避免进一步恶
化

• 显著提高护理人员为这些患者提供监测服务的能力，提供更优质的即时响应护理

• 收集长期数据，供病人和护理人员后期跟进

技术

CountingApp是一款通过测量声道参数体现呼吸困难程度的智能手机，无需任何设备/传感器。

特点&优势

• 用移动设备居家持续监测病人

• 非创伤性的，无需外围设备

• 经济效益-最具性价比的有效解决方案

 www.countingapp-m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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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Sense

DigiSense是一家具IOT能力的智能穿戴监测技术的市场领导者。

DigiSense可穿戴技术措施的关键参数零接触皮肤或体液，是一个可在任何种类的尿布外部附着的传感
器。

它可以监测：尿液、尿液颜色、排便、身体排气、心率、褥疮、跌落、温度、呼吸速率和运动、强化
护理团队,以改善疗养院、家庭、长期护理院和医院中婴儿和老年人的护理质量。所有上述功能将伴随
护理流程的优化, 减少对昂贵的失禁护理产品的依赖。

另外，DigiSense也针对远程病人看护开发了一种马桶座跟踪传感器，可将任何普通马桶座替换成智能
马桶座。这是一种可以检测人体粪便和其他废物的无接触传感器。护理人员可收到传感器提供的各种
适应症，也可用于儿童如厕训练。

另一项产品是一款智能婴儿尿袋，此款传感器不接触尿液便可以测量婴儿尿量。

www.dg-sense.com

类别 
医疗设备：诊断、医疗器械、监护、科研设备、远程医疗
治疗领域：一般健康、重症监护、儿科、初级护理、泌尿学、兽医学
老年护理子类别: 护理、生活照料/个人护理、成人日托服务、家庭护理、跌伤预防、长期护理、老年病
公司状况：临床前期



类别 
医疗设备：监护、远程医疗
医疗保健IT：生物统计
治疗领域：心血管科、紧急用药、消化道、一般健康、 普外科、传染病、内科、肿瘤科、整形外
科、精神病科、康复、呼吸系统
老年护理子类别： 护理、生活照料/个人护理、家庭护理、临时护理、康复、痴呆症护理、跌伤
预防、长期护理、老年病
公司状况：收入增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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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Sense

EarlySense公司是零接触持续健康和睡眠监测的市场领导者，在世界各地监测超过15万
人。EarlySense公司的技术包括一款专有的置于床垫下的传感器，无需接触人体即可测量-生命特征-
心率&呼吸率，以及一些独有证型：

• 运动水平，上/下床状态，离床，卧床

• 高度精确的睡眠质量和睡眠阶段分析

EarlySense已从医院和大量满意的客户手上收集到大量有关其创新技术确验证和经验。

如今，EarlySense在健康老龄化和智能生活领域提供三款非常强大的产品：

EarlySense家庭护理-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在家庭环境中监控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包括与远程监控
站通信的传感单元

EarlySense OEM-可以集成到其他产品中的模块，提供完整的EarlySense功能

EarlySense消费者健康-一种面向数字医疗消费者的解决方案，包括一个发送健康和睡眠信息的传感
器，该信息显示在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中。

消费者的家庭护理-监控您家人的心率和呼吸率，提醒您潜在的问题。

根据您的睡眠模式集成的家庭自动化系统

*并非所有应用都专供医疗用途。

 www.earlysense.com



类别 
医疗设备：一次性器材
治疗领域：糖尿病、周围性血管疾病、伤口护理
老年护理子类别：个人护理、康复、长期护理
公司状况：初始收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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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enzysurge.com

 EnzySurge

EnzySurge提供自主创新的解决方案来治疗慢性伤口，改善创面自然愈合的过程。产品定位于门诊、
长期和家庭护理设置。EnzySurge的首款产品- SilverStream®在美国、印度、以色列、肯尼亚和土耳
其销售，并已成功治疗超过5000名患者。

SilverStream®是一套新颖的、已注册专利的慢性伤口管理解决方案，结合银离子，薄荷醇，甘油和
表面活性剂，使之溶解在高渗溶液中。SilverStream®可以有效清洁、滋润和舒缓慢性创面和难愈创
面。SilverStream具有非常有效的抗菌功能，可以有效的破坏生物膜。银离子和薄荷醇的独特协同组
合能使银离子浓度减少至较低水平，使之远低于细胞毒性阈值。

SilverStream®是被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USFDA）、印度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CDSCO）和以色
列卫生部所认可的医疗设备，用于治疗I-IV阶段压力溃疡、瘀溃疡、糖尿病足溃疡、手术后的伤口、第
一和第二度烧伤、擦伤和轻微皮肤过敏



类别
类别：老年人群体
子类别：家庭护理
公司状况：收入增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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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essence-grp.com

 Essence SmartCare Ltd.

Essence Care@Home™多重服务平台作为原居安老产品套装，提供无缝健康监，老年人可以保持独
立性，也能让他们的亲人安心。

Care@Home™使服务提供者具备更多灵活性,为客户提供服务，涵盖从紧急警报到专业智能家庭护理
解决方案，使其不断学习和适应个人的日常行为，并根据与日常值的差异提供不同程度的警报。

我们的技术以结合个人应急响应系统(PERS)的智能分析引擎和额外护理的安全设备为基础。

Essence是一个物联网生活一级通信解决方案的全球供应商，安全与医疗保健服务提供者，拥有超过
20年的经验和全球1500万产品的应用。

Essence Care@Home™产品于近期被授予数字健康2015 年ESX创新奖。



类别 
医疗设备：监控、远程医疗
医疗保健IT：诊断
治疗领域：糖尿病、一般健康、肥胖症
老年护理子类别：康复、跌伤预防
公司状况：种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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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xtr3d.com

 Extreme Reality

Extreme Reality是唯一一家可通过任意简易摄像头提供3D软件骨架运动跟踪的公司。通过使用该专
利算法，Extreme Reality解决了最大的临床障碍-身体锻炼居家依从性，并纠正规定会话的表现。通过
Extreme运动技术，锻炼疗法可以使病人每天在舒适的家中得到加强和改正。更大的康复计划和更优
越的治疗效果将由此而生。

Extreme Reality的专利技术可以：

• 追踪行踪并提供即时反馈给用户

• 传送性能数据给临床医生，监控病人的依从性和进步

• 管理病人的运动方式和大数据积累

除了利用病人自己的设备(个人电脑、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的前置摄像头进行智能和精确的运动跟
踪， Extreme Motion技术不需要任何专门的硬件设备。

Extreme Motion是病人护理计划、保险需求和方案研究的理想工具。



类别
子类别：监控
治疗领域：心血管疾病
公司状况：临床试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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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personal-healthwatch.com

 HealthWatch Ltd.

日常健康穿出来

通过智能数字纺织服装的3至15道心电图，监测生命体征,直接向智能手机和标准遥测系统报警，从而
保护个人健康。

健康观察是一个医疗技术设备公司，致力于通过舒适、智能的数字纺织T恤来感应连续、医院质量的心
电图信号、生命体征、活动和跌倒，通过个人智能手机确保老年人健康。这些CE / FDA认证的服装适
用于家庭、医院、任何检测心电图保真度优于标准电极的地点-即使在全动态的情况下-提供给积极的老
年人远程健康保护和他们向往的平静。

健康观察公司代表了可穿戴纺织电极和心脏传感电子技术的突破性进步，所有这些集成到简单、耐洗
的日常服装中，使无论是身在医院的病人，活跃的居家老人得以实现连续监测，用于健康或健身跟
踪，而无需刮胡子、粘合剂或凝胶，是远程医疗、霍尔特监控、事件循环记录和远程心电服务的理想
选择。



类别 
医疗设备：监控
治疗领域：矫形术、康复和物理疗法、步行和运用能力协助
老年护理子类别：生活照料/个人护理、家庭护理、康复、步行和运用能力协助、跌伤预防
公司状况：注册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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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hip-hope.com

 Hip-Hope Technologies (HHT)

Hip Hope™是一款革命性的可穿戴设备，旨在有效减少由于身体失衡等而跌倒导致的患有低骨密度(骨
质疏松症)的老年人髋部骨折。

髋部骨折是常见于老年人的最严重的骨折，有极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Hip Hope™是一款包含高度发达的检测系统的带状装置，包含一组独特的传感器和检测逻辑。一旦检
测到即将撞击地面，系统立即激活两个快速展开的安全气囊，从根本上减弱跌落的影响。该设备还提
供其他的功能，例如：跌倒警报远传、持续的运动和活动监视、紧急呼叫按钮和GPS定位器。

HHT与领先的医疗和护理中心通力合作，进行实地研究和设备测试。HHT已处于获得ISO 13485认
证、CE认证和列入FDA名录的最后阶段。



类别 
医疗设备：监控
医疗保健：诊断
治疗领域：神经病学和退行性疾病
老年护理子类别：疼痛管理
公司状况：研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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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imexco.com

 Imexco General Ltd.

Imexco General Ltd.是一家私营、基于项目导向的研发创新型公司。公司的产品组合由各种处于不同
的发展阶段的先进技术风投项目组成。

Neuro-CPD™ -  疼痛测定领域的新产品系列(pain.imexco.com)

Neuro-CPD™  的组件之一脑神经监视器--- NeuritorTM，已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
上市。

其中一款产品的非独占性许可证使公司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

目前，公司正在寻求更多的资本和合作伙伴，利用其技术，把相关产品引入市场。



类别 
医疗设备：医疗设备
治疗领域：妇科、神经科学、肿瘤学、女性健康、神经外科
老年护理子类别：疼痛管理
公司状况：盈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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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insightec.com

Insightec

INSIGHTEC是全球和磁共振引导的聚焦超声疗法(MRgFUS)技术的领军公司。自1999年成立以来，公
司开发和经销一种无创性治疗平台来进行药物转换，向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潜在病人提供无创性替
代疗法 。INSIGHTEC不断扩大其应用范围，从功能性神经外科到肿瘤学和妇科。MRgFUS被120多个
医疗机构中的世界知名医生们认可，它的临床价值和经济价值得到高度评价。公司已经斩获《华尔街
日报》、欧盟和时代杂志等等众多创新奖项。INSIGHTEC由通用电气医疗集团、埃尔比特影像（Elbit 
Imaging）、约克资本管理公司(York Capital Management) 、GEOC恒通投资有限合伙公司和美迪
铁克（Meditech）顾问公司联合私人持有。



类别 
医疗设备：医疗设备、微创体系
治疗领域：糖尿病、皮肤病学和美学、紧急用药、普通外科、传染病、重症监护、小儿科、周围性
血管疾病、康复、兽医、伤口护理
老年护理子类别：家庭护理、康复
公司状况：科研、注册审批、初始收入期、收入增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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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ivtmedical.com

IVT Medical Ltd.

IVT是一家专门从事研究、设计和开发新型伤口愈合技术的医疗器械公司。

我们的愿景是提供突破性的、安全有效的、先进的、负担得起的技术，从而促进创面愈合，为创造一
个更好、更人性化的世界作出贡献。

IVT医疗有限公司开发的首款产品- TopClosure®压力缓解系统（TRS），是一项创新、巧妙的技术，
适用于治疗民事、军事和集体事故中简单和复杂的创伤。基于原始基础科学和大量临床经验，IVT医疗
有限公司已经研发出了Vcare α®，一款尖端的非药物性治疗的伤口愈合设备，使用可调节负压创伤治
疗技术（RNPT），有助于复杂创面和难治愈创面的愈合。

当同时应用时， TopClosure®和Vcare α®（获得CE和FDA认证）提供一种独特的创面管理的全新概念
并将彻底改变人们对于创面愈合的理解，刷新优化创面愈合的标准，具有全球性意义。



类别
医疗设备：诊疗设备
医疗保健信息技术：诊疗、网上医疗信息、服务、软件和硬件
治疗领域：心血管疾病、全身健康、康复
状态：初始收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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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levhm.com

Lev El Diagnostics

Lev El心脏病诊疗有限公司（Lev El）是一家专注于检测心脏疾病的私有生物医药公司。

我们的旗舰产品叫做HeartTrendsTM，是一款用于检测与冠状动脉疾病有关的早期心肌缺血的诊疗软件
工具。该软件也运用于区分病人与健康人。HeartTrendsTM可以用来替代标准运动负荷试验，并且其还
享拥有许多得到显著改善的特点，例如高达77%的较高敏感性，以及高达98%的阴性预测值。

临床试验证明HeartTrendsTM比起运动负荷试验而言增值了X5.5。

HeartTrendsTM检测是在休息时，通过进行一小时的动态心电图数据记录来完成的。检测期间无需医生
在场并且病人不用承担运动负荷试验可能带来的风险。

考虑到运动负荷试验的主要目标是检测心肌缺血，HeartTrendsTM的优势在于可以取代运动负荷试验来
运用于一般人群，并且HeartTrendsTM还给30%不适宜进行运动负荷试验的人提供了理想的解决方案。
这些人包括残疾人，老年人甚至是运动员等无法在运动负荷试验中达到目标速度的人。



类别
医疗保健信息技术：决策支持系统
治疗领域：肿瘤
状态：注册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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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earlysign.com

Medial EarlySign Ltd. 

Medial EarlySign公司致力于开发使用现成的数据即可对癌症以及其它威胁到生命的疾病进行早期诊疗
的软件工具。基于最先进的机器学习以及大数据方法论，Medial EarlySign公司的软件工具能够运用现
有医疗数据发现“隐患信号”并能够指示出目标疾病的高风险患者。

公司的第一款产品叫MeScore CRC。它是一款仅需通过血细胞计数结果、年龄和性别信息就能够指认
出结肠直肠癌的高风险患者的电脑软件工具。这款软件使得医疗保健组织能够根据病人介入治疗需求
分配治疗资源。该软件特别适合国有或私人医疗组织对大范围人群进行风险度评估。目前，以色列马
卡比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两百万患者正在使用MeScore。

公司计划为更多种类的癌症建立风险评估模型，其中就包括上、下胃肠道癌症和肺癌。



类别
医疗设备：医疗器械、微创系统、研究设备、远程医疗、远程医疗、训练设备
治疗领域：康复
老年人护理子分类：家庭护理、康复、防跌倒
状态：收入增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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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meditouch.co.il

MediTouch

成立于2004年的MediTouch是一家成功而充满活力的以色列公司。公司致力于开发身体康复和职业
康复的辅助技术方案。我们的创新技术能够帮助患者在遭受神经损害或骨科损伤以及卒中后、脊髓以
及大脑损伤、多发性硬化、帕金森症、神经损伤和全膝和全髋手术后提高病他们的运动能力和生活品
质。辅导系统现正被全世界的康复疗所以及家庭中的病人所广泛使用。

MediTouch的产品包括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耐磨生物机械学生物反馈系统、主动和被动训练系统、机器
动力式平衡训练系统、平衡辅导系统以及专用康复和远程康复软件。

我们的康复系统为德国、美国、中国等国家的疗所及家庭护理病人所广泛使用。家庭护理病人能够在
线获得职业和身体治疗师和理疗师的远程康复支持。这会帮助病人改善康复状况。



类别
医疗设备：医疗器械
治疗领域：牙科、外伤、骨科
医疗保健信息技术：生物材料
其他：工业用途、原始设备制造商
状态：临床试验、临床第三期、注册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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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mma-tech.com

MMATECH Ltd.

合理性：M.M.A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色列新兴公司。公司致力于开发MP1TM这种新型的、先进的、
低摩擦、经久耐用的、耐磨又不会引起排斥的清洁聚合材料。该材料运用于医用移植和医用设备，特
别适用于承重的表面部位例如髋部（髋臼内衬）、膝盖（胫骨假体）、手指、肩部等等。新材料通过
了所有的生物相容性试验，而且髋部内衬植入获得了提交给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CE、ISO以及MF认
证。MP1TM通过三次临床试验成功地移植在了44个病人体内。有些病人的移植时间已经达到了9年。

核心技术：发明用于移植和医疗设备的新材料（知识产权=两项专利+商业机密）。

产品/简介/计划：公司技术运用于髋部和膝部移植并且有望进行其它与MP-1生物材料有关的运用例如
心脏病学、牙科和外伤等方面的运用。公司与两家骨科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

下一步计划：到2016年止完成IDE预提交，在新西兰和以色列完成100次临床试验，并完成产品降价
以及批量销售。

http://www.mma-tech.com


类别
医疗设备：机器人设备、训练设备
医疗保健信息技术：医院专科病房/诊所
治疗领域：神经疾病和退变性疾病、骨科、小儿科
老年护理子分类：康复
状态：收入增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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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orika是一家世界顶级的设计、生产并营销创新、高端、机械型的康复设备公司。

Motorika的使命是为遭受神经疾病以及骨科损伤的病人提供先进的、个性化的康复设备。

我们的设备旨在为病人提供个性化的、适应性强的疗法。为治疗提供保障的基础是进行准确的在线病
人能力检测以及先进的软件控制。

Motorika的产品能为病人提供融入高端机器人技术以及虚拟真实环境的康复疗法。此外产品硬件和软
件也具有独到的特点。目前产品已在全世界的300多个康复中心得到使用。

Motorika的产品广泛适用于治疗各类神经（脑血管意外、肌萎缩侧索硬化、中风等等）以及骨科疾
病。

www.motorika.com

Motorika Ltd.

Therapy with a Robotic Touch



类别
医疗设备：医疗器械
治疗领域：神经和退化性疾病、神经学、精神学
老年人护理子分类：痴呆症护理、老年疾病
状态：初始收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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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neuronixmedical.com

Neuronix Ltd.

Neuronix是一家致力于开发neuroAD系统的公司。neuroAD系统是一款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新型医
疗设备。neuroAD技术（无创、受专利保护）能与颅磁刺激（TMS）结合起来治疗受疾病影响的大脑
部分。此外系统还能对特定大脑部分进行认知训练。neuroAD在多所顶尖国际研究机构（包括美国哈
佛大学医学院）进行的临床研究中得到了测试。测试结果表明，neuroAD显著提高了病人的认知能
力，并且该优异结果通常在介入治疗以后能持续一年之久。

neuroAD系统通过了CE认证，并且在以色列、欧洲以及亚洲的主要医疗中心都得到使用。



类别
子类：诊疗和监测
治疗领域：心血管
状态：初始收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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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创心脏系统（NICaS） 

创新全身生物阻抗技术

由Ni Medical公司开发的整体生物抗阻技术是一项可以通过在双肢上装上无创传感器来准确测量心搏
量、心输出量、总外周阻力和体液的新技术。整体生物抗阻技术的优势在于其使用了周边信号而非胸
廓处信号，此外其还装备有校正装置。

NiCaS血流动力学指示器能通过多维图形显示出病人的血液动力学情况，包括血管收缩性、后负荷、前
负荷。这能更好地对利尿药、β受体阻滞剂、血管扩张剂和液体进行灵活和长期地控制。

NiCaS血流动力学指示器能够帮助你：

• 在急诊室进行鉴别诊疗

• 在重症监护室和手术室（麻醉）进行血流动力学监测

• 在重症监护室和重症心脏病监护室进行在线药物滴定

• 为内科和降压部门提供有效的血流动力学控制

• 透析过程中控制液体流量

• 引导群体中的充血性心力衰竭病人来降低再接纳率

• 对高血压进行有效控制

• 优化心脏再同步化治疗

有效性：五次临床试验表明指示器可以很好地和热稀释法、菲克法和多普勒超声法联合使用。

www.ni-medical.com

NI Medical



类别
医疗保健信息技术：决策支持系统、HER、医院专科病房/诊所、互联网健康信息、药物管理、服
务、软件和硬件
老年人护理子分类：护理、生活辅助/个人护理、成人日托服务、家庭护理、临时护理、康复、痴呆
症看护、长期看护、老年病看护、疼痛护理
状态：收入增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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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digma 系统有限公司专注于为长期护理和家庭护理行业，特别是老年人护理行业开发计算机控制
设施系统。从1992年开始开发创新型软件以来，公司成为了以色列最大的老年人软件服务公司。目前
有300家左右的长期护理公司正在使用公司的名为ParadigmaCare的软件产品。该综合型软件产品适
用于长期护理公司的各种与医疗和保健有关的活动以及管理、运营和商业的方方面面。此外软件还能
作出跨专业评估并且能够进行各专业的运营。

除了拥有长期护理公司的一般功能以外，ParadigmaCare还能提供独特的软件模块：例如康复、家庭
护理、阿尔兹海默症、老年痴呆症护理软件等等。

目前，公司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要在海外取得像国内一样的成功并且成为全球范围内长期护理公司的主
要软件供应商之一。公司已经在美国和欧洲建立了产品中心。

www.paradigmacare.com

Paradigma Systems Ltd. 

http://www.paradigmacare.com/eng


类别
医疗设备：诊疗设备
治疗领域：肿瘤、骨科
状态：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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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PerSimiO.com

 PerSimiO Ltd.

PerSimiO研发出了提高骨骼强度的生物力学仿真技术。该技术能帮助理疗师改善肿瘤和骨科病人的治
疗状况，提高病人的生活品质以及节约医疗经费。

通过对数量众多的骨头进行离体试验，该技术的有效性得到了证明。公司还有三款正在以色列医疗中
心进行临床试验的产品。为了使这三款产品上市，公司开发了软件即服务模拟工具来进行病人特异性
骨骼分析并选择出能达到最佳相容效果的骨骼移植方案。我们将会签订专利合作条约并且在2016年将
会在美国和欧洲进行专利申请。

PerSimiO的长期计划包括运用新一代的低剂量 CT来分析骨质密度从而评估骨折风险度。此外，我们还
会开发能够分析肱骨、腰椎、长骨和牙齿移植的产品。



类别
医疗设备：医疗器械、微创系统、机器人
治疗领域：神经科和退化性疾病、神经科学、康复
老年护理子分类：康复、行走和移动辅助、防跌倒
状态：初始收入期

29

返回到目录

www.stepofmind.com

Step of Mind Ltd.

Step of Mind 有限公司开发生产了一套独特的行走康复训练系统。该系统是一双为脑损伤病人包括卒
中后、脑瘫、和脑外伤病人打造的训练鞋（Re-StepTM）。Re-StepTM 是根据最新的神经学成果和混沌
理论研制而成。它能重新教会病人在日常环境的任何一种地面自信健康地行走。通过22次训练就可以
显著提高病人的平衡能力和运动功能。

产品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帮助病人在接受治疗后的六个月中实现持续性的提高。目前，公司成功完
成了四次跨国合作临床试验。试验表明老年病人的平衡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并且跌倒的病人数也减少
了，这对医疗保险公司产生了积极的财政影响。Step of Mind已经在三个国家上市，已经得到CE认证
并且享有专利权。



类别
医疗设备：诊疗设备、监测设备、医疗器械、影像设备
治疗领域：心血管、肠胃、内科、肾脏科、肿瘤、肺病、泌尿科
状态：临床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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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Techsomed.com

TechsoMed

TechsoMed是一家以色列医疗设备公司。公司正在开发一款名为BioTraceTM的热切除过程的实时检测
系统。

我们的团队拥有丰富的3D影像技术经验。目前，我们正一道与Shiba医疗中心（以色列最大的医院）
开发超声波热切除实时3D监测和控制系统。

热切除的运用相当广泛。它可以用作肿瘤破坏、心律不齐、治疗血压问题等等。热切除法的市场价值
在数十亿左右，但目前却缺乏实时监测的能力，因此通常导致较高的失败率。而通过解决微创的高失
败率问题，提供高性价比的方法以及世界上首套实时控制系统，BioTraceTM能够给病人、理疗师和保
险公司带来福音。

我们同样还在寻求与能从这项技术受益的顶级医疗设备生产商进行合作。该技术将给予它们前所未有
的竞争优势。



类别
医疗设备：监测、远程医疗
医疗保健信息技术：用药管理
老年护理子分类：生活辅助/个人护理、家庭护理
状态：盈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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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vaica.com

Vaica Ltd.

公司致力于为医疗健康服务机构设计治疗方案，同时也将病人的需求牢记于心。

Vaica公司为医疗健康服务机构提供量身定制的用药依从性方案来解决广泛存在的用药不依从性问题。

我们方案的核心是一款云软件。该软件支持远程操作，能管理并监测智能给药系统和重要指标监控
器。

护理患有慢性疾病的病人需要良好的用药依从性方案，方案要能解决所有的药物治疗模式和服用方法
问题。Vaica的创新方案能够通过智能给药系统和全面又易于使用的全球移动通信系统云软件来满足这
些需求。这些功能一道组成了端到端（服务提供机构给病人）的解决方案。Vaica系统的临床试验表明
其能够将只有50%的依从性显著地提升至96%甚至以上。



类别
医疗设备：医疗器械
老年护理子分类：行走和移动辅助、防跌倒、长期护理
状态：收入增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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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Vitalgosys.com

VitalGo

VitalGo 公司致力于为医疗市场和老龄化人群开发先进产品。本公司创新和受专利保护的设计通过帮助
解决许多医学难题在患者护理领域树立了新标杆。公司的旗舰产品是市场上最为先进的“升降床”，
该款床型以较低花费为患者创造了更好的效果，功能超越了其它同类床型，并且满足了医院，患者，
护理人员和康复中心以及其它各类需求。当双脚落地时，一切都会发生改变。让病人坐直能改善整个
身体的机能。“升降床”专利极大改善了病人护理并解决了许多潜在的医疗难题。

众所周知，Early Mobility对改善患者病情缩短卧床时间而言至关重要。而唯有升降床能最好地满足这
一需求并且免除其它产品所面临的诸多障碍。升降床是医院病床和“原地养老”的未来。



类别
治疗领域：全身健康
老年护理子分类：生活辅助/个人护理、成人日托服务、家庭护理、痴呆症看护、老年病看护
状态：种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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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vitalitix.com

Vitalitix Social Ltd.

在上个世纪，人类平均寿命延长了一倍，“银发海啸”即老龄化成为了我们社会最大的挑战。许多老
年人更喜欢原地养老，然而，当今合用的技术方案覆盖面不够广，无法满足原地养老的需求。大多数
的方案仅用于急救，注重的是挽救生命，而非提高生活质量。

Vitaliix 通过Crowd-CaringTM模式的支持来提供服务，帮助老年人与家人、朋友和医护人员联系在一
起，满足他们的日常需求。众人护理是一个由挑选出来的服务提供者，专业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组成的
支持圈，他们愿意根据自身的实时所处地点自愿地帮助有需要的老年人。

Vitalitix方案拥有众多功能来协助护理人员和患者进行日常交流，方案包括多项服务，如交通、饮食、
药物、护理服务、社交支持，家政和休闲活动等等，为患者提供积极而且更为健康、便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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