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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生命科学行业，迎接全球医疗保健挑战

作为高科技领域公认的创新发展领袖，以色列已经成为生命科学领域一个主要的创新解决方案
提供商。以色列的解决方案正在化解当今的医疗保健难题，降低总体医疗保健成本，满足全球
日益增长的老龄化人口需求。

强大的创业精神渗透到以色列整个社会，创新已经成为了以色列的一种生活方式。

因此，在所有生命科学企业之中，有40%成立于最近6年；每年有70至80家新公司成立，到
2012年，总数已超过1000家，业务涉及心脏血管与外周血管、神经
与退行性疾病、急诊医学、重症护理与康复、呼吸与气道管理、肿
瘤学、女性健康、骨科与运动医学、胃肠、传染病控制、眼科、疼
痛控制与伤口处理、口腔与牙科、皮肤病学以及美容等医学领域。

在医疗器械领域，以色列科学家和工程师已将先进的技术集成到电
子、通信和电光领域，进而开发出数字成像、医用激光、远程医
疗、早期诊断和智能手术设备领域的世界级创新产品。

超过80家生命科学服务公司：合同研究组织、工程组织、实验室、
银行家和律师团队帮助成功开发和商业化创新型概念。

目前

• 众多以色列医疗器械创新技术已在全球各地应用。

• 超过30%的公司已进入营收阶段。

• 大量的种子和研发公司预示着进一步的增长。

以色列是首批进行健康信息技术领域重要文化变革的国家之一。 
以色列拥有相关的技术和近20年的专业实施经验来管理这一变革。

欲走在变革前沿，采用创新型解决方案，通过各种新信息、理念和技术解决方案营造积极影
响，请前往设在2014年德国医疗展16号厅G40展位的以色列国家馆，会见以色列医疗器械公
司。

垂询有关此行业的更多信息，请联系：

Angela W. Rabinovich 女士，生命科学行业
电话：+972 3 514 2891 | 电子邮箱：Angela@export.go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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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启迪进步 
以色列参加2014年德国医疗展

在成员公司、私营部门机构及以色列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以色列出口与国际合作协会 (The 
Israel Export &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stitute，IEICI) 推动以色列出口商和海外企业及组
织之间的业务关系。通过为以色列公司提供一系列出口导向型服务以及为国际商界提供互补服
务，该协会帮助建立了成功的合资企业、战略联盟和贸易合作关系。

IEICI 下属生命科学部门是以色列生命科学行业1,200多家公司与全球各层级业务合作伙伴之间
业务配对的主要机构。事实证明，协会有能力识别并匹配潜在的业务合作伙伴，主办一对一业
务洽谈会，并作为与政府和行业联系的焦点。

IEICI 是以色列公司参展2014年德国医疗展 (MEDICA 2014) 的主要主办方。

通过 IEICI 了解以色列生命科学行业。

经济部外贸局

以色列经济部外贸局 (FTA) 管理并指导以色列的国际贸易政策。FTA 通过诸多途径促进以色列
经济发展，包括启动并监管贸易协议；促进以色列出口；以及鼓励以色列与外国各行业建立强
有力关系。

FTA 分为三大部门，其中各部门均以独特而有效的方式促进以色列经济发展。贸易政策与国际
协议部推进以色列的自由贸易协议，保持并发展政府间的贸易关系并化解影响以色列行业发展
的监管壁垒。出口促进部努力确保继续推进以色列的出口贸易。最新成立的国际项目与财务部
则提供不同的项目，为在海外开展运营的以色列公司提供支持。

FTA 作为全球各地40多个经济与贸易代表团的总部开展运营。这些代表团分布在主要的贸易与
商业中心以及多边组织中，如世界贸易组织 (WTO) 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过去几年
里，以色列提高了其在远东和南美的影响力，在这些地区派驻了更多的代表团。以色列的经济
与贸易代表团为以色列政府努力提高以色列工业在海外市场的影响力打头阵。

我们与经济部下属其他机构通力合作，为以色列国内经济吸引外资。通过合作，我们确保继续
保持以色列工业在当今全球市场中的竞争优势。 

www.itrade.gov.il

The Israel Export &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stitute

www.export.gov.il

http://www.export.gov.il/eng/Branches/Technologies/LifeScience/.aspx
http://itrade.gov.il/
http://itrade.gov.il/
http://www.export.gov.il/eng/homepage
http://www.export.gov.il/eng/Branches/Technologies/LifeScienc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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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分类及子分类 治疗领域 页码

EarlySense 医疗器械
医疗设备
诊断与监控
远程医学
老年护理
家庭护理

心脏血管
传染病控制
内科医学
肿瘤学
康复
呼吸

16

Elad Health Solutions 医疗保健信息技术
互联网健康资讯
电子病历 (EHR)
临床病例 (CPR)

17

Erika Carmel Ltd. 医疗器械
医疗设备
运动医学
家庭护理
非处方类

大众健康
普通外科
皮肤病学与美容
糖尿病
整形外科
伤口处理
炎症
口腔与牙齿护理
康复
兽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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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nce 医疗器械
医疗保健信息技术
诊断与监控
远程医学
决策支持系统
互联网健康资讯
老年护理
家庭护理

大众健康 19

Exorgate Ltd. 医疗器械
医疗设备
诊断与监控
一次性使用型与植入型

重症监护室 (ICU)
普通外科
泌尿学

20

Flight Medical Ltd. 医疗器械
医疗设备
家庭护理

急救医学服务 (EMS)
重症监护室 (ICU)
初级护理
肺
呼吸
康复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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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分类及子分类 治疗领域 页码

G.R. Dome Medical 医疗器械
医疗设备
一次性使用型与植入型
老年护理

泌尿学
女性健康

22

HealthWatch 医疗器械
诊断与监控
远程医学
运动医学
老年护理
家庭护理

心脏血管
呼吸
重症监护室 (ICU)
大众健康

23

Hip Hope Technologies 医疗器械
医疗设备
诊断与监控
远程医学
老年护理
家庭护理

骨科 24

Hy·labs 医疗器械 
生物技术
诊断 / IVD / 实验室 
基因治疗与分子生物学
微生物学
研究工具

传染性疾病
女性健康

25

Inovytec Medical Solutions 医疗器械
医疗保健信息技术
医疗设备
诊断与监控
一次性使用型与植入型
远程医学
互联网健康信息

急救医学服务 (EMS)
心脏血管
呼吸/气道管理

26

Integrity Applications 医疗器械
医疗设备
诊断与监控
微创系统 (MIS)
家庭护理

心脏血管
糖尿病
血液学
大众健康

27

Itamar Medical Ltd. 医疗器械
生物技术
医疗设备
诊断与监控
研究工具
运动医学
家庭护理
研究工具

呼吸/睡眠呼吸暂停
心脏血管
外周血管
神经与退行性疾病
耳鼻喉
大众健康
初级护理
内科医学
口腔与牙齿护理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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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分类及子分类 治疗领域 页码

Lev El Diagnostics of Heart 
Diseases

医疗器械
诊断与监控
远程医学

心脏血管 29

MDC Industries 医疗器械
一次性使用型与植入型
给药

呼吸/气道管理
泌尿学
耳鼻喉
应急医疗服务
大众健康
普通外科
胃肠
糖尿病

30

Medic Shoes 医疗器械
医疗设备
家庭护理

糖尿病
外周血管

31

Medical Compression 
Systems Ltd.

医疗器械
医疗设备

重症监护室 (ICU)
骨科
康复
泌尿学
伤口处理

32

MedicSense 服务
监管咨询
CRO
教育

33

MediTouch 医疗器械
医疗设备
训练与物理疗法
远程医学
机器人技术
老年护理
家庭护理

神经与退行性疾病
康复
骨科
儿科

34

Medoc 医疗器械
医疗设备
诊断与监控

神经与退行性疾病 35

Mizra Medical 医疗器械
医疗设备
一次性使用型与植入型
老年护理
非处方类

大众健康
泌尿学
骨科
儿科
耳鼻喉 (ENT)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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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分类及子分类 治疗领域 页码

Motorika 医疗器械
医疗设备
机器人技术
训练与物理治疗
老年护理

神经与退行性疾病
骨科
心脏血管
康复
大众健康

37

MST - Medical Surgery 
Technologies Ltd.

医疗器械
医疗设备
微创系统
内窥镜与附件

胃肠
女性健康
普通外科

38

Naveh Pharma 制药
食品与营养
使用专利
非处方药

耳鼻喉 (ENT)
心脏血管
骨骼疾病
胃肠
大众健康
女性健康
内科医学
代谢性疾病
儿科
产前
呼吸

39

neoLaser Ltd. 医疗器械
医疗设备
微创系统 (MIS)
一次性使用型与植入型
内窥镜及附件
机器人技术

皮肤病学与美容
耳鼻喉 (ENT)
心脏血管
外周血管
普通外科
神经与退行性疾病
整形外科

40

Neuronix Ltd. 医疗器械
医疗设备
老年护理

神经与退行性疾病
康复

41

NOAM URIM 医疗器械
一次性使用型与植入型
家庭护理
非处方类

传染病控制
初级护理
大众健康

42

OHK Medical Devices – 
HEMACLEAR 

医疗器械
医疗设备

骨科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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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分类及子分类 治疗领域 页码

Savyon Diagnostics 医疗器械
诊断 / IVD / 实验室

心脏血管
胃肠
大众健康
血液学
传染病控制
传染性疾病
肿瘤学
妇产科
女性健康
不孕不育
呼吸
泌尿学
兽医学

44

Sion N.T.R. Medical 
Industries Ltd.

医疗器械
一次性使用型与植入型

传染病控制
骨科
伤口处理
眼科
心脏血管
普通外科

45

TavTech Ltd. 医疗器械
医疗设备
一次性使用型与植入型
内窥镜及附件
微创系统

皮肤病学与美容
胃肠
传染病控制

46

Trig Medical 医疗器械
医疗设备
诊断与监控
成像

女性健康
产科
肿瘤学
外围血管
泌尿学
普通外科

47

Viasonix 医疗器械
医疗设备
诊断与监控

外周血管
心脏血管
神经与退行性疾病

48

Vitalgo Systems Ltd. 医疗器械
医疗设备
老年护理

大众健康
肥胖
骨科
肺
康复
呼吸
伤口处理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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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6 Stand G40

Allium Medical 
分类：医疗器械
子分类：一次性使用型、植入型
治疗领域：女性健康、泌尿学、胃肠、心脏血管 
公司状况：初始收入

公司简介

Allium Medical Solutions Ltd. 是一家在特拉维夫证券交易所 (TASE) 公开上市交易的公司，通
过其在以色列凯撒利亚的经营场所开发、制造并在全球销售先进的微创产品，涵盖泌尿、妇科
医学及心脏血管三个不同的部门。

技术与产品

Allium® 特定部位支架：Allium Medical 可提供长期全覆膜可伸展可回收金属支架。Allium 支
架从解剖学和功能上讲可与特定器官兼容，以治疗尿道和消化道梗阻。支架设计的指导思想
就是每一个支架都可根据接受治疗之器官的个体特征进行调整。Allium 秉持这一独特指导思
想，为医生和患者提供了有效的支架方案，可显著改善临床疗效和患者的生活质量。Allium 的
支架获得 CE 标志，通过了 TGA 批准，并且在巴西和中国已进入监管流程，已经植入的支架超
过2,500个。EndoFast® Reliant 系统——软组织固定技术：EndoFast 的核心技术就是独特的 
Spider Fastener，用于将软组织补片固定到任何软组织上。该产品目前用于修补盆腔器官脱垂
和失禁。EndoFast 的临床价值包括拉拔力大、穿透深度浅和可回收，可达到最佳的补片固定
效果。当前的系列包括四种产品：
• EndoFast Reliant——得到了 CE 和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批准的脱垂修补器具，

已售出了1,700多个
• EndoFast Resorb——独特的生物可降解 Spider Fastener
• EndoFast SCP——是 Endofast Reliant 的腹腔镜延伸
• EndoFast MN——获得 CE 批准的手术吊索，用于治疗男性压力性尿失禁。
Gardia WIRION®：WIRION 是一种获得 CE 批准的独特栓子保护装置，用于心血管支架手术。
它是唯一一种允许医生在整个手术过程中使用任何首选导丝的系统，可自信地实施有难度的解
剖并可在导丝上的任何位置锁定过滤器。WIRION 使用了一流的回收技术，可随时轻松使用。 

目标

目的：寻找经销商和合作伙伴，寻求业务发展
目标企业：寻找经销商和合作伙伴，寻求业务发展
目标国家：东欧、拉美、亚洲

www.allium-medical.com

返回目录

http://www.allium-medical.com
http://www.allium-medical.com


11

返回目录 Hall 5 Stand M19

BioGaming 
分类：医疗器械
子分类：远程医疗、运动医学、家庭护理、训练与物理疗法
治疗领域：骨科、康复
公司状况：初始收入

公司简介

BioGaming 是一家由以色列首席科学家办公室和私有投资者出资兴办的一家以色列初创企业。
公司成立于2012年，如今已经准备好通过面向物理治疗师的革命性电子健康平台进军欧洲市
场。BioGaming 团队中集结了顶级的游戏专家和领先的物理疗法专业人士，他们通过共同努力
带来了市场上最先进、最尖端的远程康复平台之一。

技术与产品

BioGaming 开发出了一种技术，可解决患者康复家庭计划中一个代价高昂的低合规率问题。
此技术让单调乏味的家庭锻炼变得趣味无穷，不会令监督与反馈打丝毫折扣。这一专利待批的
交互式电子健康平台可在诊所与家中使用，可提供基于云且由专业人员管理的物理治疗锻炼计
划。BioGaming 的产品带来了成功康复所需的三个必要条件：
1. 丰富好玩的交互式用户体验让患者能够在所需期限内积极参加锻炼，以确保尽早康复。
2. 监督：我们的系统可提供相当于锻炼时有治疗师在场的监督水平。创新的姿势识别技术可分

析每次锻炼的质量，能够立即将信息准确地反馈给患者，并可向治疗师发送详细的高品质报
告。 

3. 个性化：BioGaming 技术可识别患者在能力、力量、体型和进步方面的细微差别。此平台可
将依照治疗师处方制定的传统的量身定制锻炼计划转变成好玩的视频游戏，之后会根据患者
身体运动和表现的读数实时自动调整。

目标

目的：寻找以下各方：
经销商
物理疗法买家：大中型机构
合作伙伴
投资者
市场调研，包括面向电子健康平台的健康报道
目标企业：面向物理治疗诊所与科室的经销商
大中型机构中的物理治疗诊所与科室
军队的物理治疗诊所
目标国家：欧洲所有国家

www.biogaming.com

http://www.arazygroup.com
http://www.biogaming.com
http://www.biogam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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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ight Medical Devices
分类：医疗器械
子分类：医疗设备、非处方类
治疗领域：敏感症、耳鼻喉、口腔与牙齿护理、炎症
公司状况：收入增长

公司简介

BioLight 基于低电平窄带红光生产电子光疗设备。我们的设备可无创治疗花粉热、口腔病
灶、慢性疼痛、风湿性关节炎、痤疮和慢性创面，无毒副作用。就在最近，我们开发了新的 
BioNette，它是原 BioNase 的第二代产品，可非常有效地治疗花粉热（过敏性鼻炎）。过敏性
鼻炎是21世纪的一种疾病，18世纪以前尚不为人所知。研究人员预测，在接下来的20年时间
里，西方50%的人口将受到这种疾病的侵扰（据预计，目前约有20%-25%的人口患有过敏性
鼻炎）。得益于 BioNette 独特的设计和技术，全球一些规模最大的零售商和经销商已经选择
了此产品，其中包括全球最大的健康与美容连锁机构 Boots（英国）；中国最大的制药集团国
药控股（中国）；韩国第二大制药集团 Hanmi Medicare（韩国）；加拿大备受敬重的批发商 
Wholesale Medical Network（WMNI——加拿大）：领先的药品经销商 Marpel Pharma（墨
西哥）；领先的医疗经销商 Hemocat（巴西）；Imir Kimya（土耳其）；Retia（斯洛伐克。

技术与产品

 SyroLights 的其他产品包括：用于治疗口疮、齿龈炎和冷疮等的个人设备 BioStick；用于治疗
痤疮和非愈合性创伤的 BioBeam 660；以及用于缓解类风湿关节炎疼痛的 BioBeam940。

目标

目的：BioLight 希望能找到信誉好的经销商和批发商来一起销售与营销 BioNette
目标企业：医疗设备经销商和批发商、投资者
目标国家：亚太地区、美洲、欧洲

www.syrolight.com

返回目录

http://www.arazygroup.com
http://www.syrolight.com
http://www.syrol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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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oga Medical Ltd. 
分类：医疗器械
子分类：医疗设备、诊断与监控、微创系统、远程医疗、家
庭护理
治疗领域：心脏血管、糖尿病、内分泌学、血液学、肥胖、
紧急医疗服务
公司状况：初始收入

公司简介

Cnoga Medical 设想在未来消费者不再单单是患者，让他们能够管理自己的健康状况。通过使
用一种简单的无创设备，客户就能持续监控自己的健康状况，甚至还可通过手机、计算机或设
备本身将读数转发给医疗专业人士。

技术与产品

Cnoga Medical 已经开发出一种基于彩色图像传感器的系统，可用作 3D 光谱仪与彩色分配
器。Cnoga Medical 技术基于的是常规的彩色摄像机。通过使用视频信号，该系统就可计算来
自皮肤组织的某些生物参数，如葡萄糖、脉搏、皮肤血压，等等。

目标

目的：使用无创监控设备在家进行医学筛查
目标企业：寻找以下领域的经销商：
1. 糖尿病市场
2. 家庭监控，家庭护理
3. 诊断市场
4. 药房，诊所，医院
5. 营救服务
6. 心脏血管监控
7. 血气监测
目标国家：欧洲市场、亚洲、南美与拉美、澳大利亚

www.cnoga.com

M   E   D   I   C   A   L
Seeing  Beyond  Imagination

C N    G A 

返回目录

http://www.cnog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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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lSense Medical Ltd. 
分类：医疗器械
子分类：医疗设备、诊断与监控、一次性使用型及植入型、
微创系统
治疗领域：皮肤医学与美容、糖尿病、重症监护室 (ICU)
公司状况：初始收入

公司简介

CoolSense Medical Ltd. 是 M.D Medical Group 旗下子公司，后者总部位于以色列特拉维
夫。CoolSense Medical 负责疼痛麻木涂药器——创新型手持式 CoolSense™ 投产之前的研发
工作。CoolSense 成功实施的概念为医务人员、美容师和普通大众带来了一种革命性但易于操
作的器具，可消除注射带来的疼痛与不适。CoolSense™ 疼痛麻木涂药器已经获得了 CE 和 FDA 
认证。在即将举办的医疗活动期间，会首次推出带电控温度功能的 E-Coolsense。CoolSense 
Medical 会推出一种独家的三重功效美塑疗法设备 Derma-Sense™。这种用于修复肌肤的手持
设备，有助于改善肤色，预防与治疗细纹、皱纹、手术及痤疮疤痕以及其他一些皮肤问题。即
将推出的第三种产品为 LipSense™，它是一种创新的润唇膏，可让双唇在术后保持湿润，并可
显著缓解患者的干燥不适。

技术与产品

这种创新的 CoolSense™ 设备，如若应用到皮肤上，可立即麻痹注射部位，无毒副作
用。CoolSense无痛注射涂药器已被作为医务人员在开展医疗或美肤侵入性手术时使用的一种
一次性器具。CoolSense™ 射涂药器还是一种重要的工具，可显著改善那些需要每天接受注射
的患者的生活质量。CoolSense™ 可在3-5秒内消除患者对注射这种全球最常见的医疗手术的压
力与恐惧。Derma-Sense™ 拥有微针、血清复合物和冷却装置，并可通过微针疗法同时释放可
增强保湿效果的乳清。LipSense™ 是一种获得专利的内部装置，可通过不断地滴小水滴来湿润
嘴唇。当患者将嘴唇放在该装置上时，该装置就会让嘴唇保湿。

目标

目的：寻找面向欧洲、拉美及东亚主要国家的潜在经销商
目标企业：医疗设备、医院用一次性用品及医疗美容经销商
目标国家：德国、法国、瑞士、巴西、哥伦比亚、俄罗斯、印度、日本

www.coolsense.net

返回目录

http://www.coolsense.net
http://www.coolsense.net


15

Hall 16 Stand G40

Core Scientific Creations 
分类：医疗器械
子分类：医疗设备、一次性使用型及植入型
治疗领域：伤口处理、急救医学服务 (EMS)、初级护理、普
通外科、重症监护室 (ICU)、女性健康、产科学、肾脏学、耳
鼻喉 (ENT)、口腔与牙齿护理
公司状况：初始收入

公司简介

Core Scientific Creations 开发并制造先进的出血控制医疗设备。我们的使命就是以创新方式直
接携手专业护理人员开发新产品和应用方法。我们首先是一家致力于将知识和成熟型产品带给
终端用户的科学公司。CSC 由一群受真正的护理所激发的人们创办，其中包括应用领域的护理
人员和生物技术领域的科研人员。我们决定直面挑战，推出可拯救生命的技术并为护理人员装
备所需的知识，让他们在紧急和冷静的情况下都能做出明智的决定，始终能设身处地得为患者
考虑。我们的团队心系共同目标，立志找到符合最高标准的先进治疗办法来改善即时疗效，让
患者能够更快地康复。

技术与产品

WoundClot 是一种获得 FDA 批准的 I 类止血医疗设备，可用于严重的外伤出血，也是一种获
得 CE 批准的 III 类全植入式手术止血钳，还是一种 IIb 类严重外伤止血设备。WoundClot 旨在
止住严重的动脉与静脉出血，无需直接按压伤口。它旨在构建一个血液动力学聚合物，该聚合
物活化后，就会运用强大的物理作用力将自己贴敷到血管和暴露的组织上，形成独特的粘附水
平。该设备使用再生纤维素制造而成，通过分子结构来诱陷改良后的物理分子矩阵中的血小板
和凝血剂，意在构建一个血液动力学聚合物薄膜，具有很高的粘附力和弹性，能够抑制住巨大
的血压并且能够几乎立刻止住血流。与此同时，精心设计的分子功能组会增强并激活自然凝固
过程，其效率最高要比现有产品高五倍。

目标

目的：推出可拯救生命的技术，用于应对医院及院前急救环境中最严重的出血情况。用大量科
学知识装备护理人员，让他们在危急和冷静的情况下都能做出可拯救生命的决定
目标企业：医院和院前急救环境中以及内部出血控制手术应用、神经手术、心导管插入实验
室、OBGYN 及 ENT 应用领域的经销商和终端用户。EMS 提供商和军队/政府护理人员及一次性
牙科器件经销商
目标国家：欧盟、美国/北美、欧洲、中东及非洲 (EMEA)、东欧国家、澳大利亚、亚洲市场和
南美

www.corecsc.com

返回目录

http://www.corecs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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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sense 
分类：医疗器械
子分类：医疗设备、诊断与监控、远程医学、老年护理、家
庭护理
治疗领域：心脏血管、传染病控制、内科医学、肿瘤学、康
复、呼吸
公司状况：收入增长

公司简介

EarlySense 创办于2004年，是无触点持续监控技术领域的市场领头羊。我们独特的无触点传
感技术已经得到了同行评审研究和全球医院的验证，可监控心率、呼吸率和举动，让临床团
队能够提高护理品质，从而挽救医院、长期护理机构、疗养院和各种家庭环境中的患者的生
命。EarlySense 的主打产品系列是一种名为 EarlySense 系统的医院解决方案，可通过将传感器
放在患者床垫下面测量主要参数。EarlySense 系统使得无监控病房中的医务人员能够通过注意
并分析患者的重要征兆与举动，及早发现患者的病情恶化。它让护理人员能够改善临床效果，
积极缩短在 ICU 和普通病房中的住院时间，并可未雨绸缪地降低褥疮（压疮）和跌落等不利事
件的发生。EarlySense 系统广泛应用于欧美、亚洲和澳大利亚。另外，EarlySense 还着眼消费
者市场，开发独特的远程患者监控、睡眠及健康监控解决方案。

技术与产品

系统面向多个市场：
• 医院、老年中心及长期护理机构——EarlySense 可满足临床团队照顾普通护理病房中患者的

特定需求，护士们通常会每八小时监控这些病房一次。该系统包含一个可放在患者床垫下面
的独特传感器、一台床边监视器、一个中心显示站以及手持设备。该系统可持续监控心率和
呼吸率，让临床人员能够及早发现患者的病情恶化并防止跌落和褥疮（压疮）等潜在事件的
发生。

• EarlySense 家庭护理解决方案可在家庭环境中远程监控患者，让临床团队能够及早发现患者
病情恶化，开展干涉并防止住院或患者再入院。

• 健康/消费者解决方案——可全面分析健康和睡眠状况，包括睡眠阶段与质量。该解决方案包
含一个经济适用的传感器，可无线追踪睡眠和健康状况。它可将数据发送到智能手机或平板
电脑上，帮助人们更健康地生活。

• OEM 解决方案——我们独特的技术面向希望扩充和提升自身产品与服务的公司，可提供与任
何解决方案相兼容的无触点持续传感功能。

目标

目的：锁定希望达到商业与发展目的的业务合作伙伴：希望整合与采用我们技术的战略合作伙
伴、面向医院和长期护理机构的经销合作伙伴、希望商业性开发我们的家庭解决方案的合作伙
伴
目标企业：
- 我们的医院解决方案——患者监控公司、连锁医院、经销公司
- 我们的 OEM 解决方案——患者监控设备、医院病床、通风设备、看护呼叫设备、睡眠监控器

和家庭监控护理/环境辅助生活设备的制造商；以及将从无触点监控功能中受益的其他相关制
造商

- 我们的家庭解决方案——家庭护理经销公司、家庭护理服务提供商
- 我们的消费者/健康解决方案 ——消费者健康领域的主要厂商、投资公司
目标国家：欧洲、中东及非洲 (EMEA)、美洲、亚太地区

www.earlysense.com

返回目录

http://www.earlysense.com
http://www.earlysen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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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d Health Solutions 
分类：医疗保健信息技术
子分类：互联网健康资讯、电子病历 (EHR)、临床病例 (CPR)
公司状况：收入增长

公司简介

Elad HealthCare Solutions 面向医疗中心、医疗保健流动诊所和健康管理机构提供电子病历软
件。该公司创办于2003年，是医疗市场的一家 IT 软件开发商。自2004年起，Elad 一直在营销
其旗舰产品 Chameleon™ 电子病历。

技术与产品

Chameleon™ 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各大医院、流动诊所和健康机构的电子病历信息系统。该系统
由综合的应用模块所组成，其中包括患者管理信息、患者临床信息、住院病房、门诊诊所和大
量的医学专业。Chameleon™ 可为其客户——临床决策者提供一种工具，让他们在需要时，
只需敲击电脑键盘就能随时了解必要信息。此举可大大提高医护人员的效率，达到最佳临床效
果。Chameleon™ EMR 平台是一种以患者为中心的网络应用，该应用采用了最先进的软件开发
技术、Microsoft.NET 和 SQL 数据库服务器。通过运用这些技术，Chameleon™ 就可以在机构
内，甚至是机构外构建一个流动的信息系统环境。

目标

目的：
• 通过创造无纸医疗环境和减少错误发生率，提高医务人员效率
• 更容易、更快速地管理病例，控制治疗
• 互操作性和连续护理让医务人员能够更好地了解患者情况，从而改善治疗效果
• 全面记录所有医疗信息，可为科研及管理报告和数据挖掘提供支持
• 完整的审计追踪，支持完备的法医备份
• 能够在全院内共享病历
• 全面了解问题/药剂/过敏
• 让医生能够做出更明智的临床决定，从而改善治疗效果
• 提高患者满意度
目标企业：医疗中心
医院
目标国家：欧洲

www.elad-solutions.com

返回目录

http://www.elad-solutio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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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ka Carmel Ltd. 
分类：医疗器械
子分类：医疗设备、运动医学、家庭护理、非处方类
治疗领域：大众健康、普通外科、皮肤病学与美容、糖尿病、
整形外科、伤口处理、炎症、口腔与牙齿护理、康复、兽医
公司状况：收入增长

公司简介

B-CURE LASER 是全球第一种便携式低强度激光医疗设备，其治疗功效媲美于诊所。我们的目标
就是将创新成果应用于治疗、护理和改善生活品质。2010年1月，B-Cure Laser 获欧洲 CE 0120 
批准，用于治疗以下16种适应症：膝盖疼、脖子疼、下背及上背疼、运动损伤、肌肉疼痛、
关节炎、纤维肌痛、网球肘、跟腱炎、腕管综合征、发炎、伤口愈合、烧伤、新外伤、产后妊
娠纹、痤疮、单纯孢疹、牙科和针刺治疗。B-CURE LASER（一项以色列发展成果与专利）受
到领先医疗专家的推荐，广泛应用于领先的疼痛诊所、伤口愈合诊所、骨科以及医疗中心，如 
Hadassah、Sourasky、Rambam 和 Sheba。B-Cure Laser 还广泛应用于以色列的国防部物理疗
法诊所和各大体育俱乐部，受益人群包括以色列最棒的运动员和成千上万接受家庭护理治疗的个
人。Wingate Institute 奥林匹克医生 Luba Galitzkaya 博士和 Wingate Institute 物理治疗部主任 
Mia Kala-BenTzur 博士这样评价 B-Cure Laser Sport Pro：“在治疗患者期间，我们使用这种设
备减轻了患者疼痛，改善了机能，我们对它太满意了！”

技术与产品

B-Cure Laser 低强度激光治疗：软激光作用于皮肤表面，可在不刺激或刺痛皮肤的情况下渗透皮
肤。软激光治疗可在细胞和组织层面生物刺激身体的自然愈合机能。每种细胞都会收到激活与实
现最佳功能发挥所需的能量，从而让细胞实现“自愈”并自然康复。B-CURE LASER 是上述适应
症软激光治疗领域的一项技术突破，被推荐用于专业及个人治疗。B-CURE LASER 是最佳的家庭
护理与自我治疗解决方案，使用起来非常简单且十分安全。我们专利待批的高级电光装置很好地
将覆盖面积达 4.5 cm2 的激光束的大功率与连贯性整合到一个集便携、可充电、安全和易于使用
于一体的装置中。B-CURE LASER 实现了最有效治疗与高品质连续个体化治疗的完美结合，促使
快速缓解与愈合。
产品：
B-Cure Laser——可有效治疗骨科问题、疼痛与康复 – 可轻松、安全地在家中使用
B-Cure Laser PRO——专门供健康专家使用——激光辐射更大，每分钟5焦耳。
针对骨科诊所、物理治疗师和糖尿病伤口护理，B-Cure Laser Dental PRO——软激光可以更快、
更好地安全治疗。针对牙科治疗前及治疗后的尖端解决方案。可更好、更快地康复，并可减少治
疗和手术（种植牙、拔牙、颞下颌关节炎、牙周手术等）过程中的疼痛与肿胀。它是软激光牙
科中的一个新类别，被称为“B-Cure Laser Dentistry”，也是独一无二的。B-Cure Laser Sport 
Pro——您专业的骨痛与运动损伤解决方案。在成功治疗众多专业运动员之后，以色列奥委会选
择了该方案，它还是用于治疗专业及业余运动员因高强度训练而导致的疼痛和损伤的最终解决方
案。

目标

目的：合作伙伴/经销商
目标企业：消费者、在家自行治疗的终端用户、药房 – 独特的商业模式、诊所、医院、运动
队、运动员、安保人员、家庭护理、护理院、物理治疗师、伤口处理诊所、牙医
目标国家：全球。在一些国家，我们已经为我们的一个或多个型号的产品找到了经销商

www.laser.bcuredental.com

返回目录

http://www.laser.bcuredent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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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nce 
分类：医疗器械, 医疗保健信息技术
子分类：诊断与监控、远程医学, 决策支持系统、互联网健
康资讯、老年护理、家庭护理
治疗领域：大众健康
公司状况：收入增长

公司简介

Essence 是以色列一家面向安全、通讯与医疗服务提供商的智能联网生活解决方案公司。我们
有20年的经验，在全球各地安装的设备超过1000万台，我们很自豪能全权拥有我们的端到端
解决方案：概念开发与设计、硬件制造与日常经营 – 确保系统可靠、灵活并能满足合作伙伴
特定的设计需求，还可提高合作伙伴的市场地位与终端客户体验。智能护理 – 让老年人能够
舒适、安心地在家养老，让老人和家人无后顾之忧，这样老人们就可以保持独立，只有在需要
时，才需家人的帮助。Care@HomeTM 平台面向的是希望通过创新的家庭护理解决方案来扩充
和提升产品服务的医疗保健等服务提供商。智能生活——WeR@HomeTM 平台让消费者能够尽
享生活便利——可随时随地通过任何屏幕无缝管理他们的联网家庭。通过这样的自监控式智能
联网家庭解决方案，服务提供商就可从同行中脱颖而出了。智能安全 – 通过安全与视频监控
功能确保家庭安全。该平台可远程访问，可为安全服务提供商提供一个可靠、经济的系统，让
客户能够对其所关心的人和地方的安全放心。

技术与产品

Care@Home 可无缝监控老人的日常生活，从而让老人能够独立地在家养老。无缝传感器安放
在不同的房间中，可监视活动情况。该控制装置可收集家中的所有信息，并会将之上传到云
端，由智能算法和分析引擎对信息进行分析与处理，从而了解日常生活模式。如若发现与日常
生活模式有任何偏差，该智能算法就会通过移动应用和网络门户将之告知护理人员和/或家庭
成员。患者无需按任何按钮，也无需主动与系统互动，就能尽情享受生活，家庭成员也能始终
对情况了如指掌。
偏差的例子：
- 不吃饭
- 延长在家外的时间
- 去洗手间的次数过多
- Care@Home 微分器不活跃/活跃度低
- 支持无缝监控的自学系统没有按钮
- 智能算法会根据严重程度（低/中/高）发布重要提醒
- 通过移动应用向家人和健康服务提供商推送通知和提醒
- 底部带个人应急响应系统 (PERS) 的模块化解决方案。客户可在“传统 PERS”和整体“健

康”解决方案之间进行选择
- 根据用户需求定制。安全设备和其他外围设备可根据使用情况添加
- 用户体验：一款以客户为中心的应用，直观且易于使用

目标

目的：我们正寻找经销合作伙伴来大规模部署我们开创性的远程护理解决方案。我们愿意结识
潜在客户、行业分析师和媒体代表
目标企业：健康服务提供商
通信服务提供商：电信公司、移动运营商
目标国家：欧盟、北美、亚太地区、拉美

www.essence-grp.com

返回目录 Hall 16 Stand G28

http://www.essence-gr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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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rgate Ltd. 
分类：医疗器械
子分类：医疗设备、诊断与监控、一次性使用型与植入型
治疗领域：重症监护室 (ICU)、普通外科、泌尿学
公司状况：临床试验

公司简介

EXORGATE 面向包括海洋、医疗、发动机和民用市场在内的全球市场的领先制造商开发、制造并
提供综合的销售、营销和供应链管理服务。EXORGATE 涵盖各个方面，从计划制定和完善到零售
执行。EXORGATE 利用了先进的信息管理系统，这些系统是与我们的转售合作伙伴一起开发的，
将先进技术系统和热情的员工团队搭配起来。我们提供一系列基于EXOR BLUE TM专利技术的产
品用于测量液体流。每种产品都旨在满足不同的需求。我们总部位于以色列，拥有一支经验丰富
的管理团队，他们在 IT 行业的国际通用管理领域颇有建树，且非常了解休闲和专业市场。

技术与产品
IV 传感器——EXOR-6B：一种一次性 IV 流率传感器。Exorgate Ltd 的该解决方案可提供一个完备
的系统来准确测量水基 IV 溶液，如水、药、血等等。该解决方案由三部分组成：
1. Exor-6B——一种一次性使用型低成本传感器，2. MCU——一种多任务控制装置，3. TSM——
一种触摸屏监视器
（可选）
Exor-6B 是一种低成本超灵敏的流率传感器，使用 Exor Blue 专利技术打造。该一次性传感器可
以测定水基溶液的流率、速度和温度，并可将该数据向医疗团队显示。Exor-6B 技术的主要优势
如下：- 可非常灵敏地用于医用流率测量（0.03 ml /秒），- 低成本，- 一次性使用型，- 易于使
用，- 无机械部件，- 可在多种水基溶液中操作，- 可显示温度，- 尿液传感器——EXOR-6D：一种
一次性使用型 IV 流率传感器
Exorgate Ltd 的该解决方案可提供一个完备的系统来准确测量尿液的流率、速度和温度。另外，
它还包含一个实时警报，尿流停止时，该警报就会消失。该解决方案由三部分组成：
1. Exor-6B——一种一次性使用型低成本传感器，2. MCU——一种多任务控制装置，3. TSM——
一种触摸屏监视器
（可选）
Exor-6D 是一种低成本超灵敏的流率传感器，使用 Exor Blue 专利技术打造。该一次性传感器可
以检测到尿液的流率、速度和温度，并可将该数据向医疗团队显示。Exor-6b 技术的主要优势如
下：可非常灵敏地用于医用流率测量（0.03 ml /秒），低成本，一次性使用型，易于使用，无机
械部件，可在多种水基溶液中操作，可显示温度，Exorgate 多任务控制装置
Exorgate 多任务控制装置可处理并分析从 EXOR-6 那里收到的数据并会实时传送以下信息：实时
液体流率，实时液体速度，实时液体温度，装置位置（通过 GPS）可通过 Exorgate Ltd 软件协议
将该 MCU 整合到任何医疗系统中去
另外，该 Exorgate MCU 还可提供：用于实时连通该装置的界面，定位服务 (GPS/Glonass)，无
线固件升级， GPRS 数据库通信（可选），内置数据记录器，可轻松与其他系统进行整合，液体
流停止时，会发出实时警报
TSM。触摸屏监视器。
TSM 是一款紧凑的触摸屏监视器，可实时为医疗团队提供简单、质量有保障且准确的 IV 流总
结。TSM 的规格：
1. Exorgate 7英寸触摸屏，2. 连接单元，3. USB 电缆，4. 软件

目标
目的：
1) 测试、营销与经销合作伙伴，2) 合资伙伴，3) 战略合作伙伴
目标企业：医院、经销商
目标国家：全球

www.exorgate.com

返回目录

http://www.exorgate.com
http://www.exorga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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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ght Medical Ltd. 
分类：医疗器械
子分类：医疗设备、家庭护理
治疗领域：急救医学服务 (EMS)、重症监护室 (ICU)、初级护
理、肺、呼吸、康复
公司状况：收入增长

公司简介

Flight Medical 瞄准了市场对多功能高端便携式通气机日益增长的需求。该公司成立于1997
年，专业开发、制造与销售用于维持生命的呼吸设备。Flight Medical 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售出
超过18,000台通气机，这些机器应用于家庭护理、长期护理、转运、亚急性护理、医院环境及
防灾准备中。Flight Medical 推出了 Flight 60，它是一款功能独特的尖端通气机，适用于各个
临床部门。Flight 60 延续了享誉全球的 HT50 通气机的成功，后者也是由 Flight Medical 开发
与制造的。该公司的目标就是为医疗界提供低本高效、性能可靠、易于使用、临床功能齐全的
通气机。

技术与产品

Flight 60 是一款多用途通气机，旨在解决长期护理、急救、院内转运、医院、家庭护理和亚急
性护理领域不断增长的通气需求。Flight 60 价格经济，设计紧凑轻便，具有很好的临床性能。
我们的通气机拥有高级通气模式，直观、易于使用，提供有创与无创功能；另外，还主打独特
的双电池概念，电池寿命长达12小时。

目标

目的：促进并发展战略合作（如 OEM 和技术转让）以及建立全球经销网络
目标企业：在医院、家庭护理、转运和长期护理市场部门为我们的通气机建立全球分销渠道。
在商业与技术层面建立战略合作
目标国家：全球

www.flight-medical.com

返回目录

http://www.flight-medical.com
http://www.flight-medic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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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 Dome Medical 
分类：医疗器械
子分类：医疗设备、一次性使用型与植入型、老年护理
治疗领域：泌尿学、女性健康
公司状况：初始收入

公司简介

G.R. Dome Medical 专业开发无创尿液与体液收集装置。该公司是以色列海法 D&D 公司旗下的
子公司，由知名的以色列医生世家中的 Amir Laniado 于2013年创办。该公司由一群涉足业务
开发、医药、泌尿及医疗技术的瑞典投资者和以色列投资者出资。G.R. Dome Medical 已经完
成了其头两种重要产品以及众多由其独特的知识产权提供支持的互补产品。

技术与产品

UriTop-M 是一款针对男性的无创尿液收集装置，可牢固地安放在阴茎头上。该装置不会遗漏
尿液，可方便地使用与取下。UriTop-M 获得了 CE 和 FDA 的批准。我们已经在以色列和瑞典
开展了临床测试，在医院和门诊环境中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UriTop-F 是一款针对女性的
无创尿液收集装置，可牢固地安放在生殖器周围。该装置不会遗漏尿液，可方便地使用与取
下。UriTop-F 正在等待 CE 和 FDA 的批准。我们已经在以色列和瑞典开展了临床测试，在医院
和门诊环境中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目标

目的：G.R. Dome Medical 的目标就是将我们的知识产权授权给泌尿领域的公司，进而进军全
球各地庞大的尿失禁市场
目标企业：导尿管、尿片等尿失禁产品制造商
目标国家：美国、欧盟、日本、中国、印度

www.grdome.com

Dome Medical

返回目录

http://www.integrity-app.com
http://www.grdome.com/
http://www.grdo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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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Watch 
分类：医疗器械
子分类：诊断与监控、远程医学、运动医学、老年护理、家
庭护理
治疗领域：心脏血管、呼吸、重症监护室 (ICU)、大众健康
公司状况：监管部门批准

公司简介

HealthWatch Ltd. 是一家医疗技术设备公司，致力于运用新兴的连接技术开发可佩戴的医疗保
健产品。这些产品运用最
新的微技术全天候无缝而透明地保护用户的健康，并会在检测到紧急情况时，通过个人智能手
机或其他方式立即向用户或医疗专业人员发出警报。HealthWatch 产品是可佩戴纺织电极和
心脏感应电子技术领域的一项突破，并将所有这些整合到简单的日常衣物中，实现连续监控患
者，不论是在医院、作为家中的心脏病救命器，还是用于健康与健身追踪——均无需粘胶、胶
水或准备工作。

技术与产品

技术和产品分为：
• 感应与警报
• hWear™（健康衣物）：无缝合线的心脏感应衣服，带织合的电子纺织电极用于连续监控重

要体征 – 非常适合在医院使用、作为家中的心脏病救命器或者用于健康追踪 - 均无需粘胶、
胶水或准备工作。该衣物可机洗，能够检测3-15导心电图和其他生物体征，如活动、运动、
跌倒和呼吸。

• MasterCaution® 监视与控制系统：放在衣服内侧口袋中，会实时分析心律不齐、心脏缺血、
呼吸异常、突然跌倒或缺乏运动等心脏事件的实际心电图信号，出现这些情况均会自动发出
警报。该警报会通知用户，还会通过用户的智能手机发送给事先定好的医疗专业人员和标准
遥测或远程监控服务机构。结合起来时，这些产品则非常适合用于长期动态心电图监控、事
件环记录、远程心脏病学和远程监控。

目标

目的：推出产品、结识潜在的经销商与战略合作伙伴
目标企业：医院、家庭护理与老年护理、远程心脏监控服务、心脏实验室
目标国家：全球

www.personal-healthwatch.com

返回目录

http://www.personal-healthwat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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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p Hope Technologies 
分类：医疗器械
子分类：医疗设备、诊断与监控、远程医学、老年护理、家
庭护理
治疗领域：骨科
公司状况：临床试验

公司简介

Hip Hope Technologies Ltd. (HHT) 是一家以色列初创企业，成立于2011年，致力于提供一种
可行的方案来解决老年人因摔倒而导致髋部骨折这一最令人担忧的难题。该公司成功将创新理
念和独创技术整合到一种高端但易于操作的有源髋关节保护装置中。HHT 目前雇有10名娴熟的
专业人士以及互补的现场专业转包商资源。HHT 的研发工作得到了以色列首席科学家办公室和
以色列经济部多笔补助金的支持与赞助，另外还得到了私有投资者的资金支持。Hip-Hope™ 高
端可佩戴装置可用作更多安全、医疗和活动远程监控应用的智能平台。

技术与产品

Hip-Hope™ 是一种智能的有源可佩戴髋部保护装置，可作为一根美观的带子方便地围在用户的
腰间。一旦检测到即将碰触到地面，一个先进的多传感器跌倒检测系统就会激活两个快速部署
好的气囊。膨胀的气囊会裹住髋部，从而从根本上减轻跌倒的冲击力，并可最大限度降低髋部
骨折的风险。Hip-Hope™ 是一种复合产品，采用了多种技术，涵盖电子、DSP、软件与算法、
气体力学、气囊技术和可穿戴医疗设备工业设计等领域。该产品独创的微传感器、系统逻辑和
算法使之能够区分真正的跌倒和类似于跌倒的误导性事件。为了做到适用于老年人，如方便、
人性化、美观和自动操作，该公司投注了大量精力，旨在保护用户的安全。Hip-Hope™ 还可为
用户及其护理人员提供诸多增值功能，如：
• 远程跌倒事件警报，
• 运动数据记录，
• 内置应急按钮，
• 盛放个人物品，等等。
Hip Hope™ 预定于2015年第三季度开始销售。

目标

目的：
1. 装置
2. 结识潜在的战略合作伙伴
目标企业：
1. 健康与长期护理保险公司
2. 医疗中心、医院和康复中心
3. 健康维护组织 (HMO)
4. 老年护理机构、辅助生活机构、养老院和老年公寓
5. 远程医疗与智能产品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
6. 家庭护理服务提供商
7. 家庭健康应急服务提供商
目标国家：我们着眼于全球市场，特别是经合组织 (OECD) 成员国。我们会优先关注以下目标
市场：欧盟、美国、加拿大、日本和中国

www.hip-hope.com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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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labs 
分类：医疗器械, 生物技术
子分类：诊断 / IVD / 实验室, 基因治疗与分子生物学、微生
物学、研究工具
治疗领域：传染性疾病、女性健康
公司状况：收入增长

公司简介

Hy Laboratories Ltd (hylabs) 是以色列领先的传染性疾病识别产品开发商。Hylabs 为医疗保健
（健康保险公司，医院和私人实验室）、工业（制药，生物技术食品与饮料，水业公司等）、
环境及学术研究市场提供全套产品与服务。自1974年以来，Hylabs 的产品质量、可靠性和服
务一直得到大家的公认。经验丰富的研发人员密切携手微生物学和分子及细胞生物学领域的领
先专家，一起评估需求并推动未来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

技术与产品

Hy Laboratories 为微生物和分子生物实验室提供一系列准备好的文化媒介、生物化学和分子
工具，并提供独特的 Elisa 测试来预测先兆子痫 (Preeclampsia)。我们的产品系列包括：
• 女性健康
• 用于早期预测先兆子痫的 PP13 Elisa 测试
• 微生物产品
• Hy-Giene 监控系统 (HGM) – 双面琼脂滑片
• 准备好的文化媒介（板、测试管和瓶子）
• 照射接触与沉淀板
• 生化试剂盒，分子生物产品
• 寡核苷酸
• 用于检测传染性疾病的 PCR 和 qPCR 试剂盒
• DNA 提取与纯化试剂盒
• 酶
• 缓冲剂与随时可使用的凝胶服务
• 符合国家与国际监管标准的微生物与毒性测试
专门从事各种染色体组服务的分子生物门类包括 Sanger 测序和次世代定序 (NGS)、支原体，

等等。

目标

目的：主要寻找全球经销商
目标企业：健康保健（健康保险公司、医院和私人实验室）、工业（药物、生物技术食品与饮
料、水业公司，等等）、环境与学术研究市场
目标国家：全球

www.hylabs.co.il

返回目录

http://www.hylabs.c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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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ovytec Medical Solutions 
分类：医疗器械, 医疗保健信息技术
子分类：医疗设备、诊断与监控、一次性使用型与植入型、
远程医学, 互联网健康信息
治疗领域：急救医学服务 (EMS)、心脏血管、呼吸/气道管理
公司状况：初始收入

公司简介

Inovytec 设计、开发并制造极为重要的非侵入式急救护理设备，可由专业及非专业的应急救援
人员用于对因遭遇紧急医疗事件而需要立即在院外接受紧急医疗救援的人员提供有效的急救治
疗。该公司专注于开发与营销创新而安全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高效、经济和适用等特点
于一体。

技术与产品

SALI™（SAve LIfe缩写）设备是极为重要的院前急救护理设备，可由非专业人员使用。这些设
备可为因遭遇紧急医疗事件而亟需医疗救援的人员提供有效的急救治疗。Invoytec 彰显了21
世纪的急救支持技术，让您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提供更快、更人性化、更有效的非侵入式治
疗。为 SALI™ 提供支持的是创新的 Inovytec LUBO™ 气道护托，它是唯一一种通过模拟双手托
颌法来打开气道的非侵入式设备，保不保护颈椎都可。SALI™ 和 LUBO™ 设备已被誉为新一代
院前医疗急救设备。LUBO™ 气道护托已经开始在全球销售。

目标

目的：让 Inovytec 的院前急救解决方案应用于全球的院外环境中及服务提供领域
目标企业：经销商、战略合作伙伴
目标国家：LUBO™ 气道护托——全球各地，特别是：意大利、法国、德国、西班牙、俄罗
斯、美国、日本、韩国、印度、土耳其、非洲和拉美国家

www.inovytec.com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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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ity Applications 
分类：医疗器械
子分类：医疗设备、诊断与监控、微创系统 (MIS)、家庭护
理
治疗领域：心脏血管、糖尿病、血液学、大众健康
公司状况：初始收入

公司简介

Integrity Applications (OTCQB: IGAP) 开发了一种真正的非侵入式创新型家用血糖监控设备 
GlucoTrack®，让糖尿病患者无需抽血就可测血糖。GlucoTrack 将获得专利的超声波、电磁及
热技术与专有算法结合起来。GlucoTrack 利用了一个小型传感器，该传感器可夹到耳垂上并
连接到一个尺寸只有智能手机大小的手持式配套控制与显示装置上。一分钟以内可提供看得
见与听得到的结果。该公司型号为 DF-F 的首款设备于2013年6月获得了 CE 认证，Integrity 
Applications 目前正在全球多个国家推广其 GlucoTrack。GlucoTrack 易于操作且很人性化- 
(Just clip it! ™)。该设备包含彩色触摸屏，操作起来很方便并能在设备屏幕上追踪血糖变化趋
势。用户可轻松下载读数数据，以便用于进一步分析和长期记忆。

技术与产品

GlucoTrack 同时利用了获得专利的超声波、电磁及热技术，并将它们与在全球获得专利的专有
算法结合起来。耳夹每六个月更换一次，并且只有在更换耳夹时才需要单独校准。要想测量血
糖，用户需要将耳夹夹到耳垂上，之后就会自动测量。测量结果会用较大的数字以及通过声音
显示。因此，也适合盲人和视力受损人士使用。

目标

目的：Integrity Applications 的使命就是为糖尿病患者开发、生产并销售非侵入式家用血糖监
控设备。GlucoTrack 血糖仪可帮助糖尿病患者获得血糖读数，无需忍受传统的（侵入式）扎手
指设备所带来的疼痛、不便、费用和麻烦
目标企业：Integrity Applications 希望能在全球推广其 GlucoTrack 非侵入式血糖监控设备。
该公司目前正在寻找更多的经销商在更多地区经销与销售该设备
目标国家：全球各地

www.integrity-app.com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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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mar Medical Ltd. 
分类：医疗器械, 生物技术
子分类：医疗设备、诊断与监控、研究工具、运动医学、家庭
护理, 研究工具
治疗领域：呼吸/睡眠呼吸暂停、心脏血管、外周血管、神经与
退行性疾病、耳鼻喉、大众健康、初级护理、内科医学、口腔
与牙齿护理
公司状况：收入增长

公司简介

Itamar Medical 是一家医疗技术公司，致力于开发、营销与销售基于 PAT（外周动脉张力）专
有平台技术的诊断产品。PAT 平台技术由睡眠医学和心脏病学领域领先的临床医师团队携手生
物医学工程师和物理学家共同开发。我们的专有技术可实现非侵入式记录、测量与分析 PAT 信
号。PAT 信号可测量患者跳动动脉量的变化情况，是心脏血管系统和自主神经系统交感支的“
窗口”。我们基于 PAT 技术的两个产品系列分别为：WatchPAT 和 EndoPAT，其中前者用于在
患者家中诊断与追踪睡眠呼吸障碍和睡眠呼吸暂停；而后者则用于评估内皮功能，临床证实，该
功能标记可提供常用工具所不能提供的风险分类。两种产品都很容易使用、无需操作人员，可轻
松地提供诊断帮助并且可替代价格高昂、操作复杂且不便于使用的测试。我们的产品已经开展过
100多万次测试，Itamar Medical 设备的全球销量已超过10,000台。凭借对我们的产品所开展并
在专家评审期刊刊物上发表的数百项临床研究，我们相信2014年 PAT 技术可进行广泛推广。与 
Medtronic、Philips Respironics 和 Royal Philips 的日本子公司 NIHON KOHDEN 达成了协议。

技术与产品

WatchPAT™ 设备是一种医用级别的便携式家用睡眠诊断设备，以便在患者家中准确地诊断、检测
并治疗睡眠呼吸暂停和睡眠呼吸障碍。它可替代睡眠实验室，完全无需繁琐的鼻导管或运动带。
该设备可提升患者舒适度，让他们能更自然地睡眠，且失败率极低。除呼吸指数外，该设备还可
提供睡眠/醒着分析和睡眠结构，包括睡眠阶段，无需使用电极。
市场：预计全球有1亿睡眠呼吸暂停患者
主要客户：美国：弗吉尼亚州 Kaiser Permanente，全球领先的研究型睡眠实验室
EndoPAT™ 设备是唯一一种可用于评估内皮功能的非侵入式诊断测试设备，无需操作人员。领先
的心脏病专家的临床试验证实，EndoPAT 能够通过非侵入方式准确评估内皮功能。EndoPAT® 测
试很简单，只需15分钟，可由诊断的医务助理轻松开展。EndoPAT® 测试如今得到了数百篇专家
评审论文的支持，这凸显了内皮功能障碍是临床动脉硬化的一个主要标志，也是所有疾病状态的
心脏血管事件的预报器，是常用测试所无法比拟的。
市场：有症状的患者或心血管疾病患者
主要客户：美国：North Shore-LIJ 医疗保健提供商、NYU Langone 医院、MAYO 诊所、斯坦
福、耶鲁。

目标

目的：我们致力于将 PAT® 技术打造成主要慢性病诊断与治疗帮助的黄金标准。由于 PAT 可反应
心脏血管与交感系统的两项主要功能（两者均在众多慢性病状态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预计 
PAT 产品未来将广泛应用于各家诊所或医院。
目标企业：
WatchPAT(TM)——潜在市场：预计全球有1亿睡眠呼吸暂停患者
EndoPAT(TM)——潜在市场：所有有症状的患者或心血管疾病患者
目标国家：欧洲、南美、美国、远东

www.itamar-medical.com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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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 El Diagnostics of Heart Diseases 
分类：医疗器械
子分类：诊断与监控、远程医学
治疗领域：心脏血管
公司状况：初始收入

公司简介

Lev El Diagnostics of Heart Diseases Ltd. (Lev El) 是一家私有的生物医疗公司，专门从事心脏
血管疾病的检测。我们的旗舰产品 HeartTrends™ 是一款诊断用软件工具，用于早期检测冠状
动脉疾病 (CAD) 引起的心肌缺血，还可用于筛查病患。

技术与产品

我们的旗舰产品 HeartTrends 可替代标准的 EST，优势包括超强的灵敏度（为77%，而其他产
品则为19%）和较高的阴性预测值 (NPV)。临床试验证实，HeartTrends™ 的相对增量值是运
动耐力测试 (EST) 的5.11倍。附带参考。HeartTrends™ 测试可在休息时使用一个小时的 Holter 
数据记录完成，测试期间无需医生在场，患者也不存在运动压力测试的风险。

目标

目的：继续在主要目标市场树立品牌知名度，提高产品渗透率。在尚未涉足的目标市场启动宣
传，力求取得突破。
目标企业：相关目标市场包括公立与私立医院、保险公司、心脏病专家和一般从业者
目标国家：亚太地区、欧洲、非洲、加拿大、美国、南美、阿联酋

www.levhm.comLe ELv

Le ELv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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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C Industries 
分类：医疗器械
子分类：一次性使用型与植入型、给药
治疗领域：呼吸/气道管理、泌尿学、耳鼻喉、应急医疗服
务、大众健康、普通外科、胃肠、糖尿病
公司状况：收入增长

公司简介

MDC 是一家领先的 OEM 供应商，为各种医疗应用提供创新型优质医用管。自1987年以来，
该公司就依托于25余年的专业知识和创新思维，为国际医疗设备公司提供量身定制的医用管，
成为企业首选的制造商和开发商。得益于 MDC 经验丰富的工程团队，客户得到了他们所需的
独特的产品特性与性能，包括设计、快速成型和全面生产。MDC 是一个信得过的合作伙伴，
可为您夺身定制医用管。MDC 可提供各种挤压能力、材料使用、二次服务和组装能力。该公
司的医用管是多种一次性器材和各种医疗应用的重要构成。MDC 在一间100,000级的清洁室中
制造产品，符合 FDA cGMP 与国际标准，如 ISO 13485。所有原材料均遵循高品质原则并符合 
ISO 10933 生物相容性标准。MDC 采用了先进生产设备并且在制造过程中秉持严苛的最佳实践
标准，以提供无与伦比的精确度、严格的质量控制与操作一致性、达到并保持最高标准。

技术与产品

技术与产品：凭借25余年的协同经验和先进的制造设备，MDC 的工程团队会作为您团队的一
分子，依照您的要求与规格完成生产前设计、快速成型交付，一直到全面生产。
挤压能力：制造 OD 范围介于 0.5mm-15mm、偏差小至 0.01mm 的医用管。我们的挤压能
力包括：单腔管、管标记条、双管，三管及四管、多层管、薄壁管、平折膜管和型材挤压材
料：MDC 的医用挤压品包含各种材料。我们会选择原始材料来确保达到最佳材料特性。材料
包括：PVC（不含 DEHP）、聚乙烯、热塑聚胺脂 (TPU)、热塑弹性体 (TPE)、聚酰胺 (PA)、乙
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 (EVA)
组装与二次服务：MDC 的医用管是多种一次性器材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提供各种医疗应用
的组装服务。我们在一间100,000级清洁室内开展组装与二次操作，具体包括：印制、切割、
尖端成型、精密钻孔、包装、标签和消毒

目标

目的：
1) 寻找新客户
2) 结识全国代表
3) 携手合资企业开发专有医用管、面向中东扩大生产
目标企业：
1) 医疗设备制造商
2) OEM 一次性器材公司
3) 医疗一次性器材集成商
目标国家：东西欧、亚太地区、南非

www.mdcindustries.com

I N D U S T R I E S

Delivering Life 
Through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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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 Shoes 
分类：医疗器械
子分类：医疗设备、家庭护理
治疗领域：糖尿病、外周血管
公司状况：临床试验

公司简介

该公司开发专利型医疗应用，除此以外，还参与金融活动。该公司因其用于节食的一款手持式
计算器在1997年的日内瓦新兴创业企业大会上排名第二。2011年以来，该公司在试着减轻糖
尿病患者症状的同时，开发了可取得专利的设备 Medic Shoe，专门用于增强血液流动，改善
血液循环。

技术与产品

Medic Shoe™ 可为传统的药物治疗提供一种经临床证实的非医疗替代方案，减轻神经末梢循环
不良症状。Medic Shoe™ 基于针压与反射原理，缓解末梢神经，显著改善神经末梢血液动力。
知名心脏病专家开展的临床试验证实，Medic Shoe™ 疗效显著。就主观与客观参数来看，该产
品对研究对象均显示出显著的积极疗效。值得注意的是，糖尿病或外周血管疾病患者在为期一
个月的时间里每天使用 Medic Shoe 15-30分钟，他们感觉到：
- 脚痛、麻刺感以及夜间疼醒的情况显著改善。
- 搏出量、心搏指数、心脏排血量和心脏指数明显增加。
- 总外周阻力 (TPR) 总体得到显著改善

目标

目的：结识潜在的业务合作伙伴和经销商以及潜在客户
目标企业：医疗设备经销商和医院
目标国家：全球

www.medicsho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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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Compression Systems Ltd. 
分类：医疗器械
子分类：医疗设备
治疗领域：重症监护室 (ICU)、骨科、康复、泌尿学、伤口处
理
公司状况：收入增长

公司简介

ActiveCare® 经临床证实可替代抗凝血药，用于预防全膝关节和髋关节置换手术后形成深静脉
血栓 (DVT)。本品可大大减少药物需求，并可最大限度预防出现严重出血并发症以及因需要
补血产品而导致再次入院情况的发生。ActiveCare® 目前每天应用于美国80多个手术中心。其
系列产品获得了多个地区的入市批准，其中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ActiveCare® 是 
MCS 医疗设备公司的商标。MCS 创办于1997年，是以色列一家公开上市的公司，在特拉维夫
证券交易所 (TASE: MDCL) 上市交易。该公司的子公司 MCS Inc. 设在美国。

技术与产品

ActiveCare®+ S.F.T. 完全符合美国胸科医师协会循证临床实践指南 (ACCP 2012) 对单独疗
法的要求，患者接受全膝关节置换手术后在医院与家中养病期间，无需使用药物来预防 
DVT。ActiveCare®+ S.F.T. 可识别患者的静脉血流脉冲，并会主动使之与自然韵律保持同步。
该设备小巧便携，可持续佩戴。ActiveCare®+ S.F.T. 的依从率很高，可轻松通过该装置 LCD 屏
上的显示器监测。
 它包含一个轻便的微型移动装置 (1.65 lb)，其压缩护壁可很容易地围住患者的下肢。该系统

可通过充电电池或 AC/DC 适配器工作。
它可安全有效地降低血栓形成风险并且不论是否使用阿司匹林都可预防 DVT/VTE
它小巧便携，在急性护理（住院）和家庭护理（出院后）环境中都可24小时持续预防 DVT。基

于的是其同步流 (S.F.T.) 技术。

目标

目的：寻找新的产品经销合作伙伴
目标企业：亚洲和欧盟
目标国家：亚洲和欧盟

www.mcsmed.com

ActiveCare® is 
a trademark of MCS
Medical Compression 
Systems Ltd.

返回目录

http://www.mcsmed.com/home.html
http://www.mcsmed.com/home.html


33

Hall 16 Stand G40

MedicSense 
分类：服务
子分类：监管咨询、CRO、教育
公司状况：不适用

公司简介

MedicSense 拥有20多年的经验，提供的服务包括：从早期的产品阶段到最后的认证
（FDA、CE等等）阶段在内的技术与监管事务、临床前与临床试验设计、CRO 活动、质量体
系制定以及综合的配套服务，如欧盟授权代表、美国代理、战略市场回顾、补偿、季度标准审
核，等等。
我们的实力依托于我们雄厚的研发、工程与技术监管背景以及我们丰富的医疗设备技术经验。
我们提供务实的解决方案，可帮助产品通过监管障碍，应对动态的监管环境。
MedicSense 是向以色列出口设备的外国公司的以色列注册证持证人(IRH)。

www.medicsense.com

 

返回目录

http://www.medicsense.com
http://www.medicsen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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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Touch 
分类：医疗器械
子分类：医疗设备、训练与物理疗法、远程医学、机器人技
术、老年护理、家庭护理
治疗领域：神经与退行性疾病、康复、骨科、儿科
公司状况：收入增长

公司简介

MediTouch 依照以色列首席科学家孵化器计划于2004年成立。该公司面向医院住院部和门
诊部、社区和家庭用户（包括成人和儿童）开发、制造并销售创新的神经与骨科康复系统。
这些技术和系统是康复领域的一大突破，当与传统的职能与物理治疗相结合时，可为罹患神
经肌肉和骨科损伤及疾病的患者、临床医师和护理人员提供治疗和评估工具来改善功能性结
果。MediTouch 旨在推出大量可提高患者积极性的物理康复设备，能根据患者的能力和需求量
身定制物理康复疗法。与此同时，这些工具必须能够很容易地供治疗师和患者使用，并且要能
适用于各种患者能力与适应症。该公司的康复平台使用训练和生物反馈来改善患者上下肢的功
能性运动和平衡能力。该公司的康复平台可为临床医师、患者及其家人以及管理者提供一个从
临床和经济层面均得到支持的价值主张，值得购买。

技术与产品

MediTouch 基于硬件、专业康复软件以及物理康复临床专业知识开发物理康复解决方案。该解
决方案被住院部及门诊部的职业治疗师与物理治疗师、社区的物理及职业治疗诊所以及全球的
家庭用户所采用。MediTouch 系统运用了计算机化游戏程序，让治疗师能够在诊所及家中为患
者提供更多机会和平台来练习重复的功能性动作。MediTouch 系统还针对患者的感觉运动与认
知运动能力运用了支持进一步定制训练任务的运动反馈。该系统上的训练情况会通过计算机界
面立即得到反馈，这有助于提高积极性，还会激励患者提高运动能力，与此同时，确保符合练
习机理。MediTouch 还推出了一种机器人动态平衡训练系统，该系统运用了公认的干扰原理。
所有系统都可捕捉并记录与康复流程有关的定量数据，让患者能够继续坚持下去，以确保治疗
疗效。

目标

目的：建立并支持全球经销网络
目标企业：物理康复
目标国家：全球

www.meditouch.co.il

返回目录

http://www.meditouch.co.il/en
http://www.meditouch.co.i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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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oc 
分类：医疗器械
子分类：医疗设备、诊断与监控
治疗领域：神经与退行性疾病
公司状况：收入增长

公司简介

Medoc 是一家领先的制造商，制造用于评估慢性疼痛和神经系统疾病的神经诊断医疗系统和先
进的热刺激器。我们的产品可对大小周围感觉神经纤维（A-delta 及 C 纤维）进行评估，然后
制定“疼痛方案”。Medoc 在全球各地销售的产品被誉为是 QST 的黄金标准并通过了 FDA 和 
CE批准。我们的产品系列包括：TSA-II – 神经感觉分析器；PATHWAY – 疼痛与感觉评估系统
（CHEPS 和 ATS），还用于功能磁共振成像 (fMRI) 环境中；Q-Sense – 小纤维测试；条件性
疼痛调制 (CPM) 系统；以及 AlgoMed – 计算机化痛觉测试。Medoc 在携手 Medasense Ltd. 
开发一种疼痛监控器，并会继续在手术室对处于麻醉状态的患者进行疼痛评估。Medasense 
的解决方案基于的是以非侵入方式获得患者的多个生理信号。Medoc 还是 Boston Scientific 
Neuromodulation, Inc. 在以色列治疗慢性疼痛的独家代表。“Medoc Israel”还代理疼痛、脊
骨和外科领域其他知名的国际公司，包括 NeuroTherm、Epimed、Spinal Simplicity、Myelot
ec、Thouchstone、RanD 等等。

技术与产品

PATHWAY——疼痛与感觉评估系统为高级疼痛研究 fMRI 提供新应用。PATHWAY 型号 
CHEPS（接触性热痛诱发电位刺激器）是痛觉诱发电位领域的一项突破，能够对诱发痛开展
客观评估。PATHWAY 型号 ATS（高级热刺激器）和 PATHWAY 型号 CHEPS 目前用于 fMRI 
研究和高级疼痛研究。TSA-II——热感觉分析器 (Thermal Sensory Analyzer) 被用于 QST（
定量感觉测试）中评估小神经纤维（A-delta 与 C 纤维）。我们的 VSA-3000 振动感觉分析器 
(Vibratory Sensory Analyzer) 用于评估大型周围神经纤维 (A-beta)。Q-Sense——小纤维测试
是临床、临床研究及药理试验用的一种易于使用且经济实惠的便携式系统。该系统可评估神经
性疼痛、糖尿病神经病变、化学疗法及其他小纤维神经病。CPM 系统——双热压头 CPM（条
件性疼痛调制）计算机化系统，用于高级慢性疼痛研究。AlgoMed ——计算机化压力痛觉测
试计 (Computerized Pressure Algometer) 是一种基于 S/W 的系统，可通过实时可视及声音反
馈控制并监控所施加的压力大小。Medoc 希望通过与极具发展前景的医疗设备公司签署合作协
议来扩大其在以色列市场的产品范围，进而提供突破性技术和创新产品。

目标

目的：主要寻找神经病学/神经生理学/疼痛领域的代表/经销商
目标企业：经销商和提供突破性技术的医疗设备公司
目标国家：全球

www.medoc-web.com

返回目录

http://www.medoc-we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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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zra Medical 
分类：医疗器械
子分类：医疗设备、一次性使用型与植入型、老年护理、非
处方类
治疗领域：大众健康、泌尿学、骨科、儿科、耳鼻喉 (ENT)
公司状况：收入增长

公司简介

Mizra Medical 生产高品质的浸渍乳胶产品、一次性医疗用品、男性外用导尿管和泌尿科附件
以及单丝纤维 (Monofiliment) 测试产品，另外，还开发新产品。我们通过了 ISO 9001 13485
、CE 和 FDA 认证。我们欢迎与OEM 厂商合作。此外，Mizra Medical 还提供优质的产品与服
务。

技术与产品

高品质的浸渍乳胶产品、一次性医疗用品、男性外用导尿管、泌尿科附件、单丝纤维测试产
品、新产品开发。通过了 ISO 9001 13485、CE 和 FDA 认证。

目标

目的：与决策者、经销商、医院和 OEM 厂商接洽
目标企业：经销商、医院、OEM 厂商
目标国家：所有国家

www.mizramedical.com

返回目录

http://www.mizramedical.com/English/Default.aspx
http://www.mizramedical.com/English/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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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orika 
分类：医疗器械
子分类：医疗设备、机器人技术、训练与物理治疗、老年护理
治疗领域：神经与退行性疾病、骨科、心脏血管、康复、大
众健康
公司状况：收入增长

公司简介

Motorika 是机器人康复治疗领域的领军者，提供上下肢末端解决方案来满足各种神经与骨骼功
能障碍患者的治疗需求。

技术与产品

ReoGo：它是全球最先进的三维上肢治疗机器人系统，旨在通过一种先进的全自动机器人手
臂，方便三维重复手背运动。该系统适用于处于各个中风康复阶段的大量患者，有五种操作
模式；涵盖针对高功能患者的被动支持模式和针对无臂膀活动能力或臂膀活动能力有限之患
者的指导模式。ReoGo 会通过多种可模拟手部自然运动的互动型刺激游戏来提高患者积极
性。ReoAmbulator：将专有的创新型机器人辅助训练平台和对神经康复的深入了解结合起
来，可提供最先进的解决方案：
ReoGo：
● 为患有神经系统疾病的成人和儿童提供高强度的步法训练治疗
● 使用两种模式动态地追踪康复过程：带机器腿的被动模式，可介绍或指导运动；和针对康复

中末期的主动模式
● 使用虚拟现实技术提高患者的参与积极性和认知训练
● 定制阶段参数，提高治疗效果
● 通过提供准确的评估与进步分析，改善治疗管理
● 通过机器腿实现承重定制，逐渐将负荷从设备上转移到患者身上。ReoActive：一种基于运

动传感器（Kinect 摄像头）的三维康复锻炼器。ReoClinic 为诊所提供了一个平台，可在 物
理治疗师的监督下供患者练习康复运动和治疗性游戏。该系统可提供治疗性功能活动和游
戏，同时可评估并报告患者的进步情况。ReoActive 可满足大量神经系统疾病患者的需求，
如中风后遗症、多发性硬化症、帕金森症、部分骨科疾病、各种儿科适应症、脊髓损伤和创
伤性脑损伤患者。主要临床价值包括：

1. 目标评定——一种目标评定与报告工具，可向保险公司证实患者进展
2. “增收”——通过证明需要额外治疗以及出示确凿的机能证据，物理治疗师就将为每位患

者提供更多的治疗时间
3. 有效利用时间——在患者使用该系统时，物理治疗师可同时监管其他患者并填写保险公司

需要的文件

目标

目的：利用越来越多的业务与业务发展机会
目标企业：医院、临床、康复中心、治疗师、经销公司
目标国家：亚太地区、欧洲、中东与非洲 (EMEA)、拉美

www.motorika.com

Therapy with a Robotic Touch

返回目录

http://www.motorika.com
http://www.motorik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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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T - Medical Surgery Technologies Ltd. 
分类：医疗器械
子分类：医疗设备、微创系统、内窥镜与附件
治疗领域：胃肠、女性健康、普通外科
公司状况：初始收入

公司简介

MST - Medical Surgery Technologies Ltd. 正在商业推广 AutoLap™——一种有图像引导的内窥
镜定位系统，用于开展微创手术。

技术与产品

MST - Medical Surgery Technologies Ltd. 正在商业推广 AutoLap™——一种有图像引导的内
窥镜定位系统，用于开展微创手术。在内窥镜手术中，手术助手需要扶住内窥镜并需要调整角
度，以便医生能看清手术部位。手术过程中，需要有两名操作人员来将两台单独的系统用作一
台无缝的装置，这着实是内窥镜手术中的一大挑战。让助手扶住内窥镜会发生偏离情况、不
具成本效益，还会导致图像不稳定 – 如若使用的是功率更大、更锋利的新一代高清/三维内窥
镜，偏离则会更大。AutoLap 采用了先进的图像分析与人性化内窥镜定位器，让医生能够非常
自然地完全控制内窥镜，该设备还具有出色的术中操作图像功能。这样，医生就可获得全新的
用户体验，能够专心地做手术。针对医疗保健提供商，AutoLap 还可提供尖端的手术技术来降
低手术室 (OR) 成本，增加收入，费用要远低于大型机器人系统。这些成本节省，加上该系统
的竞争性价格，让客户很快就能收回成本。
主要优点：
● 实现手术过程中医生互动的最小化（有助于主刀手术）
● 控制界面简单，可缩短学习时间
● 改善工作流程（如：减少透镜清洁工作），缩短平均手术时间
● 优化员工利用率（如：做好计划安排、受伤更少），降低成本
● 无缝 OR 整合：可使用现有设备（手术工具、手术台和成像系统）、OR 足迹小、安装简单。

目标

目的：在欧美推出 AutoLap
目标企业：经销商、医院、诊所、合作伙伴
目标国家：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欧美

www.mst-sys.com

返回目录

http://www.mst-sys.com
http://www.mst-s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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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eh Pharma 
分类：制药
子分类：食品与营养、使用专利、非处方药
治疗领域：耳鼻喉 (ENT)、心脏血管、骨骼疾病、胃肠、大
众健康、女性健康、内科医学、代谢性疾病、儿科、产前、
呼吸
公司状况：收入增长

公司简介

Naveh Pharma 专门开发独特的创新产品，提供具有创造性的简单解决方案来应对常见的医学
问题。该公司专注于耳鼻喉科及儿科产品以及镁元素补充。Naveh Pharma 成熟的非处方产品
轻松获得批准，并且由于监管要求较低，几乎可立即上架销售。Naveh Pharma 在全球各地的
药房销售其产品，并专门开发与生产获得专利的镁合成物。这种原始的合成物的细胞内吸收率
最高，优于市面上的其他任何镁合成物，具有最高的疗效和最好的顺应性。Naveh Pharma 的
目标就是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产品，并意识到这是公司繁荣发展的关键。Naveh Pharma 通过
了 ISO 9001:2008、ISO 13485:2003 及 CE 认证。

技术与产品

CleanEars 是一种易于使用的温和型洗耳液，可供全家人使用。临床证明，CleanEars 可有效
分解耳垢，可以安全替代棉签。在个人日常护理中，每周使用两到三次，CleanEars 可帮助预
防耳垢积聚，保持耳朵清洁、卫生。CleanEars 由天然橄榄油萃取而成，经常使用会令耳朵有
一种焕然一新的清洁感。另外，CleanEars 还不含防腐剂。Magnox——是一种获得专利的镁
合成物，具有最高的疗效和细胞内吸收率。Anti-Leg-Cramps——夜晚腿抽筋指的是肌肉或肌
肉群在不知不觉中突然剧烈收缩，疼痛感最多会持续好几分钟。Anti-Leg-Cramps 是从死海（
因有益健康而广为人知）中高度提炼出来的一种基础镁盐，连同可实现吸收率最大化的维生素 
B6 以及维生素 E，可减轻夜晚腿抽筋的痛苦，因为这些维生素与镁共同作用有助于加快血液循
环。Anti-Leg-Cramps 采用了一种速效的纯级专用配方。

目标

目的：扩大全球销量
目标企业：面向药房的全球经销商
目标国家：全球

www.navehpharma.com

返回目录

http://www.navehpharma.com
http://www.navehpharm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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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Laser Ltd. 
分类：医疗器械
子分类：医疗设备、微创系统 (MIS)、一次性使用型与植入
型、内窥镜及附件、机器人技术
治疗领域：皮肤病学与美容、耳鼻喉 (ENT)、心脏血管、外
周血管、普通外科、神经与退行性疾病、整形外科
公司状况：收入增长

公司简介

NeoLaser 设计、制造并经销品质和设计均一流的医用激光产品，以合理的价格提供极佳的
性能、功能、灵活性及模块性。NeoLaser 的产品支持众多大容量应用，包括血管与内窥
镜手术以及美容和牙科手术。NeoLaser 正通过地区经销商和部分 OEM 合作伙伴增加销售
额。NeoLaser 由医用激光行业的元老创办，带来了最高深的工程、营销和设计知识。该公司
通过了 ISO13485 认证，其高端医用激光系统获得了 CE 和 FDA 认可，目前正在全球实现收入
增长。

技术与产品

neoV 系列可提供大量潜在的波长与应用：20瓦1,064纳米的 neoV1064，带独特的校准与调
焦把手，是治疗甲癣与疣的首选；10瓦1,470纳米的 neoV1470 和20瓦980纳米的 neoV980，
用于治疗静脉曲张，附带独特的人造血管手术套件，包括：CORONA 360、Butterfly 和 Bare 
Fibers。neoV 平台还可使用专用的一次性套件通过经皮激光椎间盘减压术 (PLDD) 治疗腰间盘
突出，并支持在 ENT、GYN 和机器人技术领域采用微创治疗。其他应用包括用于牙科使用的纤
维与附件以及美容和皮肤病学应用。neoV 产品均采用最先进的设计和最小、最轻的配置，具
有无可比拟的便携性、用户友好性和可靠性。

目标

目的：通过增加全球经销渠道、OEM 合作伙伴和直销途径实现收入增长
目标企业：多个治疗领域（血管、外科、美容、牙科）的经销商与 OEM 合作伙伴
目标国家：全球——欧美、加拿大、亚洲、澳大利亚、南美、非洲

www.neo-laser.com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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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6 Stand G40

Neuronix Ltd. 
分类：医疗器械
子分类：医疗设备、老年护理
治疗领域：神经与退行性疾病、康复
公司状况：初始收入

公司简介

Neuronix 立志通过推出新办法来改变神经-退行性疾病（特别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过程，
进而将痴呆变成一种可控制的慢性病。这样，就可为患者带来希望，从长远改善他们的生活质
量。有证据显示，Neuronix 的 neuroAD 技术可安全有效地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患。

技术与产品

用于治疗轻度至中度阿尔茨海默病的 neuroAD 系统基于的是该公司核心的非侵入式皮层增强 
(NICE™) 技术，被 CE 批准用于治疗该适应症。该专利技术运用刺激法来刺激受阿尔茨海默病影
响的特定脑区，与此同时，对同一脑区开展度身定制的认知训练。刺激可诱导长时程增强效应 
(LTP)，帮助学习与记忆，治疗几周后会明显改善认知。neuroAD 系统目前正在美国各大医疗
中心接受多中心 FDA 枢纽试验。

www.neuronixmedical.com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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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AM URIM 
分类：医疗器械
子分类：一次性使用型与植入型、家庭护理、非处方类
治疗领域：传染病控制、初级护理、大众健康
公司状况：收入增长

公司简介

Noam Urim Enterprises Ltd. 是中东最大的无纺布针刺生产商。该公司成立于1967年，提供各种
医用纱布/衬底，包括：肥皂纱布/手套、抗菌清洁布、个人护理用白针刺以及美容用布。Noam 
Urim 的客户包括湿巾制造商以及为美容、医疗和旅游行业（医院，酒店等）提供服务的客
户。Noam Urim 还供应用作原材料和清洁用品的纱布卷。
我们的研发团队与客户密切合作，为任何应用界定并开发完美的混合纱布。产品可根据客户选择
分为母卷、散货包装或自有品牌包装。Noam Urim 可生产开发速度很快的定制商品。该公司通
过了 IS0 9001:2000 认证，确保我们出口到全球各地的所有产品都达到最高的质量标准。

技术与产品

肥皂纱布——在这种独特的纱布中，水会活化肥皂或清洁剂。该湿巾/纱布/衬底专为医院和其他
健康保健中心的个人卫生而设计，几乎可浸泡在任何肥皂或清洁剂中，并且几乎可用于任何用
途。产品的不断升级与完善促使湿巾的需求激增，也促使干用针刺材料需求进一步增长。
● 干的肥皂纱布
● 轻便
● 二合一，可替代单独的肥皂与纱布
● 一次性使用
● 持久
● 用途很多：个人护理、宠物护理、一般性清洁、汽车护理，等等
● 是日常使用和敏感性肌肤的理想之选
抗菌湿巾——持久抑制细菌、霉菌、真菌和酵母菌滋生，提供冲刷不掉的持久抗菌保护。独特的
生产程序确保湿巾安全，不会引起敏感，可长期使用，卫生健康。
化妆颗粒湿巾——含颗粒的湿巾（从温和到磨砂）。用于卫生目的的白针刺——使用母卷生
产，>90 sqm。用于手套的白针刺——15cm宽（最小）。

目标

目的：寻找经销商、联盟、客户（转销商和自有品牌）
目标企业：医疗器材供应中心、医院一次性用品中心、健康中心、经销渠道
目标国家：全球

www.NOAM-URIM.com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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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K Medical Devices – HEMACLEAR 
分类：医疗器械
子分类：医疗设备
治疗领域：骨科
公司状况：收入增长

公司简介

OHK Medical Devices 由集心肺生理学家、急救医生和医学博士等身份于一身的 Noam 
Gavriely 教授创办。在为期四年的开发过程中，HemaClear™（原 S-MART）接受了测试、获
得了专利并通过了监管批准，并于2007年成功推向全球市场。此后，该产品已经被用到全球各
地的30万例手术中。该公司目前销售无血肢体手术用的 HemaClear™ 系列产品。OHK 正在开
发更多产品，可在未来进行销售与经销。

技术与产品

该公司的研发与制造工厂位于地中海港口城市以色列海法，遵循最严格的质量标准。OHK 
Medical Devices 通过了 ISO 9001-2000 认证，其产品具有近乎完美的安全记录，广被市场接
受。该公司已经在欧洲和拉美建立了广泛的经销与销售网络。在美国，该公司从2011年伊始就
与 Henry Schein, Inc. 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目标

目的：建立经销网络
目标企业：骨科医生、经销商
目标国家：所有国家

www.hemaclear.com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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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Stand E20, Hall 16 Stand G40

Savyon Diagnostics 
分类：医疗器械
子分类：诊断 / IVD / 实验室
治疗领域：心脏血管、胃肠、大众健康、血液学、传染病控
制、传染性疾病、肿瘤学、妇产科、女性健康、不孕不育、
呼吸、泌尿学、兽医学
公司状况：收入增长

公司简介

30多年来，Savyon Diagnostics 一直开发、制造并销售高品质的诊断试剂盒与系统，用于检
测和筛查传染性疾病与遗传病。Savyon Diagnostics 是 Gamida for Life 集团公司的成员，后
者设在荷兰，在全球开展医疗保健相关业务。Savyon Diagnostics 产品系列可按照疾病诊断
领域进行分类：性传播疾病 (STD)、呼吸道感染、胃肠道感染、遗传携带者筛查、医源性感
染、尿道感染和女性健康。Savyon Diagnostics 测试依托于各种免疫及分子生物技术（微阵
列，ELISA，MIF，IPA，Lateral Flow，等等）。凭借创新的研发能力，Savyon Diagnostics 已
于近期推出了两个全新的台式微阵列系统 - NanoChip®XL 分析器和 CAS100TM 系统，其中前
者可全自动高通量测试 DNA/RNA；而后者则旨在在90分钟左右时间内使用“即载即走”( load 
& go) 协议和真正自动实现“从样本到答案”的原则从单一样本中以中低通量检测或紧急检测
多达100个目标。Savyon Diagnostics 在研发和生产方面已经获得了最高的国际质量标准认
证，包括 ISO 13485。该公司的产品均通过了 CE 认证，在美国市场销售的产品获得了 FDA 许
可。在加拿大，Savyon 获得了 CMDCAS 和 ISO 13485 (2003) 认证。

技术与产品

Savyon Diagnostics 测试依托于各种免疫及分子生物技术（微阵
列，ELISA，MIF，IPA，Lateral Flow，等等）。产品系列可按照疾病诊断领域进行分类：
性传播疾病、呼吸道感染、胃肠道感染、遗传携带者筛查、医源性感染、尿道感染和女性健
康。Savyon Diagnostics 已经开发了两个基于其专有微电子阵列技术的分子诊断平台：
1. NanoCHIP®：旨在自动以中高通量筛查多个样本，每个样本筛查多个目标（如：病原体，

突变）。对于那些有意每轮自动测试10-200个样本，每个样本测试5-100个目标的用户而
言，NanoCHIP® 是迄今为止最经济实惠的技术。

2. CAS100TM 系统：旨在在90分钟左右时间内使用“即载即走”协议和真正自动实现“从样
本到答案”的原则从单一样本中以中低通量检测或紧急检测多达100个目标。

这两个系统主要意在用于临床诊断，但是也可用于生命科学研究、农业生技产业、食品与饲料
安全、兽医学和生物恐怖主义领域。

目标

目的：
1. 为我们的分子平台和应用指定经销商
2. 扩大我们的免疫及快速测试产品的经销客户群
目标企业：从事临床实验室设置的经销公司
目标国家：
1. 分子平台 – 除以色列、意大利、荷兰和土耳其以外的所有国家
2. 免疫与快速测试 – 拉美、东南亚、加拿大、斯堪的纳维亚、高加索和非洲部分国家

www.savyondiagnostics.com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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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n N.T.R. Medical Industries Ltd. 
分类：医疗器械
子分类：一次性使用型与植入型
治疗领域：传染病控制、骨科、伤口处理、眼科、心脏血
管、普通外科
公司状况：收入增长

公司简介

Sion-NTR Medical Industries Ltd. 是一家面向专业医疗保健市场提供一次性皮肤清洁与治疗、
高级伤口护理及外科解决方案的领先制造商。丰富的产品组成可在每单位成本以及每次用量等
方面带来附加值。Sion-NTR Medical Industries 的产品分为各种包装尺寸及配药选择，意在满
足具体的用量需求。我们的产品以护士为导向，而技术则以医生为导向。我们力求降低医疗保
健提供商的康复成本。Sion-NTR 的质量体系获得了 ISO 9001、ISO 13485 和 GMP 认可，产品
也通过了 CE 认证和 FDA 批准。

技术与产品

“清洁与护理系列”提供各种皮肤抗菌产品，用于最大程度降低皮肤病原体导致的感染，产品
包括：
● 洗必太 (0.5%) 与（酒精棉）
● PVP 消毒片和消毒棉签
● 酒精棉和消毒棉签
● 柠檬甘油棒
● 电极皮肤消毒片
● 胶布清除棉
● SkinCoat 消毒片
● “皮肤护理与患者治疗”产品达到药品等级，旨在保护皮肤，保持皮肤完整，产品包括：
● 无菌润滑胶冻
● 急救药膏
● 氧化锌，维生素 AD 膏
● 凡士林
● “高级伤口护理系列”结合了传统绷带与浸渗技术，形成了新的产品系列
● 锌膏/炉甘石软膏/控制下肢静脉溃疡的绷带
● 不粘伤口敷贴
● 凡士林敷料包/蜂蜜敷贴
● “手术系列”通过消毒垂帘、包裹和手术服以及定制的手术包/手术盘等产品提供完备的手术

室解决方案。

目标

目的：经销、联盟
目标企业：诊所、医院、家庭护理
目标国家：欧美、加拿大、南美、澳大利亚

www.sb-medical.com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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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6 Stand G37

TavTech Ltd. 
分类：医疗器械
子分类：医疗设备、一次性使用型与植入型、内窥镜及附
件、微创系统
治疗领域：皮肤病学与美容、胃肠、传染病控制
公司状况：收入增长

公司简介

TavTech 开创性的喷射技术应用广泛，基于的是航空和空间科学原理。设备吸入水或试
剂，然后使用压缩空气将之加速至次音速速度。一个特制的手掌大小的喷嘴会将经过加速
的液体喷射成微滴液。射流会轻轻地无痛触摸接受治疗的肌肤或组织，使之达到预想效
果。Jetpeel3V、MyJet 和 Jetpeel Mini 适用于各种肌肤，还可用于多种美容用途。这些设备
可有效提供透皮解决方案，无需使用针，也不会出现疼痛或不适。喷射技术在伤口处理 (jetox) 
和结肠镜检查 (Medjet) 领域日受青睐。

技术与产品

TavTech 正在利用喷射机工程技术来满足发展迅猛的美容护肤市场的需求。TavTech 的专利技
术创造了微滴液的两相射流，它由加速到200米/秒的生理盐水溶液和气体（空气或医用气体）
组成，可精确开展各种皮肤治疗。

目标

目的：TavTech 将继续引领全球的喷射技术市场，该技术可用于美容，还可解决皮肤问题，造
福于那些追求更健康、更理想外表的人士。TavTech 将继续走在美容市场的最前沿，应用其技
术平台开发集功效、可靠性和盈利性于一体的设备与方案，并将它们成为客户首选的工具，为
患者和治疗专家带来福音。
目标企业：潜在经销商：诊所、美容/整容连锁机构
目标国家：伤口处理——日本
美容界——美国、加拿大、拉美、日本
结肠镜检查领域（内窥镜检查）——全球

www.tav-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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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g Medical 
分类：医疗器械
子分类：医疗设备、诊断与监控、成像
治疗领域：女性健康、产科、肿瘤学、外围血管、泌尿学、
普通外科
公司状况：收入增长

公司简介

Trig Medical 是一家医疗设备公司，致力于提高女性分娩以及患者在接受超声波介入治疗期间
的医疗护理标准。Trig Medical 的专利产品利用了位置追踪、超声波图像技术、一次性耗材和
专有软件，让医务人员能够通过非侵入方式持续收集准确的测量数据。该公司拥有广泛的知识
产权组合，并且已经开发出两款尖端产品：LaborPro 和 TrigGuide。LaborPro 是一种基于超
声波图像技术的决策支持系统，简单易用，能以非侵入方式实时、准确、客观地测定所有的分
娩进程参数以及无辐射测量盆骨。LaborPro 已经获得了 CFDA、FDA 和 CE 批准。TrigGuide 
可在徒手超声波介入手术前及术中提供实时可视指导（平面内及平面外），直至手术完
成。TrigGuide 系统几乎可与任何超声波以及任何针相兼容。TrigGuide 的潜在用途包括：活
组织切片检查、OB/GYN 与妇产手术、神经阻滞/疼痛管理、血管穿刺和组织消融。TrigGuide 
已经获得了欧美的 FDA 与 CE 批准。

技术与产品

Trig Medical 的产品利用了位置追踪、超声波技术和专有软件，让医务人员能够通过非侵入
方式持续收集准确的测量数据。该公司拥有广泛的知识产权组合，并且已经开发出两款尖端
产品：LaborPro 和 TrigGuide。LaborPro 是一种决策支持系统，能通过非侵入方式准确测
定所有分娩进程参数。通过简单的超声波扫描，就可自动确定胎儿的头位及胎头下降情况。
位置传感器能够准确测量宫颈开口与长度以及盆腔直径（盆骨测量）。LaborPro 由位置传感
器、超声波图像、人性化软件和一次性耗材组成。它可使用外部的超声波输入或集成的超声
波装置。TrigGuide 可为徒手超声波介入手术提供实时可视指导。TrigGuide 包含一台计算
机、专用软件、一台位置传感器和一个用于将针连接到位置传感器上的一次性无菌注射针适配
器。TrigGuide 是一种独立的装置，几乎可与任何超声波系统和介入装置兼容。

目标

目的：我们有意通过与成像、介入医学和产科领域的制造商携手合作以及扩大我们的经销网络
来拓展我们的全球业务版图
目标企业：超声波机经销商。超声波机制造商。产科、妇科、介入放射、麻醉、血管及肿瘤领
域专用一次性产品及永久性产品的经销商。
目标国家：欧洲 – 东欧、中欧和西欧、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韩国、台湾地区、澳大
利亚、印度

www.trigmedic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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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sonix 
分类：医疗器械
子分类：医疗设备、诊断与监控
治疗领域：外周血管、心脏血管、神经与退行性疾病
公司状况：收入增长

公司简介

Viasonix 是全球领先的高端血管诊断系统供应商。该公司的产品系列畅销五大洲。Viasonix 通
过了 ISO 13485 认证，其 Falcon 产品通过了 FDA、CE、加拿大卫生部、TGA、AMAR、TFDA
和诸多其他国家监管机构的销售批准。Viasonix 管理层经验丰富，过去20年里，已经将众多产
品成功推向市场。

技术与产品

Viasonix 领先的产品系列包括 Falcon 外周血管产品系列，具体包括 Falcon/Pro、Falcon/
Quad 和Falcon/ABI+。Falcon 产品系列采用了最先进的外周血管诊断技术来诊断外周血管疾
病。Falcon 由 Viasonix 应用开发团队根据日常操作设计。该系列产品操作起来非常简单，支
持全部的标准诊断协议，可缩短检查时间。它还拥有一个非常人性化的用户界面，另外还支持
众多独特的新功能。Falcon/Pro 是一种功能强大的高端设备，具有无与伦比的功能。该产品采
用Viasonix 的 IPU 技术打造，可同时无比灵活地为10个压道提供支持。另外，它还是唯一一
种提供 10 MHz 多普勒支持（除标准频率外）和5个 PPG 传感器（用于全面快速的 Raynaud 诊
断）的系统。Falcon/Quad 和Falcon/ABI+ 系统旨在降低预算或用于在办公室操作，可为用户
提供先进的Falcon/Pro 所具备的全部功能。最大区别在于这两种系统支持4个压道。所有产品
均支持网络连接，包括 DICOM、HL7、GDT 和 SQL 服务器支持。

目标

目的：Viasonix 正迅速成为血管诊断领域的全球领导者，我们致力于扩大我们在全球的合作伙
伴经销网络
目标企业：Falcon 产品系列主要用于医院、血管实验室和私立诊所的血管与血管手术科室
目标国家：Viasonix 目前已进军五大洲，我们将瞄准为数不多的几个仍没有活跃的 Falcon 经
销商的国家

www.viasonix.com

返回目录

http://www.viasonix.com
http://www.viasoni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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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algo Systems Ltd. 
分类：医疗器械
子分类：医疗设备、老年护理
治疗领域：大众健康、肥胖、骨科、肺、康复、呼吸、伤口
处理
公司状况：收入增长

公司简介

VitalGo 致力于面向医疗市场和老年人开发先进的产品供他们使用。我们受专利保护的创新设
计可预防很多医疗并发症，设定了患者护理新标准。公司的旗舰产品“Total Lift Bed”是市面
上最先进的病床，比其他任何病床都能更好地满足医院、患者、护理人员、康复中心等的需
求。获得专利的“Total Lift Bed”可显著改善患者护理，预防很多潜在的医疗并发症。

技术与产品

Vitalgo Systems 依托于一种独特的技术为医院、养老院、康复及家庭护理市场发明了一个产
品系列，该技术可将患者从卧姿变成立姿，然后再变回卧姿，可全力支撑并测量他们的承重
情况。该技术得到了多项专利的保护，并且可为 Vitalgo 所有的 TLB 产品加分。Joy Bath 和 
Total Lift Chair。这就让该公司能够进一步开发带新功能或已知独特功能的产品，如若再使用 
Vitalgo 的技术加以提升，如帮助患者在床上找到最舒适的姿势，那么功能就更独特了。

目标

目的：在主打 Total Lift Bed 新概念进军美国市场以及开发倾斜的创新“承重控制”系统后，
该公司将在全球更多国家寻找经销商，并努力成为早期活动、康复、烧伤病房等医疗应用领域
的领头羊
目标企业：有处理和服务医院病床所需设施的医疗设备经销商
目标国家：全球

www.vitalgosys.com

返回目录

http://www.vitalgosys.com
http://www.vitalgos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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