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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中国医博会

公司多元化 • 技术实施多元化 • 医疗应用多元化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色列已拥有超过 200家生命科学公司。随着过去十年的稳步增长（每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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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是以色列医疗器械和医疗保健 IT行业的支柱

成立约 40家生命科学公司），以色列为该领域注入了无限创造力和创新力。如今已有超过1500
家公司活跃在这一领域。
短短时间之内，这些企业中有40%已实现了创收。以色列的创业生态系统为初创企业成长为先
进的、商业可行的和有前景的企业创造了机会。2010年以来医疗行业稳步发展，至2018年医疗
器械和数字健康领域出口额已达到 20亿美元，这是行业发展的有利证明。与此同时，大量的种
子公司有望让该行业保持当前的增长势头。
学家和工程师已将先进的技术集成到了电子、通信和电光学中，以期在数字成像、医疗激光、
远程医疗、早期诊断、智能手术设备等领域开发出世界级创新技术。超过 600 家医疗器械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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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行业最大的分支是医疗器械和数字健康领域（数量超过65%）。在医疗器械领域，以色列科

商从事各种医疗应用，如心血管和外周血管、神经性和退行性疾病、备灾和急救医学、重症监
护、妇女健康、骨科和运动医学、胃肠道医疗、感染控制、眼科、疼痛和伤口护理、口腔和牙
科护理、皮肤科和美容......

数字化时代开创了大量为患者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机会，患者安坐家中或任何地方即可通过联
网设备或手机接受服务， 服务过程无需保健供应商真实出场。对于住所距离医疗保健资源和服
医疗服务使用和生活质量提高创造了新的可能性。远程医疗、移动医疗、 可穿戴设备、远程监
控、电子医疗记录、大数据分析、医疗物联网、医疗应用程序等都可以纳入数字健康或健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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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非常遥远或所处地区相应资源服务匮乏的数以百万计群体来说，智能手机的日益普及为改善

息技术范畴。
以色列数字健康产业植根于利用创新通信技术的悠久历史来改善医疗服务的交付。在医疗健康
IT、电子病历和大数据分析 方面我们已经有超过25年的经验；如今，以色列政府仍在不断加大
IT领域的投资，由此将以色列的专攻特长推上国际舞台。
我们为以色列医疗行业优秀创新者所做的贡献感到自豪，这是生命科学和高端科技之间真正的
发，为每位患者独特情况定制的测试和治疗措施，从而实现最大程度的精确性。一切皆以患者
为中心。

公司简介

有益结合，从设计、开 发、整合创新材料的先进制造、促进医务人员高效工作的系统和技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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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CMEF 2019
创新驱动，协同连接
以色列出口与国际合作协会（IEICI）在成员企业、私营机构和以色列政府的支持下，促进和推动
以色列出口商与海外企业和组织的业务关系。通过向以色列企业提供全方位的出口服务，以及向
国际商业界提供辅助服务，成功协助各方建立了合资机构、战略联盟以及贸易合作伙伴关系。

学领域的企业与全球各级合作伙伴之间的业务对接。它具有识别和匹配合适的潜在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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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ICI的医疗器械和数字健康部门隶属于生命科学部门，它领导并组织 1,500多家以色列生命科
组织一对一商务会议的成熟能力，也是与政府以及业内联系的联络中心。
医疗器械和数字健康部门拥有1000多家医疗企业，业务范围涵盖心脏病学、肿瘤学、神经学、急
救医学、康复、眼科、胃肠道、骨科和运动医学、妇女健康、疼痛和伤口管理、皮肤学和美学等
多个领域。这些企业提供各种创新的医疗解决方案和技术，以应对当今世界的医疗和保健挑战。
IEICI是CMEF 2019以色列展团的主要组织者。您可以访问IEICI医疗器械和数字健康部门网站
（www.export.gov.il/en/medical）以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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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er Epstein先生，医疗器械和数字健康部经理
电话: +972-3-514-2938 | 邮箱: Tomere@export.gov.il

Mando Alfasa先生, 数字健康部和生命科学部协调员
电话: +972-3-514-2913 | 邮箱: Mandoa@export.gov.il

电话: +972-3-514-2998 | 邮箱: Galits@export.go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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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it Soudai-Moscovici, 国际展览部 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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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of Economy and Industry
Ministry of经济与产业部
Economy and Industry
经济与产业部
Foreign
Trade Administration
Foreign Trade
Administration
对外贸易局

以色列因其创新和创造能力而闻名于世，各类技术行业中囊括数千家初创企业，其中就包括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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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经济与产业部
对外贸易司

对外贸易局

器械行业。以色列的医疗器械行业稳步发展，如今该行业企业已接近1200家；以色列在医疗器械
专利人均持有量方面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色列投资生态系统发展良好，风险投资无论是规模
还是交易数量都呈上升趋势。
为了促进这些创新成果的推广，以色列经济与产业部对外贸易局（ FTA）通过促进贸易和出口、

启动和维护贸易协定、吸引和促进外国投资以及与外国公司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管理和支持以色
列企业的国际贸易业务。通过设在耶路撒冷的总部和世界主要金融中心的43个经济和贸易代表
列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
以色列经济和贸易代表处作为以色列政府的前沿部门，致力于推动以色列产业在海外市场的发展。我

介绍

团，包括位于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香港的5个贸易办事处，对外贸易局大力推动以色

们的团队由经验丰富的经济代表和商业顾问组成，他们为以色列公司和国际商业界提供广泛的服务。
我们诚邀那些正在寻求以色列技术、投资和研发合作机会的中国公司和实体，与我们洽谈合作。
我们也可以帮助您在以色列挑选妥善的解决方案和高质量合作伙伴，与潜在的合作对象建立联
系，需要时，还可以为您的以色列之行提供帮助。
如想了解更多信息，敬请访问我们的网站：www.israeltrade.org.cn/ 或者直接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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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Chaim Martin先生，以色列驻华大使馆经济事务部主任
电话: +86-10-8532-0516 | 邮箱: Beijing@israeltrade.gov.il
上海
Einat Lev女士， 以色列驻华经贸处华东地区领事
电话: +86-10-8532-0516 | 邮箱: Shanghai@israeltrade.gov.il

香港
Ester Perets Burke女士，以色列驻香港总领事馆经贸处香港地区领事
电话: +85-22-821-7508/9 | 邮箱: ester.burke@israeltrade.gov.il

公司简介

广州
Shirly Coifman女士， 以色列驻广州总领事馆经贸处中国华南地区领事
电话: +86-20-8513-0518/9 | 邮箱: Guangzhou@israeltrade.gov.il

成都
Yair Albin先生，以色列驻成都总领事馆经贸处西南地区领事
电话: +86-28-687-1952 | 邮箱: Yair.Albin@Israeltrade.go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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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展览部 项目经理

类别

治疗领域

页码

Alpha Omega

医疗器械

神经和退行性疾病

7

肿瘤学

8

9

监测
微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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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展览部 项目经理

一次性
BioView

诊断
疾病管理
细胞成像

Cortex Dental

医疗器械

口腔护理

EarlySense

人工智能

康复

10

Elcam Medical

Elminda

监测

妇女健康

远程监控

伤口管理

配件

心血管

一次性用品

肠道喂食线

给药

感染控制

监测"

重症监护室 (ICU)

医疗器械

一般医疗

成像

神经学和退行性疾病

介绍

医疗器械

11

12

Exalenz Bioscience

目录

神经科学
决策支持系统"

精神病学

诊断

胃肠

13

呼吸

14

重症监护

15

监测
床边诊断
实验室技术
Flight Medical

医疗器械
重症监护病房 (ICU)
初级护理

Hospitech

医疗器械
呼吸

公司简介

急救医疗服务 (EMS)

麻醉

5

类别

治疗领域

页码

IMA-International
Medical Academy

培训与教育

一般医疗

16

医院运营效率服务

妇女健康

辅助技术

产科
康复

INSIGHTEC

医疗器械

骨科

无创系统

妇科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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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展览部 项目经理

神经病学和退行性疾病
泌尿学
Insuline Medical

医疗器械

糖尿病

18

医疗器械

伤口管理

19

微创系统

传染病

疾病管理
给药

IVT Medical

介绍

药物依从性

普外科
急救医疗服务 (EMS)
Persys Medical

医疗器械

急救医疗服务 (EMS)

给药

重症监护室 (ICU)

20

儿科
伤口管理
心血管

工业用途/ OEM

普外科

微创系统(MIS)

骨科

精密/个性化药物

外周血管

医疗器械

一般医疗

诊断

肾病

护理应用

肥胖症

精确/个性化医疗

儿科

Tuttnauer

医疗器械

感染控制

23

Vitalerter

人工智能

一般医疗

24

辅助技术

心血管

决策支持系统

呼吸

Shekel Scales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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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窥镜和附件

Resonetics

22

公司简介

个人健康助理

6

www.alphaomega-eng.com/

类别： 医疗器械  监测  微创系统  一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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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ha Omega
治疗领域：神经和退行性疾病  神经科学

深部脑刺激术（ DBS）中电极精确置入的创新型解决方案
Alpha Omega (AO)公司是一家国际化医疗器械公司，总部设在以色列，在美国、德国和广州设
有子公司。 AO致力于为神经外科和神经科学研究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
深部脑刺激（ DBS）治疗，从而提高神经和精神疾病（无论清醒或睡眠时）的治疗效率，进而
改善患者的预后。

介绍

在神经外科领域， AO公司的前沿科技通过运用先进的大脑定位和导航软件及硬件来增强并简化

在神经科学领域，AO公司也为与大脑相关的研究提供各类解决方案，包括神经记录和刺激工具、
微型机械手、电极，以及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中进行的非人体学科研究所用的其他附件。
如今 AO公司的设备已遍布全球数百家医院和研究机构。

Ga Medtec是 AO公司在中国的子公司，是中国唯一一
家提供深部脑刺激微电极记录导航的公司，也是神经科

学研究领域最具创新性的公司。GA Medtec公司正在寻

目录

找功能神经外科和神经科学领域的经销商和分销商。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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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ioview.com/denovo

类别： 诊断  疾病管理  细胞成像

欢迎辞

BioView
治疗领域： 肿瘤学

循环肿瘤细胞自动扫描系统
外周血中的循环肿瘤细胞（ CTC ）一直是开发和利用“液体活检”检测的基础，旨在筛查、监测
和评估不同疾病阶段和不同疗程癌症患者的状态。

用于细胞学、细胞遗传学、病理学、临床和实验室研究。

BioView 由医疗器械和自动扫描系统领域的专家创建和管理，他们利用其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开

介绍

近二十年来， BioView 一直在开发、制造和推广创新的自动化细胞成像和分析解决方案，广泛应

发专用扫描仪，旨在解决循环肿瘤细胞成像、检测、分析和报告中的具体挑战。

BioView 自豪地推出 DeNovo CTC 扫描仪——一种集成了尖端技术的一体式台式扫描仪，该设备
能够使循环肿瘤细胞（ CTC ）的成像、检测和描述实现高度精确地自动化和标准化。 DENOVO 易
于操作，可与任何循环肿瘤检测、任何免疫荧光和FISH标记方法相结合。

Denovo 系统是首个专为 CTC 成像、检测和特征描述自动化而设计的一体式扫描仪。 Denovo 系
统大大增强了液体活检检查效率，有助于液体活检成为临床常规操作。

目录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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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ortex-dental.com

类别：医疗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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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tex Dental
治疗领域：口腔护理

创新和充满活力的牙科种植体制造商
科特斯种植体工业有限公司是口腔种植行业的领先者。 公司由颌面外科医生、口腔修复专家和
牙周病专业领域的专家运营和管理。公司设计及生产优质的牙科种植体及相关配件与操作工具。

行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保证产品的高质量。公司拥有的创新专利技术如自攻和反旋转锁扣元件
能够在义齿修复期间提供旋转反向力的加强抑制作用帮助提高种植体初期稳定性，高级种植体套
装提供智能无菌包装，适用于多手术段（ 1 段式/ 2 段式/即刻种植/复种）。

介绍

作为可靠及拥有知名度的种植体系统生产厂商，我们拥有自主研发部门、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并执

我们提供高质量、可靠性强和易于操作的产品和服务：
• 适用于各类骨密度的，拥有独特设计且能提供良好初期稳定性的种植体产品：例如 Dynamix
系列、 Classix系列、 Conical系列、 Saturn系列和 Magix系统

• 各类修复体、复合基台
• 适用于内六角连接和莫氏锥度连接平台

• 高品质的数字化产品系列（CAD/CAM）

目录

的各类手术器械和手术工具盒

和种植导航系统

我公司产品拥有CE证书和CFDA证书，在
中国销售已超过 5年。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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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earlysense.com

类别：人工智能  医疗器械  监控  远程监控

欢迎辞

EarlySense
治疗领域：康复  呼吸  妇女健康  伤口管理

用于提高患者安全的分析和传感解决方案
EarlySense的持续监控解决方案被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地的医院、护理中心和卫生机构，以帮助
医疗团队早期发现患者病情恶化，预防不良事件的发生。 EarlySense的解决方案已经过医学验
证并通过 FDA审批，利用人工智能（ AI）和大数据分析，通过提供可操作的健康数据和改善临
EarlySense拥有专利的传感器安装在床垫下方，能够准确连续地监测心率、呼吸频率和患者运
动。这使临床工作人员能够快速识别患者是否存在病情恶化，防止潜在的不良事件——跌倒、

介绍

床结果来提高患者的护理水平。

褥疮（压疮）等情况的发生，并有助于及早发现脓毒症。

EarlySense的这项技术是一个小巧的 OEM模块，其他公司和开发商能够整合和扩大该技术在自
己产品和服务中的应用。这类整合适用于EarlySense主要模块的任意组合——呼吸频率、心率、
压疮/褥疮预防、患者跌落预防以及睡眠分析。

EarlySense还可为特定合作伙伴提供专有传感器，以便其通过 API/SDK集成方式供家庭使用
EarlySense公司已与全球领先的技术公司开展合作，包括 Hill-Rom、Philips、Welch Allyn和
Lachessis等。

目录

（远程监控）。

EarlySense公司现位于以色列
的Ramat Gan地区，以及美国
马萨诸塞州的 Woburn地区。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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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elcam-medical.com

类别：配件  一次性用品  给药  监控

欢迎辞

Elcam Medical

治疗领域：心血管  肠道喂食线  感染控制  重症监护室（ ICU）

全球领先的一次性医疗器械OEM生产商
Elcam Medical是一个世界级的一次性医疗器械及配件制造商，主要针对 OEM 市场，同时还提
供各种创新解决方案以满足专业流体控制需求。 Elcam Medical致力于提供更安全和更有效的医
疗领域流体控制产品，例如静脉注射治疗、生命体征监测、心脏介入和放射介入及血液透析产

作为流体控制系统基本元件（如 OEM 市场中的三通阀和多联板）的全球领导者， Elcam Medical
不仅提供各类标准产品，同时致力于提供各种定制解决方案以满足客户的最大需求和挑战。

介绍

品。这一切均基于我们对医疗和临床环境的综合理解，以及与医疗行业的主要企业的合作经验。

我们的创新产品包括：

MarvelousTM (MRVLS) 三通阀

专为提高安全性和节省宝贵时间而设计，在危重护理中至关重要。
其常闭鲁尔接头开启，可擦拭采样口和内通道保证了连续冲洗内部阀门容积，保障静脉注射和
血液采样的安全性和高效性。

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全集成压力传感器。这种集成通过提供其他传感器无法提供的鲁棒性以及空
间节省和易用性来提高 安全性和可靠性。

目录

Sense-ITTM 传感器 (DIPT)

SafeTTM 产品线

Tritan™TM 与SafeT™ 三通阀和
连接器的组合，通过提高
脂质阻力和耐化学性提供

公司简介

更安全的治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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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脑

www.elminda.com

类别：医疗器械  成像  决策支持系统

欢迎辞

elminda

治疗领域：一般健康  神经学和退行性疾病  神经科学  精神病学

测量认知和脑功能的革命性工具
爱尔脑是一家创新的神经科技公司，开发了 BNA™ （大脑网络激活）技术，用于直接测量脑
功能的电生理活动。革命性的 BNA™ 测试使医生和个人能够通过任何健康检查中心提供的快
速、简单和无创测试来测量和监测独特的大脑功能，如感官处理、注意力和记忆以及激发大脑

为了给各年龄段的每个人提供最佳的大脑评估，我们构建了世界上最大的成长性脑部记录数据
库，涵盖人群从青少年到健康老年人（14-85岁）以及越来越多的已知病症（如阿尔茨海默病、

介绍

健康生活方式 。

抑郁症和轻度认知障碍以及脑震荡）个体。
结合机器学习和高级算法，BNA™ 测试可以将一个人的测试结果与他之前的健康状况基线做对
比或参考广泛的正常和临床人群数据库中选出的年龄组，并提供卓越的认知评估，从而提供更高
的精确度和更深入的分析，为个体化大脑保健铺平道路。
爱尔脑成立于2006年，在以色列Herzliya和美国芝加哥设有办事处。公司拥有60项专利，并通
过FDA和CE审批。公司已在美国、以色列、欧洲、香港和中国大陆开展商业运营。

目录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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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reathID.com

类别：诊断  监测  床边诊断  实验室技术

欢迎辞

Exalenz Bioscience
治疗领域：胃肠

BreathID®: 幽门螺杆菌的检测从未如此简单
Exalenz Bioscience Ltd. 开发和商业化先进系统，该系统基于其 BreathID®技术平台，从患者呼
出气体细微变化中提取诊断的重要信息。

感染 和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后的监测。测试系非放射性测试，绝对安全。

全新的 BreathID®实验室系统, 是一套先进的实验室系统，用于管理多个幽门螺杆菌检测结果，

介绍

BreathID®Hp 实验室系统是最具创新性的下一代尿素呼气试验（ UBT），用于诊断幽门螺旋杆菌

结合前所未有的 BreathID®临床准确性和直观的工作流程自动化，为实验室提供高效、经济和全
面的幽门螺杆菌检测解决方案。

BreathID®Hp 实验室系统简化了检测过程并实现了自动化，技术人员可以轻松扫描每个样本、
加载自动取样器并同时运行多达 10个测试。每批检测运行大约20分钟，实验室技术人员可以在
系统自动运行时“按下开关即可离开”，期间可以进行其他检测工作。

直观高效的 BreathID®Hp 实验室系统使数据输入和批分析所需的许多传统手动任务自动化，从
或与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 LIMS）共享。

目录

而减少人为错误并简化报 告。它还可以安全、无缝地整合系统，因此数据和报告可以打印出来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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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flight-medical.com

类别：医疗器械

欢迎辞

Flight Medical

治疗领域：呼吸  急救医疗服务 (EMS)  重症监护病房 (ICU)  初级护理

Flight Medical生命支持呼吸机
Flight Medical成立于1996年年，是上市公司 Ilex集团 (TLV:ILX)旗下的公司。 Flight Medical是
一家垂直一体化医疗器械公司，专业从事高端多功能呼吸机的开发、制造和营销。

在过去20年里，Flight Medical与全球各地的客户合作，获得了机械通气领域的独特经验。HT50*
技 术开发和制造而成。

介绍

是有名的便携式呼吸机，由 Newport (Covidien/Medtronic)销售和支持 ，采用 Flight Medical
如今， Flight Medical已在 50个国家运营，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是真正可靠的呼吸机合作伙伴。
近年来，公司已在全球各地部署了超过 20,000台呼吸机，用于重症监护室、降压病房、急诊

室、交通环境（经联邦航空局批准用于救护车、直升机、飞机等）、家庭护理和长期护理机构。

Flight 60 是一款涡轮式机械呼吸机，旨在解决医院、长期护理、急救、院内转运、家庭护理
和亚急性 护理领域不断增长的通气需求。 Flight 60 呼吸机价格经济，设计紧凑轻便，具有很
好的临床性能。我们的呼吸机提
控，易于使用，拥有有创与无创
呼吸功能。另外，该产品还主打

目录

供高级通气模式，综合的呼吸监

独特的双电池概念，电池寿命长
达8小时。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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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pitech Respiration

www.hospitech.co.il

类别：医疗器械
治疗领域：重症监护  呼吸  麻醉

综合自适应气道管理解决方案供应商
临床需求
长时间的机械通气可能导致严重的并发症。例如气道套囊过度膨胀导致气管损伤，套囊充气不
足导致声门下分泌物吸入肺部，引起呼吸机相关性肺炎 （VAP）。这些并发症很大程度上增加
了病人住院时间和费用。
解决方案

Hospitech已开发了一个气道管理解决方案平台，以减少这些并发症的产生。
AnapnoGuard系统是一个自动化控制单元，它是目前唯一集成多个功能的系统，包括：
• 气管密封的闭环控制和优化套囊压力，通过检测声门下空间、气管套囊上方的二氧化碳泄漏，
实现最小压力下的密封。
• 最有效的、能够同时冲洗和排出声门下分泌物，以避免分泌物漏出至肺部。
该系统包括一个数字控制单元 AnapnoGuard 100s，一个多腔专用气管插管 AG ETT，以及 一个
一次性专用连接包 AG Connection Kit。

此外，公司还开发了 AG MASS——一次性手动吸除声门下分泌物装置，以及 AG CUFFILL——一
款简单易用的套囊压力控制用数字压力计。

15

www.IMAMED.com

类别：培训与教育  医院运营效率服务  辅助技术

欢迎辞

IMA-International Medical Academy
治疗领域：一般医疗  妇女健康  产科  康复

国际医学院
使中国成为全球医疗服务的领导者
IMA公司成立的初衷是为了向中国卫生专业人员提供国际医学培训和教育。 IMA希望通过与全
球领先机构和以色列领先医院携手合作，分享他们的经验和知识，为中国民众能在当地医疗设

进行为期几天的强化培训。中期培训——在以色列主要医院进行为期 1-12个月的学习和实践

培训。长期培训——以色列专家在中国医院进行 3-5年的长期培训，提供广泛的管理方案、新

介绍

施中获得国际标准的医疗服务。 IMA公司提供三大类服务：短期培训——由以色列专家在中国

方法和新技术培训。

IMA公司提供的培训计划产生的影响将是直接的，且意义重大，这将为数百万患者在中国安全、
健康的环境中享受先进、高效的护理铺平道路。

目录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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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insightec.com/cn

类别：医疗器械  无创系统

欢迎辞

INSIGHTEC
治疗领域：骨科  妇科  神经病学和退行性疾病  泌尿学

磁共振引导聚焦超声“无创”脑外科手术
INSIGHTEC，成立于1999年，开发和销售Exablate平台，该平台为多种肿瘤科和妇科适应症提供

了无创性治疗方法。 Exablate平台采用了革命性的 MRgFUS技术，结合了由磁共振成像 （MRI）
引导的高强度聚焦超声，借助于磁共振成像的引导，可以安全地消融靶组织，确保高效的治疗和
性神经外科到肿瘤科和妇科。迄今为止已进行了超过 14000例的 Exablate治疗， MRgFUS技术
为120多个医疗机构中的全球知名医生所接受。本公司已获得了众多的创新奖项——其中包括国

介绍

最小的副作用。 INSIGHTEC正在不断投资和扩展其现有的临床应用范围和科研潜力，范围从功能

际盖伦奖、《华尔街日报》和《时代》杂志。 INSIGHTEC是通用电气、 Elbit Imaging、约克资
本管理公司、 GEOC恒通投资有限合伙公司和 MediTech Advisors共同拥有的公司。

目录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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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insuline-medical.com

类别：医疗器械  疾病管理  给药  药物依从性

欢迎辞

Insuline Medical
治疗领域：糖尿病

胰岛素注射治疗的创新产品
Insuline Medical公司正在开发和生产用以改进和管理皮下给药方式的产品。公司开发了EyePen
系统，这是一套完整的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注射治疗管理系统。该系统包括 EyePen设备，这是胰

岛素注射笔的一个独特的附加装置，可以可靠地跟踪给药过程，并将信息传输到智能手机糖尿病
提供信息和警报。同时这些数据也会被传输到云端，以便进一步的信息分析和反馈。 EyePen系
统是一个独特的糖尿病管理系统，为接受胰岛素注射治疗的患者提供可靠的糖尿病管理所必需

介绍

管理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可以收集胰岛素数据以及糖尿病管理所需的其他基础数据，并向用户

的胰岛素剂量数据。
公司还生产 InsuPad®产品，该产品旨在提高胰岛素注射疗法和疗效。 InsuPad® 能使正在接受
强化胰岛素治疗的患者更有效地控制病情并达到治疗目标。通过治疗注射部位的皮肤，它可以
增加血液流量，帮助身体更好更快地吸收胰岛素。治疗效果：胰岛素治疗可预测性更强，低血
糖和高血糖事件更少。

目录
公司简介
18

www.ivtmedical.com

类别：医疗器械  微创系统

欢迎辞

IVT Medical
治疗领域：伤口管理  传染病  普外科  急救医疗服务 （EMS）

复杂问题的简单解决方案
IVT Medical Ltd.是一家医疗器械公司，专门研究、设计和开发新型伤口愈合技术。
IVT Medical Ltd.开发的第一款产品是 TopClosure®张力消除系统是一种精巧的独创技术，用于
处理民用、 军事和大规模伤亡时的简单和复杂创伤。

远离伤口边缘，疤痕 上的张力可以大大减少，因此能够闭合非常难以愈合的伤口并改善疤痕的

介绍

TopClosure® 可以作为动态、急慢性伤口闭合和固定的基本装置。鉴于其将应力分布至皮肤和
质量和加以美化。

IVT Medical Ltd.以原有的基础科学和广泛临床经验为基础，开发了 Vcare a®产品，此为一种尖
端非药物型伤口愈合装置， 应用调节负压辅助伤口治疗，改善了复杂、难以愈合伤口的愈合。

其目的是尽量降低出血风险，同时关注患者的特定临床需求。为了更好的发现和控制出
血， Vcare a®专门设计并配备了易操作的软件、 电子设备和警报器。
用中对伤口闭合的认知，它所制定的新型护理标准能够优化伤口愈合，具有重大的全球意义。

目录

同时使用 TopClosure®和 Vcare a®系统让伤口护理理念得到升华，这一理念改变了广泛外科应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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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ps-med.cn

类别：医疗器械  给药

欢迎辞

PerSys Medical
治疗领域：急救医疗服务 （EMS） 重症监护室 （ICU） 儿科  伤口管理

拯救生命的医疗创新
Persys Medical Group是一家全球化组织，生产、推广和销售创新型军用、急救服务 （EMS、
执法工作、防灾、搜救、院前和院内救生医疗器械。
出血控制
尺寸，用于全球军用和 民用领域。

介绍

急救绷带™已成为院前紧急出血控制和创伤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绷带易于使用，并具有多种

血管输液

B.I.G.为简便的自动骨内器械，可在紧急情况下为流体和药物提供所需的安全、快速和简便的血

管通路。其体积小重量轻，即使是在最苛刻的情况下也能便捷使用。其用于全球军用和民用医
疗保健系统。
低体温防护
采用 Reflexcell®独特技术的 Blizzard System®旨在降低体温过低的风险，有助于低温患者的治

气道管理

Pocket BMV是市场上唯一可折叠的微型简易呼吸器 （BVM）。当包装时，该装置非常紧凑，
节省了急救箱的宝贵空间。扩展后的 Pocket BMV是一个功能齐全的呼吸器，由最高质量的材

目录

疗，在极端条件下提高存活率。 Blizzard热防护产品重量轻，且防风防水。

料制成，性能完美。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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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ti-laser.com

类别：内窥镜和附件  工业用途 /OEM  微创系统 （MIS） 精密/个性化药物

欢迎辞

Resonetics
治疗领域：心血管  普外科  骨科  外周血管

微型金属部件的激光切割和精加工
STI Laser Industries Ltd.现在更名 Resonetics公司，是一家私有的医疗器械代工制造商，专业
从事微型金属元件的激光切 割、精细加工、 3D打印和表面处理等业务。
公司专注生产植入物——支架、心脏瓣膜、骨科用装置，以及微创手术中使用的特别手术器械。

综 合的制造平台。

介绍

STI可为寻求原型生产、小批量生产或代工生产服务的医疗器械、生物工程和高新技术企业提供

目录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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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hekel.cn

类别：医疗器械  诊断  护理应用  精确/个性化医疗

欢迎辞

Shekel Scales
治疗领域：一般医疗  肾病  肥胖症  儿科

精确——我们的专业就是您的优势
协科计量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1976年，是致力于最先进计量技术（数字称量）的全球领导企
业。 Healthweigh®系列采用独特的创新设计，开发和制造出高专业标准。先进的运动补偿技

术消除了称量期间的不自主运动，并确保精确的称量信息。所有计量设备均连接至 EMR系统，
公司总部位于以色列。协科（宁波）计量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年，为全资子公司，是协科
产 品的生产机构。 Healthweigh®系列包括各种高质量数字医疗保健和健身计量设备，适用于医

介绍

以将称量信息传达至患者的医疗记录。

院、家庭护理、康复和老年护理机构内的 婴儿和成人，能提供最
佳的价格质量平衡。所有计量设备均已获得 OIML认可。

Healthweigh®医用计量设备为医疗中心、诊所、医院、健身中

心和家庭提供可靠的称量系统。还为中国市场开发了超声波身高
和体重测量器械。

该系列非常用户化、舒适，并易于使用和操作，最重要 的是，
非常安全。

目录

Healthweigh®特殊需求计量设备可满足多种医疗部门的需求。

Healthweigh®新生儿计量设备在功效上适用于新生儿和成长中的
婴儿。为中国健检室开发了多功能系统，以持续跟踪 婴儿从出生
到幼儿期的关键测量数据（体重和身高）。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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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ttnauer.com

类别：医疗器械

欢迎辞

Tuttnauer
治疗领域：感染控制

灭菌与感染控制产品制造商
Tuttnauer是一家生产医疗、工业和实验室用灭菌和感染控制设备的制造商，公司拥有 90多年
的制造经验。除了无与伦比的高压灭菌器和清洗消毒器，我们还提供完整的交钥匙解决方案，
包括设备的规划、设计和安装，可为各种规模项目进行咨询和可行性研究。

发、高质量的生产制造和工作场所的安全充满热情。我们的目标是使我们能够保持并处于行业
前沿。这就是我们如何保持客户的信任并在竞争中保持领先的方法。

介绍

Tuttnauer的灭菌和感染控制产品受到 140多个国家的医院、实验室和诊所的信赖。我们对研

Tuttnauer与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进行大型项目联合研究，开发前沿技术。与科学界的
密切合作使我们能够保持在该领域的最前端，将最先进的技术集成到我们的产品中。
Tuttnauer在全球拥有 200多家经销商，遍布五
大洲。我们广泛的销售顾问和授权服务技术人员
网络使我们能够为全世界的所有医疗服务商和实
验室提供个性化的快速响应服务。

目录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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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vitalerter.com

类别：人工智能  辅助技术  决策支持系统  个人健康助理

欢迎辞

Vitalerter
治疗领域：一般医疗  心血管  呼吸  生命体征

持续监控和保护为病人提供最佳护理
VITALERTER是一款独特且操作简单的基于云计算的患者监控解决方案，该产品专为老年护理市
场设计。

采用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人工智能，结合灵敏的运动传感器，该产品能在不触碰病患身体情况
身体运动。如果发生不良事件，系统会自动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立即在房间内进行干预。

介绍

下检测掉床情况，不间断发送病床占用情况，连续测量心率、呼吸频率，精确分析床上患者的

VITALERTER实际上是一个虚拟护理助理，提供全天候监控，减轻护理和医疗专业人员的负担。
我们的系统不需要任何复杂的安装，并且可以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内运行。它使用标准 WiFi和
移动设备，以便与位于 Microsoft Azure全球安全云基础设施中平台进行通信。
通过对生命体征和身体运动的持续监测，我们的解决方案可以做到：
• 早期检测生命体征恶化
• 防止跌倒和压疮
• 通过抢救病情恶化的患者来缩短住院时间，提高患者流转率

目录

• 减少医护人员收集生命体征的时间
• 通过及早发现病情恶化的患者以及更多的患者，提高护理质量并降低死亡率。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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