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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博会

多元化是以色列医疗器械行业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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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择以色列？
多元化的公司 - 多元化的技术实施 - 多元化的医疗应用。
截至20世纪90年代末，以色列拥有200多家生命科学公司。在过去十年，以色列生命科学公司数
量稳定增长（每年新成立公司为40家左右），以色列已将创造力和创新引入这个领域；如今，以
色列拥有1300多家活跃的生命科学公司。

最大的领域是医疗器械和医疗保健信息技术（超过60%的公司）。在医疗器械领域，以色列科
学家和工程师们已将电子、通信和电子光学领域的先进技术进行集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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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领域的世界级创新产品。超过500家医疗设备出
口商从事各种医疗应用产品业务，如心血管和外周血管、神经与退行性疾病、急救医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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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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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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植根于顶级国际学术和研
究机构，拥有高学历的技术团队，在大胆创新的商业环境下运营，这些解决方案和技术可解决当
今医疗保健挑战，医疗解决方案和技术。同时降低医疗总成本并满足老龄化人群的需求。

介绍

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34%的公司已经实现营收，令人印象深刻。以色列的创业态系统为新创企
业成为具有商业前景的先进企业创造了机会。2014年，生命科学行业出口额达到85亿美元，自
2008以来一直稳步增长。同时，大量种子期公司的出现也表明目前增长势态将延续。这些都是
该行业发展的有力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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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CMEF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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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stitute，简称IEICI）推动以色列出口商与海外企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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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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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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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绍

IEICI下属生命科学部门是以色列生命科学行业1,300多家公司与全球各层级业务合作伙伴之间业

协会每天负责与医疗器械和医疗保健信息技术领域的500多家以色列出口商持续互动：分析他们
的需求，确定目标市场，并通过针对私营和政府实体的正式代表团和量身定制的商务访问来创造
商业机会。生命可续部门最近成功实施的项目包括设在德国医疗展（MEDICA）、中国国际医疗
器械博览会（CMEF）、巴西国际医疗器材展览会（HOSPITALAR）和以色列医疗器械及健康信息
技术国际会议及展会（MEDinISRAEL）上设立以色列国家展馆。
为了帮助以色列公司更好地打入中国市场，以色列出口协会中国市场部与生命科学部密切合作，
部是以色列出口商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户，也是中国领先企业寻找在以色列进行业务合作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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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业务咨询、专题讲座和研讨会、展会现场支持和商务代表团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中国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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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mer Epstein先生，医疗器械和医疗保健信息技术部经理
电话：+972 3 5142938 | 电子邮件：Tomere@export.gov.il
汪丽敏女士，中国市场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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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972 3 5142913 | 电子邮件：Liminw@export.go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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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辞

经济与产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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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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其中就包括医疗器械
行业。以色列的医疗器械行业稳定增长，医疗器械企业机构入金已接近1200家；并且以色列在
医疗器械专利人均持有量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以色列投资生态系统发展良好，无论是规模还是
交易数量，风险资本投资都呈上升趋势。
为了促进这些创新成果的推广，以色列经济和工业部在中国开设了5个贸易办事处，分别为北京、
机，构建长久的商务联系。这些团队致力于对以色列出口商在中国的活动进行跟进和支持、促成
中方在以色列投资、激励两国贸易伙伴间的战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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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广州、成都和香港。这些办事处的主要目标就是帮助和推介中国和以色列的公司，创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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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trade.gov.il/china/ 或者直接联系我们：

广州
Noa Heine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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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电子邮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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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71 9520 | 电子邮件：Yair.Albin@Israeltrade.gov.il

公司简介

上海
Einat Lev 女士，以色列驻华经贸处华东地区领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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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2821 7508/9 | 电子邮件：ester.burke@israeltrade.gov.il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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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电子邮件：Beijing@israeltrade.go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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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卫生部承担确保以色列人民健康的国家责任，确定国家卫生政策和法规，并负责规划、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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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卫生部简介
督、许可和协调卫生服务。

政府间卫生合作局
在开发高性价比的综合解决方案方面，以色列已经建立了全球领先的医疗保健系统。随着全球各
地的医疗保健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医疗保健的成本日益增长，人们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很多
政府机构都正在寻求集成了先进知识和技术且价格合理的高效综合解决方案。
(G2G)卫生合作局。
政府间卫生合作局负责促进以色列和其他国家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平台和协议。根据这些平台和协

介绍

为了满足全世界的需求和推广以色列在医疗保健领域的先进成果，以色列卫生部建立了政府间

议，以色列卫生组织可以向各国政府和卫生系统提供医疗保健解决方案。此框架使得合作国家能够
发展自己的医疗系统，同时服务于国民的共同需求，并为国家的工业和经济创造金融增长引擎。
2016年3月，中国和以色列签署了G2G框架下的首份健康合作协议。作为该协议的一部分，两国
确定了具体的合作领域，主要是急救准备、数字健康和卫生政策改革。中国政府和以色列政府达
成一致，致力于促进有利于两国卫生组织利益的联合经济项目和医疗项目。继达成此协议之后，
作为合作框架的组成部分，以色列与中国医院协会于2017年3月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以促进两国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敬请联系：

目录

医院之间的合作，并启动首个大规模联合项目。

哈加伊•德罗尔
以色列卫生部政府间卫生合作董事会主任
电话：+972 2 5080826 | 手机：+972 50 6242428
传真：+972 2 6474884 | 电子邮件：hagai@foreign.health.gov.il，hagaidror@yahoo.com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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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lit是以色列最大的医疗保健网络，为440多万会员提供初级、二级和三级护理服务（53%的市
场份额）。Clalit成立于1911年，是全球最早的公共卫生组织。

欢迎辞

关于我们

社区服务是Clalit的核心使命。Clalit通过开创性的社区诊所或专门的妇女和儿童中心，提供各种护
理模式来满足以色列多元化人口的独特需求。Clalit的创新型方法和坚定承诺开创了以色列的社区
医疗，而开创性的工作成为以色列自身医疗保健系统的模范。
Clalit旗下的14家医院和1,400多个诊所及健康机构提供高品质的护理服务来满足患者及其家人的
特殊需求。100多年来，Clalit一直处在为以色列人民提供医疗护理和健康创新的最前列。
除了政府部门之外，Clalit是以色列最大的雇主。它对国家经济的作用和影响非常重大。Clalit完
还拥有并运营着以色列普通和专科医院中30%的病床。Clalit所有医院（2家精神病医院除外）都
是以色列率先获得国际医疗卫生机构认证联合委员会(JCI)认证的医院。

介绍

善、便捷的高品质初级护理系统最近得到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机构的赞赏。Clalit

以色列分配到医疗保健领域的资金比例比较低（仅占以色列GDP的7.8%，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中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但是，Clalit在这样严格监管的全国环境中提供种类丰富的各种先进医
疗服务，经实践证明，这些服务对医疗结果和预期寿命都有着积极的影响。
Clalit所有医院及其大多数社区服务机构都隶属于以色列的5个医学院。因此，Clalit在教育和培养以
色列未来医生和其他健康专业人员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Clalit的工作人员侧重研究和开发工作。
他们处在医疗技术进步的最前沿，因此能够使用业内最新颖的治疗方案来为患者服务。
息的集中式数据仓库，这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独特数据基础。Clalit的研究人员利用这些数据来进行
实际成果研究和转换研究推广，进而开发数据驱动型政策和基于预测的护理模式。

目录

Clalit拥有全面覆盖所有社区诊所的单一电子病理软件，提供几乎可追溯到20年前的临床和行政信

高端临床优秀实践与领先的技术和科学能力相结合，这使得Clalit成为先进的创新中心，服务于基
本和换转研究的推广以及新临床见解、设备和实践工具的开发、快速实施与综合评估。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敬请联系：
电话: +972 3 6944851 | 邮件: eldad.adar@clalit.org.il

公司简介

Eldad Adar, Clalit国际关系与资源发展部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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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医疗保健倡议由以色列政府发起，旨在促进以色列与外国医疗机构之间的商业合作活动，
同时提供以色列的创新附加价值。

欢迎辞

中以医疗保健项目——独特的解决方案

- 远程康复中心 – ReAbility Online开发了运动、语音和认知系统来改善患者获得慢性康复护理的
途径，无需前往传统医疗保健机构即可接受治疗（远程康复）。
主导机构：ReAbility Online
- 移动医疗培训 – 独立车载模拟实验室 – 可以部署到院校、医疗保健组织网络、市政机构，甚至
整个地区，为当地医疗专业人员提供相关的培训。
主导机构：Clalit HealthCare Services
述。此概述以不断更新的信息为基础，其信息来自会诊医生综合分析得出的多项临床数据（计算
机断层扫描、磁共振成像、超声检查、介入护理、X射线、InteliSpace诊断套件和医学影像存档

介绍

- 数字健康领域的创新型IT平台 – 先进的可视化和分析解决方案快速为医生提供有关患者的综合概

与通讯系统）、工作站、实验室和所讨论病例的专业文献。

目录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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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EF 2017 索引
公司名称

类别分类

页码.

1.

4Med

医疗器械
医疗设备

11

伤口处理
收入增长
2.

ADI Medical
Equipment Ltd.

医疗器械和医疗保健信息技术
医疗设备,医院和诊所

欢迎辞

编号.

12

大众健康、感染控制
收入增长
3.

Biometrix

医疗器械
一次性使用型、植入型

13

4.

Cnoga

医疗器械
诊断
远程医疗
监测

介绍

心血管疾病、普通外科、重症监护、骨科、泌尿
科、外周血管、产科
收入增长
14

糖尿病、内分泌、心血管、肺、急诊医学
收入增长
EarlySense

医疗器械和医疗保健信息技术
监测和诊断、远程医疗、电子病例

15

心血管、感染控制、内科医学、肿瘤科、骨科、
康复、呼吸、精神病学、肺、伤口处理
收入增长
6.

Easy Line Ltd.

制药
食品与营养

16

Elcam Medical

医疗器械
一次性使用型、给药、医疗设备、监测
静脉注射、麻醉、心血管、感染控制、重症监
护、肾脏学
收入增长

17

公司简介

糖尿病、大众健康、肠胃、内科、肿瘤学、伤口
处理
收入增长
7.

目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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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类别分类

8.

ElMindA

医疗保健信息技术
诊断

页码.
18

神经与退行性疾病
初始收入
9.

EnzySurge

医疗器械
一次性使用型、植入型

欢迎辞

编号.

19

伤口处理、糖尿病、感染控制、康复
初始收入
10.

Exalenz Bioscience

医疗器械
诊断

20

11.

Flight Medical

医疗器械
医疗设备

21

介绍

胃肠、大众健康、初级护理
收入增长

急诊医学、重症监护、呼吸、内科医学、儿科
收入增长
12.

IVT Medical

医疗器械
医疗设备、微创系统

22

13.

MediTouch

医疗器械
医疗设备、远程医疗

目录

伤口处理、糖尿病、急诊医学、普通外科、骨
科、感染控制、传染病、重症监护、肿瘤科、心
血管科、皮肤病学和美容、儿科、外周血管、康
复、兽医
收入增长
23

康复
收入增长
Persys Medical /
First Care

医疗器械
医疗设备
急诊医学、伤口处理
收入增长

24

公司简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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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类别分类

15.

Philips Israel

医疗器械和医疗保健信息技术
诊断、成像、医疗设备、监测、PACS存档、服
务、软件和硬件

页码.
25

心脏血管；呼吸
收入增长
16.

QinFlow

医疗器械
医疗设备

欢迎辞

编号.

26

急救医学、兽医
初始收入
17.

Shekel Scales

27

介绍

医疗器械和医疗保健信息技术
医疗设备、远程医疗、电子病历、医院专科病房/
诊所、软件和硬件
大众健康
收入增长

18.

STI Laser

医疗器械
一次性使用型、植入型
微创系统

28

心血管、胃肠、骨科
收入增长

目录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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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ed Ltd.

www.4med-surgical.com www.4med.co.il

4Med是一家多元化的医疗技术公司，开发、制造和销售用于各种医学应用的手术器材和医疗器
械，这些设备主要用于烧伤科、整形和修复外科以及普通外科。4Med为客户提供临床相关的创
新型高性价比产品。

欢迎辞

公司概览

类别、子类及治疗领域
分类：
子分类：
治疗领域：
公司状况:

医疗器械
医疗设备
伤口处理
收入增长

4Med Ltd.已经开发了名为“Rosenberg Mesher”的新一代碾皮机，用于皮肤移植碾皮系统。
先进的“Rosenberg Mesher”碾皮机的设计融合了知名整形外科医生和生物医学工程师的专
长。DermaPrep™代表着一种新模式，用于对急性和慢性皮肤疾病进行受控且卫生的机械清洁和
清创。

介绍

技术和产品

“Rosenberg”手动皮刀是一系列的皮肤移植刀，由三种皮肤移植刀组成，即大皮刀、迷你皮刀
和微皮刀。这些产品采用人体工程学原理，为外科医生提供更高的安全性、可控性和易用性。其
定制设计有助于在传统皮肤移植刀应用的全身所有区域进行削痂和组织获取，尤其适合腹部、胸
部、肩部和背部。

目标
结识潜在的业务合作伙伴、经销商和潜在客户。
医疗器械经销商、医院
全球

目录

目的：
目标企业:
目标国家: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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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I Medical Equipment Ltd.

www.adi-medic.com

ADI Medical Equipment LTD是创新型护理点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的提供商，这些解决方案旨
在改进临床工作流程和提升患者护理。
公司是移动计算机工作站和电源系统的领先提供商，所有这些设备均可无缝地集成到任何医疗环
境。无论使用电子用药管理记录、电脑化医师医嘱输入还是护士文档系统，均可无缝集成。

欢迎辞

公司简介

ADI的创新型医用解决方案旨在改善护理点患者数据和用药信息的获取、解释和传输。
ADI的医用产品让客户能够提高患者护理标准。
作为医疗技术演进领域的领导者，ADI Medical Equipment倍感自豪。
分类、子分类和治疗领域
分类： 医疗器械、健康保健信息技术

医疗设备
医院专科病房/诊所
治疗领域： 大众健康、感染控制
公司状况： 收入增长

介绍

子分类：

技术和产品：
ADI的NG17型电脑化医用推车将临床流程、医学记录和医学准备工作直接带到护理点，通过提高
临床工作流程效率和组织效率来改善患者护理。
适用于多种临床应用，包括：护理点电子用药管理记录（eMAR）和条形码用药管理（BCMA）
专为医疗保健及临床环境设计

公司简介

目标

目录

NG17型推车的特色：
消毒控制——为了获得最佳的无菌环境，ADI医用推车的外表面采用银离子技术抗菌材料制造。
此外，电缆完全隐藏起来，便于更好地灭菌
符合人机工程学的设计——体积小、重量轻，即使在拥挤的房间也能便利操作
电动高度调节：便于坐着或站立工作使用
无与伦比的灵活性——一台推车满足多种需要。带中央电子锁的16-24格配药柜可轻松安装在任
何NG17型推车上，将推车变成电脑化配药车
创新型绿色电池电源系统——提供超过2500个充电周期的长寿命电池、快速充电功能以及可显示
电池状态和警报的易用液晶显示器界面。（可选：推车车队集中式监控软件）
适合任何12伏或19伏直流一体化电脑——医院IT团队可以继续使用首选的电脑厂商。
易于维护——几分钟内即可完成维护工作。

目的：
在亚洲获得良好的经销网络
目标企业： 经销商、IT集成商、医院
目标国家： 中国大陆、泰国、菲律宾、香港、日本、澳大利亚、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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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ny

Biometrix Ltd., a Degania Medical Company

www.biometrixmedical.com

Biometrix是一家医疗器械公司，也是一家高质量医疗器械的领先开发商和制造商，其产品可满
足若干关键护理手术的临床需求。Biometrix已成功服务医学界25年，产品目前销往全球100多
个国家。
通过不断改善现有产品线，Biometrix能够提供符合人体工学和节省成本的床边解决方案。全球
各地的患者、医生和护士都可以信赖Biometrix的解决方案和产品。
公司为手术室、心胸科、重症监护室、介入性心脏病科和血管造影术科提供可靠的解决方案。公
司承诺提供最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并与客户分享成功和专长。

欢迎辞

公司简介

分类、子分类和治疗领域
医疗器械
一次性使用型与植入型
心血管疾病、普通外科、重症监护、骨科、泌尿科、外周血管、产科
收入增长

介绍

分类：
子分类：
治疗领域：
公司状况:

技术和产品

目录
公司简介

Biometrix开发具有先进设计和工具的医疗器械，确保在各种不同医疗手术中都能够实现高质量和
高性能。Biometrix完善的产品线以最先进的技术为基础。
主要产品线为：
外科：
• ThorametrixTM：胸腔引流系统、PVC和硅胶胸导管以及气胸产品。
• BiovacTM：带凹槽硅胶引流管的低真空伤口引流系统。
• Biometrix CPT TM：定制的外科垂帘、包裹和附件。
临床护理：
• Centra-LineTM：多腔中心静脉和高流量导管套件。
• Hemo-AccessTM ——透析导管套件。
• Art – LineTM：有创血压监控传感器系统、封闭系统无针采血套件和动脉导管套件。
血管造影和导管插入研究室：
• Angio-LineTM：介入性心脏病和放射科附件，包括：PTCA套件、
导丝、造影剂套件、止血阀导引器和高压导管。
• AspicathTM：血栓清除呼吸导管
• CetoTM：PTCA球囊导管
• GlaucusTM：PTA球囊导管
泌尿科：
• UrimetrixTM：封闭系统尿液计量监测、弗利导管、温度探针、
• 腹内压力套件和耻骨上导管。
• 引线引流： 肾造口术和胆引线引流导管套件。
肠道喂养产品：硅树脂胃造口术更换设备、按钮套件。

目标
目的：		
目标企业：
目标国家：

Biometrix正在寻求扩大在拉丁美洲国家的业务
医疗产品经销商/进口商。当地的医疗产品制造商
亚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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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OGA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色列）创见超越想象

C
N GA
M E D I C A L
Seeing Beyond Imagination

Cnoga Medical Ltd.

www.cnoga.com

CNOGA Medical Ltd. 研发、生产和经销能够测量多项生物参数的无创医疗器械。CNOGA的轻巧
便携 式设备基于4个LED、一个视频图像传感器和独特专利的算法,可测量超过14项生理参数,让医
疗专业人员能够快速和安全地进行临床评估。CNOGA的云端应用程序提供数据管理和分析。目标
用户为医学专业人士、医院、诊所、应急医疗、长期护理机构、远程医疗、家用监测用户(慢性疾
病患者:糖尿病、心血管疾病、 肺病、贫血症和其他疾病)。 几分钟之内即可测量以下参数:血压、
平均动脉压、脉搏、血红蛋白(HgB)、红细胞压积(HCT)、 红细胞计数、每搏心输出量、血气(pH
值、血氧饱和度、二氧化碳分压、氧分压、总二氧化碳和氧含量)、 心输出量、外周脉搏波形、
血压波形和血压变化。Cnoga的设备轻巧（不到100克）、便携和使用舒适 的特点。患者将手指
放在手指仓内,设备即可自动进行测量,并在几分钟内显示结果。检测结果可通过蓝牙连接传输到
CNOGA的云平台供医疗专业人员回顾和分析。

介绍

监管状态：
• 以色列：AMAR批准
• 中国：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批准
• 欧洲：CE标志批准
• 美国：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批准用于血压和脉搏测量。
• 加拿大：加拿大监管部门批准
• 巴西：巴西国家卫生监督局批准

欢迎辞

公司简介

分类、子分类和治疗领域

技术和产品：

目标

公司简介

CNOGA TensorTip ™ Matrix ™(MTX) 可安全地无创测量、监测和分析十多项血液参数——血压、每
博心输出量、心输出量、血气(pH值、血氧饱和度、二氧化碳分压、氧分压、总二氧化碳和氧含
量)、血 红蛋白、红细胞压积、红细胞计数、脉搏和平均动脉压等。
CNOGA TensorTip™组合血糖仪(CoG)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无痛无创血糖测量方式,让糖尿病患者能 够
随时随地监测血糖,无需针刺和采血。 使用此设备病人需进行个人校准,专为日常使用设计。
CNOGA TensorTip™ VSM可测量血压（无需袖带）、血氧饱和度以及脉搏。 对患者而言，测量过
程很舒适，便于筛选和远程监控。
CNOGA Singular应用程序面向医生、患者和诊所，管理CNOGA设备检测结果及数据的安全存储，
允许看护人员及医生远程访问数据。

目录

分类：
医疗器械
子分类： 诊断、远程医疗、监控
治疗领域： 糖尿病、心血管、肺部疾病、急诊医学、远程医疗、家庭护理等
公司状况： 收入增长

目的：
寻找当地经销商和全球各地的电子健康特别项目
目标企业： 经销商、政府项目、医疗卫生机构、职业健康筛查项目、远程诊疗项目、家庭护理项
目、应急医疗项目等。
目标国家： 中国、印度、巴西、日本、欧洲、南美洲、北美洲和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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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Sense

www.earlysense.com

EarlySense创办于2004年，是无触点持续监测技术领域的市场领头羊。EarlySense独特的传感
技术已经得到了同行评审研究和全球医院的验证，可持续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从而改善护理, 挽
救生命和减少成本。EarlySense公司经过FDA/CE认证的产品已成功应用于众多的医疗环境，如医
院、养老院、康复中心及长期护理机构。公司与美国、欧洲、东南亚和澳洲的多家经销商合作，已
经拯救了数以百计的生命，每年节省了数百万美元，减少了住院天数、患者跌落和不良事件等。

欢迎辞

公司简介

此外，EarlySense的专利技术应用于许多消费类数字医疗系统，例如三星SleepSense、Beurer
睡眠专家和iFit健康平台。
公司目前正在开发自己的消费类产品, 将为老年人口量身定制解决方案，具有远程查看功能。

分类：
医疗器械、医疗保健信息技术
子分类： 监测和诊断、远程医疗、电子病例
治疗领域： 心血管、感染控制、内科医学、肿瘤科、骨科、康复、呼吸、精神病学、肺、伤口处理
公司状况： 初始收入、收入增长

介绍

分类、子分类和治疗领域

技术和产品

EarlySense的这项技术是一个小巧的OEM模块/软件库，使公司和开发商能够整合和扩大技术在自
己的产品和服务中的应用。这种整合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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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EarlySense的系统可满足临床患者护理团队的特殊需求，使他们能够持续不断地对患者进行监
测，而不是仅仅每隔几个小时“抽查”一次。该系统包含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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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移动设备。系统可持续监控心率、呼吸率和趋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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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及
早发现败血症。

EarlySense的数字健康消费类解决方案提供有关健康和睡眠的详细分析。此解决方案由一个智
能手机应用程序和一个位于垫子下方的无触点传感器，可无线跟踪家庭用户的睡眠和健康状况。

目标
目的：

公司简介

寻找商业和开发业务合作伙伴、整合和实施EarlySense技术的战略合作伙伴以及与医
院和长期护理机构的销售合作伙伴。
目标企业： 医院解决方案——患者监测公司、连锁医院、分销公司。OEM解决方案——患者监测
设备、远距监测、远程监测、医院病床、睡眠和呼吸暂停监视器、家庭保健/环境辅助
设备的制造商。家庭解决方案——家庭护理产品销售公司、家庭保健服务提供商。消
费者/健康解决方案——消费者健康领域的主要参与者、投资公司。
目标国家： 欧洲、中东及非洲 (EMEA)、拉美、亚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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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 Line Ltd.

www.easyline.co.il

Easy Line公司成立于2001年，是一家私人拥有的公司，开发了一系列面向各种患者的肠内营养配
方和保健食品。Easy Line是以色列医疗食品、液体和粉末配方领域的领先企业。

欢迎辞

公司简介
公司的产品在以色列制造，采用最高的质量标准和包装标准，符合ISO 9001:2000、Haccp、GM
和KOSHER认证等国际公认标准。
Easy Line公司已通过其决心、奉献和信念彻底改变了以色列营养补充剂和保健营养品市场，并致
力于为全球市场寻找营养领域的创新型解决方案。

分类、子分类和治疗领域

介绍

分类：
制药
子分类： 食品与营养
治疗领域： 糖尿病、大众健康、肠胃、内科、肿瘤学、伤口处理
公司状况： 收入增长

技术和产品：
公司的补充剂产品是满足人们或患者营养需求的关键。这些人可能正从疾病或手术中恢复，有营
养风险，需要低胆固醇和无乳糖的饮食，出现非自愿的体重减轻或需要改良的饮食。
这些配方专为胃管喂食（完全无法进食和卧床不起患者）和口服补充而设计。
我们的客户包括医生、营养师、药店、医院、日常护理机构和养老院。
在以色列，这些产品在医院和养老院使用特别多。产品适用于需要有丰富食物的家庭人士，如癌
症/厌食症患者。  

这些配方都采用UHT技术制造。

目录

这些配方也适合需要浓缩食物的健康人士，例如在野外的士兵，他们每天需要消耗约4000卡能
量，也适用于在发生自然灾害而无法获取食物时食用（此配方可以替代完善的均衡膳食）。
这些产品的生产和开发都很复杂；这就是全球并没有很多生产商的原因所在！
正如大家所知，人均寿命近年来已经增长不少。因此，对这类产品的需求也在增长。
公司的独特之处在于公司是开发这些产品的主体，因此，公司非常灵活，可根据客户的需求生产
产品——“量身定制”。
我们可以根据客户的不同用途、不同口味、不同结构和不同维生素等要求进行生产。

目的：
在中国生产和销售
目标企业： 医疗用品制造商、投资者
目标国家： 中国、印度、美国、欧洲、亚洲

公司简介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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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cam Medical

www.elcam-medical.com

Elcam Medical是一家面向OEM市场提供一次性医疗器械和部件的世界级生产商，还提供创新解
决方案来满足特别的流量控制需求。Elcam Medical致力提供解决方案来实现更安全和更有效的
医用液体管理，例如静脉治疗、生命体征监测、介入性心脏病学与放射学以及透析。公司全面了
解医疗及临床环境，并通过与客户，即医疗行业的领先公司的合作来实现这样的愿景。

欢迎辞

公司简介

作为OEM市场中活塞和多路引流器等流体管理系统基础元件领域的全球领导者，Elcam尽最大努
力为客户提供定制解决方案来满足他们的最大需求，化解他们的难题。秉承为客户提供卓越服务
的理念，Elcam Medical的全球团队将专业和关爱融合到所有服务当中，令其服务超过行业标准。

分类、子分类和治疗领域

介绍

分类：
医疗器械
子分类： 医药流量控制、一次性使用型、给药、医疗设备、监测
治疗领域： 静脉注射、心血管、感染控制、重症监护、肾脏学
公司状况： 收入增长

技术和产品
Elcam Medical广阔的产品系列和综合的制造能力，使其能够满足客户的所有流量控制需求。
公司的创新产品包括：

Sense-IT TM传感器(DIPT)
首款，也是唯一一款完成集成的压力传感器。这样的集成可提高安全性与可靠性，其鲁棒性是其
他任何传感器所不可匹敌的。另外，它还可节省空间，易于使用。

目录

MarvelousTM (MRVLS)活塞
这款特别设计的活塞旨在提高安全性，节省重症护理团队宝贵的时间。
Marvelous是静脉治疗及监测程序的理想之选。其通常闭合的鲁尔(Luer)激活可擦洗采样口和内
通道确保可持续冲洗内阀容量，从而实现安全有效的静脉管理与血液采样。
Marvelous的优点包括：最大限度阻止细菌进入血流，以及将因疏忽导致的药物残留的可能性降
至最低

高压多路引流器
旨在经受住600 & 800 PSI压力，满足介入性心脏病学及放射学的特殊需求。Elcam密切携手介
入专家开发了不少安全易用的介入性产品，高压多路引流器便是其中之一。

目的：
打造生态系统，成功开展商业活动
目标企业： 医疗器械制造商、战略合作伙伴
目标国家： 中国大陆、印度、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地区

公司简介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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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MindA

www.elminda.com

ElMindA是一家以色列和美国合资的独特神经技术公司，正在商业部署首款软件即服务大脑功能分
析和成像平台。我们的愿景是生活在一个人人都可以享受数据驱动的智能大脑医疗保健的世界。

欢迎辞

公司简介

全球有超过20亿人患有大脑相关的疾病，由此造成超过2万亿美元的经济负担。大脑相关疾病和
损伤的诊断、治疗以及患者护理带来巨大的未被满足临床需求和高额的经济负担，给医疗社区带
来持续挑战。大脑保健意识的增强和老龄人口的增加是大脑健康市场的主要推动因素。
BNATM™技 术定位独特，旨在通过提供神经功能信息层来缩小结构和代谢评估与行为和表现测量之
间差距，满足未被满足的巨大市场需求。该解决方案以高性价比的方式提供巨大的临床价值。

分类、子分类和治疗领域

介绍

ElMindA成立于2006年，拥有一个神经学科学家专家团队。目前，公司拥有超过55项专利和专
有的大数据库。ElMindA被世界经济论坛提名为技术先锋，位列Fast-Company全球最具创新力
公司50强名单。

分类：
医疗保健信息技术
子分类： 诊断
治疗领域： 神经与退行性疾病
公司状况： 初始收入

技术和产品

BNATM™生 态系统由三个相连的要素组成：测量特定大脑激活期间大脑神经活动的多传感器佩戴式
帽子、用于上传数据的云端平台以及处理和聚集数据的专有算法。输出数据提供个性化的功能认
知映射，展现特定功能如何在人体大脑中“精心策划”，并将单个神经活动与大型相关人口数据
库进行比较。

目录

我们先进的BNATM™（脑网络激活）技术以最大的电生理学记录和临床信息人口数据库为基础。数据
通过机器学习进行分析，并通过深入学习不断改进，进而通过可视化和量化大脑不同区域如何连接
和通信来彻底改革脑部疾病的诊断、监测和治疗。BNATM™可 以量化各种脑功能（如感知、感觉处
理、注意、记忆和其他功能）和障碍以及脑部受伤与其他神经及精神疾病的病情进展和治疗效果。

这种深层次信息增加了一个之前临床医生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新知识层。现在，他们能够做
出更明智的临床决策。此外，这个知识层可作为指导工具，为患者量身定制相应的治疗方案。

目标
目的：
在中国市场开拓业务
目标企业： 神经科医生、诊所、医院、养老机构
目标国家： 中国、美国、欧洲、巴西、日本

公司简介

BNATM™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CE标志和巴西国家卫生监督局（ANVISA）认证，可
用于商业和临床应用，并可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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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zySurge Ltd.

www.enzysurge.com

EnzySurge于2001年底由A. Freeman教授创建。他是特拉维夫大学生物技术教授和蛋白质纳米
生物技术委员会现任主席，同时也是伦敦大学学院的客座教授。EnzySurge总部位于以色列罗什
艾因，在以色列设有研发和制造业中心。

欢迎辞

公司简介

EnzySurge为全球伤口护理市场提供专有的创新型解决方案。公司的产品用于治疗创伤和烧伤，
促进自然伤口愈合过程。产品用于门诊、长期和家庭护理应用。
SilverStream ®(Qurion)是EnzySurge的首款产品，销往美国、印度、肯尼亚、尼日利亚、阿尔巴
尼亚、土耳其和以色列，成功治疗了20,000多名患者。
EnzyStreamTM™ 是 第二款产品, 是一种基于木瓜蛋白酶的配制品，旨在取代刺痛的清创术，在第I/
IIa阶段临床试验中表现出了安全性和有效性。

分类、子分类和治疗领域

介绍

这两种产品都受到专利家族的有效保护，成分、配制方法和治疗方法均受保护。

分类：
医疗器械
子分类： 一次性使用型、植入型
治疗领域： 伤口处理、糖尿病、感染控制、康复
公司状况： 初始收入

技术和产品

目录

SilverStream ®(Qurion)是一种获得专利的新颖伤口处理解决方案，将银离子、薄荷脑、甘油和
表面活性剂溶解在高渗溶液里。高浓度的吸湿甘油具有水凝胶效果。SilverStream ® 配方可有效
清洁、滋润和呵护慢性和难治疗的创伤和烧伤。其抗菌属性比银颗粒/纳米颗粒产品更有效，具
有四种不同的独特作用机制。其中一种最有利的功能是破坏生物薄膜，这种膜存在于95%的慢性
创伤，是阻止伤口愈合的主要原因。这种独特的银离子和薄荷脑协同增效组合可使银离子浓度降
低至较低水平，远低于细胞毒素限值，而薄荷脑还通过血管舒张和轻微刺激促进肉芽组织增长。
SilverStream ® 被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印度中央药品标准控制组织、肯尼亚药品和毒品管理局、
尼日利亚国家食品和药物管制署和以色列卫生部批注为医疗器械，用于治疗I-IV期压疮、郁血性溃
疡、糖尿病足部溃疡、术后伤口和一度及二度烧伤、割伤擦伤和轻微皮肤刺激。

目标
目的：
分销EnzySurge产品
目标企业： 分销商、战略合作伙伴
目标国家： 中国、亚太地区、俄罗斯、斯坦国家、拉丁美洲、非洲

公司简介

EnzyStreamTM 是EnzySurge的第二款产品，是一种基于木瓜蛋白酶的酶制剂，用于对慢性伤口进
行无痛清创，替代痛苦的手术刀清创。EnzyStream正处于临床阶段，在首次人体试验（1/2a阶
段）中已经显现出了安全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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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lenz Bioscience Ltd.

www.exalenz.com

Exalenz Bioscience Ltd.作为一家在医疗诊断方面领先的以色列上市公司， 开发并商业推广先进
的医疗诊断系统。这些系统基于其BreathID®技术平台，可从患者呼气的微妙变化中提取重要信
息，用于诊断。这些产品可改善患者护理品质、提高诊所与医疗中心的效率，并可实现创收。公
司专有的核心技术让医疗专家能够确诊并处理具体的消化疾病与肝病，可带来空前的易用性、患
者舒适度和临床准确度。

欢迎辞

公司简介

公司的旗舰产品BreathID ® Hp是一种集精确度、易用性和自校准度于一体的尿素呼气试验(UBT)
，也是诊断、监控与处理胃液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黄金标准。据预计，全球有超过一半的人口感
染了幽门螺旋杆菌。近期的研究预计，超过90%的十二指肠溃疡和80%的胃并发症是由幽门螺旋
杆菌引起的，而如果置之不管的话，则最终会导致胃癌和其他的胃并发症。

Exalenz立志成为领先的提供商，面向多种胃肠及肝病提供以呼气试验为基础的准确的护理点疾
病管理解决方案。

介绍

这些精密的诊断系统在设计上却非常容易操作，而这也是Exalenz的一大特点。公司不断携手欧
美、亚洲和以色列的领先临床及工业合作伙伴开展研究。

分类、子分类和治疗领域
分类：
医疗器械
子分类： 诊断
治疗领域： 胃肠、大众健康
公司状况： 以色列上市公司，在美国，拉美，欧洲，亚洲，中国均有销售

BreathID®技术平台可快速、便捷、准确地监控肝及胃肠等功能性疾病，进而满足市场的长期需
求。它可持续、自动且实时测量患者呼气的13C/12C分子比中百万分之一的变化。实时分析由
BreathID技术平台提供支持，该平台整合了多种专有的核心技术，如MCS™ （ 分子相关光谱光）
和在线分析算法。

目录

技术和产品

BreathID产品旨在易于使用且便于用户操作。可在医院或诊所开展测试。

目标
成为Hp精准检测方面的领导者
目的：
锁定经销商
目标企业： 医疗器械分销
目标国家： 中国大陆、香港、印度、韩国、新加坡、越南

公司简介

BreathID® Hp是最具创新力的新一代尿素呼气试验，用于诊断幽门螺杆菌感染以及治疗后监控成
人的幽门螺杆菌感染情况。其技术基于的是测量患者呼气13C/12C分子比中百万分之一的变化。
要在摄取少量溶于水的13C尿素之前及之后测量。该测试不具放射性，绝对安全。10-15分钟内就
可完成实时分析，结果也立等可取。结果可轻松上传进患者的电子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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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ght Medical

www.flight-medic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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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辞

公司简介

在过去20年里，Flight Medical与全球各地的客户合作，获得了机械通风领域的独特经验。HT50*
是有名的便携式呼吸机，由Newport (Covidien/Medtronic)销售和支持 ，采用Flight Medical技
术开发和制造而成。
Flight Medical在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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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子分类和治疗领域

介绍

分类：
医疗器械
子分类： 医疗设备
治疗领域： 急诊医学、重症监护、呼吸、内科医学、儿科
公司状况： 收入增长

技术和产品
Flight Medical的新一代Flight 60 (F60)呼吸机是最先进的呼吸机产品，在需要的地方提供可负担
得起的高质量ICU品质的呼吸服务。
近年来，公司已在全球各地部署了超过20,000台呼吸机，应用于重症护理、家庭护理、长期护
理、急诊运输等领域。
Flight Medical的呼吸机赢得了良好声誉，是可靠、易于使用、功能丰富且可负担得起的呼吸设备。

目录

Flight60 (F60)系列是市场中最万能的自主呼吸机。一台呼吸机可满足多种呼吸需要。产品用于
重症监护室、观察病房、急诊室、转运环境（救护车、直升机、飞机等美国联邦航空局批准的交
通工具）、家庭护理及长期护理机构（养老院）。
F60系列拥有独特功能、高规格性能以及紧凑的结构，移动携带非常便利，可满足大多数患者对
呼吸机的需求。
急性无创通气 - Flight 60涡轮呼吸机提供漏气补偿，无创通气性能卓越。
集成式雾化器端口 - 同步和通气量补偿雾化器端口有效保证患者安全。

目标
目的：
建立和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目标企业： 在医院、家庭护理、转运和长期护理市场为立通气机全球分销渠道。
目标国家： 全球

公司简介

拥有成本带来极具竞争力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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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T Medical Ltd.

www.ivtmedical.com

IVT Medical Ltd.是一家医疗器械公司，专门从事新型伤口愈合技术的研究、设计和开发。
公司的目标就是提供集突破性、安全性、疗效及经济性于一体的先进技术，以此来加快伤口愈合，
助力世界变得更美好、更人道。

欢迎辞

公司简介

IVT Medical Ltd.开发了首款产品TopClosure® 张力消除系统(TRS)，这项巧妙的创新技术旨在为民
事、军事及重大伤害处理简单及复杂的伤口。依托于原有的基础科学与大量临床经验，IVT Medical
Ltd.开发了一种先进的非药物伤口愈合设备Vcare α®，它采用了可调负压辅助伤口疗法(RNPT)，
可促进难以愈合的复杂伤口尽快愈合。
同时使用TopClosure®和Vcare α®（均获得了CE及FDA认证），则会带来全新而独特的伤口处理新
概念，为优化伤口愈合制定新的护理标准，具有全球性意义。

分类：
医疗器械
子分类： 医疗设备、微创系统
治疗领域： 伤口处理、糖尿病、急诊医学、普通外科、骨科、感染控制、传染病、重症监护、肿
瘤科、心管科、皮肤病学和美容、儿科、外周血管、康复、兽医
产品状况： 监管部门批准、收入增长、研发

介绍

分类、子分类和治疗领域

技术和产品

目录

TopClosure®可以成为动态急性和慢性伤口愈合必不可少的装置。通过对远离伤口边缘皮肤进行大
范围的施压，疤痕上的张力即可大大降低，从而促进难以愈合伤口的愈合，并改善疤痕效果和外
观。Vcare α® 是适用于伤口处理的最先进的真空技术。它还是已开发用于伤口愈合处理的最重要
的物理性非药物技术。Vcare α® 的设计目的是利用预先设置的可调负压施加于裂开的伤口上，以
最大限度降低出血风险，专注于满足患者的具体临床需求。公司将重点放在研究和临床评估上，
同时不断改进技术，以最大限度提高其安全性、功率、性能和质量。
为了更有效地检测和控制出血，Vcare α® 配备了专门设计的人性化软件、电子产品和警报器（符
合IEC-60601-1-8标准）。TopClosure®和Vcare α ® 同时使用可为患者提供先进的伤口愈合方
法，应用范围广泛。

目的：
结识潜在的业务合作伙伴、经销商和潜在客户。
目标企业： 医疗器械经销商、医院和医疗保险公司
目标国家： 全球

公司简介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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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Touch
MediTouch Ltd.

meditouch.co.il

MediTouch成立于2004年，旨在开发和分销面向医院、社区诊所及家庭护理应用的创新型物理
康复解决方案。

欢迎辞

公司简介

MediTouch最初瞄准手部康复市场，并于2008年推出了获得CE和FDA认证的HandTutorTM ™ 系
统。HandTutorTM™系 统现在应用于全球各地的主要康复中心、私人职业康复诊所、物理治疗师诊
所，也广为家庭护理患者使用。

在2014年，MediTouch推出了BalanceTutor™ TM产品。其新技术让治疗师能够创建滑倒和绊倒等
姿势动摇。其先进的技术可以治疗广泛的症状。

介绍

在2011年，MediTouch推出了三款新的TutorTM产品。首先是ArmTutorTM™产 品，用于对包括肩部
和肘部在内的手臂进行评估和虚拟功能任务评估。第二是LegTutorTM™产 品，用于对髋关节和膝关
节进行评估和虚拟功能任务处理。最后是3DTutorTM™产品，这是一款无线传感器。3DTutor™TM可安
置在身体的多个部位，是对ArmTutorTM™和 LegTutorTM™的补充，提供完整的上肢和下肢评估与治疗
解决方案。

分类、子分类和治疗领域
分类：
医疗器械
子分类： 远程医学、医疗设备
治疗领域： 康复
公司状况： 收入增长

技术和产品

目录

MediTouch HandTutor物理和职业疗法产品带来功能精良的电动手指，实现手部的手腕运动和
康复。系统包括符合人体工程学的佩戴式手套和专用的物理治疗康复软件。该系统使得治疗师可
在患者的运动能力范围内实施治疗。
HandTutor可与功能性电刺激(FES)相结合，从而通过运用辅助的主动练习来提高主动运动能力。
它通过受控的物理疗法提高精细电动、感觉和认知运动能力。
ArmTutor允许单独肘部和肩部功能练习，也可以肘部和肩部结合起来进行功能练习。系统提供详
细的练习说明和有关患者练习表现与改善的准确反馈信息。

3DTutor让治疗师能够确定目标，让患者能够集中锻炼具体关节，包括头、躯干、上肢（肩、臂、
肘、腕）以及下肢（腿部、臀部、膝盖和脚踝）。
BalanceTutor是唯一一个采用先进4D动摇专利踏车、多个力量和运动传感器以及定制激励性视
频游戏的康复系统。

公司简介

LegTutor支持大量的生物力学评估和治疗，包括关节主动和被动活动范围。

目标
目的：
增加全球经销网络，建立与医疗保健系统的直接关系
目标企业： 医院社区诊所和家庭护理使用
目标国家：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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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ys Medical

www.ps-med.com

Persys Medical Group是一家全球化组织，生产、销售和销售创新型军用、急诊医疗服务、执
法、防灾、搜救、院前和院内救生医疗器械。

欢迎辞

公司简介

主要产品：
• 急救绷带
• B.I.G.- 骨注射枪
• Blizzard热保护产品

分类、子分类和治疗领域

介绍

分类：
医疗器械
子分类： 医疗设备
治疗领域： 急诊医学、伤口处理
公司状况： 收入增长

技术和产品
PerSys Medical的主要产品：
急救绷带
急救绷带已成为入院前急救出血控制和伤口处理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急救绷带有多种版本，已
在战斗临床环境和非军事领域的应用中证明了其价值。除了被世界上众多备受敬重的军事组织使
用外，该公司独特设计的绷带也被全球各地的民事急救组织、消防救援服务机构、警察、急救与
生存培训院校以及平民广泛使用。

目标
目的：
为产品寻找区域经销商 删除找信誉良好的经销商和批发商
目标企业： 急救医学服务、执法、军事、防灾、搜救、院前和院内。
目标国家： 全球

公司简介

Blizzard系统
采用独特的Reflexcell技术的Blizzard系统旨在降低体温过低风险，为体温过低患者的治疗提供支
持，提高极端恶劣条件下的生存率。Blizzard热保护产品包括Blizzard毯、Blizzard外套、Blizzard
睡袋和Blizzard加热垫，所有产品都具有重量轻、防风和防水的特点。Blizzard Survival产品在
全球范围内被军事、急救医学服务、急救准备机构和私人户外市场使用，用于救灾、个人生存和
户外活动。

目录

B.I.G.骨注射枪
被全球军事和民事医疗保健系统广泛使用，在需要进入血管进行液体和药物管理时，就算在紧急
情况下也可快速和轻松地进入血管，适用于成年和儿童患者。B.I.G骨注射枪重量轻，尺寸小，
不需要任何外部电源，数秒钟即可进入血管，便于进行液体和药物管理。B.I.G.骨注射枪一次性
使用，是单次使用的最佳选择，保质期达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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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s Israel

www.philips.com

Philips Israel是一家大型医疗保健解决方案提供商，也是以色列医疗保健领域的领头羊，公司的
研发及制造活动日益增多。

欢迎辞

公司简介

公司是所有主要医疗保健组织的战略合作伙伴，也是多个医疗保健领域的市场领军者。
Philips Israel在落实临床合作计划中发挥着国际性作用，依照中以政府的协定将以色列客户的临
床专长与中国客户的专业知识结合到一起。

分类、子分类和治疗领域

技术和产品

介绍

分类：
医疗器械和健康保健信息技术
子分类： 诊断、成像、医疗设备、监测、PACS存档、服务、软件和硬件
治疗领域： 心血管、呼吸
公司状况： 收入增长

Philips Israel是一家大型医疗器械公司，在以色列的医疗保健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公司
的医疗保健研发及制造活动日益增多。
公司是以色列所有主要医疗保健组织的战略合作伙伴，也是多个医疗保健领域的市场领军者，其
中包括计算机断层扫描、磁共振成像、导管实验室、核医学、超声波和监测，还是其他多个医疗
保健类别的主导者。

目录

公司引领医疗保健信息学领域的广大研发活动。ICAP（成像临床应用）部门开发出了一种先进的
临床应用与门户网站，将信息技术元素与临床元素结合起来。另外还有一个基于云的项目，可绘
制并处理基因组信息，力求为癌症治疗做出革命性贡献。此外，HealthSuite数字平台计划代表
着公司的策略转变，以专注于广大以医疗保健为导向的核心平台。该计划中的其他研发活动将让
Philips的各部门及客户能够更快、更轻松地在各个领域打造与医疗保健有关的应用。
公司最近收购了微创治疗心脏血管疾病所用智能成像与测量导管领域的全球领头羊Volcano。该
公司在以色列开展研发活动。
Philips和TEVA Pharmaceutical共享SANARA VENTURES投资平台，该平台可为以色列一些处于
初期发展阶段但前途大好的公司提供资金与支持。

目标国家：全球

公司简介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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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Flow Ltd.

www.QinFlow.com

删除：创伤和体温过低是一对致命组合：成人创伤受害者出现体温过低现象，如果躯干温度低于
32° C（89.6° F），无论是否出现休克、伤害是否严重或液体复苏量多少，死亡率都是100%。创
伤是造成0-46岁人群死亡的主要原因，67%的创伤患者都有可能出现体温过低。QinFlow背后是
2名来自以色列国防军不同精锐部队的护理人员，他们对创伤和体温过低的致命影响进行了深入试
验，为的是开发一个适当的解决方案。

介绍

删除：自2008年以来，Quality in Flow (“QinFlow”)一直致力于开发和完善一种极为有效的液体加
热技术。公司的旗舰产品Warrior利用这项独特的专利技术，为前线搜寻和救援队、重症护理运输
队、急诊室团队、创伤中心和手术室，提供可靠、操作简单且完全便携的血液和静脉液体加温设
备，该设备可在所有环境条件下使用，以应对体温过低和帮助拯救生命。Warrior产品已被急救
医疗服务机构、直升机急救医疗服务机构、搜寻和救援队、急诊室、手术室和重症监护室等多个
民事和国防客户采用，作为他们首选的血液和静脉液体加热设备，用于整个护理过程。Warrior产
品具有独特的能力，能为充分满足整个护理过程中的不同需求，这使得它成为新一代加热设备，
可改善拥有成本，提供更好的护理服务。

欢迎辞

公司简介

分类、子分类和治疗领域
分类：
医疗器械
子分类： 医疗设备
治疗领域： 急救医学、兽医
公司状况： 初始收入

技术和产品

目的：

• 寻找面向中国市场的主要急救医疗服务和医院产品经销商（民用和军用）
• 寻找主要入院前（急救医疗服务机构、直升机急救医疗服务机构等）和医院/医疗
中心（急诊室、手术室、重症监护室）组织的商业与临床决策制定者
• 寻找各种军事服务机构的商业和临床决策制定者
• 接触投资、媒体和分析领域的相关人士
目标企业： 经销商和最终用户（买家、急救人员、外科医师、麻醉科医师）
目标国家： 主要是中国，同时也包含其他亚太国家

公司简介

目标

目录

Warrior产品采用先进的（获得专利）的液体加热技术。它是一种革命性的便携式血液和液体加热
设备，能够达到入院前和医院环境中现代液体加热设备应具备的关键性能参数要求：
• 在所有条件下瞬时升温：Warrior产品只需几秒钟即可将几乎任何液体输入温度和流量要求的液
体加热到身体温度；
• 电池容量大：与任何替代产品相比，Warrior产品单个电池液体加热量是其他产品的三至五倍；
• 低流量阻力：Warrior产品支持非常低(KVO)和非常高（4-38° C时200毫升/分钟；20-38° C时
200毫升/分钟）的流量要求；
• 灵活的电源源：Warrior产品可采用电池和交流电供电；
• 超高的尺寸性能比：Warrior产品在入院前急救箱中提供医院级性能；
• 使用简单：Warrior产品的培训、维护和故障排除都很简单；无需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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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kel Scales Ltd.

www.shekel.cn

Shekel Scales Ltd.成立于1976年，是电子秤、先进称重系统及测力应用设计和生产领域的全球
领军者。自成立以来，Shekel一直稳步发展，成为市场上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创新领袖。Shekel将
尖端软件和核心称重工程技术完美地结合到一起，这就让公司能够提供极富创意的解决方案来满
足各种 OEM 称重需求。Shekel严格落实质量控制管理，确保产品达到最高标准。

欢迎辞

公司简介

Shekel的Healthweigh®系列堪称顶级数字电子专业医疗秤。Healthweigh®产品精度很高，设计得
也很人性化。Shekel的系统在全球首开先河，被整合到早产儿保温箱与保育箱中。
Shekel Scales总部位于以色列。Shekel Scales在中国宁波的工厂是公司旗下一家全资子公司，成
立于2011年，生成Shekel产品。公司还在美国设有一家办事处。

分类：
医疗器械、医疗保健信息技术、其他（工业使用/OEM）
子分类： 医疗设备、远程医学、电子病例、医院专科病房/诊所、软件和硬件
治疗领域： 大众健康
公司状况： 收入增长

介绍

分类、子分类和治疗领域

技术和产品
Shekel Healthweigh ® 提供一系列采用独特创新设计的优质数字健康秤。所有的秤都可连接到电
子病例系统上，以便能将称重信息传送到患者的病例中。先进的运动补偿技术可消除称重过程中
的不自主运动，确保称重信息准确无误。

Healthweigh ® 特殊需求秤可满足多个医疗部门的需求。该系列尤其以用户为中心，集舒适性、易
用性和易操作性于一体，最重要的是，还非常安全。

目录

Healthweigh ®体重秤可为医疗中心、诊所、医院、健身中心和家庭提供可靠的称重系统。公司已
经为中国市场开发了一款超声波身高体重测量设备。

Healthweigh ® 婴儿秤是从人体工学角度专为新生儿和成长中的婴儿设计。这款多合一系统可持
续跟踪宝宝从出生到幼儿期的重要测量数值（体重和身高），专为中国的宝宝健康诊所开发。
所有秤均通过了国际法制计量组织 (OIML) 的批准。

目标

公司简介

目的：
接触新的业务合作伙伴及经销商
目标企业： 医院和医疗诊所
目标国家：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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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 Laser Industries Ltd.

www.sti-laser.com

STI Laser Industries Lt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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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辞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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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的制造平台。STI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向客户提供支持，提供成功开发和制造产品所需要的工程
和制造解决方案。

分类、子分类和治疗领域

介绍

STI专业加工可植入生物兼容性金属，包括形状记忆合金——镍钛合金。公司通过了EN ISO 13485
和ISO 9001认证，服务范围如下：
• 金属部件微加工，包括：激光处理、热处理和表面处理；
• 医疗植入物和手术器械的代工生产，主要用于微创手术、整容手术、人工植牙；
• 在管制环境区内对医疗器械和部件进行装配和包装。

分类：
医疗器械
子分类： 一次性使用型、植入型、微创系统
治疗领域： 心血管、胃肠、骨科
公司状况： 收入增长

技术和产品：

目的：
成为医疗器械公司选择的制造合作伙伴
目标企业： 医疗器械开发商、信誉良好的医疗器械公司
目标国家： 美国、南美、欧洲、日本、中国、韩国、越南、新加坡

公司简介

目标

目录

STI提供综合的医疗器械制造平台， 包括：
• 激光切割 – 导管 - 不锈钢、钴铬和镍钛合金，外径0.5mm至40mm。自动聚集激光切割厚至2mm
的薄片，精度为±5微米。
• 激光焊接 – 点焊（不透X线标志物法）和线焊。
v热处理 – 对镍钛合金进行退火和定型。
• 表面处理 – 机械处理、电解抛光和钝化处理。
• 无尘室服务 – 统包10,000类产品装配、测试和包装。
• 质量保证(QA) - 改变生产流程最后阶段质量检验的重要性，将质量控制贯穿于生产的每个流程，
从而在流程中建立起质量保证体系。
• 工程 - STI合作的生物工程师和机械工程师在设计各种医疗植入物和手术器械方面都具有良好的
工作业绩。STI根据客户的特定需求，帮助他们选择最有相关专业经验的工程师。
• 其他服务 – 将有限元分析、电子显微镜扫描、台架试验和协定提交给监管机构（CE和F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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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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