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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区介绍

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聚焦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整合“大健康”全产业链，打造高科

技智能化、精准个性化、标准专业化、融合国际化的“大健

康”产品和科技的全球首发平台。支持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举

办高质量配套活动，为展客商权威解读行业政策新规。

展品涵盖药品、医疗器械、高值耗材、生命科学与临床

医学仪器、养老康复及辅助产品、营养保健食品及健康护理、

医疗美容、医疗旅游等与生命健康息息相关领域。

继续设立“公共卫生防疫”专区，集约化展示国际先进

公共卫生防疫技术、产品和服务。新设“生物医药专区”和

“创新孵化专区”，“生物医药专区”聚焦生物医药领域前

沿技术、优质产品及产业发展动态；“创新孵化专区”为行

业领先的小微医药创新企业搭建展示交易平台，助力快速成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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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模块式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TBA-FX8产品示意图

佳能医疗系统株式会社

CANONMEDICAL SYSTEMS CORPORATION

 展商简介

公司总部位于日本，已连续报名参展四届进博会。主要从事 CT、

MRI（磁共振扫描设备）、US(超声波诊断设备）、X光诊断设备等

影像诊断系统以及 CL生化检验设备的研发和生产，通过遍布全球的

销售服务网络向约 140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医疗系统产品。

公司网站：www.canon-medical.com.cn

联系人：章芸

联系方式：zhangyun@canon-medical.com.cn

 重点展品

模块式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TBA-FX8

可进行模块拓展，并可灵活并入实验室流水线系统。测试速度：

生化 2000测试/小时（单模块）；电解质速度：600测试/小时(单模块)；

同时测定项目：100项；样品间携带污染率低于 0.1ppm ；三维智能

机器人机械臂取样，大容量试剂仓，最多可达 180个位置，A/B 双

系统，最小反应量 80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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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Alphenix显微高清血管造影系统
产品示意图

Alphenix显微高清血管造影系统

Alphenix显微

高清血管造影系统

搭载了新研发的、

中心像素为 76μm

的显微高清平板探

测器，在影像上为

介入向精准治疗的

发展提供了更有力

的支持。Alphenix

显微高清血管造影系统强

大的 liiuvis图像处理平台，支持介入治疗的高清数据海量处理；病人

图像的采集、处理、输出全程 16bits，也刷新了介入影像密度分辨率

标准。Alphenix显微高清血管造影系统搭载了丰富的高端临床功能，

不但辅助医生轻松地完成头部、心脏、腹部、四肢等介入检查和治疗，

还使得使手术变得更精准；Alphenix显微高清血管造影系统可为患者

提供超低辐射的治疗环境，采用了 illuvis图像处理平台的辐射剂量仅

为同类产品的 1/2左右，使病人更安全；Alphenix显微高清血管造影

系统全新的 Tablet智能触控中心，集成了机械运动、图像调阅、软件

应用等功能，只需滑动手指，一切尽在掌握，帮医生大大缩短了病人

治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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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OCT-HS100产品示意图

图 4：CR-2 AF产品示意图

OCT-HS100

佳能广角频域光学相干断层扫描

仪 OCT-HS100 ，具有 1.7μm纵向显

示分辨率，可 200张 OCT图像叠加

平均处理，扫描范围 13mm，多类别

扫描模式，最小可提供 60.7°广角图

像等优异功能，提高诊断质量。具备

眼前节、眼底病、青光眼及血管量化

及随访功能。

CR-2 AF

CR-2 AF数字眼底照相机搭

载先进的免散瞳视网膜成像技术，

可用于早期脑卒中，认知障碍，糖

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诊断和筛查。外

形设计小巧紧凑，重量轻。其搭载

佳能 EOS医用专业相机，提供 3250

万像素高分辨率图像。具备自动对

焦、自动拍摄功能，可以快速、方

便的拍摄高画质的眼底图像，让操

作者有舒适的操作体验。5种拍摄模式提供：彩色、无赤光、钴蓝光、

荧光造影、自发荧光。除眼底外，还可实现睑板腺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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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Aplio i900
产品示意图

Aplio i900 （TUS-AI900）

Aplio i900全新的 iBeam平台，更先进的声束发射和处理技术，

带来更加晶透清晰的图像。3D声束成型技术-iDMS实现声束厚度的

精细切割，使成像具有更高的侧向分辨率，进一步提升成像质量。包

含有 24MHz的宽频带系列探头，突破了探头技术瓶颈，覆盖两只传

统探头的带宽，拓展临床应用。Aplio i900 的 Attenuation Imaging声

衰减成像为脂肪肝提供了客观定量工具；SMI(Superb Micro-vascular

Imaging)超微血流成像技术能够更敏感地检测低速微血流信号，得到

高清晰度、高帧频的细微血流的成像。此外，Aplio i900 更支持 3D

右心室分析功能，带有 Smart Maps的 Shear Wave 剪切波成像，高清

造影及 3D/4D成像，智能融合&导航等高级应用，是多普勒超声成像

系统的旗舰机型。Aplio i 系列获得“日本经济新闻奖最优秀奖”；3D

右心室分析功能及 24MHz高频探头获得“日本超音波学会技术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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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0：Aquilion ONE GENESIS
产品示意图

Aquilion ONE GENESIS

新一代 16cm 宽体探测器 CT--Ai-640 CT，0.275s 超快转速，80

幅/s 超快重建。产品集合了佳能新型的软硬件技术 ，使用了佳能最

新的人工智能技术，从扫描计划设置，图像数据重建及影像诊断后处

理均实现人工智能化，是一台真正意义上的全人工智能 CT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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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Aquilion Lightning产品示意图

图 12：Vantage Galan 3T产品示意图

Aquilion Lightning

该型产品采用 80 排镨黄

金探测器，液态金属轴承球

管和镨黄金光谱滤过器构成

新影像链。AIDR 3D 迭代技

术，SUREKV自动千伏技术，

3D 自动适形毫安调节等微

剂量技术群使得常规低剂

量扫描获得优质图像。柔性彩色成像技术可以 0键式地得到血管，彩

色碘图等临床结果，搭配原装进口工作站，带来全面应用。

Vantage Galan 3T

佳能医疗将领先的 Galan 3T

引入中国市场，该设备具备

PURE RF纯源射频影像链，纯源

环杜绝外部噪声对射频发射的

干扰，增强射频发射有效性，提

升近 40%图像信噪比；128独立

射频接收通道，确保快速高清成像；无感超静音扫描，可以让患者完

全抛开耳机的束缚，极低的检查声音，无需听力保护；舒适大孔径通

道，突出“以人为本，使设备适应人”的人文关怀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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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EVIS LUCERA ELITE 电子内镜系统

产品示意图

奥林巴斯株式会社

Olympus Corporation

 展商简介

奥林巴斯株式会社已连续报名参展四届进博会。公司诞生于 1919

年，经历了百年的沉淀与历练，已经发展为一家卓越的光学科技企业。

奥林巴斯用先进的技术，钻研进取的创新，超越期待的服务，为专业

客户提供更周全的解决方案，致力于实现世界人民的健康、安心和幸

福生活，不断为社会做出贡献。

公司网站：http://www.olympus.com.cn/

联系人：闻宇

联系方式：yu_wen@olympus.com.cn

 重点展品

EVIS LUCERA ELITE 电子内镜系统

电子内镜系统是集合优良的可视性和便捷

的操控性于一身的高清晰电子内镜系统，搭载多

种领先技术，全面应用于上下消化道及呼吸系统

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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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ERA 4K UHD 超高清影像系统

VISERA 4K UHD系统拥有 4K级别分辨

率，是全高清分辨率的 4倍，能够为医师精细

显示手术中的细微血管、神经和筋膜层次，有

效帮助医师进行精准的手术治疗。

VISERA ELITE II系统

VISERA ELITE II系统能够根据各诊疗科

室的专业临床需求，为每个科室提供最适合的

内窥镜／产品功能，具有兼容性，是能够高效

使用的多功能通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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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VISERA 4K UHD 超高清影像系统

产品示意图

图 15：VISERA ELITE II系统产品示意图



双极高频超声双输出手术系统

双极高频超声双输出手术系统，是奥林巴斯全力推广的外科能量

整体解决方案，能够实现一把器械同时输出双极高频电能量与超声波

能量，全方位满足用户高效流畅的手术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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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双极高频超声双输出手术系统产品示意图



美国熠隆医疗公司

Hill-Rom, Inc.

 展商简介

公司总部位于美国芝加哥，已连续报名参展第二届至第四届进博

会。主要从事互联智能病床、患者移位机、患者评估与监测技术、护

理人员协作工具、呼吸治疗设备以及先进手术室设备等产品，在医疗

现场提供可行的实时见解，从而为患者及其医护人员带去健康和关爱。

2000年 7月进入中国市场。

公司网站：hillrom.com

联系人：马雪迎

联系方式：miranda.ma@hillrom.com

 重点展品

Connex® 生命体征检测仪

*SureBPTM 技术可在 15 秒内完成无创血压测量，

比传统技术快 3倍；

*BP Averaging® 平均血压测量技术，减少高血压漏诊和误诊率；

*Braun Thermoscan® PRO 6000 耳温计 3 秒获取耳温，SureTemp® Plus体

温计快速测量口温、腋温或肛温；

*可连接电子病历: 无线、USB和以太网三种连接模式。床旁一键传输，提

高工作效率，减少人工转录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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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Connex® 生命体征

检测仪产品示意图



渐进式康复方案

针对每种临床环境提供一系列医用床。当我们丰富的产品解决方

案配合临床方案使用时，医用床将促进实现早期康复，并提供安全、

有效且充满尊严的护理。

TruSystem™ 7000 dv

达芬奇 Xi®系统的创造者直观外科机器人的战略合作伙伴,卓越

的产品和技术开发协作能力,用户为中心的设计理念,两家公司资源共

享,开放的 R&D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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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TruSystem™ 7000 dv产品示意图

图 18~19：Hill-Rom渐进式康复方案产品示意图



MetaNeb®系统 OLE治疗

用于排出残留分泌物、提供肺膨胀治疗，并提供药用气雾剂，以

便治疗和预防肺不张。当与压缩氧气一起使用时，还可以辅助供氧。

灵活的三效合一疗法可实现无缝治疗，以满足患者需求：雾化治疗、

分泌物清除、肺膨胀。

Spot™视力筛选仪

*符合 AAP（美国儿科学会）视力筛查指

南，可用于弱视风险因素的早期筛查；

*设备操作简单，稍经培训即可成功操作

*可以在 WiFi 环境下使用，便于无线打

印和数据传输；

*Spot™视力筛选仪可以在几秒钟内筛查

双眼，相比视力表每个患者最多可以节

省五分钟。
图 23：Spot™视力筛选仪产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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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2：MetaNeb®系统 OLE治疗宣传示意图



日本光电工业株式会社

NIHON KOHDEN CORPORATION

 展商简介

日本光电工业株式会社创立于 1951年，总部设立在日本东京，

已连续报名参展第二届至第四届进博会。公司主要从事医用电子器械

研发、生产和销售。作为一家专注于医疗器械的企业，拥有先进的研

发团队和严格品控的自有工厂，并有专业细致的销售和维修团队为全

球的用户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公司网站：www.nihonkohden.co.jp

联系人：董敏

联系方式：min_dong@mb1.nkc.co.jp

 重点展品

日本光电 G系列病人监护仪

*日本光电最新产品；

*智能模块化设计；

*适用于高端 OR、ICU、CCU和 NICU等。

图 24：日本光电 G系列病人监护仪

产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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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光电 ZS-600系列病人发射盒

*便携式遥测发射盒；

*病人可随身携带；

*可监测多个参数；

*无线方式将监测数据实时发送到遥测中央站；

*医护人员可以在中央站查看实时和回顾病人

相关的数据和波形 ；

*有利于院内病人的安全和康复。

日本光电 EMS-1052除颤监护仪

产品集成ACTI双相波除颤技术、ynEci18心电诊断技术、capONE

呼吸末 CO2监测技术、SMART智能接口技术、全参数监护功能等，

适合院外高端急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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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日本光电 ZS-600系列

病人发射盒产品示意图

图 26：日本光电 EMS-1052除颤监护仪

产品示意图



美国豪洛捷公司

HOLOGIC,INC.

 展商简介

美国豪洛捷公司已连续报名参展第二届至第四届进博会。公司于

1985年在美国成立，总部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1990年在

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是一家创新型医疗技术公司，主要致力于通

过早期检测和治疗为全球女性带来更多健康和福祉。自成立以来，始

终秉持“创新医疗科技，专注女性健康”的宗旨，在乳腺健康、医疗诊

断、微创手术、骨骼健康等领域实现一个又一个突破。

公司网站：www.hologic.com.cn

联系人：张丽（Lillian Zhang）

联系方式：zhang.li@hologic.com

 重点展品

Panther Fusion®全自动核酸检测分析系统

产品整合 PCR和 TMA两种核酸扩增技术，

可自动化完成分子诊断的全部步骤，包括自动化

核酸提取、扩增和扩增产物的灭活，有效提升检

测相关的生物安全性体验，提高检测的标准化，

真正实现多项目集成、高通量、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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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Panther Fusion®全自动核酸

检测分析系统产品示意图

http://www.hologic.com.cn


Thinprep®Imaging System新柏氏®玻片扫描分析影像系统

该系统融合了计算机智能化影像技术与医生的阅片经验，将人与

计算机的双重筛查应用于细胞学阅片诊断。与单纯人工阅片相比，新

柏氏® TIS极大地提高了宫颈癌筛查准确性、筛查效率和细胞学质控

水平。

Selenia® Dimensions ®数字乳腺 X射线摄影系统

70um超高像素，高端 Tomo功能，搭载全新 C-VIEW技术，经

验证可大幅度提升早期乳腺癌检出率，并有效降低辐射剂量。更可实

现断扫描下的立体定位术 Tomo-Biopsy，实现更快速更低剂量的精准

定位。

17

图 28: Thinprep®Imaging System新柏氏®玻片

扫描分析影像系统产品示意图

图 29: Selenia® Dimensions ®数字乳腺 X射线摄影

系统产品示意图



Trident HD术中标本摄影系统

全新 Trident HD术中标本成像系统整合了豪洛捷非晶硒探测器、

微焦点球管以及独有的标本成像算法，可以在任何地点为用户提供锐

利、高质量的标本影像。系统标配自动曝光控制（AEC），后处理软

件简单易用，可以帮用户优化后处理流程。其配备的 16cm x 18cm超

大平板探测器，可以满足用户粗针活检及手术切除病理组织的成像需

求。采集到的图像可一键导出至 PACS系统或 SecurView®诊断工作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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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Trident HD术中标本摄影系统产品示意图



MyoSure ® 美奥舒宫腔内组织去除系统

美奥舒宫腔内组织去除系统，纯机械能，切割去除一步完成，安

全高效，学习曲线短，无对子宫内膜破坏，保护生殖需求患者的生育

力。

NovaSure ® 诺舒阻抗控制子宫内膜射频消融系统

诺舒阻抗控制子宫内膜射频消融系统，从根本控制内膜去除效果，

保证临床治疗满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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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MyoSure ® 美奥舒宫腔内组织去除系统

产品示意图

图 32:NovaSure ® 诺舒阻抗控制子宫内膜射频消融

系统产品示意图



HOYA株式会社

HOYA Corporation

 展商简介

豪雅集团于 1941 年在日本东京成立，是一家全球性科技和医疗

技术公司，也是业界领先的创新高科技和医疗产品供应商，已连续报

名参展第二届至第四届进博会。PENTAX Medical 是日本豪雅集团的

子公司，其使命是提供注重质量、简单易用且贴合临床需求的创新型

优质内镜产品和服务，从而提高患者护理水平和医疗服务质量。

公司网站：www.pentaxmedical.com.cn

联系人：唐欢

联系方式：viola.tang@pentaxmedical.com

 重点展品

EPK-i7010 电子影像处理机

OE光学增强技术和 i-scan数字增

强技术的独特组合，实现了对病变诊断

的飞跃，产品改进了在 OE光学增强模

式下的图像分辨率和对比度，以达到

更佳的临床效果，能优化图像采集过

程，使冻结的图像更清晰，以支持诊断、治疗和病例记录，也可兼容

呼吸和耳鼻喉的高清晰内窥镜，满足科室的诊断和治疗。

图 33: EPK-i7010 电子影像处理机

产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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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34-i10T2 电子十二指肠内窥镜

一次性抬钳器，助力内镜感控。一次性抬钳器可使清洗过程简化，

并能够提高清洗效果，从而有助于降低交叉污染的风险；在 ERCP操

作过程中，充分暴露乳头开口，清晰显示乳头部表面粘膜结构；一体

化一次性可抛式先端帽，简化了内镜先端部结构，并使先端部洗消时

间缩短了 35%。

J10 超声电子上消化道内窥镜系列

该产品为中国首发。

*优质超声影像+高清内镜图像；

*大钳道，满足各类治疗需求；

*封闭式抬钳器钢丝通道，避免交叉感染；

*人体工程学设计，使用舒适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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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J10 超声电子上消化道内窥镜

系列产品示意图

图 34: ED34-i10T2 电子十二指肠

内窥镜产品示意图



进博会官方网站：

https://www.ciie.org/

服务热线：

+86-21-968888

官方 APP 官方微信

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待您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