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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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ifree 呼吸肌刺激仪器

产品示意图

MAVIE International LTD主营优质海外医疗器械项目引进，海外

项目投融资服务，医疗器械项目咨询等。公司成立于 2016年，总部

位于香港，在上海静安设有分部。MAVIE作为牵头企业，本次为第

四届进博会医疗展区创新孵化专区引进 9家来自不同国家的医疗器

械类创新小微企业，进行展览展示。

公司网站：https://www.mavietech.com/

联系人：Ronnie Wang

联系方式：ronnie.wang@mavietech.com

 展商简介一

Liberate Medical

公司位于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主要研发方向是提高慢性阻

塞性肺病 (COPD) 患者的护理质量。公司的专利技术“无创呼吸肌

刺激”，使用肌肉电刺激与呼气同步激活呼气肌肉。公司研发的专利

设备 Ventifree已获 CEmark并在欧洲销售。

 重点展品

Ventifree 呼吸肌刺激仪器及耗材

该仪器自动与机械通气同步，减少机械通

气时间，减少副作用和成本,国内无同类产品，

且已获中外专利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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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YEMATE 远程青光眼监控系统
产品示意图

 展商简介二

Implandata Ophthalmic Products

公司位于德国汉诺威，是一家致力于为青光眼患者的治疗和管理

提供新技术医疗器械公司，通过将创新医疗技术与信息技术相结合，

创造更好、更有效的青光眼治疗解决方案，更好地造福青光眼患者、

家庭和护理人员。

 重点展品

EYEMATE 远程青光眼监控系统

该系统是唯一用于全面远程青光眼 24hr监测经过临床验证的产

品，通过在患者眼部植入监测芯片，随时随地进行眼内压，然后自动

将这些信息发送给患者和医生。这些信息使医生能够根据患者的当前

状况来调整青光眼的治疗方法，而无需仅在就诊期间进行治疗调整。

产品获得欧美和中国专利授权，美国 FDA BDD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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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Triology 经导管主动脉置换瓣膜
产品示意图

 展商简介三

JenaValve

公司成立于 2006 年，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尔湾市，旨在

开发创新的新型经导管瓣膜，专注于治疗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和主动脉

瓣狭窄。2011年，公司的第一代经心尖技术获得了治疗主动脉瓣狭

窄的 CE 标志；2013 年，公司的治疗主动脉瓣关闭不全的经导管设

备获得 CE 标志。

 重点展品

Triology 经导管主动脉置换瓣膜

Triology产品独特三角瓣膜设计，能够调输送和辅助定位，避免

瓣周漏，临床效果优异。国内无同类产品，已获中外专利授权和 CE

认证，FDA临床实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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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Innovheart二尖瓣经导管瓣膜置换系统

产品示意图

 展商简介四

InnovHeart
InnovHeart在意大利米兰和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均设有公司，

主要研发方向是基于安全、有效且易于使用的经导管技术，为患者提

供适合替换功能不全的二尖瓣的新型治疗系统。

 重点展品

Innovheart二尖瓣经导管瓣膜置换系统

该产品创新的双导丝引导瓣膜输送系统，一体化固定环瓣膜设

计，代表了当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微创二尖瓣置换技术之一。国内无同

类设计产品，且已获中外专利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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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Ultravision除烟设备

产品示意图

 展商简介五

Alesi Surgical
Alesi Surgical成立于 2009 年，致力于开发提高手术安全性和有

效性的产品。公司研发的 Ultravision除烟设备能够低成本高质量地完

成手术中各种烟雾的清除，提高手术的可视化和安全性。目前该产品

已获得 CE和 FDA认证，且在欧美都有销售。

 重点展品

Ultravision除烟设备

该设备能够提高手术可视化、安全性，提高手术室效率。在同类

产品中具有价格优势，且已获中外专利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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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MiniBox 肺功能测试系统

产品示意图

 展商简介六

PulmOne
PulmOne是一家全球医疗技术公司，致力于为床旁环境中的肺功

能测试提供创新解决方案。公司的旗舰产品 MiniBox+ 是一种用于

无舱和无气肺容积测量以及肺活量测定和扩散能力 (DLCO) 的桌面

设备，被美国各地的私人诊所和医疗中心广泛使用，在欧洲和日本也

有销售。

 重点展品

MiniBox 肺功能测试系统

该产品是一款获得中外专利的、同类首创的桌面体积描记设备，

可用于任何临床环境中的肺功能测试 (PFT)。 除了无气和无舱外，

只需 60 秒的潮式呼吸即可进行准确的肺容积测量 (L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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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9： HeartLight X3激光消融导管

产品示意图

 展商简介七

CardioFocus

公司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致力于为电生理学家提供创新和有效

的工具，为心房颤动的治疗带来新的精确度和控制水平。公司研发的

HeartLight 内窥镜消融系统能够帮助医护人员在手术中直接可视化

解剖结构，精确定位激光能量的应用，并提供持久的肺静脉隔离。

 重点展品

HeartLight X3激光消融导管

HeartLight X3是第三代房颤消融技术产品，拥有全球首创激光房

颤消融技术，利用独特的 RAPID模式，采用直接组织可视化、可调

节激光能量和顺应性球囊技术，实现精确且持续的能量输送，从而减

少对单个病变的手动重叠处理，更有把握地进行完整的肺静脉隔离。

产品已获 CE和 FDA认证，得且已获中外专利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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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1：Performer HT 肿瘤外科热疗设
备产品示意图

 展商简介八

RanD

公司成立于 1999年，位于意大利米兰多拉生物医学区，在生物

医学领域拥有 30多年的经验。多年来，公司开发了以肿瘤外科为主

的全系列产品，同时也在肝脏支持、心肺支持和透析领域的第三方前

沿项目的开发中发挥了自己的专业知识。

 重点展品

Performer HT 肿瘤外科热疗设备

该设备是一种用于肿瘤外科热疗的专用系统（保含设备和一次性

用品）。创新的设计，高性能、用户友好的界面和最高级别的安全性

是 Performer HT 系统的主要特点。设备两个滚轮泵的流速高达 2

Lpm，与集成称重系统相结合，可以完全自动控制患者体液平衡，无

需用户干预。设备整个系统可精确控温，全程自动化设备操作。产品

已获中外专利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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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INNOVO 压力性尿失禁治疗装置
产品示意图

 展商简介九

Atlantic Therapeutics
Atlantic Therapeutics 是一家位于美国加州的创新医疗器械公司，

主营开发专业和消费类医疗设备、相关软件、应用程序和互联健康技

术，可以通过增强肌肉和调节盆底神经来治疗所有类型的失禁、性健

康功能障碍和其他相关疾病。公司所有产品均获得欧洲医疗器械指令

93/42/EEC 的批准。

 重点展品

INNOVO 压力性尿失禁治疗装置

该产品是一种无创、可穿戴的神经肌肉电刺激 (NMES)治疗压力

性尿失禁的装置，优点为无创且有治疗作用。利用神经肌肉刺激激活

骨盆底肌肉，具有使用安全，无严重不良影响，穿戴式设计使用方便

舒适的特点。在国内暂无同质性产品，且已获中外专利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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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liberDi便携式智能透析系统
产品示意图

Trendlines Group成立于 1993年，总部位于以色列，是专注医疗

的国家级持牌创新中心，主要工作是发明、发现、投资和孵化基于创

新的医疗技术。2017年受新加坡政府的邀请创建新加坡医疗创新中

心，并将集团在新加坡上市。2020年在中国上海成立医疗创新中心。

“培育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创新公司”是公司使命，“培育初创公司”

是公司的目标。公司本次为第四届进博会医疗展区创新孵化专区引进

6家创新小微企业作展览展示。

公司网站：www.trendlines.com

联系人：朱文雄

联系方式：waley@trendlines.com

 展商简介一

LiberDi
公司位于以色列，是一家腹膜透析器械公司。公司研发的智能便

携式腹透仪曾获得欧洲和以色列的创新大奖。

 重点展品

liberDi便携式智能透析系统

全球首创，中国首发。该产品是一款颠覆

患者体验的便携式腹透仪。操作简便、治疗时间

短，能自主消毒和感染分析，实现随时随地腹透

治疗和远程数字化疾病管理。产品获得

欧洲和以色列的创新大奖。

11



图 14：Continale缓解女性压力性尿失禁设备
产品示意图

 展商简介二

Continale
Continale是一家新加坡的医疗器械研发公司。公司研发的用于缓

解女性压力性尿失禁症状的，安全的非侵入性便携产品，已经在新加

坡中央医院完成了第一批人体临床研究，在权威的年度学科会议上展

示了优异的临床结果，并得到认可。目前正在招募第二批患者进行更

大规模的临床研究。

 重点展品

Continale缓解女性压力性尿失禁设备

全球首创，中国首发。这是一款可随身携带的、安全的，微侵入

的自管式设备，用于缓解女性压力性尿失禁症状。设备采用向膀胱内

输入空气的全新治疗方式。在新加坡中央医院持续进行临床试验中，

目前对于 70%以上的患者有效。

12



图 15：Arcuro半月板修复系统
产品示意图

 展商简介三

Arcuro

公司位于以色列，是一家运动医学领域的医疗器械公司。公司创

始人在开发和制造微创骨科产品方面拥有超过 40 年的综合经验，创

新研发了 Super Ball™半月板撕裂修复系统。该修复系统确保关节内

无绳结、全缝合植入、保留半月板功能，避免半月板摘除，改善患者

生活质量。

 重点展品

Arcuro半月板修复系统

全球首创，中国首发。Arcuro是一款全缝合，全内向的半月板的

修复系统。Arcuro修复确保关节内无绳结、全缝合植入、保留半月板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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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Gordian腹腔镜手术入径系统
产品示意图

 展商简介四

Gordian
Gordian位于以色列，是腹腔镜手术领域的医疗器械公司。公司

创新研发 TroClose™腹腔镜手术入径系统，可以有效的避免因为不适

当的腹腔切口缝合而导致的术后疝气问题，已获得 CE和 FDA认证。

 重点展品

Gordian腹腔镜手术入径系统

全球首创，中国首发。这是一款创新型的腹腔镜手术入径系统，

可以有效的避免不适当的腹腔切口缝合导致术后疝气发生。TroClose

闭合技术与手动缝合，以及现有的闭合器械设备相比，在安全性、操

作性、效率、经济性方面有很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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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OMEQ智能硬膜外注射设备
产品示意图

 展商简介五

OMEQ
OMEQ公司位于以色列，研发了全新的硬膜外注射智能设备。

该设备使用独立信号测量针尖的组织阻力，能准确识别硬膜外空间，

减少针头过冲和 PDH发生率，降低了医护人员的操作难度。

 重点展品

OMEQ智能硬膜外注射设备

全球首创，中国首发。该智能设备启用独立目标信号以确认正确

的针头放置，并与现有标准套件集成，与 LOR 技术同时工作。主要

特点有：使用独立信号确保正确放置，减少针头过冲和 PDH发生率，

增加一次尝试的成功率，操作简单，降低并发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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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CoreBone生物活性珊瑚骨移植物
产品示意图

 展商简介六

CoreBone
CoreBone位于以色列，是一家专注于医疗级珊瑚培育技术及相

关骨移植材料的研发公司。CoreBone的珊瑚种植场建立在无污染的

内部试验室中，相关产品经 CE和 ISO 13485认证，被批准用于面部

和骨科适应症，目前主要在欧洲和以色列使用。

 重点展品

CoreBone生物活性珊瑚骨移植物

全球首创，中国首发。该产品是一种提高生物活性的骨移植材料，

具有如下优点：与人骨（异基因移植体）品质类似，但属于珊瑚材料；

相比牛骨加工重构效果更优（无需高温热处理）、价格更有优势，已

通过牙科和骨外科使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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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oPure Inc.

 展商简介

PeroPure于 2019年由斯坦福大学 TomKat 基金会孵化，总部位

于美国硅谷，主营研发方向为：智能机器人、家用电器、资源再生利

用技术、卫生洁具等。

联系人：徐蜂凯

联系方式：Kevinxu@peropure.cn

 重点展品

VSYO车载空气杀毒器

中国首发，产品适用于车内空间，可杀灭包括 H1N1流感病毒在

内的冠状病毒，并有效分解车内甲醛。

图 19：VSYO车载空气杀毒器产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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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面空气杀毒器

适用于室内空间，如卧室、办公桌等。可杀灭包括 H1N1流感病

毒在内的冠状病毒，有效阻隔室内细菌和病毒的传播，同时能有效分

解室内甲醛等有机污染物。

电梯空气杀毒器

产品的核心元器件为电化学制备过氧化氢的反应器，可用于电梯

等封闭空间的细菌病毒消杀，可快速灭杀空气中的大肠杆菌、金色葡

萄球菌等细菌以及包含 H1N1流感病毒在内的冠状病毒。鉴于电梯空

间小且密闭，该产品可有效阻隔细菌和病毒的传播，并实时净化电梯

空间。

图 21：电梯空气杀毒器产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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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桌面空气杀毒器产品示意图



智能空气杀毒机器人

该产品配有核心元器件电化学制备过氧化氢反应器，以及多种智

能精密电子元器件，可以事实制备绿色环保无残留的过氧化氢杀毒成

分，高效无死角完成大型商业中心、机场、政务大厅、酒店等大面积

公共空间的病毒消杀工作。机器内置多种先进传感器，可自主导航，

根据规划消毒路线，实现自动、高效、精准的消毒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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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智能空气杀毒机器人产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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