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附件 

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2020 年版） 

一、 产品类 

1.可穿戴健康管理类设备  

1.1 手环（腕带）、腰带、胸带类 

序号 单位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型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地址 

1 华为终端有限公司 荣耀手环 5 CRS-B29S 姜婷 18100276279 jiangting@huawei.com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园区新城

路 2 号 

2 
北京金卫捷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一键式”智能终端 J618 闫晓畅 13681165997 jinweijiekj@163.com 

海淀区西三旗建材中路 10 号百

思特信息中心 1325 室 

3 
普天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智能定位卡 PT2NBC 许玮 

010-82484635 

13466697833 
xuwei3@poteio.com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二街 6 号

中国普天大厦 

4 
江苏创越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动态心电记录仪 CY-HR-02 衣春涤 

0523-86810089       

13604256256 
yichundi@creyond.com 

泰州市药城大道 799-2 号（数据

大厦 B 幢 1006 室） 

5 
索思（苏州）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 

穿戴式动态心电记

录仪 
TER010 周卓尔 

0512-62860555 

18405207628 
louise.zhou@thothcloud.com 

苏州工业园区星汉街5号3号楼

401-404 单元 

6 
宁波科强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科强孝心环 H002 史振相 15857468180 szx@chinesebattery.com 

宁波市宁海大佳何工业园区望

海路 18 号 

7 
四川爱联科技有限公

司 
5G 智能手环 AI-WB15(W01) 陈进 

0816-2410357 

18681693518 
jin.chen@changhong.com 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工业园区 

mailto:jiangting@huawe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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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手表类 

序号 单位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型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地址 

8 华为终端有限公司 
HONOR 

MagicWatch 2 
MNS-B19 姜婷 18100276279 jiangting@huawei.com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园区新城

路 2 号 

9 
广州柏颐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爱牵挂老人智能安

康手表 S3 PRO 
aiqianguaS3 王靖云 

020-32069100    

18922121118 
jy@aiqiangua.com 

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

城科学大道 182 号创新大厦 C1

栋 1106 单元 

10 
宁波科强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科强智能健康手表 H003C 史振相 

0574-65151119 

15857468180 
szx@chinesebattery.com 

宁波市宁海大佳何工业园区望

海路 18 号 

11 
安徽华米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Amazfit米动健康手

表 
A1916 顾志强 

0551-65837207 

13866712072 
limeijing@huami.com 

安徽省合肥市创新大道 2800 号

创新产业园二期 H8 楼 

12 
安达人和（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 

孝安达智能老年手

表 
H19 杜浩铭 17310212909 

duhaoming@longan-group. 

com 

北京市朝阳区嘉泰国际大厦 B

座 1101 室 

1.3 服饰内置类 

序号 单位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型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地址 

13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

化股份有限公司 
无源外骨骼 SL-E1-A 田雪咏 18602438801 tianxueyong@siasun.com 沈阳市浑南新区金辉街 16 号 

14 
国药（大连）医疗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 

SOS 一件呼救定位

服饰 
SOSFS Ⅰ 葛永亮 

0411-39266856 

13322283888 
dltaihua@163.com 

辽宁省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保灵街 12 号 



 

3 

2.便携式健康监测设备 

2.1 心电监测类设备 

序号 单位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型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地址 

15 
安徽心之声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 
心之声便携心电仪 E-HA03 鄂雁祺 18055165745 eyanqi@heartvoice.com.cn 

巢湖市旗麓路 2 号安徽居巢经

济开发区中科先进制造创新产

业园 

16 
浙江慧养科技有限公

司 
心冲击图记录仪 DYZ01（枕） 蒋益民 

0572-8065333 

15957280644 
e4ky@qq.com 

浙江省湖州市红丰路 1366 号 5

幢 14 层 1410-2 室 

17 
北京麦迪克斯科技有

限公司 

动态心电记录分析

系统 
MAECG-200 刘艳 13333437163 liuyan@medextech.com 

北京市海淀区高里掌路 1 号院

11 号楼 1 层 3 单元 101，2 层 3

单元 201 

18 
江苏华康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动态心电记录仪 HL80-IIB 荣星 

025-84840001                   

17626989076 
rongxing@1949hk.com 

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 68 号国

际研发总部园 1 栋 15 层 

19 
上海贝瑞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便携式带蓝牙多参

数监护仪 
JHY-40/PM6100 姚丽营 

021-58531958 

13901680973 
sales@berry-med.com 

上海市闵行区联航路 1188 号 7

号楼 1 层 C 座 

20 
沈阳东软熙康医疗系

统有限公司 

远程心电监护仪

（12 导联移动心电

仪） 

P12/8BT 张澜觉 13149842852 zhanglanjue@neusoft.com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创新路

175 号 

21 
浙江好络维医疗技术

有限公司 

无线网络生理参数

监测仪 
TE-8000Y 崇亦婷 0571-89938332 chongyt@helowin.com 

杭州市西湖区西斗门路 3 号天

堂软件园 E 幢 13 层 

22 
浙江好络维医疗技术

有限公司 
便携式心电采集仪 TE-9000Y 崇亦婷 0571-89938332 chongyt@helowin.com 

杭州市西湖区西斗门路 3 号天

堂软件园 E 幢 13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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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武汉中旗生物医疗电

子有限公司 
动态心电图系统 IE90 王丹 

027-86637729 

18702757322 
wangdan@zoncare.cn 

武汉市湖东新技术开发区高新

二路 380 号 

 2.2 血压监测类设备 

序号 单位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型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地址 

24 
沈阳东软熙康医疗系

统有限公司 

熙心健康智能血压

计 
YE690AR 张澜觉 13149842852 zhanglanjue@neusoft.com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创新路

175 号 

25 
山东中弘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智能血压计 ZNYL-102 赵立洪 0531-82687930 zlh123_001@163.com 

济南市高新区正丰路环保科技

园 E 南 603 室 

26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电子血压计（智能

臂式） 
BPM1 赵海珍 13132017147 zhaohzh@jiuan.com 

天津市南开区雅安道金平路 3

号 

27 
南京老人佳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iGuard 安佳云健康

智能血压计 
AXD-817 朱晨君 15261491992 4136841957@qq.com 

南京市江宁开发区邓家湖路 1

号 

28 
深圳瑞光康泰科技有

限公司 
脉搏波血压计 RBP-9801 系列 伍影彦 

0755-26633519 

18665901258 
wuyy@raycome.com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阳光社

区新锋大厦 B 栋 501 

29 
康泰医学系统（秦皇

岛）股份有限公司 
动态血压监护仪 ABPM50 刘振红 13313356025 contec365@163.com 

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秦皇

西大街 112 号 

30 
浙江好络维医疗技术

有限公司 

无线传输电子测量

血压计 
TE-7000Y-C 崇亦婷 0571-89938332 chongyt@helowin.com 

杭州市西湖区西斗门路 3 号天

堂软件园 E 幢 13 层 

31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 
臂式电子血压计 YE680A 杨佳楠 

0511-86900800 

18251963608 
yang.jn@yuyue.com.cn 

江苏省丹阳市云阳工业园振新

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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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血糖监测类设备 

序号 单位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型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地址 

32 
沈阳东软熙康医疗系

统有限公司 
熙心健康血糖仪 G-427G 张澜觉 13149842852 zhanglanjue@neusoft.com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创新路

175 号 

33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智能血糖监测系统 BG5 赵海珍 13132017147 zhaohzh@jiuan.com 

天津市南开区雅安道金平路 3

号 

34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 
血糖仪 309 杨佳楠 

0511-86900800 

18251963608 
yang.jn@yuyue.com.cn 

江苏省丹阳市云阳工业园振新

路南 

2.4 血氧监测类设备 

序号 单位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型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地址 

35 
天津超思医疗器械有

限责任公司 
指夹血氧仪 MD300C23 张广明 18622066111 

zhangguangming@choicem

med.com 

天津市武清开发区源泉路 17 号

4 栋 2-3 层 

36 
康泰医学系统（秦皇

岛）股份有限公司 
脉搏血氧仪 CMS50F 刘振红 13313356025 contec365@163.com 

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秦皇

西大街 112 号 

37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iHealthPulse 

Oximeter 
PO3M 赵海珍 13132017147 zhaohzh@jiuan.com 

天津市南开区雅安道金平路 3

号 

mailto:yang.jn@yuyue.com.cn
mailto:contec36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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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体温监测类设备 

序号 单位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型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地址 

38 
广州柏颐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智慧防疫远程测温

手环 
S6T 王靖云 

020-32069100    

18922121118 
jy@aiqiangua.com 

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

城科学大道 182 号创新大厦 C1

栋 1106 单元 

39 
可孚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红外线体温计 KF-HW-001 赵炯映 

0731-89569746      

18627561659 
18627561659@163.com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振华路

816 号 

2.6 体重/体脂监测类设备 

序号 单位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型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地址 

40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iHealth Core 无线

体脂秤 
HS6 赵海珍 13132017147 zhaohzh@jiuan.com 

天津市南开区雅安道金平路 3

号 

2.7 多参数健康监测设备  

序号 单位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型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地址 

41 
沈阳东软熙康医疗系

统有限公司 
生命体征检测仪 

SCP-XIKANG- 

3001 系列 
张澜觉 13149842852 zhanglanjue@neusoft.com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创新路

175 号 

42 
南京瀚雅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心肺运动功能评估

系统 
Smax58ce 张露 

025-56815819          

13851598023 
rocio@highermed.com 南京市高淳区双高路 86-1 号 

43 
江苏康尚生物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 
健康一体机 Aurora 杨凯 

0755-81773581       

18688720662 
yangkai@konsung.com 

江苏省丹阳市开发区圣昌西路

8 号 

mailto:jy@aiqiangua.com
mailto:1862756165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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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基层诊疗随访设备 

序号 单位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型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地址 

44 
新华慧谷网络科技（大

连）有限公司 
心电分析仪 MAC Link 梁彦志 

0411-39666515 

13942895451 
shuai.fang@hotmail.com.jp 

辽宁省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黄浦路 537 号泰德大厦 1211 

45 
江苏康尚生物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 

多参数健康管理一

体机 
HES 杨凯 

0755-81773581       

18688720662 
yangkai@konsung.com 

江苏省丹阳市开发区圣昌西路

8 号 

46 
泰好康电子科技（福

建）有限公司 

互联网+移动健康

数据采集综合管理

系统（健康一体机） 

THK-M868 吴朝政 18960398808 15605000200@126.com 
泉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江南

园紫华路 13 号 

47 

康泰医学系统（秦皇

岛）股份有限公司 

多参数生命体征监

测仪 
HMS6500 刘振红 13313356025 contec365@163.com 

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秦皇

西大街 112 号 

2.9 手持式红外测温产品 

序号 单位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型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地址 

48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热成像经济型手持

测温热像仪 

DS-2TP31B- 

3AUF 
唐槐 

0571-88075998 

18969196837 
tanghuai@hikvision.com 杭州市滨江区阡陌路 555 号 

49 
安徽西玛科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西玛科红外测温仪 SMK-GD168 檀春霞 

0551-69106868     

18855181288 
1195793452@qq.com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经开区汤口

路 168 号西玛科产业园 

50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非接触式红外体温

计 
PT3 赵海珍 13132017147 zhaohzh@jiuan.com 

天津市南开区雅安道金平路 3

号 

mailto:yangkai@konsung.com
mailto:15605000200@126.com
mailto:contec365@163.com
mailto:119579345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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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助式健康检测设备 

3.1 社区自助体检设备 

序号 单位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型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地址 

51 
沈阳东软熙康医疗系

统有限公司 
健康空间站 XK-JKKJZ18 张澜觉 13149842852 zhanglanjue@neusoft.com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创新路

175 号 

52 
武汉新新海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智能自助式健康站 XH-ZZJ-05B 江雪 

027-84784317 

15071314875 
xue.jiang@siheal.cn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

道 666 号光谷生物城 C1 栋B 区

4 楼 404-1 室 

53 
武汉新新海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智能健康站 XH-ZZJ-06B 江雪 

027-84784317 

15071314875 
xue.jiang@siheal.cn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

道 666 号光谷生物城 C1 栋B 区

4 楼 404-1 室 

54 
江苏盖睿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智能诊室 GIC10 王彭 18020280796 peng.wang@gareatech.com 

苏州市吴中经济开发区塔韵大

厦 7 层 

55 
北京悦琦创通科技有

限公司 
健康一体机 HM-2000C 王庚寅 18611072895 

wanggengyin@kingrich.com

.cn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

海二路 25 号三层 C002 室 

56 
泰好康电子科技（福

建）有限公司 

泰好康智慧健康管

理系统（健康数据

综合检测一体机） 

THK-6 吴朝政 18960398808 15605000200@126.com 
泉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江南

园紫华路 13 号 

57 
深圳市安测健康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安测自助健康监测

智能一体机 
ET-1601 肖应芬 

0755-86239437 

13143467844 
kathy.xiao@e-techco.com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

西丽社区留新四路万科云城三

期 C 区九栋 a 座 1501-1504 房 

mailto:15605000200@126.com


 

9 

58 
上海恩谷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互联网健康管理-体

机 
SmartYTJ-01 尚玮 

021-60213074 

17717233889 
ad@engoo.cn 

上海市浦东新区海科路 99 号 2

号楼 1 楼 

59 
康泰医学系统（秦皇

岛）股份有限公司 

多参数生命体征监

测仪 
HMS9900 刘振红 13313356025 contec365@163.com 

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秦皇

西大街 112 号 

60 
武汉携康智能健康设

备有限公司 
生理参数传输仪 XKZN-B500 柯尊国 

027-59884185 

15272045123 
1304013894@qq.com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高新大 818

号高科医疗器械园 B8 栋三层 

3.2 智能健康筛查设备 

序号 单位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型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地址 

61 
江苏盖睿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胶囊诊所（健康微

诊室+药柜） 
GCC11A 王彭 18020280796 peng.wang@gareatech.com 

苏州市吴中经济开发区塔韵大

厦 7 层 

62 
苏州爱琴生物医疗电

子有限公司 

脑组织血氧参数评

估系统 
EGOS-600 李岳 13810090741 lori.lee@enginmed.com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 218 号生

物纳米园 A4517、518 单元 

63 
北京京东方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梦轨 MagiSleep 智

能睡眠仪 
MS-100C 邓旭升 13811348966 dengxusheng@boe.com.cn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

环中路 12号院 1号楼 4层 4-078 

64 
广州中科新知科技有

限公司 
心晓悠护 Lite WSM-LN-01 吴三元 

020-31102218 

13925150885 
sanyuan.wu@senviv.com 

广州市番禺区小谷围街道青蓝

街 28 号创智园 3 栋 606 室 

3.3 全自动红外测温产品 

序号 单位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型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地址 

65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大华热成像人体测

温仪 

DH-TPC- 

BF3221 
姚飞雄 

0571-28933165 

18100188511 
xmb@dahuatech.com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1199 号 

66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红外体温智能快速

筛检系统 
DM60-W 崔亚民 

0571-86695656 

13906539702 
cuiyamin@dali-tech.com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

639 号 

mailto:ad@engoo.cn
mailto:peng.wang@garea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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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红外热成像体温快

速筛检仪 
TE-W 崔亚民 

0571-86695656 

13906539702 
cuiyamin@dali-tech.com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

639 号 

68 
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

司 

全自动红外测温产

品 
TIC2531T-IR 叶林燕 

0571-86509332 

18167175783 
yelinyan@uniview.com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陵路 88

号万轮科技园 10 幢 

4.智能养老监护设备 

4.1 智能监测设备 

序号 单位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型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地址 

69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三目行为分析摄像

机 

DS-2CD8447H/

B-R 
唐槐 

0571-88075998 

18969196837 
tanghuai@hikvision.com 杭州市滨江区阡陌路 555 号 

70 
北京数衍科技有限公

司 
智能地面 ZGS100A 袁克亚 18611471728 keya.yuan@gooagoo.com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中二路 2 号

望京科技园 B 座 5 层 510 室 

71 
浙江嘉科智慧养老服

务有限公司 
长护宝 Chb-01 姚伟林 15024356244 604494651@qq.com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洪波路

310 号 

72 
麒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智能床 Care IObed 胡雪乔 18805735338 kane.hu@keeson.com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

秋茂路 158 号 

73 
江苏中科西北星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居家基站 VGT1GW 张阗年 

0510-81817224        

15152200705 
zhangtiannian@ciotc.org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菱湖大道

200 号中国传感网国际创业园

C1 座 7 层 

74 
江苏中科西北星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居家终端（床

头机） 
VGTBM 张阗年 

0510-81817224        

15152200705 
zhangtiannian@ciotc.org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菱湖大道

200 号中国传感网国际创业园

C1 座 7 层 

mailto:zhangtiannian@ciot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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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苏州工业园区优频科

技有限公司 

吸顶式无线双鉴红

外探测器 
AD500-08 杨亦铭 13814821719 yyang@uradiosystem.com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大道 1355

号二期 D202-2 

76 
山东沃尔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非接触/非视觉生命

体征检测系统-老年

人看护系统 

SEB-DP- 

HBDS1A 
陈照花 

0531-88699760 

18678877101 

woerdeshengwujishu@126. 

com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风路

101号齐鲁文化创意基地 4号楼

一层东区 

77 
杭州萤石网络有限公

司 

无线单体门磁传感

器 
CS-T6-A 唐槐 

0571-88075998 

18969196837 
tanghuai@hikvision.com 杭州市滨江区阡陌路 555 号 

78 
无锡安康通信息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 

natali 智能看护系统

-孝心眼 
S09 张晓敏 

0510-85133322         

13915330337 

zhangxiaomin@ 

sanpowergroup.com 

无锡市滨湖区鸿桥路 882 号二

楼 

79 
上海百芝龙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非接触式人体行为

异常监测设备 
PSENP-JST 张韵 

021-52301229 

13801870415 

yun.zhang@perspicace-china

.com 

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1326 号

上生慧谷大厦 15-16 楼 

80 
福建奇鹭物联网科技

股份公司 
奇鹭智能定位宝 Xd08 庄榕榕 15260877166 qiloo37@qiloo.com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街福新花园

城 2-2303 室 

81 
烽火祥云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烽火祥云社区养老

智慧岛 
SI01 白玫 18118807007 baimei@fiberhome.com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

发区水阁路 8 号 

82 
山东亚华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信息化医护管理通

讯系统 
YH-997C 唐泽远 

0533-3585628 

13581019316 
tangzeyuan@yarward.com 淄博高新区青龙山路 9509 号 

4.2 智能康复设备 

序号 单位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型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地址 

83 
北京美尔斯通科技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蓝鲸 3 人工智能骨

传导助听器 
GDZ-E 赵星 

010-69076101 

15810762431 
343647182@qq.com 

北京市密云区经济开发区强云

路 3 号院 1 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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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 

手关节持续被动活

动仪 

XY-SNG-I 

标准款/豪华款 
张国涛 

0372-7077533                   

18737297962 
370454747@qq.com 

河南省内黄县帝喾大道中段路

西 

85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 

手功能综合康复训

练平台 
XY-101B 张国涛 

0372-7077533                   

18737297962 
370454747@qq.com 

河南省内黄县帝喾大道中段路

西 

86 
上海傅利叶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智能上肢康复机器

人 
Fourier M2 杨志豪 

021-50308716 

13905812227 
zhihao.yang@fftai.com 

上海市浦东新区晨晖路 88 号 1

号楼 3 层 

87 
河南优德医疗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 

平衡评定及训练系

统 
YD-3300 型 牛栓柱 

0371-67896810                        

15515808888 
1667972575@qq.com 

尉氏县新尉工业园区优德大道

1 号 

88 
河南优德医疗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 
上肢康复机器人 YD-robot300 牛栓柱 

0371-67896810                        

15515808888 
1667972575@qq.com 

尉氏县新尉工业园区优德大道

1 号 

89 
山东海天智能工程有

限公司 

下肢外骨骼康复机

器人 
HTR-KF-BLE-I 王西振 18765386700 

shandongguohua1919@126.

com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明堂路 60

号 

90 
山东海天智能工程有

限公司 
手功能康复机器人 LSR-D I 王西振 18765386700 

shandongguohua1919@126.

com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明堂路 60

号 

91 
天津市慈济康复器材

厂 

智能体态运动评估

与康复训练系统 
CJ-TTPG-01 朱洪芸 13662190661 tjcjkf@163.com 

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工业园宝

仓路 9 号 1 号楼 

92 
天津茵诺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茵诺运动医生 YN-AI-SPFL 黄超 13920450135 1184695291@qq.com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

西四道 168 号融和广场 6-2-605 

93 
常州市钱璟康复股份

有限公司 

步态训练和评估系

统 
Flexbot-S 樊天润 0519-86252000 fantianrun@qjrehab.com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国家高新区

凤鸣路 6 号 

94 
江苏苏云医疗器材有

限公司 

高效型智能平衡功

能评估与训练系统 
SY-PH710B 赵璟 0518-85462073 909739@qq.com 

连云港市大浦工业区金桥路 18

号 



 

13 

95 
常州市钱璟康复股份

有限公司 
早老干预系统 C-LGX-01 樊天润 0519-86252000 fantianrun@qjrehab.com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国家高新区

凤鸣路 6 号 

96 
石家庄渡康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 
经颅磁刺激仪 NK-IA02 李斌 13582167533 798893656@qq.com 

石家庄高新区长江大道 139 号

润江总部国际 11 号楼六层 

97 
河南汇博医疗股份有

限公司 

坐卧式多关节下肢

康复机器人 
SLAR-A-01 杨希 

0377-60192224                          

13837773189 
463193906@qq.com 

河南省南阳市新能源经济技术

开发区纬士路中段汇博医疗 

98 
浙江千喜车业有限公

司 
电动轮椅车 XFGW30-107 施李刚 

0579-87153533 

18969388288 
449085609@qq.com 

永康市经济开发区九龙北路

305 号 F1-F7 幢 

99 
山东泽普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下肢智能反馈训练

系统 
ZEPU-X8 孙海波 15753695800 ys971122@126.com 

山东潍坊市高密市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高新一路 188 号 

100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 

智能上肢反馈康复

训练系统 
XYKSZFK-1 张国涛 

0372-7077533                   

18737297962 
370454747@qq.com 

河南省内黄县帝喾大道中段路

西 

101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 

智能下肢反馈康复

训练系统 
XYKSZFK-9 张国涛 

0372-7077533                   

18737297962 
370454747@qq.com 

河南省内黄县帝喾大道中段路

西 

102 
泰好康电子科技（福

建）有限公司 

防颤精确性感统训

练测试仪 
PTT-A1 吴朝政 18960398808 15605000200@126.com 

泉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江南

园紫华路 13 号 

103 
泰好康电子科技（福

建）有限公司 

心理评估与心能提

升训练综合系统 
PTT-FC1 吴朝政 18960398808 15605000200@126.com 

泉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江南

园紫华路 13 号 

4.3 智能养老照护设备 

序号 单位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型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地址 

104 
合肥泛米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泛米“三心”智慧

养老系统 
FMYKZJ 项南 

0551-65561661 

13035029333 
1103648349@qq.com 

合肥市高新区皖水路 128 号安

徽科学技术研究院 1 号楼 5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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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

化股份有限公司 
电动护理床 SL-MB5-A 田雪咏 18602438801 tianxueyong@siasun.com 沈阳市浑南新区金辉街 16 号 

106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

化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一体化床椅（II

型） 

SRLBSY170A- 

V1 
田雪咏 18602438801 tianxueyong@siasun.com 沈阳市浑南新区金辉街 16 号 

107 
上海邦邦机器人有限

公司 

邦邦可折叠智能代

步机器人 
XZ-Droid Smart 匡正 

021-37777720 

13773846868 

kuangz@bangbangrobotics. 

com 

上海市松江区中创路 68 号 3 幢

501 室 

108 
国药（大连）医疗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 

智能生命体征监护

床垫/褥垫/枕头 
GY09 单人版 葛永亮 

0411-39266856 

13322283888 
dltaihua@163.com 

辽宁省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保灵街 12 号 

109 
深圳市迈迪加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智能养老看护系统 BM8701 黄锦锋 

0755-86207990 

18038153680 
david@sleepace.net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西丽社

区兴科一街万科云城一期七栋

A 座 1201 研发用房（12 整层） 

110 
普天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智能床垫 PT3WSB 许玮 

010-82484635 

13466697833 
xuwei3@poteio.com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二街 6 号

中国普天大厦 

111 
上海迈动医疗器械股

份有限公司 
智能床垫 SMS15082 王洋 

021-58792838 

13816500094 
yang.wang@meddo.com.cn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蔡

伦路 780 号 3 楼 F 座 

5.家庭服务机器人 

5.1 护理机器人 

序号 单位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型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地址 

112 
安徽哈工海姬尔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海姬尔床式护理机

器人 
HJE-NA01 王海燕 18919682162 2625317899@qq.com 

合肥市经济开发区宿松路 3963

号智能科技园 4 号厂房三层 

113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

化股份有限公司 

下肢康复训练机器

人 
SRLK15A-J05 田雪咏 18602438801 tianxueyong@siasun.com 沈阳市浑南新区金辉街 16 号 

mailto:262531789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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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山东泽普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全自动卧床排泄处

理系统 
ZEPU-SPX-110 孙海波 15753695800 ys971122@126.com 

山东潍坊市高密市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高新一路 188 号 

115 
天津市慈济康复器材

厂 
智能排泄护理机 CJ-NS-Y8Z 朱洪芸 13662190661 tjcjkf@163.com 

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工业园宝

仓路 9 号 1 号楼 

5.2 陪伴机器人 

序号 单位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型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地址 

116 
山东蓝创网络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所依多媒体终端设

备 
LST-H8001 王秀华 18363671985 lcpa@ilanchuang.com 

潍坊高新区孵化二巷 155 号（光

电产业园第一加速器）二楼 

117 
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笑 宝 机 器 人

TD-LTE 数据终端 
alpha Mini 李成宝 

0755-83474428     

13718752658 
chengbao.li@ubtrobot.com 

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 1001 号

南山智园 C1 栋 22 楼 

118 
湖南超能机器人技术

有限公司 

智能健康服务机器

人 
CNBOT-F11 肖湘江 

0731-85368365     

13786185927 
45900369@qq.com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 109 号

华创国际广场 C 座 1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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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类 

1.慢性病管理 

序号 单位名称 服务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单位地址 

1 洛阳恩济医院有限公司 洛阳恩济医院 陈延飞 
0379-60232687 

15139992009 
luoyangenji@163.com 洛阳市西工区金谷园路 105 号 

2 普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互联网+健康”慢病管

理服务 
许玮 

010-82484635 

13466697833 
xuwei3@poteio.com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二街6号中

国普天大厦 

3 
上海恩谷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慢性病管理 尚玮 

021-60213074 

17717233889 
ad@engoo.cn 

上海市浦东新区海科路 99 号 2

号楼 1 楼 

4 
浙江嘉科智慧养老服务

有限公司 

企业集团员工健康管

理系统 
李宁 

0573-89995056 

18157316608 
36958023@qq.com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洪波路 310

号 

5 
武汉麦咚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高血压慢病管理 孟楠霄 

027-63498819 

17607100550 
mnx@jk136.cn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高新大道 666

号生物创新园 B5 栋 5 楼

E202-204 

6 成都医云科技有限公司 医疗慢病管理服务 张欣 
028-83352503                 

18702883369 
zhangxin@medlinker.com 

成都高新区天华一路 99号6栋 2

层 3 号 

7 
江苏健康无忧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慢性疾病精细化管理 张毅 18805186996 zhangyi@jiankang51.com 

南京市高新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星火路 9 号软件大道座 a302 室 

8 
沈阳东软熙康医疗系统

有限公司 

熙心健康老年健康管

理服务 
张澜觉 13149842852 zhanglanjue@neusoft.com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创新路 17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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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iHealth 共同照护管理

模式 
赵海珍 13132017147 zhaohzh@jiuan.com 天津市南开区雅安道金平路 3号 

10 
新疆德福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幸福小镇智慧平台管

理-慢性病管理 
严莉 13899988200 leer516@qq.com 新疆昌吉州昌吉市六工镇 30 号 

11 
深圳市安测健康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安测慢性病管理平台

服务 
肖应芬 

0755-86239437 

13143467844 
kathy.xiao@e-techco.com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

西丽社区留新四路万科云城三

期 C 区九栋 a 座 1501房-1504 房 

12 
浙江好络维医疗技术有

限公司 

物联网智能慢病综合

管理服务 
崇亦婷 0571-89938332 chongyt@helowin.com 

杭州市西湖区西斗门路 3号天堂

软件园 E 幢 13 层 

13 
武汉新新海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新海血压健康师 江雪 

027-84784303 

15071314875 
xue.jiang@siheal.cn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

道 666 号光谷生物城 C1 栋 B 区

4 楼 404-1 室 

14 
辽宁金华泽信息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 

心脏病防治远程心电

监控服务 
刘宇龙 

400-8008-365    

18524489000 
liuyulong@jinhuaze.com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世纪路 2号

2-3 甲号 1105 

2.居家健康养老 

序号 单位名称 服务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单位地址 

15 
安徽晶奇网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晶奇居家健康养老管

理系统 
陈莉莉 

0551-65350885-8504 

18055163250 
chenlili@jqsoft.net 

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 2800 号

合肥创新产业园二期 F 区 2 幢 

16 
安徽八千里科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烛光妈妈居家健康养

老服务 
张德健 

0551-63848385 

18919691790 
zdj@zhuguangmama.com 

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 2800 号

创新产业园 G3 楼 B 区 8 层 

mailto:chongyt@helowin.com
mailto:xue.jiang@siheal.cn
mailto:liuyulong@jinhuaze.com
mailto:chenlili@jqsoft.net
mailto:zdj@zhuguangmam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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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天津乐聆智慧养老服务

有限公司 

乐聆物联网康养大数

据平台居家养老服务 
金建红 13645730702 jinjianhong@leelink.net 

天津市和平区滨江道一号金谷

大厦 16F 

18 
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 

居家远程慢病管理服

务 
黄敏 18668020909 huangmin@wasu.com 

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长江路

79 号华数数字电视产业园 

19 
西安麦邦智航智能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 管金 

13572548573 

029-87872768 
361899695@qq.com 

西安市高新区旺座国际 D 座

1301 

20 
湖南创星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创星机构养老服务信

息系统 
李熙 

0731-85482099     

15274951588 
78331047@qq.com 

湖南省长沙高新开发区麓云路

100 号兴工科技园 5 栋 601-603

号房 

21 
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 

华数大健康及本地医

养应用服务 
黄敏 18668020909 huangmin@wasu.com 

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长江路

79 号华数数字电视产业园 

22 
北京金卫捷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一键医生 闫晓畅 

010-64871426 

13681165997 
jinweijiekj@163.com 

海淀区西三旗建材中路 10 号百

思特信息中心 1325 室 

23 
苏州普康智慧养老产业

科技有限公司 

普康智慧居家健康养

老服务 
倪佳斌 13962114111 569952745@qq.com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吴

越南路西侧 

24 
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医养结合智慧健康养

老服务 
濮英琪 

021-80331000-8777 

13585573337 
fanchun@winning.com.cn 上海市静安区寿阳路 99 弄 9 号 

25 
山东青鸟软通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居家健康养老服务 陈永斌 18562662813 chenyb@jbinfo.cn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 169

号 1 号楼 202 房间 

mailto:78331047@qq.com
mailto:jinweijiekj@163.com
mailto:fanchun@winn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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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北京普天大健康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社区居家健康养老服

务 
许玮 

13466697833 

010-82484635 
xuwei3@potevio.com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二街6号中

国普天大厦 

27 
江苏禾康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居家养老服务 余燕 13851822968 yy@hk952183.com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

发区水长街 8 号 1 栋 

28 
陕西金宝美养老服务有

限公司 
虚拟养老院 薛梅 13468714458 517618345@qq.com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未央路 10

号秦岭国际 1818 室 

29 
新疆无界通信科技有限

公司 

12551 敬老关怀服务平

台 
胡雅婷 

0991-2812551          

13659995680 
506940490@qq.com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

（头屯河区）喀纳斯湖北路 455

号新疆软件园G1栋9楼907-912

室 

30 
云池网络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 

云池物联智慧居家养

老服务 
余良 

021-51711699 

13052462138 
yuliang@yunchiiot.com 上海市宜山路 900号B 座 405 室 

31 
江苏慧明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慧明智能居家养老服

务 
罗晓君 

0511-88880073      

13952961777 
113477042@qq.com 

镇江市丁卯智慧大道468号双子

楼 a 座 2009 室 

32 
四川华迪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智慧医养大数据公共

服务平台 
夏立 

028-84628209 

15928961578 
xiali@hwadee.com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西

芯大道 5 号汇都总部广场 6 栋 9

楼 1 号 

33 
辽宁希思腾科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居家智慧健康养老系

统 
程卫 

0412-5061373         

15841233415 
chengwei@systemteq.com.cn 

辽宁省鞍山国家高新区激光产

业园北园 8 号楼南座 4 楼 

34 
泰好康电子科技（福建）

有限公司 

互联网+智慧健康养老

之居家健康管理系统 
吴朝政 18960398808 15605000200@126.com 

泉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江南

园紫华路 13 号 

mailto:xuwei3@potevio.com
mailto:yy@hk952183.com
mailto:yuliang@yunchiiot.com
mailto:113477042@qq.com
mailto:xiali@hwadee.com
mailto:15605000200@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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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 

居家养老智慧管理服

务 
易静涛 

028-65516076 

18683523067 
yijt@yinhai.com 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 163 号 

36 
上海恩谷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居家健康养老服务 尚玮 

021-60213074 

17717233889 
ad@engoo.cn 

上海市浦东新区海科路 99 号 2

号楼 1 楼 

37 
湖北鄂东医养集团有限

公司 
互联网+智慧养老服务 易芳 

0714-6531606 

13986608580 
371860554@qq.com 

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桂林北路

34 号 

38 
青岛中康爱邻里智慧医

养服务有限公司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刘艳 

0532-80980660 

15908951210 
qdzkgjyy@163.com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井冈山路

596 号 5 层 

39 
常州市钱璟康复股份有

限公司 

璟云长者远程康复指

导服务平台 
樊天润 0519-86252000 fantianrun@qjrehab.com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国家高新区

凤鸣路 6 号 

40 
厦门老来俏养老服务有

限公司 
老来俏养老服务 林有恒 19906005098 linyh@laolq.com 

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 43 号 3 号

楼 4 层 

41 
南京爱普雷德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互联网+智慧家庭照护

养老床位服务 
谢姗姗 15189824867 467919512@qq.com 南京市鼓楼区建宁路 65 号 

42 
浙江皓月朝阳科技有限

公司 

互联网+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 
胡丹灵 

0573-85577177 

18367300943 
2895295195@qq.com 浙江省平湖市当湖西路 388 号 

43 
上海友康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友康智慧养老服务 韩彬 021-24196525 hanbin@ucanit.cn 

上海市联航路 1188 号浦江智谷

7 号楼 1 层 101-3 单元 

44 广西金中软件有限公司 居家养老 梁婉青 
0771-2810198 

18878871199 
1107@kingon.cn 

广西南宁市民族大道 93 号新兴

大厦 A 栋 13 层 1301-1306 室 

mailto:yijt@yinhai.com
mailto:ad@engoo.cn
mailto:371860554@qq.com
mailto:fantianrun@qjrehab.com
mailto:linyh@laolq.com
mailto:467919512@qq.com
mailto:hanbin@ucanit.cn
mailto:1107@king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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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国药（大连）医疗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 

健康养老卫生安全监

管一体化服务 
葛永亮 

0411-39266856 

13071157538 
dltaihua@163.com 

辽宁省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保灵街 12 号 

46 
湖南软神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曹双 

0731-84110389     

13975124568 
caoshuang@empiresoft.net.cn 

湖南长沙市芙蓉中路运达喜来

登酒店写字楼 20 层 

47 北京美鑫科技有限公司 
金牌护士居家护理服

务 
冯静波 13810082465 fengjingbo@goldnurse.com 

北京市朝阳区东亿国际传媒产

业园三期 A 座 803 

48 
北京医护到家健康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 
护士上门服务 郭鑫 13701075956 guoxin@yihu365.com 

北京市通州区水仙西路 99 号 3

层 01-3387 

49 
上海安康通健康管理有

限公司 
社区康养中心 金杰 

021-52037388 

17321410774 
jinjie@ankangtong.com 

上海市普陀区丹巴路 28 弄旭辉

广场号楼 3 层 

50 
南京索酷信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互联网+智慧健康居家

养老服务综合管理平

台 

孙菊先 
025-58831819     

15371026059 
sunjuexian@socool-tech.com 

南京市鼓楼区幕府东路 199 号

36 幢 

51 
郑州新益华医学科技有

限公司 
居家健康养老服务 马秦雨 

0371-56850021                      

13673680858 
13673680858@163.com 

郑州市郑东新区平安大道龙子

湖中央广场 B 塔南广场，新华

保险大厦 19 层 

52 
四川联颐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 
唐吉聪 

028-62015695      

15884532262 
tjc@znjtys.com 

成都市金牛区蜀西路 48 号西城

国际 14 楼 

mailto:caoshuang@empiresoft.net.cn
mailto:fengjingbo@goldnurse.com
mailto:guoxin@yihu365.com
mailto:jinjie@ankangtong.com
mailto:sunjuexian@socool-tech.com
mailto:13673680858@163.com
mailto:tjc@znjt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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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吉林省家人帮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 
居家健康养老 郭建伟 

0431-87017739 

13341444919 
573476082@qq.com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工农大路

1035 号宏亿数码广场海航荣御

2715 室 

3.个性化健康管理 

序号 单位名称 服务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单位地址 

54 北京康加科技有限公司 健康筛查检测和服务 赵瑞杰 
010-85895131 

13701204123 
zhaorj01@sina.com 

北京市朝阳区建华南路 17 号现

代柏联大厦三层 303 

55 

山东五福堂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福天下健康管理系统 孙杰 

0535-6912349 

18953588009 
sdcskg@163.com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通世南路 7

号 C5-406 号 

56 
成都科创智远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个性化健康服务 肖迎梅 

028-86955963                          

18080904728 
472352638@qq.com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

都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 399 号 7

栋 3 单元 3 层 309 号 

57 

大连长者小镇养老发展

有限公司 

乐椿轩个性化健康管

理服务 
连景波 

0411-84467888 

15668690119 
lianjingbo@guri.cc 大连市旅顺口区白山街 101 号 

58 
深圳一格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 

李秘书私人健康管家

服务 
张彬 

400-6133-979 

13622399397 
991041785@qq.com 

深圳市南山区软件产业基地 4栋

B 座 412 室 

59 

江苏盖睿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智能化主动健康管理

服务 
王彭 18020280796 peng.wang@gareatech.com 

苏州市吴中经济开发区塔韵大

厦 7 层 

mailto:573476082@qq.com
mailto:sdcskg@163.com
mailto:472352638@qq.com
mailto:lianjingbo@guri.cc
mailto:peng.wang@garea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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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北京雪扬科技有限公司 
安顿心脑监测预警服

务 
钟伟 

010-52270896 

18501370907 
zhongwei@iandu.cn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东里莱锦

文化创意产业园 CN16 四层 

61 

北京中成康华科技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康华云健康服务 覃力 
010-56142059 

18612861818 
87795732@qq.com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28

号大成广场西座 7 门 12 层 

62 

新华慧谷网络科技（大

连）有限公司 

区域医联体个性化健

康服务 
梁彦志 

0411-39666515 

13942895451 
shuai.fang@hotmail.com.jp 

辽宁省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黄浦路 537 号泰德大厦 1211 

63 

甘肃百合物联科技信息

有限公司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 颉云华 

0931-8449977 

13919240606 
46507917@qq.com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南路 281

号 202 室 

64 

青岛中康爱邻里智慧医

养服务有限公司 
个性化健康管理服务 刘艳 

0532-80980660 

15908951210 
qdzkgjyy@163.com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井冈山路

596 号 5 层 

65 
河源巴登新城投资有限

公司 
疗休养服务 张志凌 

0762-8886888   

13686493828 
6164606@qq.com 

河源市源城区高埔岗街道巴伐

利亚庄园行政办公楼一层 

66 
河北志晟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个性化健康管理 林琦 13911639681 linqi@zccninfo.com 

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新华路 50

号万达广场 B 座 1-1601 

67 

广州市巨硅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全家康智慧养老服务 苏艾瑞 

020-81772777 

13711660800 
suar@hi-board.com 

广州市荔湾区周门北路 26 号

501、507、511 房 

68 
山东泽普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智慧医康养护服务平

台 
孙海波 

0536-2667577 

15753695800 
ys971122@126.com 

山东潍坊市高密市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高新一路 188 号 

mailto:zhongwei@iandu.cn
mailto:87795732@qq.com
mailto:46507917@qq.com
mailto:6164606@qq.com
mailto:linqi@zccninfo.com
mailto:suar@hi-boa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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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互联网健康咨询 

序号 单位名称 服务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单位地址 

69 
沈阳东软熙康医疗系统

有限公司 
掌上云医院健康咨询 张澜觉 13149842852 zhanglanjue@neusoft.com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创新路 175

号 

70 
山东众阳健康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互联网+"健康咨询 陈伟 

0531-865176666 

15666665316 
chenwei@msunsoft.com 

济南市高新区新泺大街 1166 号

奥盛大厦 1 号楼 12 层 

71 
心医国际数字医疗系统

（大连）有限公司 
互联网健康咨询 解 萌 

0411-84789898 

18525565798 
xiemeng@senyint.com 

大连市高新园区软件园东路 5号

软件园 3 号楼 403-404A 

72 纳里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纳里健康分级诊疗咨

询服务 
林秀秀 

0571-88911607 

13165994087 
linxx@ngarihealth.com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3688 号潮人汇 9 楼 

73 宁波云医院有限公司 
宁波云医院平台互联

网医疗服务 
杜丽君 

0574-87798999    

18906628819 
du.lj@neusoft.com 

宁波市鄞州区中山东路 1999 号

宁波文化广场 1 幢 

74 
创业慧康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互联网健康咨询服务 沈丽华 13738171117 slh@bsoft.com.cn 

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越达巷

92 号创业智慧大厦五楼 

75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云数达互联网诊疗服

务 
侯小婷 

0871-66203541 

15368248085 
512492150@qq.com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云南白药

街 3686 号 

76 
苏州德品医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基于互联网+护理服务

系统的健康管理整体

解决方案 

何蒙蒙 
0512-66568029-809 

15050400056 
pa@depingroup.com 

苏州高新区锦峰路 8 号 12 号楼

2F 

mailto:chenwei@msunsoft.com
mailto:xiemeng@senyint.com
mailto:linxx@ngarihealth.com
mailto:pa@depin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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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江苏曼荼罗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 

医养结合的“互联网+

实体服务”应用 
糜桃君 18652488407 mitaojun@mandalat.com.cn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菱湖大道

200 号创新园 F 区 5 号楼 

78 
新华慧谷网络科技（大

连）有限公司 
家庭医生健康服务 梁彦志 

0411-39666515 

13942895451 
shuai.fang@hotmail.com.jp 

辽宁省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黄浦路 537 号泰德大厦 1211 

79 
北京纵横无双科技有限

公司 

有来医生在线诊疗服

务平台 
苏博川 

010-56257523 

18611112998 
subochuan@youlai.cn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11 号

E 世界财富中心 C 座 983 

5.生活照护 

序号 单位名称 服务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单位地址 

80 
北京爱侬养老科技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型养老服务 林军玉 

010-68826919 

13911563775 
linjunyu@bjainong.cn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中街 405号甲

楼二层 

81 
江苏金康信息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十助”服务 张杰 

025-83603381 

13851873050 
zhangjie1@sanpowergroup.com 

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 68 号

（办公地址） 

82 
成都全时云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居家和社区养老过程

监管 
李莹莹 

028-85980221                

15019227818 
267276933@qq.com 

成都高新区世纪城南路 216 号 5

栋 5 层 503 号 

83 
宁波高新区小柏家护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小柏家护智慧养老

O2O 平台 
徐红飞 

0574-81877725 

18957431831 
hrzp@xbcare.com.cn 浙江省宁波高新区新梅路299号 

84 
郑州大象通信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老来护-一站式老年生

活照护服务 
李国生 

0371-60831286              

18137182111 
473326@qq.com 

郑州市文化路 128号航天商务大

厦 15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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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北京特米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区块链的“时间银

行”社区养老互助服务 
唐聪 13581647947 79637597@qq.com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118号招商

局大厦 3 层 

86 
中山爱科数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关爱铃居家养老服务 蔡晓锐 

0760-88821226   

13068236300 
3315407655@qq.com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会展东路 1号

德仲广场 2 幢 412 室 

87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泰照护智能管理平台 罗小东 

010-61045229          

13691579373 
luoxd08@taikanglife.com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56

号 A 座 11 层 

88 
北京寸草关爱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寸草居家养老服务 常宏玲 

010-64910910 

18600004072 
64415792@qq.com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0 区甲 16

楼及平房 6 幢 612 室 

89 
武汉炎黄创新科技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 

互联网+智慧养老融合

服务 
徐鹏 

027-87742790 

13971096315 
xupeng@yhcrt.com 

武汉市湖东新技术开发区凤凰

园一路 2 号普能科技园 

90 
合肥九久夕阳红新海护

理院有限公司 

九久夕阳红居家智慧

健康生活照护服务 
许文涛 

0551-64259039 

16655165825 
2215382660@qq.com 

合肥市新站区新海大道与文忠

路交口 

91 
智慧华川养老（北京）

有限公司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 姜淋译 18628035398 jialinyi@hcssc.cc 北京市石景山阜石路 165 号 

92 
苏州市姑苏区居家乐养

老服务中心 
虚拟养老院服务 张华伟 18013148464 742925733@qq.com 

苏州市吴中西路909号汇邻中心

5 楼 

93 
北京七心云科技有限公

司 
居家照护服务 赵欢 

010-56017099   

18613319088 
zhaohuan@91hhg.com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6号伦

洋大厦 10 层 

94 
江苏悦心养老产业有限

公司 
悦心家庭照护床位 李少帅 18014467633 1954113171@qq.com 南京市玄武区龙蟠路 155 号-15 

95 
福建微尚生活服务有限

公司 

微尚我家智慧健康养

老服务 
陈柳 18950295809 chenliu@vserve.cn 

福州市乌龙江中大道福州高新

区创新园 5 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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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北京普天大健康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互联网+综合养老服务

平台 
许玮 

13466697833 

010-82484635 
xuwei3@potevio.com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二街6号中

国普天大厦 

97 
上海海阳互联网养老服

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海阳智慧云”平

台的养老生活照护 
王宵春 

021-65390000-8113 

15900622343 

xiaochun.wang@haiyang-group.

com 
上海市杨浦区国顺东路 398 号 

98 
北京金卫捷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一键便民 闫晓畅 

010-64871426 

13681165997 
jinweijiekj@163.com 

海淀区西三旗建材中路 10 号百

思特信息中心 1325 室 

99 
杭州思锐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智慧养老生活照护服

务 
单国娇 

0571-56001668 

13989870979 
157251189@qq.com 

杭州市西湖区三墩苏嘉路华彩

国际 6 幢 10 楼 

100 
上海天与养老服务有限

公司 
智慧养老线上服务 张永芳 13917560061 zyfang@yeah.net 

上海市普陀区祁连山路 111弄中

以（上海）创新园区 6 号楼 2 楼 

101 
厦门智宇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智宇智慧健康养老服

务 
黄培云 

0592-5717171 

13285978728 
506426126@qq.com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17 号

楼 201 室 A 单元 

102 
泰好康电子科技（福建）

有限公司 

互联网+智慧健康之生

活照护管理系统 
吴朝政 18960398808 15605000200@126.com 

泉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江南

园紫华路 13 号 

6.养老机构信息化 

序号 单位名称 服务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单位地址 

103 
合肥盛东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盛东机构智慧养老平

台 
金花 17756051161 jh@sdcti.com 

合肥市高新区创新产业园二期

J1 楼 C 座 902 室 

104 
安徽晶奇网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晶奇养老机构信息管

理系统 
陈莉莉 18055163250 chenlili@jqsoft.net 

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 2800 号

合肥创新产业园二期 F 区 2 幢 

mailto:jinweijiekj@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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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上海恩谷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养老机构信息化服务 尚玮 

021-60213074 

17717233889 
ad@engoo.cn 

上海市浦东新区海科路 99 号 2

号楼 1 楼 

106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养老机构信息技术服

务 
马晓宁 

021-24178888 

18646033768 

maxiaoning@wondersgroup. 

com 

上海市南京西路 1600 号城市航

站楼 5 楼 

107 
河南爱馨养老服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养老机构信息化平台 李晶晶 

0371-68790196             

18503859992 
aixin996@163.com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长江路 69

号 

108 普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养老机构信息化  许玮 
010-82484635 

13466697833 
xuwei3@poteio.com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二街6号中

国普天大厦 

109 
江苏中科西北星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中科西北星智慧健康

养老云服务 
张阗年 

0510-81817224        

15152200705 
zhangtiannian@ciotc.org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菱湖大道

200 号中国传感网国际创业园

C1 座 7 层 

110 
南京索酷信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索酷智慧健康机构养

老服务云平台 
孙菊先 

025-58831819     

15371026059 
sunjuexian@socool-tech.com 

南京市鼓楼区幕府东路 199 号

36 幢 

111 
江苏禾康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机构养老服务 余燕 13851822968 yy@hk952183.com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

发区水长街 8 号 1 栋 

112 
北京悦享数字科技有限

公司 
数字化养老解决方案 刘旭 

010-59079577 

15600620744 
liuxu@joydigit.com 

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 10 号长远

天地大厦 B2 座 510 

113 
无锡镜子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镜子信息智慧健康养

老云服务 
姚国勤 

0510-85181926    

15852532870 
guoqin.yao@mirrortech.cn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清源路 18

号 539 大厦 C907 室 

114 
山东亚华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养老机构信息化管理

平台 
唐泽远 

0533-3585628 

13581019316 
tangzeyuan@yarward.com 

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青龙山路

950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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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咸阳秦云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智慧健康养老管理服

务平台 
田园 17729385026 443357359@qq.com 

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乐育北路 2

号 

116 
湖南软神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机构养老服务管理与

运营 
曹双 

0731-84110389     

13975124568 
caoshuang@empiresoft.net.cn 

湖南长沙市芙蓉中路运达喜来

登酒店写字楼 20 层 

117 
深圳一格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 

李秘书机构智慧照护

服务 
张彬 

400-6133-979 

13622399397 
991041785@qq.com 

深圳市南山区软件产业基地 4栋

B 座 412 室 

118 
甘肃尚福佳苑老年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 
智慧健康养老中心 金多满 15609360311 470287550@qq.com 

甘肃省张掖市民乐生态工业园

区 

119 
北京寸草关爱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寸草机构养老服务 常宏玲 

010-64910910 

18600004072 
64415792@qq.com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0 区甲 16

楼及平房 6 幢 612 室 

120 
广州柏颐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互联网+智慧养老信息

化服务平台 
王靖云 

020-32069100    

18922121118 
jy@aiqiangua.com 

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

城科学大道 182 号创新大厦 C1

栋 1106 单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