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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介绍

25,000 展览面积
2m 350 参展企业 50,000 专业观众

同期会议

本届博览会倾注来自国内外的优势资源，全方位提供
辅具科普、适配等一体化服务，还将举办辅助器具服
务技能大赛、创新产品评选等丰富多样的活动。

采购名录

恩德莱康复器具（北京）有限公司 3A56

专利设计的踝球它能模拟人体正常踝
关节一样万向扭转，能适应任何崎岖
不同的路面，根据用户体重，生活环
境选配踝球和弹力圈配合万向脚，存
储和释放能量，使步行活动更轻松。
具有垂直减震，模拟小腿胫腓骨左右
扭转的功能。

安舒飞毛腿是低冲击力级别患者
第一款或长期假肢的理想之选，
特别适合患者有血管疾病或糖尿
病的患者。专为先去缓慢的患者
设计，将动态足跟与全长龙骨相
结合，从而对脆弱的健肢起到保
护作用。新增的EVO（向量优化
）功能使截肢者能够最大程度地
利用脚板潜能，从而达到自然的
前进步态。而更自然地步态也同
时意味着进一步减轻疲劳，减少
对背部和健肢的有害作用力。

奥索（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3A24

"悦步"3R78多轴气压关节是德国奥托
博克专门为中国用户量身定制的高
性价比产品。轻型多轴气压膝关节
，轻便、简捷、易控制。适应变速
要求，可为用户提供理想的步态和
稳定性。优化的气缸设计，符合生
理步态的阴尼输出，摆动期控制更
高效、自然。适合对于步态和外观
有要求的年轻用户、中年用户和女
性用户。关节屈曲角度150度，重量
760g，系统高度156mm，最大承重
100kg，适用于2级、3级活动患者。

奥托博克（中国）工业有限公司 3A40

假肢、矫形器 

经典型万向踝脚

安舒飞毛腿小腿假肢

"悦步"3R78大腿假肢

100 名国内外演讲嘉宾 10,000 位参会代表30 场峰会论坛

精彩议题抢先看

多元交流平台，精彩呈现前沿视野

中国最大的福祉及康复博览会

2018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暨中国国际康复博览会定于
2018年10月11-13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凭借卓
著的成效和前瞻的理念，福祉博览会已经成为业界人
士洞悉行业趋势、把握市场方向、达成商贸合作的首
选平台。为了更好地满足多元领域观众到场参观采购
的需求，本届博览会特别制作采购指南，按照假肢、
矫形器、康复机器人、康复设备、辅助器具、儿童康
复产品、助听助视产品等八大产品类别，遴选数十款
优质产品，全品类覆盖行业新技术、新应用，提升您
的采购效率。

*最新活动安排以组委会现场公告为准

第八届国际辅助器具技术创新与适配服务论坛

第九届国际低视力康复论坛

中加辅具合作论坛

假肢矫形器3D设计与制造研讨会

标准研究国际研讨会

澜湄合作项目研讨会

国际残疾与发展高峰论坛

中国康复与养老高峰论坛

教就残疾人职业院校研讨会

骨科与康复新技术新理念推介会

长江项目假肢技术论坛

2018中国国际发展性障碍儿童疗育康复辅助产品论坛



w
w
w
.cre

x
p
o
.cn

w
w
w
.cre

x
p
o
.cn

这款产品具有多种感知功能，各手指可独立驱动的集
成化多模式运动假手。具有拟人手的外观和尺寸，每
个手指可以独立进行伸展/弯曲运动，且拇指可相对于
手掌外展/内收运动，多通道表面肌电信号可以实现假
手多种运动模式的识别和控制。能够让使用者适应多
种抓取模式和操作任务的要求。

丹阳假肢厂有限公司 3B27

"风行者"是我国首款，也是目前唯一一款智能动力小腿

假肢，是为了实现肢体完美替代而设计的高性能助残肢

体。该款产品是为了实现肢体替代而设计的高性能助残

假肢，以25倍人眼识别速度来捕捉传感器信号，通过芯

片计算结果实时判断使用者所处的地理环境，推测使用

者的动作意图，从而代替人脑和生物神经向助残肢体下

达动作指令，实现人机一体。该产品整机结构包含传感

器、计算机芯片和机电装置，从而高度模拟生物神经、

大脑和肌肉骨骼组织的功能，模拟生物体对肢体的控制

方式，体现了机械假肢无法比拟的性能。2016年入选美

国《大众科学》年度榜单"全球100项最佳科技创新"。

北京工道风行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B75

智能温控Outlast@技术最初是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研发的，其目的是保护宇航员免受太空温度
骤变的伤害。阿尔法?智温硅胶套的硅胶结合了
Outlast@的热量管理技术，可根据温度变化来调节热
量。由于热量积累在残肢中，智温硅胶套可实现吸收
和储存热量，在残肢开始出汗之前延缓出汗。随着身
体降温，智温硅胶套可释放储存的热量，且可稳定皮
肤温度以保持患者一整天的舒适感。

北京瑞哈国际假肢矫形器贸易有限公司 3B49

雅德力智能电子膝设计，适合K2～K3活动等级之膝上
截肢患者使用。可通过遥控器，设定自动模式或手动
模式，来调整关节弯曲阻力。使用者可以通过软件设
定，于自动模式下，关节传感器会自动侦测行走震动
特征或上下斜坡，对应调整关节阻力，使行走更安全
与轻松。满足行走于特殊路况或跨越障碍物的需求。

德林义肢矫型康复器材（深圳）有限公司 3C14

雅德力智能电子膝设计"风行者"智能动力小腿假肢

前臂智能仿生假肢 阿尔法智温硅胶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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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硬铝合金材料，按大、中、小号分
型，分型按体重设计。 按生物力学进行
设计，具有更科学的对线方案。 每一个
分型又可以有0-4CM的可调宽度。 髋锁
最新设计，使用和维护更加方便。 膝铰
链最新设计，即可以线控，也可以手控
，各人可以随意使用。 考虑了产品的易
装配性，改良了各个装配细节，让装配
很快捷，维护也更方便。

北京精博现代假肢矫形器技术有限公司 3B01

国内首个采用柔性驱动器的外骨骼机器人，BEAR-
H1最主要的功能是帮助下肢行动不便的患者进行康复
训练，让患者重获行走的能力，在使用者使用的过程
中，BEAR-H1带有多达20个以上的传感器。这些传感
器能够有效的将使用者的步态数据记录下来并传达到
机器人身上的控制中心，让机器人在与使用者进行人
机交互的时候能够实现一个更有个性化、更具针对性
的交互体验。

深圳市迈步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3A08

康复机器人

主要针对下半身瘫痪的患者，帮助他们实现坐、站、
行走、上下楼梯等基本功能，也称"可穿戴机器人"。 
可通过力传感器感知用户的运动轨迹，当患者需要迈
步向前时，Fourier X1可以实时提供患者迈步需要的抬
腿和向前跨步的力量，帮助有步行功能障碍的用户进
行步行训练与辅助行走,也是首款"具有触觉"的外骨骼
机器人。

上海傅利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B25

采用变压式吸附技术（PSA）将空气中的氧气与氮气分
离，经过四级多重过滤去除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从而
获取符合医用氧标准的高纯度氧气。无峰值超静音、
PSA制氧方式、定时开关机、超大屏显示、遥控功能背
光设计、语音提示功能、实时氧流量显示、流量异常
报警、整机高温报警、氧浓度报警等特点。

常州中进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3B96

康复设备、辅助器具

可调摇杆式RGO往复式截瘫行走器 Fourier X1下肢外骨骼机器人

下肢外骨骼康复机器人BEAR-H1

超静音移动式医用制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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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高级整脊按摩床是一种适用于卧位脊椎矫
正、牵引、推拿治疗的专用康复设备，该设备配
置了颈椎、胸椎、腰椎、骨盆部位三套闪动顿压
装置，并且可对颈椎和腰椎牵引，为医生做治疗
带来省力和省时，大幅提高了治疗效率和治疗效
果，同时降低了医疗风险，解决了人为手法调整
的力量单一、定位不准确，解决了传统三维床的
机械呆板，暴力易损伤的不足。可以帮助恢复人
体结构到正确位置、牵引数次和治疗时间都可灵
活设置。

安阳市翔宇医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2B49

楼梯升降椅能帮助老年人或行动不便者独自上下楼
梯，很好地解决了其上下楼不便的问题。该产品依
靠安装于楼梯左侧面或右侧面的轨道运行，不破坏
家庭的任何设施，尤其适合已经装修好的家庭。楼
梯升降椅整体采用钢制结构、铝合金铸件及阻燃塑
壳组合而成，性能安全可靠，外形时尚美观。

零起点负荷，空气阻力，连续不间断，无自然
惯性，使用者更安全。可进行股直肌、骨内外
侧肌、趾长肌、腓骨长肌等肌肉的力量训练；
可改善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活动范围；可
进行下肢离心闭链运动；可进行等长训练和肌
力测试；可进行双腿异步训练。

南京赐和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2B31

奥漫优悦引导式个体训练仪结合引导式教育和ABA教
育原理，专为特殊儿童个体训练研发，以娱乐性和节
律性意向来激发患者的兴趣和参与意识，调动患者的
自主运动等各方面的潜力，训练软件双手同时操控设
计，刺激左右脑分区锻炼，提高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
水平。能力训练范畴：逻辑思维能力，情商与社交能
力，观察与辨别能力，感知能力，记忆能力，语言能
力。

儿童康复

下肢蹬踏康复训练器（单腿）多功能高级整脊按摩床

太仓市康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A74 天津奥漫优悦科技有限公司 2B71

智能化弯轨楼梯升降椅 奥漫优悦引导式教育个体训练仪



w
w
w
.cre

x
p
o
.cn

w
w
w
.cre

x
p
o
.cn

对平衡障碍儿童能进行精确评
估，并提供康复训练模式。同
时，通过精确的数学模式，实
时记录儿童重心的运动轨迹。
两大类测试模式：姿势和平衡
测试，其测试模式包含10种测
试条件，并根据测试结果，科
学精确提供9种训练模式，给出
儿童及家属10个数据分析项日
（评估及报告、压力中心、动
态平衡、摆动、象限、重心分
布、稳定性、位移速度、FT转
换、Romberg测试）。

成都市保丽康科技有限公司 2B91

发音康复训练系统利用语音识别将声音和画面关联互
动，从音量、音长、声音控制等方面训练儿童控制发
音。分为三个训练模块，分别为声音有无训练、音量
控制训练、词组训练。 发音训练康复系统主要解决了
自闭症儿童语言缺乏目的性的缺陷，让声音和画面变
化产生关联，及时强化，激发儿童发音兴趣，让儿童
在完成情景目标的环境下促进语言的形成。

吉林省隆锦科技有限公司 2A36

助听、助视系列

自适应学习的听力增强算法，采用分类方式模仿人类的
听力学习过程，并且不断积累数据和自我完善，智能分
离语音和噪声，显著改善听障患者语音理解能力。基于
IA平台技术，实现电脑、手机等设备与助听器之间数据
高效交换；颠覆传统验配方式，验配更精准、高效、便
捷； 实现无线验配，告别传统编程方式，编程更高效、
精准、稳定。通讯快速，减少用户等待时间，用户可在
不同声学场景中自由走动，多方位验证助听效果，尤其
便利于活泼好动的儿童用户。

欧仕达听力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4B71

支持手机和Pad蓝牙连接，配备专用外接耳机进行语音
交互，可对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物进行文字识别、人
脸识别、物体识别、环境识别。识别后用文字或语音
的方式描述事物的细节（如人物的年龄、情绪、性别
等）。使用者备注人物信息后，智能眼镜可以自动识
别熟人。另外还配备智能语音助手，可实时语音查询
问题，包括天气、人文常识、位置查询、周边服务、
交通查询、常规语言英文翻译等。

杭州瑞杰珑科技有限公司 4A24

聆客2代，独特的MFi功能，让助
听器与智能设备直接连接，更少
失真，享受更佳音质；创新的实
景空间感知功能，耳廓重塑，帮
助用户轻松定位声源，享受丰富
立体的有声世界。

瑞声达听力设备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4A36

儿童静态平衡仪

领峰系列助听器

发音康复训练系统

云知智能可穿戴眼镜

聆客2代助听器



轮椅系列

高靠背舒适型轮椅                                                          

3C51                                                             安维                                                                

滑雪轮椅

中进     3B96

高靠背轮椅                                                                 全躺护理轮椅

东方医疗                                  好思达3B53         4C06

电动轮椅                                                脑瘫儿童轮椅

互邦              凯洋2B03                                            4B55

多功能手动轮椅                                                            老人手动轮椅

松永                                                                河村4B75                                                             4B31

电动轮椅                                                                     儿童轮椅

1A28                                    3B75吉芮                                                      泰斯特

站立式轮椅                                                  美康手动轮椅 

威之群                                                卫美恒1B56                                               3B99

电动轮椅车                                                             

鱼跃                                                             2B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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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杖系列

木制拐杖系列                                                 折叠拐杖彩虹系列

大洋                                                可靠福祉3C02                                               2A24

助行拐杖                                      碳素可伸缩拐杖

泰斯特                                  瑛伦3B75                                 4C04

便携折叠代步车                                               迷你型四轮电动代步车

施乐                                  威之群4B97                                                1B56

代步车

可折叠式电动代步车                                                  Carpo电动代步车

鱼跃                                                          卫美恒2B27                                                       3B99

联系我们

展览地点

中国·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天辰东路7号)

大           屯           路

北
辰

西
路

国家会议
中心大酒店

天
辰

东
路 北

辰
东

路

安
立

路

地铁8号线
奥林匹克公园站

A E
exitD

N

国
家

会
议

中
心

天
辰

西
路

鸟巢

水立方

盘
古
七
星

国家体育馆

亚运村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028号保利世贸中心F栋11层

电话：+86(0)20 8989 9600 夏小姐

      +86(0)20 8989 9627 孙小姐

邮箱：CRCinfo@poly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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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了解展会更多资讯

扫一扫

即可进入网上展厅



稳固扶手型移动马桶

2B15 顺嘉利                                                              

足宝健康鞋垫 

捷登冠1B27

头部控油护理机 洗浴椅

纯水健康 唐泽2A10         1C10

肩部磁控约束带  莱特成人护理垫

蒙泰 金宇瑞欣2A17 2C17

集尿器 智能新风空气净化机

新海                     百佳2C15 1B20

康复护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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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gang Dong Road

Area A, Canton Fair Area B, Canton Fair

Area C, Canton Fair

展览地点

中国·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000号，乘坐地铁八号线到琶洲站C出口直达)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028号保利世贸中心F栋11层

电话：+86(0)20 8989 9600 夏小姐

      +86(0)20 8989 9627 孙小姐

邮箱：SICinfo@polycn.com

联系我们

扫一扫

了解展会更多资讯

扫一扫

即可进入网上展厅



护理床系列

电动护理床                                                          

1D15 八乐梦                                                             

智慧床系列

床的世界   2B06

BOCK家庭护理床 机器人护理床

派尔                                  三联2C12         1D48

全自动智能护理床  多功能电动护理床

新丰             奥比2A39 2C10

电动护理床 三功能护理床

优儒                      保椿                                     1D55 2D12

无障碍可折叠扶手                                                                    楼梯无障碍扶手

1G50                                    1F55蓝品盾                                                     中扶

轻松便扶手 PRESSALIT高端电动版

住丽                                              优达1A03                                  1F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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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扶手系列

高级护理床

臻品乐善 康神1D06                                  2B10

无障碍折叠式浴登扶手 养老院扶手

中扶                                              蓝品盾1F55                                  1G50

二功能电动家居病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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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肌力训练机

上银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1C20

这款康健设备为目前市面上所占空间最小，操作最简单
快速之自动化步态训练机。独特非悬吊式系统使病患在
自然舒适状态下进行载重训练，借机器外骨骼带领下肢
动作，把握复健黄金期，使病患尽早接受大量步态训
练，可提升信心并达良好治疗效果。结合负重站立、重
复迈步、步态训练等三种功能，复健初期应尽早给予大
量特定动作之训练与感觉输入，藉由交替性运动模拟行
走步态帮助中枢神经系统重新学习动作，进而增加病患
复健的动机提升信心。

帕维尔理论是由国际医疗福祉大学竹内孝仁教授发明，
经帕维尔康复研究会反复论证及大量的临床案例支持的
康复理论学说。由酒井株式会社研制的帕维尔康复设备
PRexer系列，是一套有帕维尔理论支持、含运动处方设
计的综合数据管理系统的运动设备，在失能预防、恢复
行走、日常生活、脑卒中后功能恢复、老年痴呆预防与
康复治疗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广州市番禺区华鑫科技有限公司

酒井帕维尔运动康复设备PRexer系列

1E40

康复器械

日本高田康复训练器材

广东臻品乐善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1D06

此款康复训练器大大提升了耐久性和操作性以及信赖
度，使用者在训练康复的舒适空间内，能够利用油压设
置弹性负荷，进行安心训练；能够让肌肉无酸痛感，可
持久运动训练，并可根据个人体型安排训练强度，相比
其他运动疗法效果更佳一体化设计，又无需工具组装，
简便快捷。

手功能智能康复系统，是通过穿戴由五个电机驱动的手
套，在3D视频、色彩、声音的引导下，通过运动想象、
镜像治疗、主被动、双手运动、任务导向的训练，能够
促进手功能精细动作和力行抓握的康复，同时促进患者
的认知功能、手眼协调以及本体感觉的恢复。十二级调
节补偿力，根据患者上肢的重量和能力，来调节补偿力
的大小，可使其上下左右活动自如。 

安阳市翔宇医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手功能智能康复系统

2A08

康复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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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丰健康长者照护中心

广州谷丰园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D59

“谷丰健康长者照护中心”是谷丰看护家社区居家养老
基地为长者提供优质服务的载体，中心以单点辐射半径
5-10公里，以社区为基础提供居家养老服务。谷丰健
康长者照护中心由7大服务模块构成：谷丰看护家，谷
丰社工，谷丰老年大学、谷丰评估、谷丰健康产品、谷
丰医养、谷丰教育，中心集居家照护、日间照料、全托
养老护理、健康膳食、社工组织、社区医疗、保健康
复、适老用品、健康产品等功能于一体，实现24小时不
间断护理。

璞养芳华蓝山养老机构作为亿达养老首个养老机构试点
项目，定位为中高端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落子旅顺口
区新城大街亿达蓝山社区内，建筑面积约2500平方米，
全面引进日式养老服务理念，以人为本，满足长者专业
护理需求。通过“社区店+机构”两店联动模式，形成
璞养芳华养老上下游产业链，今后，亿达服务璞养芳华
养老品牌还将拓展养老旅游、养老金融、养老保险、养
老地产等领域，形成更全面完整的养老产业体系。

亿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大连旅顺口蓝山养老服务中心

亿达·璞养芳华蓝山养老机构

2E50

养老地产项目

培护宁智能集尿器

新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C15

培护宁智能集尿器是一款适用于老年人士卧床排尿护理
的高科技产品，创新的一体化收集桶设计，摒弃传统桶
体与主机分离的结构布局，内部集成了微型负压模块、
锂电池、控制电路、排污阀，使产品具备结构紧凑、体
积小巧、移动便捷、安静舒适、尿液倾倒方便等诸多优
点。应用全自动尿液检测和负压吸引技术原理，使用时
只需将集尿杯紧贴排尿口，当检测到尿液排出后立即启
动抽吸，尿液经柔性管路后储存在主机收集桶内，自动
液位报警和一键式排污设计更体现人性化的关爱。

碳酸泉含有二氧化碳，泉温比一般温泉水低，人体感知
温度会比实际水温热2-3度。智能能洗漱一体机集碳酸
泉刷牙和碳酸泉漱口于一体，是在洗漱领域开创一种全
新的洗漱方式。全新触碰开关，不再为进水漏电而烦
恼。洗漱智能调节系统在洗漱过程中清洁更加高效但也
更舒适。

广州纯水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碳酸泉智能洗漱一体机

2A10

护理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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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O升降式坐便辅助器

东陶（中国）有限公司 1D59

升降式坐便辅助器就是在原有的马桶基础上添加一个座
椅的扶手，老年人在上厕所的时候可以扶着这个把手
来，比较安全可靠。而且在坐便器的周边还加了钢材分
隔膜，老年人在使用完之后有两种可以起身的方式：一
个倾斜升降式；一个是垂直升降式，产品针对老年人在
体质上的弱点来进行设计的，不管是在性能上，还是在
外观上都进行了非常精细的设计。坐便器让老年人在上
厕所的时候更加方便，而且更加安全，特别适合老年人
心理以及生理上的产品，更好的为老年人所使用。

此款浴缸水力按摩能放松肌肉，疏通筋络，调和气血，
带来舒适享受。气泡按摩能快速消除疲劳，缓解压力。
对于老人而言，适当泡澡能舒筋活络，有益身体健康。
仅如此，奥维斯步入浴缸拥有恒温装置和座椅加热的功
能，尽量让老人和孩子不会因泡澡而受寒。座椅的设计
是一大亮点，它保证了老年人气血通畅，加热的椅背能
加速身体躯干的血液循环，有助于老年人心脏造血。

奥维斯卫浴有限公司

Oasis步入式浴缸

1G57

适老化卫浴 

永爱新中式风格公寓

1F59

永爱新中式风格公寓，多采用对称式的布局方式，格调
高雅，造型简朴优美，色彩浓重而成熟，追求一种修身
养性的生活境界，内饰的特点是总体布局对称均衡，端
正稳健，而在装饰细节上崇尚自然情趣，富于变化，充
分体现出中国传统美学精神。2012年成立以来，永爱已
为全国600多个养老机构和社区提供了各种机构配置解
决方案，是中国养老用品行业的领导品牌。

针对实际需求细致考虑的作品，一切以实用为主。圆润
安全的造型加以高级而阳光的木质文理，集收纳、置
物、储存为一体的多功能餐柜，让生活充满便捷。电视
柜使用进口木材，我们希望老人能够感受到简约优雅的
同时，将实用与舒适巧妙地融入居家生活。为中国老年
人量身定做的适老化沙发。经过精心的设计和严格的测
试，从沙发的高度、深度，到坐垫的舒适度，都严格按
照老人的身体和生活状况而设计，让老人久坐不累，持
久舒适。

东莞市优儒家具有限公司

怡和居品养老家具北欧（许革亚）风格

1D55

适老化家居

广东永爱养老产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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徕康一体化智能自助体检设备

中山市徕康医疗信息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1B15

徕康一体化智能自助体检设备能够在一台标配的设备
上，可以实现：自助建档、身高、体重、BMI、血压、
脉率、血氧浓度、血糖、尿酸、总胆固醇（血脂重要参
考指数）、人体水分含量、脂肪含量、人体代谢率、腰
围、臀围、腰臀比、心电图等近20项日常人体重要的健
康参数，养老机构只需在自己的场所内找一合适的位置
投放一台一体化体检设备，就可为老人们提供全程无间
断的健康管理服务，并建立一份属于老人的个人的原始
健康档案，远在外地的子女也可以使用父母的账号通过
手机端查询父母的实时健康状况。

科强孝心环是一款专门针对老年人设计开发的智能手
环，子女或监护人通过APP可以了解老人的实时位置、
行动轨迹、心率、行走步数、睡眠状况、佩戴信息、手
环电量等信息，还可以随着电子围栏、语音提醒，通过
一键呼叫，可以进行双向通话，同时、心率异常、行动
异常还会自动报警实现对老人的监控和管理，方便子女
及涉老机构对佩戴者的有效、实时监护。

宁波科强电池有限公司

科强孝心环

1A05

颐康养老机构管理信息系统

惠州颐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A01

“颐康养老机构管理信息系统”是中国目前使用最广泛
的养老机构内部营运管理软件，用户遍布全国27个省市
自治区。高效管理养老机构内部的信息和业务，规范有
关业务流程；老人住前、入住、院内生活、护理和健康
档案等一体化全程系统管理；内部事务、人事考勤、库
存等电脑化管理；功能强大，操作简单不易出错的收费
管理；真正帮助养老机构起到系统化、自动化管理的作
用。

爱牵挂S3Pro老人电话手表

广州柏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C06

爱牵挂S3 Pro主要面向60岁以上的活力老人，内置
PPG专业检测芯片，可直接测量血压、心率等健康数
据。采用智能省电算法，待机时间可达5天；更有双卫
星六重定位、跌倒识别、一键呼救等实用功能。



手册介绍

22,000 展览面积
2

m 350 参展企业 50,000 专业观众

同期会议

采购名录

2018中国国际老龄产业高峰论坛

分论坛（一）社区居家养老专场

分论坛（二）养老服务业的盈利模式、风险控制

            及标准化运营专场

分论坛（三）社会工作与养老服务专场

分论坛（四）旅居养老专场

中国长寿之乡与老龄产业发展主题论坛

广东省医学会老年医学学术会议

中国医院康养综合发展论坛

养老地产采购洽谈大会

医养机构项目采购对接会

DARMA生命体征监测垫

深圳市大耳马科技有限公司 1D10

DARMA生命体征监测垫专为老人及高危人群定制，将监
测垫置于床垫下方即可实时监测在床者的心率、呼吸频
率等生命体征数据，并提供数据异常及离床报警。看护
人员、子女可通过PC端或手机APP实时查看老人健康状
态。非接触式、非穿戴式的特点让DARMA生命体征监测
垫“润物细无声”，让老人更舒适、无扰地获取长期的
健康关怀。可广泛应用于养老机构、养老地产、康复中
心、睡眠中心、医院、老人家庭等场所，助力降低看护
成本的同时也让老人得到贴心的关怀。

养老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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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具规模的国际性老龄产业盛会 

*最新活动安排以组委会现场公告为准

本届博览会持续注入自国内外先进理念和优势资源，同期

将举办20多场行业论坛、新品体验及评选等丰富多样的活

动，与业界同仁分享案例经验，共话老龄产业的未来。

精彩议题抢先看

精准发力，推动新时代中国老龄产业新发展

120 名国内外演讲嘉宾 12,000 位参会代表20 场峰会论坛

医家通智慧养老平台，采用先进的5层技术架构，从身
份认证、访问控制、恶意代码防范、安全审计、网络安
全隔离与可信交换等方面，有效保障数据安全。同时，
采用模块化设计理念，确保平台的高可拓展性，可实现
个性化定制需求和功能持续迭代升级。

北京华卫迪特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1A12

医家通智慧养老平台

2018年11月8-10日，中国最具规模的国际性老龄产业

盛会——第五届中国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将在广州保

利世贸博览馆隆重举办。本届展会汇聚最前沿的技术

、产品以及解决方案，呈现全球养老市场最新趋势及

技术动态，引领老龄产业发展新未来。为了更好地满

足多元领域观众到场参观采购、项目洽谈及对接的需

求，本届博览会特别制作采购指南，按照康复设备、

护理用品、护理床、无障碍扶手、适老化卫浴、适老

化家居、养老智能化产品及服务、养老地产项目等八

大产品及服务类别，遴选数十款优质产品及服务，致

力于打造全球老龄产业的一站式商贸采购平台。



2018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
暨中国国际康复博览会
Care & Rehabilitation Expo China 2018

第五届中国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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