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后报告
第84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春季）博览会 

第31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设计与制造技术（春季）展览会 
2021国际智慧健康（春季）展 

2021中国应急、安防及救援技术装备（春季）博览会 
国际康复及个⼈健康（春季）博览会 

国际养⽼福祉及护理⽤品（春季）博览会 
国际家⽤医疗⽤品（春季）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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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0,000㎡
展览⾯积

150,000
专业观众

近5,000
参展商

2,000+
新品发布

70+
⾼端论坛



联影携全链⾃主可控临床科研⼤设施、核⼼部件、

关键元器件与健康创新解决⽅案重磅登陆CMEF，

举办2021新品发布会。


推出中国⾸款⾼端医学影像专⽤芯⽚。


推出世界级转化医学创新平台。


uAIFI Technology磁共振创新技术平台。


uExcel Technology分⼦影像技术平台。

⾃主可控在此“沸腾”
「十年厚积 华丽绽放」

产
品

发
布1



1今年正值迈瑞医疗成⽴30周年，以“与健康中国同

⾏”为主题的全新展台震撼亮相——三⼤互联解决⽅

案⾸次同台展出，迈瑞30年征程中创新、突破的故

事通过新颖的数字化⽅式呈现，多样化的迈瑞式医

疗创新精彩纷呈。


瑞智联解决⽅案整合多种床旁数据，打破跨科室信

息壁垒。


迈瑞智检信息化解决⽅案提升检测效率与精准度，

帮助实验室实现精益化运营与全流程管理。


瑞影云++平台凝聚、放⼤专家智慧，满⾜影像协同

诊断、质控管理和⼈才培养的需求。

迈瑞30年征程精彩纷呈

「同行  互联  创新 」

产
品

发
布



GE医疗此次携23款领先的医疗科技和国产创新成果

参展CMEF，其中国产创新就有14款，让“中国智

造”实⾄名归。 

14款中国国产创新的最新成果中，最为亮眼的是聚

焦中国、全⾯⾰新的256排CT新产品—Revolution 

CT VICTOR。


基于创新的⼼电技术及⽆创⾎压测量技术国产创新

的最新成果—“⼤运河”系列病⼈监护仪B1x5P / 

B1x5M。同步发布的还有包括磁共振 SIGNA™

Explorer、IGS Plus、⾼端麻醉机⼤运河系列等⼀系

列国产创新成果。

GE医疗以科技之境看⻅未来医疗

「科技影领 中国智造」

产
品

发
布1



⻜利浦⼼⾎管智慧全程解决⽅案，以获取精准诊断

信息，引导精准治疗为基础，辅以智能操作平台和

智能数据系统，最终助⼒⾼质⾼效的⼼⾎管治疗和

诊断。 

⻜利浦与神州医疗联合出品的云平台解决⽅案“神⻜

云”升级到3.0版本，将应⽤场景拓展⾄肿瘤放疗，

实现了⻜利浦放疗规划系统Pinnacle的“云平台”解

决⽅案。 

与欧美顶级医院深⼊合作，创新推出新⼀代多源复

合⼿术室整体解决⽅案。

赋能“价值型”医疗，创新解决⽅案再升级

「以科技之极  助健康无界」

产
品

发
布1



⻄⻔⼦医疗带来⼀众创新新品及解决⽅案，和⼀场医

学与艺术的“共振”。从“⽆⼈”CT到肿瘤应对，⻄⻔⼦

医疗⼀次⼜⼀次地打破技术边界，不给创新设限。 

现场隆重举⾏的⾸发落地仪式，庆祝全球⾸台发热⻔

诊“⽆⼈”CT在烟台业达医院顺利开机。


发布乳腺健康360⁰解决⽅案，包括从创建乳腺健康档

案，到乳腺疾病筛查、诊疗、随访的全路径。


⽤全线磁共振产品，包括尖端科研机型7T磁共振，描

绘了⼀幅细腻柔和且细节丰富的“⼈体⼭⽔画”。

关注疾病导向解决⽅案

「持续强化本土创新」

产
品

发
布1



展现⾯向未来的产品体系建设理念

「从智能诊断走向精准治疗」

产
品

发
布1电⽓康达医疗携放射影像、超声影像、⼝腔医疗、核医

学与肿瘤治疗、医疗机器⼈5⼤板块产品亮相现场。 

Apsaras Spark 1.5T磁共振、Apsaras 128 CT、

Apsaras OPERA FP“⼑锋”、iMM-Nuance 数字化乳腺

机、C100 便携式笔记本彩超、APSARAS 3D⼤视野⼝

腔CT等医学影像产品引“围观”。


本次展出的KD-C5100和KD-C5800两款平板⼩C已实现

与⼿术机器⼈的完美配合。



国药器械以其B2B电商平台——多采商城的发布领

衔，⻣科⼀体化、FLI+、可来福、医疗器械创新联

盟等重要⽣态模块众星拱⽉。 

以第三届中央企业熠星创新创意⼤赛医疗器械与设

备赛道的赛况及成果展出作为参展亮点，构成了国

药器械全产业链医疗器械综合服务⽣态版图。

国药器械创新新⽣态

「线上新生态  价值新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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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软医疗焕新推出了MDaaS智能设备与影像数据服

务，⾸发NeuAngio-CT汉·⽂景、Mobile CT Unit飓

⻛Ⅱ⻋载CT、NeuMR Libra盛景磁共振等多款重磅新

品，并展出了16cm全景多模态CT、NeuMR 1.5T盛

世磁共振、NeuWise PET/CT苍穹之眼等九⼤产品线

的20余款⾼端创新产品、智能服务和解决⽅案。


东软医疗⽴⾜国内市场需求，创新推出智选商城及第

三⽅独⽴医学影像诊断中⼼业务，致⼒于加⼤优质医

疗资源供给，助推⾮公医疗⾼质量发展。


东软医疗智能影像产品及解决⽅案发布会

「超越影像·中国创」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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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精彩纷呈的智慧医疗盛宴

「擎领使命 赋能共行」

产
品

发
布1医疗创新技术领域锐意探索的成果展示：⼤孔径螺

旋CT、⾎液透析装置、过氧化氢空⽓消毒机器⼈。


以新产品赋能新需求：DM3000数字化乳腺X射线

机、腹腔镜微创⼿术器械、针对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研发的“第三代”医⽤空⽓消毒器系列产品

等。


“⽴⾜5G，建设智慧化消毒供应中⼼”的新理念，不

断引领医院感染控制⾏业的发展⽅向。推出智慧化

CSSD整体解决⽅案。



⾼端医学影像设备、⾃主研发核⼼部件、全实景移动CT

解决⽅案等展品重磅亮相，多款新品量⼦眼超⾼端CT、

量⼦视界超⾼端CT、数字化超⾼端PET/CT、全新核磁共

振成像系统现场发布。树⽴中国品牌全新⾥程碑，助⼒国

产医学影像设备发展。 

与上药控股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从⼀体化发展到平台

化优势，医疗影像研发实⼒与终端优势的强强联合，将更

好的推进国产品牌快速覆盖和临床应⽤快速落地。


与京东健康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开拓创新性商业模

式，推动医疗⾏业变⾰。

明峰医疗惊艳亮相

「十年征程 创影无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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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CMEF是集科技创新、学术交流、商务对接、趋势洞察、展会

服务于⼀体，跨越时空界限的线上展会空间。 

创新科技展示：26000+款产品、5000+企业、2000+新品。


精准商务对接：让供需更简单。


洞察⾏业趋势：医疗器械⾏业罗盘。


定制展会服务：随时随地找产品、找展商。


前沿学术交流：峰会论坛在线直播。

全球医疗健康产业线上空间

「iCMEF」

线
上

空
间



2累计访问量现已突破1,200,000 

同时，iCMEF不仅能帮助您更好的现场逛展，并且还将

让展会的精彩不⽌陪伴您4天⽽已！365天随时随地在

线继续“逛”！快来建⽴属于你的iCMEF吧！


跨越时空的⾏业交流空间

「iCMEF」

线
上

空
间



3第84届CMEF在现场搭建直播间，联合⼈⺠⽹·⼈⺠健

康、机械⼯业出版社共同开启线上直播模式，通过直

播访谈、⼤咖逛展、会议直播等形式，对话⾏业⼤

咖、企业精英、意⻅领袖，共同洞悉市场变化、洞⻅

发展趋势、洞察⾏业未来，引领医疗⼤健康产业创新

发展，助⼒展商品牌进阶。（扫码进⼊iCMEF⼩程序

找到CMEF Live⼊⼝可观看回放）

打造展会营销直播品牌CMEF Live

「对话大咖  共话未来」

CMEF Live



在健康中国的趋势下，医疗企业⾃身不断创新，圈外企业

积极向医疗⾏业转型，新科技转产亟需资本助⼒，资本需

要在医疗⻛⼝制造更多的价值回报。国药励展联合国家⾼

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及Elsevier，⼒邀政府相关机构、⾏

业知名专家、领军企业、意⻅领袖，共同进⾏健康科技创

新趋势研究报告发布、CMEF2021年度创新榜揭榜以及对

未来科技发展趋势的解读，呈现未来医疗科技、分析产业

前瞻趋势，触达顶层商业合作。

健康科技创新趋势研究报告发布


CMEF2021年度创新榜揭榜

「健康产业科技大会」4
科

技
大

会



17位来⾃新冠疫苗各领域的相关专家围绕“发挥疫苗公共

产品作⽤，促进全球⼈⺠卫⽣健康”展开研讨交流，多个

新冠疫苗临床研究合作国家、专业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

40余家媒体，共计300余⼈参加会议。


钟南⼭以视频⽅式发表致辞。他对中国国药新冠灭活疫苗

率先被纳⼊世界卫⽣组织“紧急使⽤清单”及此次中国疫苗

顺利完成海外Ⅲ期临床研究，经受住重重考验表示祝贺。


对于国药集团中国⽣物新冠灭活疫苗纳⼊世卫组织紧急使

⽤清单，张⽂宏感到⾼兴和⾃豪。

促进全球⼈⺠卫⽣健康

「国药新冠疫苗研讨会」

国
药

疫
苗5



6
采

购
大

会
康达医疗、⻄⻔⼦医疗、联影医疗、GE、科凌医

疗、⼒康、上海光电、谊安医疗、科曼医疗、理邦

精密仪器、⽩象医疗、舜宇仪器、优利特医疗电

⼦、万孚⽣物、上海道⽣医疗

「五大领域优选展商」

伦琴医⽣集团下属⽔润⽊综合⻔诊部、德悦磁爱 · 

柳叶⼑医⽣集团、卓壮医⽣集团、安阳道简医院有

限公司、德皓⼝腔集团。


医⽣集团采购⼤会现场发布了⺠营医⽣集团的采购需

求，围绕康复、医电、医光、影像、IVD五⼤产品品类

与参展展商进⾏了现场“供需对接”，收获了巨⼤反响。

「医生集团采购方」



由国药励展、北京中检体外诊断⼯程技术研究中⼼共同举办。论坛

围绕““5G+北⽃+九章”科技环境下的IVD产业发展与国家中⼼的建

设”为核⼼主题邀请专家学者、科研院校以及相关企业领导展开深

度探讨。

IVD体外诊断⾼峰论坛

“体外诊断兽医诊断制品的临床试验⽆需审批，有关临床试验单位不需

报告和接受兽药GCP监督检查”，⼤⼤的放松了兽⽤诊断制品的临床注

册⻔槛，同时对于创新性兽⽤诊断和改善型兽⽤诊断产品有了更⼤的

政策倾斜。本次会议邀请专家学者、科研院校以及相关企业领导共同

探讨动物医疗的发展前景与相关课题。


⼈畜共患疾病诊断论坛

7
重

点
会

议



由国药励展、⻄安交通⼤学⽣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安交通⼤学医

电校友会和上海交通⼤学校友会医疗器械分会共同举办，思源论坛

已⾛过整整10个春秋。时逢交通⼤学125周年华诞，也是交⼤⻄迁

六⼗五周年之际，两校校友和医疗器械⾏业代表在此欢聚⼀堂。

第⼗⼆届思源医疗器械⾼峰论坛

社会办医，如何乘势⽽上，蓬勃发展？整合内⼒、聚合外⼒、打造

政产学研医深度协同的融合创新⽣态是必由之路。第⼋届中国社会

办医发展创新论坛暨创新合伙⼈联盟⼤会⾏业顶层规划者、医院管

理领袖、⾦融投资者、产业界创新⼒量等各路「英雄好汉」集结论

道，分享创新理念与实践，擎画社会办医融合⽣态。

第⼋届中国社会办医发展创新论坛

重
点

会
议7



3场主题报告+4个圆桌论坛，围绕产业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后

疫情时代健康⾏业发展⼗⼤趋势”、“医疗⼤数据与云端智能”等多

个热点话题，展望未来医疗核⼼技术的趋势，助⼒⽣命健康产业

的发展。

“双循环时代背景下医疗产业的危与机” 
——2021医疗器械核⼼技术主题论坛

由中欧校友健康协会医疗器械IVD专委会主办、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博览

会承办的“创新驱动发展，投资助⼒⻜跃”⾼峰论坛，邀请了近20位业内

专家、企业代表分享医疗器械IVD⾏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和技术创新，探

讨医疗器械IVD⾏业的发展趋势及投资机遇。

中欧校友健康协会医疗器械IVD专委会 

CMEF⾼峰论坛

7
重

点
会

议



7
本次⼤会旨在推动国内⼼肺复苏理论与技术的发展，推进健康中国

建设，共筑⼈类卫⽣健康共同体。⼤会由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医师

协会急救复苏和灾难医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上海交通⼤学医学院附

属瑞⾦医院承办。

中国医师协会急救复苏和灾难医学专业委员会 
第⼆届⼼肺复苏⾼峰论坛

重
点

会
议

为响应国家“⼀带⼀路”倡议，峰会邀请中意两国医学专家教授，共

同探讨超声技术在临床上的应⽤情况，进⼀步推进两国超声技术在

医学上的合作发展，助⼒两国医学交流，相互学习，友好进步。，

峰会由国药励展主办，中国医学装备协会超声装备技术分会协办、

百胜医疗承办。


第四届“⼀带⼀路”中意超声临床技术交流峰会



由中国⽣物医学⼯程学会医学超声⼯程分会、中国超声医学⼯程学

会仪器⼯程开发专业委员会、中国声学学会⽣物医学超声⼯程分会

和上海市⽣物医学⼯程学会超声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就⽣物医学

超声前沿领域发展及临床技术进⾏学术交流。

中国⽣物医学超声联合学术年会（CUMB2021）

重
点

会
议7

J10峰会围绕中国医学影像期刊创新发展、医学影像科技论⽂的医

学伦理问题以及针对 AI 应⽤的最前沿、存在问题等展开讨论，以

达成：“医学影像论⽂医学伦理问题”的专家共识。在建党100周年

之际，论坛同时深度剖析了影像科技期刊如何顺势⽽为，适应新

形势发展为国内科学研究助⼒等话题。

中国临床医学影像⾼峰论坛暨“J10 峰会”



论坛汇聚业内⼤咖专家，从产业政策到科技前沿、从企业实践到

⼈⽂情怀，多⻆度解读⼤健康产业的发展现状并对未来进⾏展

望。此次论坛是由“机⼯＆国药励展⼤健康专家智库”发起召开，该

智库是由国内最⼤的专业信息传播出版机构之⼀机械⼯业出版社

和国内医药⾏业的⻰头企业国药集团旗下国药励展公司共同成⽴

的⾼端专家智库机构。

第九届智慧医疗⾼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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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围绕“新时代康复产业⾯临的机遇挑战及应对”、“智能康复技

术未来发展趋势展望”、“康复及适⽼辅具现状及趋势解读”、“健康

中国背景下康复事业探索、创新与实践”等康复产业热点话题进⾏

深度探讨。

REHABSHOW康复产业发展⾼峰论坛



2021 DRG和DIP精益管理主题论坛

“⽀付体系的基本脉络”、“关于推进DRG付费国家试点⼯作的经

验”、“DRGs⽀付⽅式改⾰下医院精细化管理”、“借助DIP和DRG这

两个管理体系如何建⽴“管⽤⾼效”的医保⽀付机制的可⾏性问题”、

“医保⽀付⽅式改⾰如何助⼒医院医保精细化管理发展”，关于DRG

和DIP的各种热点话题都在论坛上得到深度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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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荟集了国内中医药国际化领域最权威和最前沿的⼀批专

家、学者和企业家，可谓星光熠熠，群贤毕⾄，旨在弘扬中医

药传承精华，搭建中医药国际化发展桥梁，推进中医药现代

化、产业化和技术创新，解读中医药国际化政策和市场策略。

2021中医药国际化策略及案例主题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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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余 家媒体争相报道，关注健康科技全新未来



2021年4⽉，作为⾏业极富影响⼒推⼴平台的CMEF官⽅微信

公众号启动了历时40余天的“第84届CMEF必看医疗器械产品

（品牌）”推介及⼈⽓撑腰王投票活动。通过微信推⽂的⽅式

针对近20个细分领域的200余款优质参展展品进⾏了先导剧

透并发起观众投票，受到了业内的⼴泛关注，展会推⼴期相

关推⽂揽获近百万阅读量。此外，该活动还吸引了⾏业诸多

媒体的竞相转发。


最终共有20个品牌产品获得由主办⽅颁发的“⼈⽓撑腰王”产

品奖。

官⽅微信产品剧透及⼈⽓投票活动

「第84届CMEF必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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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展神器“iCMEF”在展期4天揽获超百万浏览量，参展企业

及产品曝光度再创新⾼。同时，主办⽅根据展会期间企业/

产品在iCMEF平台上浏览量、分享量、关注量分权重排

序，近60家⼈⽓企业脱颖⽽出，分别获得展期热搜企业/产

品TOP 10。

⼗⼤热搜企业/产品评选

「iCM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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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
参观人数



医疗器械⽤原材料、OEM、制造等上游企业
3%

养⽼设备及⽤品经销商、代理商
3%

设计、研发单位、科研院所院校
4%

进出⼝贸易商、招投标
5%

医院（公⽴、中医、⺠办、专科医院）
6%

康复医疗器械经销商、代理商
7%

医疗器械设计、制造代理商、经销商、分销商
8% 医疗器械设计、研发

14%

医疗器械代理商、经销商、分销商
24%

医疗器械⽣产
26%

第84届CMEF
专业观众⾏业构成



医务⼈员
2%

总经理
2%

科室主任/处⻓/科⻓
2%

学⽣
2%

主管
3%

科研⼈员(研究员，⼯程师等)
5%

事业部/部⻔负责⼈/总监
15%

普通职员
17%

董事⻓/董事/总裁/总经理/院⻓/校⻓/政府⾼级官员
19%

经理
33%

第84届CMEF
专业观众职位构成



设计及研发
6%

医⽤光学设备
7%

⻣科设备及耗材
7%

⼈⼯智能
8%

医院建设及后勤管理设备
8%

整体⼿术室及急救设备
11%

医⽤电⼦产品
11%

医⽤敷料及耗材
12%

体外诊断设备/试剂、实验室设备
13%

医学影像设备
17%

第84届CMEF
专业观众

最感兴趣的产品



医⽤电⼦类
6%

医⽤敷料及耗材类
7%

体外诊断类
7%

⼿术室及急救类
7%

医学影像类
8%

医疗器械设计与制造技术类
8%

市场营销
12%

临床科研
13%

政策解读
13%

⾏业发展
21%

第84届CMEF
专业观众

最感兴趣的会议



专业观众眼中第84届CMEF的价值体现

01

02

03

06

04

05关注新产品新趋势

为业务规划和采购做准备

07拓展⼈脉，结识新朋友

以期待创造新的业务机会

会⻅特定的展商/公司

以洽谈订单业务

在展会上与⼈交谈、出席会议论坛

学习⾏业知识，⾃我提升

和尽可能多的展商了解情况

为业务之需⽹罗备选供应商、合作伙伴

与现有的供应商、合作⽅会⾯

对业务、合作进⾏回顾和探讨

和现有客户或熟⼈⻅⾯社交，联络感情



参展展商眼中第84届CMEF的价值体现

01

02

03

06

04

05推出新产品/新技术并获得市场关注和反馈

07发展新的经销商、代理商及合作伙伴

现场签单/交易

了解最新⾏业趋势、政策及市场信息拓展新的国内/国际客户和销售线索

与⾏业⼈⼠联络，拓展⼈脉和合作机会

提⾼品牌知名度和⾏业地位

08 会⻅已有的客户，加强关系



第84届CMEF满意度调查

92%
95.6%展商满意度 观众满意度

92.2%展商回头率 96% 观众回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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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影像

冯兴卷 ⼥⼠  销售经理 
Tel：010-84556605 
Email：xingjuan.feng@reedsinopharm.com   

IVD体外诊断

陈松 先⽣ / 孔令⻜ ⼥⼠  
Tel：010-84556656 / 010-84556614 
Email：song.chen@reedsinopharm.com 
           lingfei.kong@reedsinopharm.com

医⽤电⼦、⼿术室急救、模拟医学 
国际智慧健康展

郑海荣 ⼥⼠ 
Tel：010-84556502 
Email：hairong.zheng@reedsinopharm.com

消毒感控、医院建设及后勤管理、医疗服务

医⽤耗材、医⽤光学、⻣科展区

杜晓佳 先⽣ 
Tel：010-84556529 
Email：xiaojia.du@reedsinopharm.com

中国国际医疗器械设计与制造技术展览会

杨⼦葳 ⼥⼠ / 陈松 先⽣  
Tel：010-84556590 / 84556656 
Email：ziwei.yang@reedsinopharm.com 
           song.chen@reedsinopharm.com 

国际康复及个⼈健康（春季）博览会 
国际养⽼福祉及护理⽤品（春季）博览会 
国际家⽤医疗⽤品（春季）展览会

贾军舰 先⽣ /孔令⻜ ⼥⼠  
Tel：010-84556606 /010-84556614 
Email：junjian.jia@reedsinopharm.com 
           lingfei.kong@reedsinopharm.com

应急救援展/海外展会咨询

李超Rust 
Tel：010-84556619 
Email：rust.li@reedsinopharm.com

国内省市展团

贡晓燕 ⼥⼠ 
Tel：010-84556602 
Email：xiaoyan.gong@reedsinopharm.com

展位预定

李野 ⼥⼠  
Tel：010-84556527 
Email：ye.li@reedsinopharm.com  

应急救援展/海外展会咨询

朱⼼怡Cindy 
Tel：010-84556578 
Email：xinyi.zhu@reedsinopharm.com



CMEF/ICMD项⽬经理 

钟蕾 ⼥⼠    
Tel：010-84556609 
Email：lei.zhong@reedsinopharm.com

【CMEF/ICMD项⽬经理 】

钟蕾 ⼥⼠    
Tel：010-84556609 
Email：lei.zhong@reedsinopharm.com

CMEF/ICMD市场经理 

钟琳 ⼥⼠    
Tel：010-84556629 
Email：lin.zhong@reedsinopharm.com

国际观众咨询/国际营销合作

李野 ⼥⼠  
Tel：010-84556527 
Email：ye.li@reedsinopharm.com  

iCMEF平台/官⽹营销合作

贡晓燕 ⼥⼠    
Tel：010-84556602 
Email：xiaoyan.gong@reedsinopharm.com

现场活动策划及推⼴

李浩然 先⽣   
Tel：010-84556575 
Email：haoran.li@reedsinopharm.com 

【宣传推⼴合作】 
微信平台/媒体合作/数字营销/观众咨询

朱凯塬 先⽣  
Tel：010-84556615 
Email：kaiyuan.zhu@reedsinopharm.com

市场推⼴合作

ICMD市场营销合作 

杨⼦葳 ⼥⼠  
Tel：010-84556590 
Email：ziwei.yang@reedsinopharm.com

【会议合作与咨询】 
会议合作/会议室预定/会议咨询/会议注册

洪溦 ⼥⼠  
Tel：010-84556653/010-84556630  
Email：wei.hong@reedsinopharm.com 
           
董成 先⽣ 
Tel：010-84556630  
Email：cheng.dong@reedsinopharm.com 



第85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秋季）博览会（CMEF）
2021年10⽉13-16⽇   深圳国际会展中⼼（宝安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