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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与优势
FEATURES & INNOVATIONS 

2020.10.19-10.22，国际养老福祉及护理用品博览会与国际康复及
个人健康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成功展出，展会首次与

CMEF 同期同地举办。



国际康复及个人健康博览会

◆8年 积累沉淀的品牌展会

◆ 亚太地区 规模最大 的专业康复医疗

产品 技术展览展示、新品首发、采购贸易、

品牌传播、学术交流为一体综合服务平台

◆旨在为各医疗机构、康复中心、养老护理机构、

药店及终端消费者等群体 提供前沿康复技

术及服务，助力全球康复医疗及个人健康产

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国际养老福祉及护理用品博览会

◆专注养老福祉、护理保健等领域，“政产学研

用”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

◆汇聚全球各地智慧养老辅助器具、护理保健、

居家照护及生活文娱类产品新技术、新应用

◆为中国广大养老机构、康养中心等专业服务机

构提供专业的交流、合作、学习、供需对

接 平台

◆助力养老行业全面打通医养结合、康养结合全

产业链布局，助力中国养老行业快速崛起。



展 会 规 模

30000 平米展览面积 500+ 品牌参展企业

20万+ 专业观众

80+ 论坛活动 500+ 媒体报道



2020展会盛况



◆ 在国内推出最大规模的康复机器人及外骨骼

集群，吸引 20余家 康复机器人企业参展

◆ 【康复机器人及外骨骼集群展区】，云集钱

璟、一康、力迈德、ARTICARES、司羿智能、

大艾、迈步、博方众济等企业携融合人工

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传感控制、

人机交互 等前沿科技的上下肢康复机器人、

外骨骼、手功能康复机器人等产品同台竞技、

竞相争艳。



◆ 【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专业辅具集群】

◆凯洋、顺康达、柯尔、斯维驰、巨贸、椅夫、三百山、佛山东方、大洋、互邦、英洛华、摩本智能等品牌企

业携融合人工智能、可穿戴技术、移动互联网等先进技术的各式轮椅、助行器、代步车、爬楼机、移位机、

适老功能床、洗澡椅、洗澡床、适老功能坐便椅、适老家具等涵盖了 老年人衣食住行 等品类丰富的辅具产

品集中亮相。



◆ 千余家用健康品齐聚 智引消费升级新标杆

◆现场家用医疗展区吸引鱼跃、攀高、欧姆龙、凯洋、三诺多家行业龙头企业，联合航天火箭、烯旺、粤华、

来福士、好康福、和正、顺康达、蓝韵、柯尔、英洛华、康泰、大洋等家用及个人健康领域品牌参展商携 家

用医疗、家用检测、家用护理保健 千余款新品到场参展。



◆ 智慧养老用品崭露头角，备受关注

◆依托现代先进技术，智慧养老产品能有效解决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为老年人 提供方便、高效、高质量

的晚年生活。

山东亚华电子现场展出了智慧养老信息系统

上海边城展出了电子智慧养老管理系统

Afamed InBalance100平衡及下肢功能反馈训练系统有效防止老年跌倒

欧仕达领峰系列助听产品基于IA平台技术，实现电脑、手机等设备与助听器之间高效交换，智能防水



◆ 新增中医药集群 助力中医药走向全球

◆此次新冠疫情，各类中医设备及中医药产品企业全程参与救治、防护，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出重要贡献，

中医药产业迎前所未有的发展新机遇，展会创新推出中医药集群，携手道生、健缘、祉云医疗、苏州医疗、

天津顺博、誉满鸿福、玉玄宫、双锦保健、康金瑞等参展商倾力打造覆盖中医诊疗、中医设备、中

医康复、中医养生保健 等中医药全产业链健康服务体系，全面助推中医药走向国际化、产业化、现代

化。



热销产品采购指南 现场“热销”“抢手”

◆主办方继连续两届携手参展商及京东商城成

功打造医用健康品团购节后，今年展会现场

再度携手国内众多品牌参展商，共同打造

康复养老热销产品团购活动及养老产品

市集活动 ，展会现场，观众争先索取采购

指南，希望能采购到物美价优的畅销产品。



数据分析

SATISFACTION ANALYSIS



91.6%
参展商满意度

◆超过91%的参展商表

示对展会整体评价为

非常满意

◆拓展新客户和有效推

广品牌成为参展商最

满意两项内容
90%

参展商回头率

◆超过90%的参展商表

示有强烈意向参与下

届展会

◆并有68%的参展商

现场已预订了展位

85%
参展商推荐率

◆ 85%以上参展商表示

会将展会推荐给朋友、

同事

◆ “学术前沿、专业性强、

效果好、规模大”是其

推荐的最主要原因。
92.2%

拓展销售商机

◆约92.2%的参展商表

示展会有效提升了企

业品牌形象，现场签

约率和后期洽谈成单

率提升。

参展商满意度调研



参展商评述

康复展的针对性强，与粤华的产品定位关联度相当高。同时此次康复

展有庞大的专业观众人群，让粤华能更好的切合用户与市场的需求。

非常感谢主办单位，祝康复展越办越好。

——广东粤华医疗器械厂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兆生

平台点亮品牌。顺康达与康复展结缘数载，砥砺前行，收获满满。康复

产业，洒满阳光，康复展组织方尽心尽力，为参展单位、客户、观众搭

建起共享、共赢的平台，平台规格高，档次高，客户资源优质，顺康达

展台人流不息，收获丰厚，期待明年再会，祝康复展越办越好。

——佛山市顺康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荣洪



好博医疗连续多年参加国药励展举办的康复养老展会，通过这个行

业最大的平台和客户交流，去展示好博的产品与服务，在这个盛会

上也让我们对整个康复行业的发展更有信心，专业的康复论坛也让

我们获益良多。今年的展会还提供了宣传增值服务，可以看出主办

方在帮助展商宣传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期待明年好博医疗在国际康

复与个人健康博览会上有更好的表现！

——苏州好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总经理沈智群

健缘医疗专业从事中医诊疗及康复设备研发、制造和销售。我们与

国药励展合作多年，无论是在推广产品技术方面，还是在提升公司

形象方面，每一次参展都是收获良多。本届康复展会专业水平在业

内是顶尖的，观众和客户的质量也很高。衷心希望健缘与平台继续

深入合作，永葆初心，一路同行！

——湖南省健缘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金之剑

参展商评述



参观效果满意度96.9%

97.2%

68.5%

观众满意度调研

下届参会意向率

具有采购决策或建议权

91.2% 愿意推荐给他人



现场观众类别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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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采购品类比例

康复治疗类设备

40%

康复机器人及外骨骼

30%

康复辅具及适老化辅具

31%家用医疗产品

36%运动康复设备

27%

假肢及矫形产品

13%

智慧养老及生活护理日用品

21%

社区及居家养老照护类产品

19%

中医药诊疗设备…

按摩保健养生类产品

12%

助眠睡眠产品…

老年休闲娱乐产品及保健食品

7%

卫浴家具及清洁防滑用品

5%

注：数据来源调查问卷，类别比例存在重叠产品





参展观众现场发声

展会现场我们不仅参观体验了诸多前沿医养产品技术、采购
了大量防护物资，也从论坛活动中了解到一些行业发展趋势，
未来我们也期待能有更多深入合作交流。

——和孝养老集团总部负责人

虽然今年受疫情影响，但现场我们仍然看到了很多智能前沿
康复产品，也体验了多款康复机器人及外骨骼心肺康复设备，
期待这些智能设备都能在我们临床康复中很好发挥作用。

——上海泰康申园康复医院副院长

这次展会重点除了看康复产品外，我们还在现场挖掘了很多
新的家用产品，收获很大

——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市场负责人



参展观众现场发声

家用医疗、辅具、养生、保健睡眠及疫情防护物资等产品都
是我们会来采购的对象，现场有的来不及细聊，后续我们会
深入沟通合作。

——叮当智慧药房采购负责人

展会规模很大，产品很丰富，现场我们很顺利地就沟通采购
了一批医用护理床及养老保健类产品。

——安徽蚌埠国医馆采购负责人



论坛&活动
回顾

OVERVIEW



权威大咖齐聚论坛 现场活动精彩纷呈

此次展会期间，主办方国药励展联合多个权威机构及合作伙伴，共同组织80余场论坛活动，为

业内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行业思想盛宴。各行各业大咖跨界云集、龙头企业助阵、前沿政策权威解

读、科技康养趋势交流、行业难点热点深度剖析、权威媒体鼎力支持……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日益智能化、现代化，大健康、医养结合、护理

服务等行业正面临着智能化变革，那么科技创新会给未来康养生活

带来怎样的全新变化

展会期间，上海市物联网行业协会、ITH康养家、国

药励展三方联合举办了智能康养老产业创新论坛，来

自上海健康医学院医疗器械学院副院长李晓欧、国药

康养副总经理徐亚峰、绿地康养产业集团副总经理陈

小华、人寿堂文锦护理院院长张惠琴等专家，共同现

场围绕 科技创新在大健康养老领域发展的新模式、新

业态、新成就 等主题进行了精彩深入交流分享。

国药励展&ITH智能康养老产业创新论坛



全球老龄化速度加快，居家养老成为主流。展会期间，主办方联合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高龄社会创研所日中介护学会、富美健共同举

办“智慧宜老居家产业论坛”。

双方邀请了北大汇丰高龄社会创研所执行所长赵宛秋、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NIH）老人康复博士后陈方灿、

上海尽美为老服务中心总干事顾春玲、北大汇丰高龄

社会创研所研究员王珺、麦麦养老副总裁郭飞、天津

果实科技联合创始人何新等行业专家学者，共同探讨

居家养老科技实践应用与产业发展趋势。社区及居家

养老的行业现状及机遇挑战，并对当下 社区居家康复

先进模式和产品 给与了深度剖析。

智慧宜老居家产业论坛



智慧健康养老是实现健康老龄化战略目标的有效途径。本论坛以

“智慧养老高峰论坛”为主题，旨在推进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

提升养老服务的运营管理整体水平。

论坛现场，来自卫生部健康教育指导首席专家、中国

保健协会食物营养与安全专业委员会、中国科学院等

机构专家学者以及国内养老行业企业家、媒体等共同

出席了“2020健康中国行动——智慧养老高峰论坛”，

现场众嘉宾共同总结分享了 优秀智慧养老机构运营和

管理经验、 全民健康管理前沿技术, 智慧健康管理产

业最新成就 , 以及大数据在大健康及养老产业中发挥

的重要作用。

2020健康中国行动——智慧养老高峰论坛



伴随着各类智能技术、信息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等多

种融合技术的飞速发展，近年来国内众多康复企业已

成功地将智能技术应用于传统制造中，助推国内康复

医疗事业的快速发展。会议围绕“智慧康复”展开，

邀请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学院院长单春雷教授和亚洲

康复工程与辅助技术联盟主席喻洪流教授授课，讲授

AI与康复医疗融合发展历程。

好博公司现场给大家带来产品搭配整体科室解决方案

的详细介绍，带领大家体验高端智能的康复医疗设备。

智慧康复 高峰论坛



医生集团采购大会

为推动医生集团的发展，为供需双方搭建深度合作平台，主办方联合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医生集团分会共同举

办了主题论坛及采购大会活动，现场吸引了百余医生集团分会代表到场采购、交流。

活动参与企业共13家，其中钱璟、好博、翔宇、龙之杰、渡康 5家康复养老行业企业参与。
运动康复器械、治疗仪、各类评定设备受到医生集团代表们的热抢。



中医药国际化策略及案例主题论坛

主办方联合北京恒济卫生管理发展基金会邀请了政产

学研用多个层面专家学者，针对对目前中医药国际化

存在的问题形势、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医药发展机遇等

热点话题从战略层面进行了深度解析。

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高峰论坛

后疫情时代，公卫卫生体系建设是行业关注的热点。

主办方在现场设置公共卫生防疫专区，还联合健康报

共同邀请政府、协会等行业专家，共同围绕公共卫生

体系建设过程中若干焦点话题交流分享。







主办方历届展会先后吸引新华社、中新社、 CCTV、

BTV、人民网、新华网、健康报、医药经济报、丁香园、

康复医学网、中国养老网、健康时报、中国医疗器械杂

志、中国医疗设备杂志、中国残疾人杂志、基层医师在

线、保健时报、中国网、千龙网、腾讯、搜狐、新浪、

腾讯、凤凰、北京社区报、财经网、今日头条、39健康

网、春树养老、医疗设备采购网、新医界等 300余家

新闻媒体代表的持续关注及报道。

合作媒体

一篇媒体宣传成为
宝德龙健身器材与瑞德医疗

合作共赢的伊始纽带



2021年
展会预告

ADVANCE NOTICE



展会时间：2020年5月13-16日

展会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同期同地：

2021年 展 会 预 告



联系我们

孔令飞 女士（项目经理）
电话：010-84556614/13811705252
Email：lingfei.kong@reedsinopharm.com

贾军舰 先生 （展位销售）
电话： 010-84556606/15801744887 
Email：junjian.jia@reedsinopharm.com

李玉衡 女士（市场会议）
电话： 010-84556610/13520206276 
Email：yuheng.li@reedsinopharm.com

李洋 先生 （展位销售）
电话： 010-84556213/18513108161 
Email：yang.li@reedsinopharm.com

白一豪 先生 （市场会议）
电话： 010-84556213/13581900024 
Email：yihao.bai@reedsinopharm.com



国际康复及个人健康博览会暨国际养老福祉及护理用品博
览会作为亚太地区最大的专注康复养老护理及个人健康生活方
式的政产学研用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致力汇聚全球各地康
复养老福祉及护理保健用品，助力打通全产业链布局，全面满
足行业多元化需求。

期待您的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