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慢性病防治典型数字产品（服务）展示目录（2022 年） 

序号 所属方向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1 慢性病智能筛选与诊断解决方案 慢性肾脏病智能化自主筛查与管理套件 浙江省北大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 

2 慢性病智能筛选与诊断解决方案 基于眼底图像识别的慢性病智能筛查与诊断解决方案 北京鹰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3 慢性病智能筛选与诊断解决方案 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MMC）慢病管理系统 上海智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4 慢性病智能筛选与诊断解决方案 数坤智慧筛查与辅助诊断平台 语坤（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5 慢性病智能筛选与诊断解决方案 基于 AI的智能化慢性肾脏病全病程管理平台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6 慢性病智能筛选与诊断解决方案 孤独症谱系障碍数字筛查与辅助诊断系统 北京阿叟阿巴科技有限公司 

7 慢性病智能筛选与诊断解决方案 粉红关 AI-乳腺癌智能筛诊疗一体化解决方案 北京医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8 慢性病智能筛选与诊断解决方案 华润区域慢病管理数字化平台 华润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9 慢性病智能筛选与诊断解决方案 
动态心电监护仪 HWM-112W，数字式多道心电图机

HW-E100 
中为翰纬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10 慢性病智能筛选与诊断解决方案 可深度归因的多癌种智能筛查及精准干预管理平台 发小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1 慢性病智能筛选与诊断解决方案 智众医信数字科室 SaaS系统 上海智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2 慢性病智能筛选与诊断解决方案 睡眠及呼吸慢病健康管理系统 杭州兆观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13 慢性病智能筛选与诊断解决方案 卒中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平台 重庆携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 慢性病智能筛选与诊断解决方案 5G+智能慢病管理服务平台 联通（广东）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15 慢性病智能筛选与诊断解决方案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底图像辅助诊断软件 北京致远慧图科技有限公司 

16 慢性病智能筛选与诊断解决方案 慢阻肺检测和管理 轻动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7 慢性病智能筛选与诊断解决方案 心脑血管疾病一体化防治智慧大脑 广东健康在线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8 慢性病智能筛选与诊断解决方案 5G远程超声机器人移动车 昆山华大智造云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9 慢性病智能筛选与诊断解决方案 基于 5G技术的心脑血管疾病智能筛查与诊断系统 中移（成都）信息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20 慢性病智能筛选与诊断解决方案 妊娠期糖尿病筛查诊断和健康随访管理系统 翎医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21 慢性病智能筛选与诊断解决方案 专病协同防治系统 江苏盖睿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22 慢性病数字疗法解决方案 数字认知功能评估与训练系统 厦门市和家健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3 慢性病数字疗法解决方案 抑郁症全病程综合化数字疗法平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24 慢性病数字疗法解决方案 多维连续健康数据驱动的 COPD慢病管理服务方案 广州中科新知科技有限公司 

25 慢性病数字疗法解决方案 博斯腾“脑青松”多维认知干预数字疗法 上海博斯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6 慢性病数字疗法解决方案 乙肝母婴阻断数字疗法 杭州芝兰健康有限公司 

27 慢性病数字疗法解决方案 妙健康数字疗法-数字化健康管理服务 北京妙医佳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8 慢性病数字疗法解决方案 健总管-太极数字运动处方系统 北京极师健康管理科技有限公司 

29 慢性病数字疗法解决方案 凯德尼慢性肾脏病全病程管理系统及数字疗法 北京凯德尼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30 慢性病数字疗法解决方案 智能心脑血管病一体化全程管理系统 武汉心络科技有限公司 

31 慢性病数字疗法解决方案 痴呆早期认知障碍康复训练数字疗法 北京市东城区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 

32 慢性病数字疗法解决方案 “小五健康”-脂肪肝数字疗法 重庆市汇人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33 慢性病数字疗法解决方案 糖尿病诊断数据处理软件 北京因数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34 慢性病数字疗法解决方案 特霍芬 TCSA认知筛查系统 上海特霍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5 慢性病数字疗法解决方案 四种慢性病智能药盒与智能服药数字化管理系统 北京福乐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36 慢性病数字疗法解决方案 
艾糖®️糖尿病及并发症智能实时监测及主动健康数字

疗法支持解决方案 
北京中器华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7 慢性病数字疗法解决方案 特霍芬心晴花园围产期抑郁干预产品 上海特霍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8 慢性病数字疗法解决方案 失眠认知行为疗法（CBTI）管理系统 柏斯速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39 慢性病智能监测与生命支持解决方案 AI慢性病医防融合路径化管理系统 杭州医智汇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40 慢性病智能监测与生命支持解决方案 新型智能化无针注射器 北京快舒尔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41 慢性病智能监测与生命支持解决方案 医家医-数智化慢病大数据监测管理平台 医家医云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42 慢性病智能监测与生命支持解决方案 慢性病健康管理支持中心数字产品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43 慢性病智能监测与生命支持解决方案 智慧型慢病管理平台 恒升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4 慢性病智能监测与生命支持解决方案 “汇康 e家”慢性病监测与管理大数据平台 深圳中科汇康技术有限公司 

45 慢性病智能监测与生命支持解决方案 基于 5G的远程血液透析智能诊疗平台建设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 

46 慢性病智能监测与生命支持解决方案 苏州凯迪泰 AirView 呼吸慢病管理云 苏州凯迪泰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47 慢性病智能监测与生命支持解决方案 糖尿病自我管理与辅助治疗系统 北京糖护科技有限公司 

48 慢性病智能监测与生命支持解决方案 烁云远程血压监测与管理平台 上海烁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9 慢性病智能监测与生命支持解决方案 蕳医-基于区块链的健康大数据云 信天翁数据科技（重庆）有限公司 

50 慢性病智能监测与生命支持解决方案 艾科医护通 慢病管理系统 艾康生物技术（杭州）有限公司 

51 慢性病智能监测与生命支持解决方案 南邮医信智慧慢病管理系统 南京邮大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2 慢性病智能监测与生命支持解决方案 心血管疾病随访服务平台 北京理工大学重庆创新中心 

53 慢性病智能监测与生命支持解决方案 “全链式智慧化”骨折联络服务 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54 慢性病智能监测与生命支持解决方案 高血压智能监护仪和高血压患者健康精准管理云平台 上海柏黎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55 慢性病智能康复理疗解决方案 
面向脑卒中运动功能障碍的院内居家全病程数字智能

康复解决方案 
布法罗机器人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56 慢性病智能康复理疗解决方案 DoctorKinetic动能医生情景互动功能康复系统 北京傲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57 慢性病智能康复理疗解决方案 爱晖慢性病服药管理解决方案 河北盛世天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8 慢性病智能康复理疗解决方案 多功能运动康复辅助可穿戴系统 苏州佑行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59 慢性病智能康复理疗解决方案 RMD人工智能身心测疗系统 北京瑞蜜达国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0 慢性病智能康复理疗解决方案 慢性病智能医养结合解决方案 北京泓华汇康诊所有限公司 

61 中医智能诊疗解决方案 
中西医结合标准化临床辅助决策支持系统（IM-CDSS）

平台 
北京中医药大学 

62 中医智能诊疗解决方案 
融合人工智能、5G 技术的基层慢病人群中医辅助辨证

论治服务 
上海道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63 中医智能诊疗解决方案 基于 5G的慢性病防医养全程的智慧中医解决方案 芜湖圣美孚科技有限公司 

64 中医智能诊疗解决方案 中医智能经络诊疗一体化协同系统 北京身心康科技有限公司 

65 数字健康助理解决方案 学生口腔健康数字化产品与服务 深圳格瑞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66 数字健康助理解决方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慢病连续性健康管理服务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7 数字健康助理解决方案 儿童青少年视力防控数字化产品服务 深圳格瑞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68 数字健康助理解决方案 青眸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平台 山西致远慧图科技有限公司 

69 数字健康助理解决方案 “戒烟有道”微信小程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70 数字健康助理解决方案 肥胖慢病生活方式干预系统 浙江诺特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1 数字健康助理解决方案 数字化居家养老照护平台 蛮牛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72 数字健康助理解决方案 智能慢病管理系统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73 数字健康助理解决方案 汇人健康区域营养平台 重庆市汇人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4 数字健康助理解决方案 Health AI人工智能健康服务平台 北京健康有益科技有限公司 

75 数字健康助理解决方案 洛必德 AI家庭健康管理机器人 北京洛必德科技有限公司 

76 其他方向 健康中国行动专网 2.0版/健康中国客户端 健康报社有限公司 

77 其他方向 健康之源孕产健康管理软件 复旦大学 

78 其他方向 “益宝健康”健康管理穿戴设备及系统 河南艾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79 其他方向 科普中国健康科普 1+N创新融合项目 中科数创（北京）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80 其他方向 UGC模式的慢性病防治科普视频自动化制作平台 北京纵横无双科技有限公司 

81 其他方向 互联网+医生为中心慢病管理系统软件 湘潭市中心医院 

82 其他方向 智能控烟监测平台 广东翼启计算机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