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第七批优秀国产医疗设备产品目录
注：公司名称按照拼音首字母排列

品目 单位 型号

双板数字化X线机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东方1000FA型

双板数字化X线机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东方1000FB型

双板数字化X线机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东方1000FC型

双板数字化X线机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东方1000FD型

双板数字化X线机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东方1000NA型

双板数字化X线机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东方1000NB型

双板数字化X线机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东方1000NC型

双板数字化X线机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东方1000ND型

双板数字化X线机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东方1000UA型

双板数字化X线机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东方1000UC型

双板数字化X线机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东方1000X1型

双板数字化X线机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东方1000X3型

双板数字化X线机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东方1000X5型

双板数字化X线机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东方1000X6型

双板数字化X线机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euVision450

双板数字化X线机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euVision460

双板数字化X线机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euVision470

双板数字化X线机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euVision480

双板数字化X线机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euVision650

双板数字化X线机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euVision680

双板数字化X线机 广州七喜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DXR-530（双立柱）

双板数字化X线机 广州七喜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DXR-530（悬吊式）

双板数字化X线机 广州七喜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DXR-580（双立柱）

双板数字化X线机 广州七喜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DXR-580（悬吊式）

双板数字化X线机 杭州美诺瓦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taray5000Super_DA

双板数字化X线机 杭州美诺瓦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taray5000Super_DB

双板数字化X线机 杭州美诺瓦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taray5000Super_CA

双板数字化X线机 河北天地智慧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TD-DRTopRay5000/配置一

双板数字化X线机 河北天地智慧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TD-DRTopRay5000/配置三

双板数字化X线机 辽宁开普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RayNovaDRsc4

双板数字化X线机 辽宁开普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RayNovaDRsg4

双板数字化X线机 辽宁开普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RayNovaDRsc2Plus

双板数字化X线机 辽宁开普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RayNovaDRsc1Plus

双板数字化X线机 辽宁开普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RayNovaDRtg

双板数字化X线机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DR780iPro

双板数字化X线机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DR760i



双板数字化X线机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DR780i

双板数字化X线机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DR596i

双板数字化X线机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DR200

双板数字化X线机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DR2200

双板数字化X线机 康达洲际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KD-450DR

双板数字化X线机 康达洲际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KD-1000CDR

双板数字化X线机 上海康达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KD-3800DR

双板数字化X线机 深圳安科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ASR-6850S

双板数字化X线机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7100A

双板数字化X线机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7100B

双板数字化X线机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7100C

双板数字化X线机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7100D

双板数字化X线机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7100E

双板数字化X线机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7100F

双板数字化X线机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7100G

双板数字化X线机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7100H

双板数字化X线机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7000A

双板数字化X线机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7000B

双板数字化X线机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7000C

双板数字化X线机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7000D

双板数字化X线机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7000E

双板数字化X线机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7000F

双板数字化X线机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DigiEye300、DigiEye300T、DigiEye300P、DigiEye300E、

双板数字化X线机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DigiEye680P

双板数字化X线机 深圳市安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X6290

双板数字化X线机 深圳市安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FM615

双板数字化X线机 深圳市安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FM818

双板数字化X线机 深圳市贝斯达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BTR-X500

双板数字化X线机 深圳市贝斯达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BTR-650B1

双板数字化X线机 深圳市贝斯达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BTR-650B2

双板数字化X线机 深圳市深图医学影像设备有限公司 SONTU300-MarsC配置一

双板数字化X线机 深圳市深图医学影像设备有限公司 SONTU300-MarsC配置二

双板数字化X线机 深圳市深图医学影像设备有限公司 SONTU360-MarsC配置一

双板数字化X线机 深圳市深图医学影像设备有限公司 SONTU360-MarsC配置二

单板数字化X线机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东方1000FA型

单板数字化X线机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东方1000FB型

单板数字化X线机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东方1000FC型

单板数字化X线机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东方1000FD型



单板数字化X线机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东方1000NA型

单板数字化X线机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东方1000NB型

单板数字化X线机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东方1000NC型

单板数字化X线机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东方1000ND型

单板数字化X线机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东方1000UA型

单板数字化X线机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东方1000UC型

单板数字化X线机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东方1000X1型

单板数字化X线机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东方1000X3型

单板数字化X线机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东方1000X5型

单板数字化X线机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东方1000X6型

单板数字化X线机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euVision460

单板数字化X线机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euVision470

单板数字化X线机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euVision480

单板数字化X线机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euVision650

单板数字化X线机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euVision680

单板数字化X线机 广州七喜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DXR-530（双立柱）

单板数字化X线机 广州七喜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DXR-530（悬吊式）

单板数字化X线机 广州七喜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DXR-580（双立柱）

单板数字化X线机 广州七喜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DXR-580（悬吊式）

单板数字化X线机 河北天地智慧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TD-DRHyperion2000/配置一

单板数字化X线机 河北天地智慧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TD-DRHyperion2000/配置二

单板数字化X线机 河北天地智慧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TD-DRHyperion5800

单板数字化X线机 河北天地智慧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TD-DRTopRay5000/配置一

单板数字化X线机 河北天地智慧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TD-DRTopRay5000/配置三

单板数字化X线机 河北天地智慧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TD-DRTopRay5000/配置五

单板数字化X线机 河北天地智慧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TD-DRTopRay5000/配置六

单板数字化X线机 辽宁开普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数字化摄影X射线机RayNovaDRsc4

单板数字化X线机 辽宁开普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数字化医用X射线摄影系统RayNovaDRsg4

单板数字化X线机 辽宁开普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数字化摄影X射线机RayNovaDRsc2Plus

单板数字化X线机 辽宁开普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数字化摄影X射线机RayNovaDRsc1Plus

单板数字化X线机 辽宁开普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数字化医用X射线摄影系统RayNovaDRtg

单板数字化X线机 辽宁开普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数字化车载X射线机RayNovaDRvs、RayNovaDRvp

单板数字化X线机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DR200

单板数字化X线机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DR2200

单板数字化X线机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DR1100R、DR1100RF

单板数字化X线机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DR1200

单板数字化X线机 康达洲际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KD-450A

单板数字化X线机 康达洲际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KD-450B



单板数字化X线机 康达洲际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KD-1500DR

单板数字化X线机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DR780iPro

单板数字化X线机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DR760i

单板数字化X线机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DR596i

单板数字化X线机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DR780i

单板数字化X线机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DR560i

单板数字化X线机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DR566i

单板数字化X线机 深圳安科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ASR-6850P

单板数字化X线机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6600

单板数字化X线机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7100A

单板数字化X线机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6800

单板数字化X线机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7000F

单板数字化X线机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DigiEye260、DigiEye260T、DigiEye260P、DigiEye260E、DigiEye280、
DigiEye280T、DigiEye280P、DigiEye280E

单板数字化X线机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DigiEye680、DigiEye680T、DigiEye680E、

单板数字化X线机 安健科技（重庆）有限公司 MTP65-B

单板数字化X线机 深圳市安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X6390

单板数字化X线机 深圳市安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FM601

单板数字化X线机 深圳市贝斯达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BTR-X640

单板数字化X线机 深圳市贝斯达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BTR-650B4

单板数字化X线机 深圳市深图医学影像设备有限公司 SONTU300-Mars-D

单板数字化X线机 深圳市深图医学影像设备有限公司 SONTU360-Mars配置一

单板数字化X线机 珠海普利德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PLD9600A

移动式数字化X线机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40-1型

移动式数字化X线机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40-1A型

移动式数字化X线机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32-1型

移动式数字化X线机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32-1A型

移动式数字化X线机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euVision550MPlus

移动式数字化X线机 广州七喜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IVY-1800M

移动式数字化X线机 广州七喜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IVY-1000M

移动式数字化X线机 辽宁开普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RayNovaDRmc1、RayNovaDRmc2

移动式数字化X线机 辽宁开普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RayNovaDRmf、RayNovaDRmi

移动式数字化X线机 辽宁开普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RayNovaDRic1、RayNovaDRic2

移动式数字化X线机 南京普爱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PLX5200C、PLX5200D

移动式数字化X线机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MDR320

移动式数字化X线机 康达洲际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KD-M900

移动式数字化X线机 康达洲际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Apsaras-M1000

移动式数字化X线机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DR380i

移动式数字化X线机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DR380iPro



移动式数字化X线机 深圳市安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P326B-2

移动式数字化X线机 深圳市安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P326B-3

移动式数字化X线机 深圳市贝斯达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BTR-MW400

移动式数字化X线机 深圳市宝润科技有限公司 MobileGenius

移动式数字化X线机 深圳市宝润科技有限公司 MobileSparklerE

移动式数字化X线机 深圳市宝润科技有限公司 MobileCooper

移动式数字化X线机 深圳市贝斯达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BTR-M400

移动式数字化X线机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7200A

移动式数字化X线机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7200B

移动式数字化X线机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7200C

移动式数字化X线机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7200D

移动式数字化X线机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MobiEye700、MobiEye700P、MobiEye700A、MobiEye700T

台式彩超（A类） 大为医疗（江苏）有限公司 DW-T8

台式彩超（A类）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2000

台式彩超（A类）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2000Exp

台式彩超（A类）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1800

台式彩超（A类）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1800Exp

台式彩超（A类）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1600

台式彩超（A类）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1600Exp

台式彩超（A类）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euEcho20

台式彩超（A类）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euEcho20Exp

台式彩超（A类）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euEcho20Elite

台式彩超（A类）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euEcho20pro

台式彩超（A类）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euEcho20W

台式彩超（A类）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euEcho20Plus

台式彩超（A类）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euEcho20N

台式彩超（A类）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euEcho21

台式彩超（A类）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euEcho22

台式彩超（A类） 飞依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VINNOG86

台式彩超（A类） 飞依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VINNOM86

台式彩超（A类） 飞依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VINNOG65

台式彩超（A类） 飞依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VINNOX9

台式彩超（A类） 飞依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VINNOX8

台式彩超（A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8U

台式彩超（A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8G

台式彩超（A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5U

台式彩超（A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5G

台式彩超（A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5T



台式彩超（A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6800

台式彩超（A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6800Neo

台式彩超（A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6800Pro

台式彩超（A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6500

台式彩超（A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6200

台式彩超（A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5800

台式彩超（A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5800Neo

台式彩超（A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5800Pro

台式彩超（A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5500

台式彩超（A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5500Neo

台式彩超（A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5500Pro

台式彩超（A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5300

台式彩超（A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5300Neo

台式彩超（A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5300Pro

台式彩超（A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4800

台式彩超（A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4800Neo

台式彩超（A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4800Pro

台式彩超（A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4500

台式彩超（A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4200

台式彩超（A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3800

台式彩超（A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3900

台式彩超（A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3900Plus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60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60Pro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60Exp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55S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60CV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70S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60VO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50E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50Elite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70N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50Exp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50S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50Plus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55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50Elite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50Plus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60Exp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59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60VO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60Pro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60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40Plus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40Exp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40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40Pro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40S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37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50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47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20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25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22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20Pro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15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10Plus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50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40Plus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50Pro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50VO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50Exp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Maso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50VO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50S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50Pro

台式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50CV

台式彩超（A类）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Mirror8Touch

台式彩超（A类）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CV85

台式彩超（A类）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CV80

台式彩超（A类）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Mirror5Touch

台式彩超（A类）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CV76

台式彩超（A类）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CV75

台式彩超（A类）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CV72

台式彩超（A类）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CV70

台式彩超（A类）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CV69



台式彩超（A类）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CV68

台式彩超（A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ResonaI9

台式彩超（A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ResonaI9S

台式彩超（A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DC-75

台式彩超（A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DC-75Exp

台式彩超（A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DC-78

台式彩超（A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DC-90

台式彩超（A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DC-90S

台式彩超（A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DC-90T

台式彩超（A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DC-80

台式彩超（A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DC-80EXP

台式彩超（A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DC-80S

台式彩超（A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ResonaI9T

台式彩超（A类） 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XBit10、XBit20、XBit30、XBit50、XBit58、XBit60、
XBit70、XBit80、XBit88、XBit90、XBit90EXPERT

台式彩超（A类） 武汉中旗生物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ViV80

台式彩超（A类） 德润特医疗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DD70

台式彩超（A类） 青岛海信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HD61、HD61 Exp、HD61 PRO、HD61 Plus、HD62、HD62 Exp、HD62 PRO、HD62 Plus

台式彩超（B类） 大为医疗（江苏）有限公司 DW-T5

台式彩超（B类）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euEcho10

台式彩超（B类）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euEcho10Exp

台式彩超（B类）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euEcho10Elite

台式彩超（B类）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euEcho10pro

台式彩超（B类）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euEcho10W

台式彩超（B类）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euEcho10Plus

台式彩超（B类）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euEcho10N

台式彩超（B类）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euEcho9

台式彩超（B类）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euEcho11

台式彩超（B类）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euEcho12

台式彩超（B类）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euEcho15Plus

台式彩超（B类）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euEcho15Exp

台式彩超（B类）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euEcho15Elite

台式彩超（B类）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euEcho15pro

台式彩超（B类）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euEcho15W

台式彩超（B类）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euEcho15Plus

台式彩超（B类）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euEcho15N

台式彩超（B类）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euEcho16

台式彩超（B类）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NeuEcho19

台式彩超（B类） 飞依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VINNOE35



台式彩超（B类） 飞依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VINNOX35

台式彩超（B类） 飞依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VINNOG55

台式彩超（B类） 飞依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VINNOM55

台式彩超（B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2700

台式彩超（B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2700Neo

台式彩超（B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2700Pro

台式彩超（B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2800

台式彩超（B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2800Neo

台式彩超（B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2800Pro

台式彩超（B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3600

台式彩超（B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3600Plus

台式彩超（B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3200

台式彩超（B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3200Plus

台式彩超（B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3500

台式彩超（B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3300

台式彩超（B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3100

台式彩超（B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2900

台式彩超（B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2900Neo

台式彩超（B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2900Pro

台式彩超（B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30

台式彩超（B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22

台式彩超（B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30

台式彩超（B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30Exp

台式彩超（B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30Pro

台式彩超（B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25

台式彩超（B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15s

台式彩超（B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20s

台式彩超（B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22s

台式彩超（B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29s

台式彩超（B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30s

台式彩超（B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22Exp

台式彩超（B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REVO

台式彩超（B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22Pro

台式彩超（B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20Plus

台式彩超（B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22

台式彩超（B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11s

台式彩超（B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12s

台式彩超（B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12



台式彩超（B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11Plus

台式彩超（B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12Pro

台式彩超（B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12

台式彩超（B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12Exp

台式彩超（B类）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Mirror2Touch

台式彩超（B类）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Mirror5

台式彩超（B类）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EX20

台式彩超（B类） 深圳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AcclarixLX8

台式彩超（B类） 深圳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AcclarixLX8super

台式彩超（B类） 深圳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AcclarixLX8EXP

台式彩超（B类） 深圳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AcclarixLX4

台式彩超（B类） 深圳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AcclarixLX4EXP

台式彩超（B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DC-65

台式彩超（B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DC-65S

台式彩超（B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DC-65T

台式彩超（B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DC-63

台式彩超（B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DC-50

台式彩超（B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DC-50S

台式彩超（B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DC-52

台式彩超（B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DC-70

台式彩超（B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DC-70S

台式彩超（B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DC-70T

台式彩超（B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DC-40

台式彩超（B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DC-40S

台式彩超（B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DC-41

台式彩超（B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DC-39

台式彩超（B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DC-36

台式彩超（B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DC-33

台式彩超（B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DC-30

台式彩超（B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DC-26

台式彩超（B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DC-25

台式彩超（B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DC-N3

台式彩超（B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DC-N3S

台式彩超（B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DC-N3T

台式彩超（B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DC-70EXP

台式彩超（B类） 深圳市贝斯达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BTH-200

台式彩超（B类） 深圳市贝斯达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BTH-200T

台式彩超（B类） 深圳市贝斯达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BTH-200S



台式彩超（B类） 深圳市贝斯达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BTH-150

台式彩超（B类） 深圳市贝斯达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BTH-150PLUS

台式彩超（B类） 深圳市贝斯达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BTH-150T

台式彩超（B类） 深圳市贝斯达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BTH-150S

台式彩超（B类） 深圳市贝斯达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BTH-300T

台式彩超（B类） 深圳市恩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G79、G76、G75、A75

台式彩超（B类） 深圳市威尔德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FDC8100、FDC8100A、FDC8100B

台式彩超（B类） 万东百胜（苏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X5P、X5D、X5、W50P、W50D

台式彩超（B类） 万东百胜（苏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X6P、X6D、X6、W60P、W60D

台式彩超（B类） 万东百胜（苏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X7P、X7D、X7、W70P、W70D、X7i

台式彩超（B类） 无锡海鹰电子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HY-C360、HY-C260、HY-C300

台式彩超（B类） 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HISONiVis50、CHISONiVis50EXPERT、CHISONiVis60、
CHISONiVis60EXPERT、CHISONiVis70、CHISONiVis80

台式彩超（B类） 武汉中旗生物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ZONCARE-S3、ZONCARE-S5、ZONCARE-S6、ZONCARE-S7、ZONCARE-S9

台式彩超（B类） 武汉中旗生物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ZONCARE-N7、ZONCARE-N7s、ZONCARE-N7pro

台式彩超（B类） 德润特医疗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DF37

台式彩超（B类） 德润特医疗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DF31

台式彩超（B类） 青岛海信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HD59、HD59 Exp、HD59 PRO、HD59 Plus、HD60、
HD60S、HD60G、HD60Q、HD60T、HD60E、HD60 Exp、HD60 PRO

台式彩超（C类） 大为医疗（江苏）有限公司 DW-T3

台式彩超（C类） 飞依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VINNOX1

台式彩超（C类） 飞依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VINNOE20

台式彩超（C类） 飞依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VINNOX2

台式彩超（C类） 飞依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VINNOE10

台式彩超（C类） 康达洲际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iUS-Apsaras3、iUS-Apsaras3+

台式彩超（C类） 康达洲际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ApsarasUS-10

台式彩超（C类） 深圳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AcclarixLX3

台式彩超（C类） 深圳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AcclarixLX3EXP

台式彩超（C类） 深圳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AcclarixLX26

台式彩超（C类） 深圳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AcclarixLX28

台式彩超（C类） 深圳市贝斯达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BTH-90

台式彩超（C类） 深圳市贝斯达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BTH-90T

台式彩超（C类） 深圳市贝斯达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BTH-95

台式彩超（C类） 深圳市贝斯达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BTH-95T

台式彩超（C类） 深圳市恩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G71、G70

台式彩超（C类） 深圳市威尔德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FDC8000

台式彩超（C类） 无锡海鹰电子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HY6000、HY8000、HY6000PRO、HY8100

台式彩超（C类） 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Bit6、CBit7、CBit8、CBit9

台式彩超（C类） 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QBit5、QBit6、QBit7、QBit9

台式彩超（C类） 武汉中旗生物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ZONCARE-P3、ZONCARE-P5、ZONCARE-P7



台式彩超（C类） 青岛海信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HD58、HD58 Exp、HD58 PRO、HD58 Plus

便携彩超（A类） 大为医疗（江苏）有限公司 DW-PF582

便携彩超（A类） 飞依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VINNO8

便携彩超（A类） 飞依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VINNO6

便携彩超（A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1U

便携彩超（A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1G

便携彩超（A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1T

便携彩超（A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3G

便携彩超（A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1000

便携彩超（A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1000Neo

便携彩超（A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1000Lite

便携彩超（A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2300

便携彩超（A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2100

便携彩超（A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1100Neo

便携彩超（A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1100Lite

便携彩超（A类） 深圳华声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Clover60

便携彩超（A类） 深圳华声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NaviX

便携彩超（A类） 深圳华声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PiloterP

便携彩超（A类） 深圳华声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LabatSP

便携彩超（A类） 深圳华声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Clivia90

便携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X5Exp

便携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X5Pro

便携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X5

便携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X3

便携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X3Exp

便携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X3Pro

便携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5

便携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5Pro

便携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3

便携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3Exp

便携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3Pro

便携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7

便携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SI-980

便携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8Exp

便携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9Pro

便携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9

便携彩超（A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9Exp

便携彩超（A类）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C6pro



便携彩超（A类）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C6exp

便携彩超（A类）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C6

便携彩超（A类）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C5Pro

便携彩超（A类） 深圳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AcclarixAX8

便携彩超（A类） 深圳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AcclarixAX8super

便携彩超（A类） 深圳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AcclarixAX8EXP

便携彩超（A类） 深圳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AcclarixAX4

便携彩超（A类） 深圳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AcclarixAX4EXP

便携彩超（A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MX7

便携彩超（A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MX7S

便携彩超（A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MX7T

便携彩超（A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M8

便携彩超（A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M8Super

便携彩超（A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TE8

便携彩超（A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TE8Pro

便携彩超（A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TE7

便携彩超（A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TE7Pro

便携彩超（A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TE7S

便携彩超（A类） 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onoBook6、SonoBook7、SonoBook8、SonoBook9

便携彩超（A类） 武汉中旗生物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ZONCARE-M5pro

便携彩超（B类） 大为医疗（江苏）有限公司 DW-PF542

便携彩超（B类） 飞依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VINNO5EXP

便携彩超（B类） 飞依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VINNO5PRO

便携彩超（B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1100

便携彩超（B类）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1200

便携彩超（B类） 深圳华声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Clover50

便携彩超（B类） 深圳华声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NaviS

便携彩超（B类） 深圳华声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PiloterI

便携彩超（B类） 深圳华声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LabatSG

便携彩超（B类） 深圳华声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Clivia90T

便携彩超（B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X1

便携彩超（B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1Exp

便携彩超（B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2Pro

便携彩超（B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2

便携彩超（B类）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2Exp

便携彩超（B类）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C5exp

便携彩超（B类）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C5

便携彩超（B类） 深圳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AcclarixAX3



便携彩超（B类） 深圳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AcclarixAX3EXP

便携彩超（B类） 深圳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AcclarixAX26

便携彩超（B类） 深圳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AcclarixAX28

便携彩超（B类） 深圳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AcclarixAX2

便携彩超（B类） 深圳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AcclarixAX2EXP

便携彩超（B类） 深圳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AcclarixAX16

便携彩超（B类） 深圳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AcclarixAX18

便携彩超（B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Z6、Z6T

便携彩超（B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M6、M6T、M55

便携彩超（B类） 深圳市恩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G33、G31、G30

便携彩超（B类） 深圳市威尔德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D3、D6、D6PRO

便携彩超（B类） 深圳市威尔德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FDC6100、FDC6100A、FDC6100B

便携彩超（B类） 深圳市威尔德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wEye3、wEye6、wEye8

便携彩超（B类） 无锡海鹰电子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HY-M30、HY-M50、HY-M80

便携彩超（B类） 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onoBook5

便携彩超（B类） 武汉中旗生物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ZONCARE-M5、ZONCARE-M5s

便携彩超（C类） 大为医疗（江苏）有限公司 DW-PF540

便携彩超（C类） 飞依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VINNOA5

便携彩超（C类） 飞依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VINNOA5e

便携彩超（C类） 康达洲际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i-M20

便携彩超（C类） 深圳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U50

便携彩超（C类） 深圳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U20

便携彩超（C类） 深圳市恩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G22、G21、G20、A20、G20BW

便携彩超（C类） 深圳市威尔德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Wisdomeye3、Wisdomeye6、Wisdomeye8

便携彩超（C类） 深圳市威尔德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FDC6000

便携彩超（C类） 无锡海鹰电子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HY-M60、HY-M10、HY-M20

便携彩超（C类） 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CO5ECO6

便携彩超（C类） 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Bit50、EBit60、EBit70、EBit80、EBit90

便携彩超（C类） 武汉中旗生物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ZONCARE-V3、ZONCARE-V5、ZONCARE-V6、ZONCARE-V7、ZONCARE-V9

掌式彩超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Apogee2GExp

掌式彩超 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onoEyeV2、SonoEyeP2、SonoEyeG2SonoEyeV3、
SonoEyeP3、SonoEyeG3SonoEyeV5、SonoEyeP5、SonoEyeG5

掌式彩超 康达洲际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iM10XC-1;iM10XL-1

掌式彩超 飞依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VINNOQ5-3C、VINNOQ5-7L、VINNOQ5-2P

掌式彩超 成都思多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H35C、H33C、H31C、H35L、H33L、H31L、X35C、X33C、
X31C、X35L、X33L、X31L、S35C、S33C、S31C、S35L、S33L、S31L

掌式彩超 成都汇声科技有限公司 C30C、C30L

掌式彩超 广州索诺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P5E、P6E

掌式彩超 广州索诺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H5L、H6L、H5C、H6C

掌式彩超 广州索诺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D2CL、D3CL



掌式彩超 广州索诺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P5L、P6L、P5C、P6C

掌式彩超 广州索诺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D5CL、D6CL、D5CE、D6CE

掌式彩超 广州索诺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XProbe

掌式彩超 广州索诺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CProbe

掌式彩超 广州索诺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BProbe

掌式彩超 广州索诺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UProbe

掌式彩超 广州索诺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Probe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产品 杭州深睿博联科技有限公司 MIDS-PNAS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产品 上海联影智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uAI-LungImaging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产品 推想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nferReadCTLung、发布版本3

CT高压注射器 深圳安科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ASA-300

CT高压注射器 深圳安特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ANT200200L、ANT200200D

CT高压注射器 深圳圣诺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SinoPower-S、SinoPower-D

CT高压注射器 深圳市信冠机电有限公司 Zenith-C10、Zenith-C20、CIS100、CIS200

CT高压注射器 深圳市信冠机电有限公司 Zenith-C11、Zenith-C22、CID100、CID200

DSA高压注射器 深圳安特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ANT000150

DSA高压注射器 深圳市信冠机电有限公司 Zenith-H15

MRI高压注射器 深圳安特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ANT065115

MRI高压注射器 深圳圣诺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SinoMRI-AP、SinoMRI-BP

MRI高压注射器 深圳市信冠机电有限公司 Zenith-C60、C66

高压注射用一次性使用高压
造影注射器

深圳安特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CM-60、CM-90、CM-100、CM-125、CM-140、CM-200、CM-100/100、CM-100/200、
CM-200/200、CM-150、CM-130、CM-60/60、CM-65/65、CM-65/115、 CM-30/60

肝脏超声诊断仪（三类证）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Hepatus5

肝脏超声诊断仪（三类证）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Hepatus6

肝脏超声诊断仪（三类证）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Hepatus6S

肝脏超声诊断仪（三类证） 深圳市回波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FibroScanPRO

肝脏超声诊断仪（三类证） 深圳市回波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FibroScanHANDY

肝脏超声诊断仪（二类证）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STZH-LESCAN-1

肝脏超声诊断仪（二类证）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STZH-LESCAN-1M

肝脏超声诊断仪（二类证） 无锡海斯凯尔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FT9000、FT3000

肝脏超声诊断仪（二类证） 无锡海斯凯尔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FH9000

肝脏超声诊断仪（二类证） 无锡海斯凯尔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Mini900

注：根据国食药监械[2011]231号，三类证可提供辅助诊断结果、二类证仅提示弹性模量数值

呼气检测仪 北京华亘安邦科技有限公司 HY-IREXBplus、HY-IREXC

呼气检测仪 深圳市中核海得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CBT-01

呼气检测仪 深圳市中核海得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UBT-01P

呼气检测仪 深圳市中核海得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UBT-01

呼气检测仪 深圳市中核海得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UBT-20P

液基细胞仪 泰普生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 TIB-AutoPrep2406、TIB-AutoPrep4806



液基细胞仪 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BP-2848

病理取材台 北京华逸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TDT-QCT

病理取材台 广州维格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W900病理取材台

病理标本储存柜 北京华逸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TDT-BBG

病理标本储存柜 广州维格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F736标本冷藏柜

病理蜡块玻片储存柜 北京华逸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TDT-LKBP

病理蜡块玻片储存柜 广州维格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00-60-00

血气分析仪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i15

血气分析仪 梅州康立高科技有限公司 BG-800E、Gaslite80E

血气分析仪 深圳市康立生物医疗有限公司 Vitagas8E

血气分析仪 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T1000

粪便分析仪 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VE-561、AVE-561A、AVE-561B

粪便分析仪 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VE-562、AVE-562A、AVE-562B

粪便分析仪 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VE-563、AVE-563A、AVE-563B

粪便分析仪 江西特康科技有限公司 TEX760

粪便分析仪 四川沃文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WWT/FA160

粪便分析仪 四川沃文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WWT/FA280

粪便分析仪 重庆天海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DBFJ-1000

血培养仪 山东鑫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ABSTAR50、LABSTAR60、LABSTAR100、LABSTARPlus、LABSTAREX

血培养仪 珠海迪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DL-Bt240

血培养仪 湖南长沙天地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DR-X120

血培养仪 珠海美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BC32

血培养仪 珠海美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BC64

血培养仪 珠海美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BC128

血培养仪 珠海美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BC256

微生物培养鉴定与药敏仪 山东鑫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XK

微生物培养鉴定与药敏仪 山东鑫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XK-II

微生物培养鉴定与药敏仪 珠海美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MA120

微生物培养鉴定与药敏仪 湖南长沙天地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DR-300BPLUS

微生物样本前处理系统 重庆科杰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KJMI6000

微生物样本前处理系统 武汉迪艾斯科技有限公司 PROBACT-XZ

微生物样本前处理系统 济南百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T-800+

全自动血凝仪 北京赛科希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F-8050

全自动血凝仪 北京赛科希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F-8100

全自动血凝仪 北京赛科希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F-8200

全自动血凝仪 北京众驰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XL3690t

全自动血凝仪 北京众驰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XL3690c

全自动血凝仪 北京众驰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XL3690i

全自动血凝仪 北京众驰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XL3600i

全自动血凝仪 北京众驰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XL3600c

全自动血凝仪 北京众驰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XL3600t

全自动血凝仪 北京众驰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XL3600p

全自动血凝仪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CA-3000

全自动血凝仪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CA-1000

全自动血凝仪 深圳雷杜生命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RAC-1830

全自动血凝仪 深圳雷杜生命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RAC-2800

全自动血凝仪 深圳雷杜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AC-030

全自动血凝仪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C810

全自动血凝仪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C3510

全自动血凝仪 深圳市帝迈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CA510、CA520、CA530

便携式血凝仪 广州万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OCG-102



磁敏免疫分析仪 厦门宝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OT-YG-I

磁敏免疫分析仪 深圳博识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m16、m36X

生化分析仪（200速）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S-T180

生化分析仪（200速）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S-T240

生化分析仪（200速）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S-T240Plus

生化分析仪（200速）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S-T300

生化分析仪（200速）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S-T300B

生化分析仪（200速）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S-300B

生化分析仪（200速） 桂林优利特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URIT-8360

生化分析仪（200速） 青岛汉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TSH-2400

生化分析仪（200速） 深圳蓝韵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LWC200E

生化分析仪（200速） 深圳雷杜生命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Chemray330

生化分析仪（200速） 深圳雷杜生命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Chemray240

生化分析仪（200速）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BS-360S

生化分析仪（200速）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BS-350S、BS-370S

生化分析仪（200速）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BS-360E、BS-370E

生化分析仪（200速）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BS-230、BS-240

生化分析仪（200速）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BS-350E

生化分析仪（400速）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S-450

生化分析仪（400速）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S-490

生化分析仪（400速）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S-650

生化分析仪（400速）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S-690

生化分析仪（400速）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S-480

生化分析仪（400速）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S-680

生化分析仪（400速）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S-380

生化分析仪（400速）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S-400B

生化分析仪（400速）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S-600B

生化分析仪（400速）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S-400

生化分析仪（400速） 桂林优利特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URIT-8281

生化分析仪（400速） 桂林优利特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URIT-8280

生化分析仪（400速） 桂林优利特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URIT-8420、URIT-8460

生化分析仪（400速） 桂林优利特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URIT-8400

生化分析仪（400速） 河南健士莱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HZK-460

生化分析仪（400速） 江西特康科技有限公司 TC6092L

生化分析仪（400速） 宁波美康盛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S-680

生化分析仪（400速） 山东博科生物产业有限公司 BK-600

生化分析仪（400速） 青岛汉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TSH-4000

生化分析仪（400速） 上海科华实验系统有限公司 ZY-680、ZY-690

生化分析仪（400速） 上海科华实验系统有限公司 卓越400、卓越450、卓越460、卓越480

生化分析仪（400速） 深圳蓝韵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LWC480

生化分析仪（400速） 深圳蓝韵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LWC400

生化分析仪（400速） 深圳雷杜生命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Chemray420

生化分析仪（400速） 深圳雷杜生命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Chemray380

生化分析仪（400速）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BS-430、BS-450、BS-460

生化分析仪（400速）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BS-600、BS-620

生化分析仪（800速）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S-1600

生化分析仪（800速）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S-4000

生化分析仪（800速）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S-1300A

生化分析仪（800速）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S-1300B

生化分析仪（800速）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S-1200

生化分析仪（800速）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S-1400



生化分析仪（800速） 桂林优利特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CA-800A、CA-800B、CA-800C

生化分析仪（800速） 桂林优利特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CA-801A

生化分析仪（800速） 桂林优利特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CA-801B

生化分析仪（800速） 桂林优利特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CA-801C

生化分析仪（800速） 江西特康科技有限公司 TC9080

生化分析仪（800速） 宁波美康盛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S-1280

生化分析仪（800速） 山东博科生物产业有限公司 BK-1200

生化分析仪（800速） 青岛汉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TSH-8000

生化分析仪（800速） 上海科华实验系统有限公司 Polarisc1000

生化分析仪（800速） 上海科华实验系统有限公司 ZY-1250、ZY-1260

生化分析仪（800速） 上海科华实验系统有限公司 ZY-1200、ZY-1280

生化分析仪（800速） 深圳雷杜生命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Chemray800

生化分析仪（800速）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BS-800、BS-820、BS-800M、BS-820M

生化分析仪（800速）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BS-830、BS-840、BS-830S、BS-850、BS-860

生化分析仪（1600速）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S-2000i

生化分析仪（1600速）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SM-8000

生化分析仪（1600速）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S-2000

生化分析仪（1600速）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S-6400

生化分析仪（1600速） 宁波美康盛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S-2080

生化分析仪（1600速） 江西特康科技有限公司 TC9086

生化分析仪（1600速） 上海科华实验系统有限公司 Polarisc2000

生化分析仪（1600速）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BS-2000、BS-2200、BS-2000M、BS-2200M

留置针 成都市新津事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B型、D型、J型、Y型、Z型

留置针 河南曙光汇知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型、B型、C型、D型

留置针 河南曙光汇知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型、B型

留置针 河南曙光汇知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Y、Z、II-型Y、II-型Z

留置针 江西三鑫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Y型-01、Y型-03

留置针 江西三鑫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FZY-01、FZY-03、ZY-01、ZY-03

留置针 江西三鑫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Y-03、BZY-04、BFY-03、BFZY-04

留置针 苏州林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ZFⅡ-A、ZFⅡ-B、ZⅡ-A、ZⅡ-B

留置针 苏州林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Ⅰ-A、Ⅰ-B、Ⅱ-A、Ⅱ-B、Ⅱ-C

留置针 苏州林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Ⅱ-A、Ⅱ-B、Ⅱ-C

留置针 苏州林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正压直通型、正压三通型、正压三通Ⅱ型

留置针 苏州林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FⅡ-A、FⅡ-B

留置针 苏州林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YFⅡ-A、YFⅡ-B

留置针 苏州林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FII-A型、FII-A2型、FII-B型、FII-B2型

留置针 苏州林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ZFII-B型、ZFII-B2型、ZFSII-B型、ZFSII-B2型

移动核酸检测实验室 北京戴纳实验科技有限公司 A-1

移动核酸检测实验室 成都广通汽车有限公司 CAT5181XYLBEV

移动核酸检测实验室 成都广通汽车有限公司 CAT5181XYLDF

移动核酸检测实验室 杭州博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LV-6000

移动核酸检测实验室 杭州博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LC-6000

移动核酸检测实验室 江苏鸿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NJH5263XYL

移动核酸检测实验室 辽宁金瑞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YDFC-13.7-001

移动核酸检测实验室 辽源市汽车改装有限公司 LYF9200XJC-HS

移动核酸检测实验室 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GIFLP-C3000

移动核酸检测实验室 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GIFLP-C6000



移动核酸检测实验室 无锡海鹰电子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HY-S1、HY-S2

移动核酸检测实验室 武汉客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WH5180XYL

手术机器人（骨科） 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irobot

手术机器人（骨科） 深圳市鑫君特智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XGK-6508A

手术机器人（神经外科） 北京柏惠维康科技有限公司 RM-100

手术机器人（神经外科） 北京柏惠维康科技有限公司 RM-200

手术机器人（神经外科） 华科精准（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SR1

手术机器人（神经外科） 华科精准（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SR1-3D

腔镜吻合器 常州安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A型、B型、C型、D型、E型、F型

腔镜吻合器 江苏博朗森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器身：JQ-A、JQ-B、JQ-C、BJLA、BJLB、BJLC、
组件：JQZ（D）-30（45、60）、BJZ（D）C-2.0（2.5、3.5、4.0、4.8）

腔镜吻合器 上海逸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吻合器：F12M45、F12M60、U12S45、U12S60、U12M45、U12M60、U12L45、U12L60；
组件：N45M、N45W、N45B、N45C、N45G、N60M、N60W、N60B、N60C、N60G

腔镜吻合器 上海逸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吻合器：F12S、F12M、F12L；
钉匣：FDU45W、FDU45B、FDU45G、FDU60B、FDU60G

腔镜吻合器 上海逸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通用腔镜切割吻合器：U12S、U12M、U12L；
直线型钉匣：L30W、L30B、L45W、L45B、L45C、L45G、L60W、L60B、L60C、L60G、
旋转型钉匣：R30W、R30B、R45W、R45B、R45C、R45G、R60W、R60B、R60C、R60G

可视喉镜 深圳麦科田生物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VS-10S、VS-10H、VS-10M

可视喉镜 广东名威科技有限公司 MVL1

可视喉镜 浙江优亿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VL310系列、TDC系列、TD-C系列、UET系列、UED系列

可视喉镜 浙江优亿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TIC系列、PL-F系列、PL-SF系列

可视喉镜 浙江优亿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TRS系列

可视喉镜 浙江优亿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VOS1系列、VNS1系列、VLS2系列

可视喉镜 浙江优亿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VLM系列、ILM系列

人工晶体 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1-UV、A2-UV、ALD

人工晶体 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T1BH、AT2BH、AT3BH、AT4BH、AT5BH、AT6BH

人工晶体 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QBH、AQBHL

人工晶体 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1UL22、A1UL24、A1UL28

多参数监护仪A类 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nyViewA3

多参数监护仪A类 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nyViewA5

多参数监护仪A类 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nyViewA8

多参数监护仪A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BeneVisionN12、BeneVisionN12C、BeneVision12OR

多参数监护仪A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BeneVisionM12、BeneVisionM12C

多参数监护仪A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BeneVisionN15、BeneVisionN15ICU、BeneVisionN15OR

多参数监护仪A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BeneVisionN17、BeneVisionN17ICU、BeneVisionN17OR

多参数监护仪A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BeneVisionN19、BeneVisionN19ICU、BeneVisionN19OR

多参数监护仪A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BeneVisionM15、BeneVisionM15C

多参数监护仪A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BeneVisionM17、BeneVisionM17C

多参数监护仪A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BeneVisionM19、BeneVisionM19C

多参数监护仪A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BeneVisionN22、BeneVisionN22ICU、BeneVisionN22OR

多参数监护仪A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BeneVisionM22、BeneVisionM22C



多参数监护仪A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BeneVisionN12Neo

多参数监护仪A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BeneVisionN15Neo

多参数监护仪A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BeneVisionN17Neo

多参数监护仪A类 深圳市科曼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K18

多参数监护仪A类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eliteV8

多参数监护仪A类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eliteV6

多参数监护仪A类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eliteV5

多参数监护仪B类 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Q7

多参数监护仪B类 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Q5

多参数监护仪B类 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Q6

多参数监护仪B类 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Q4

多参数监护仪B类 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Q3

多参数监护仪B类 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nyViewA5S

多参数监护仪B类 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nyViewA2E

多参数监护仪B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PM9M、ePM9MA、ePM9MC、ePM10M、ePM10MA、ePM10MC

多参数监护仪B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PM15M、ePM15MA、ePM15MC

多参数监护仪B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PM12M、ePM12MA、ePM12MC

多参数监护仪B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PM10Neo、ePM10CNeo

多参数监护仪B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iPM5、iPM8

多参数监护仪B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iPM6、iPM10

多参数监护仪B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iPM7、iPM12

多参数监护仪B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iPM5Neo

多参数监护仪B类 深圳市科曼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C90

多参数监护仪B类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iM80

多参数监护仪B类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iM80A

多参数监护仪B类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iM70

多参数监护仪B类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iM70A

多参数监护仪B类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iM60

多参数监护仪B类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iM60A

多参数监护仪B类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iM50

多参数监护仪B类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iM50A

多参数监护仪B类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X12

多参数监护仪B类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X12A

多参数监护仪B类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X12B

多参数监护仪B类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X10

多参数监护仪B类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X10A

多参数监护仪B类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X10B

多参数监护仪B类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X8



多参数监护仪B类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X8A

多参数监护仪B类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X8B

多参数监护仪C类 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7

多参数监护仪C类 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10

多参数监护仪C类 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12

多参数监护仪C类 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10

多参数监护仪C类 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9

多参数监护仪C类 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12

多参数监护仪C类 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12A

多参数监护仪C类 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10A

多参数监护仪C类 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9A

多参数监护仪C类 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7A

多参数监护仪C类 康泰医学系统（秦皇岛）股份有限公司 CMS6000、CMS7000、CMS8000、CMS9000

多参数监护仪C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uMEC6、uMEC10

多参数监护仪C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uMEC7、uMEC12、uMEC15、uMEC15S

多参数监护仪C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iMEC5

多参数监护仪C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iMEC6

多参数监护仪C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PM9、ePM9A、ePM9C、ePM10、ePM10A、ePM10C

多参数监护仪C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iMEC7

多参数监护仪C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iMEC8

多参数监护仪C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iMEC10

多参数监护仪C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iMEC12

多参数监护仪C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iMEC15、iMEC15S

多参数监护仪C类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PM12、ePM12A、ePM12C、ePM15、ePM15A、ePM15C

多参数监护仪C类 深圳市科曼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C80

多参数监护仪C类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iHM8

多参数监护仪C类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iM80B

多参数监护仪C类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iHM7

多参数监护仪C类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iM70B

多参数监护仪C类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iHM6

多参数监护仪C类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iM60B

多参数监护仪C类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iHM5

多参数监护仪C类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iM50B

多参数监护仪C类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eHM7

多参数监护仪C类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eHM6

多参数监护仪C类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eHM5

多参数监护仪C类 武汉中旗生物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PM-7000C、PM-7000D、PM-7000N、PM-7000M、PM-7000H

钬/铥激光治疗仪 上海瑞柯恩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SRM-H3B



钬/铥激光治疗仪 上海瑞柯恩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SRM-H2B

钬/铥激光治疗仪 上海瑞柯恩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SRM-H1B

钬/铥激光治疗仪 上海瑞柯恩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SRM-T125

钬/铥激光治疗仪 上海瑞柯恩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SRM-T120F

AG激光治疗仪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LB-200A

AG激光治疗仪 武汉镭健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Ligenesis-MY100C

AG激光治疗仪 武汉奇致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L-3080Q

二氧化碳激光治疗机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PLB-200A

二氧化碳激光治疗机 武汉镭健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Ligenesis-MC30

二氧化碳激光治疗机 武汉奇致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L-2030CⅠ

半导体激光治疗仪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XYG-500IIIB

半导体激光治疗仪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XYG-500IVB

光子治疗仪（红蓝光）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XY-K-HG-V

光子治疗仪（红蓝光）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arnation-86S

光子治疗仪（红蓝光）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arnation-88C

光子治疗仪（红蓝光）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arnation-87C

光子治疗仪（红蓝光）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arnation-86C

光子治疗仪（红蓝光）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arnation-88E

光子治疗仪（红蓝光）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arnation-87E

光子治疗仪（红蓝光）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arnation-86E

光子治疗仪（红蓝光） 武汉奇致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L-1201

光子治疗仪（强脉冲光治疗
仪）

武汉奇致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NBL-Ⅰ

舱式中药熏蒸机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HYZ-IIIE、HYZ-IIIB

舱式中药熏蒸机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HYZ-IIA、HYZ-IIIA、HYZ-IIID

床式中药熏蒸机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HYZ-IIC、HYZ-IIH、HYZ-IIK

床式中药熏蒸机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HYZ-IIH

床式中药熏蒸机 河南国健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GJT-XZ-Ⅲ

床式中药熏蒸机 河南瑞禾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RH-XZ-C

床式中药熏蒸机 杭州立鑫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LXZ-200A、LXZ-200B、LXZ-200C、LXZ-200D、LXZ-200E

局部喷头中药熏蒸机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HYZ-IB、HYZ-IE

局部喷头中药熏蒸机 杭州立鑫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LXZ-200S、LXZ-200U、LXZ-200V

主被动运动康复训练装备 河南瑞禾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RH-ZBD-IIIA

主被动运动康复训练装备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XYKXZFK-9、XY-ZBD-IC、XY-ZBD-ID、XY-ZBD-IID、XY-ZBD-IIE、XY-ZBD-IIIA、
XY-ZBD-IIID

主被动运动康复训练装备 山东泽普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ZEPU-K2000A、ZEPU-K2000B、ZEPU-K2000C、ZEPU-K2000D、ZEPU-K2000E、ZEPU-
K2000F、
ZEPU-K2000G、ZEPU-K2000H、ZEPU-K2000I、ZEPU-K2000J、ZEPU-K2000K

主被动运动康复训练装备 广州一康医疗设备实业有限公司 SL4

主被动运动康复训练装备 广州龙之杰科技有限公司 LGT-5100D

外骨骼机器人 布法罗机器人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Aider1.0、Aider1.1

体外冲击波治疗仪 广州龙之杰科技有限公司 LGT-2510B



体外冲击波治疗仪 河南瑞禾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RH-CJB-C

体外冲击波治疗仪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XY-K-SHOCKMASTER-500

体外冲击波治疗仪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XY-K-SHOCKMASTER-500A

体外冲击波治疗仪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XY-K-SHOCKMASTER-500B

体外冲击波治疗仪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XY-K-SONOTHERA-500B

体外冲击波治疗仪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W210

体外冲击波治疗仪 珠海黑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1/S2

体外冲击波治疗仪 山东泽普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ZEPU-C1、ZEPU-C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