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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申明
本报告是中国医院协会信息管理专业委员会的调查与研究成果，本报告所有数据、观点、结论的版
权均属于中国医院协会信息管理专业委员会。未经中国医院协会信息管理专业委员会的明确书面许可，任
何人或机构不得以全文或部分形式（包含纸制、电子等）复制或传播。不可断章取义或者增删、曲解本报
告内容。
中国医院协会信息管理专业委员会对其独立研究或与其他机构合作的所有研究数据、研究技术方法、
研究模型、研究结论及衍生服务产品拥有全部的知识产权，任何人或机构不得侵害和擅自使用。
本报告及衍生产品的最终解释权归中国医院协会信息管理专业委员会所有。

项目背景
中国医院协会信息管理专业委员会 (China Hospit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CHIMA)作为当前中国医疗信息技术行业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团体，多年来在促进政府、医院和信息技术供
应商之间的沟通、推动医疗卫生行业信息化的有序发展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我们于 2006 年成立了
CHIMA CIO Club 交流平台并开展年度医院 CIO 调查，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为进一步推动 HIT
厂商与用户之间的交流与协作，我们又于 2007 年成立了 CHIMA Vendor Club 并进行年度信息技术供应
商状况调查，期盼通过这种方式使 HIT 厂商和医院对 HIT 产业和市场有更为深入的了解，为厂商、医院乃
至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数据，以更好地为 HIT 厂商、医院及政府机构服务。限于水平和经验，我们的调查或
有不尽人意的地方。诚望各方同道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帮助我们把事情做得更好。

阅读申明
本次调查样本为 53 家，比去年略有减少，虽然与实际 HIT 供应商数目仍相差很远，但是参与本调查
的大多数供应商是中国 HIT 市场上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并活跃的群体，能够一定程度上客观反映出中国 HIT
供应商的实际情况。参与调查的厂商都与 HIT 应用密切相关，包括硬件、软件、网络、系统集成、安全、
应用，咨询、服务等各门类。所调查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们希望未来有更多的 HIT 供应商参
与到我们的调查中来。
本次调查样本并未严格遵循分层随机抽样原则抽取，调查原始数据主要来自 CHIMA Vendor Club
会员单位，因此样本分布存在一定偏态。当读者试图使用本次调查结果描述和估计更大范围母体时，需特
别谨慎。

致谢
在此，我们对参加本次调查并提供相关资料的各家公司以及 CHIMA Vendor Club 的所有会员对本
次调查以及推动行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与努力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您对本次调查的积极参与给予了我们莫
大的动力，我们将以更大的热情来努力为医疗行业信息化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希望在以后行业的不断发
展壮大中不断得到您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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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与调查的 HIT 供应商基本情况
本次参与调查的 71 家 HIT 供应商，其中 13 家外商独资企业，1 家中外合资企业，2
家国有企业，53 家民营企业，1 家其他类型的企业，另有 1 家企业未作答。
企业注册资金 100 万以下的 1 家，100 万-500 万的 8 家，500 万-1000 万的 10 家，
1000 万-1500 万的 15 家，1500 万-2000 万的 3 家，2000 万-2500 万的 4 家，2500 万
以上的 30 家。
企业在医疗信息化领域的年收入 100 万以下的 1 家，
100 万-500 万的 8 家，
500 万-1000
万的 12 家，1000 万-1500 万的 7 家，1500 万-2000 万的 2 家，2000 万-2500 万的 2 家，
2500 万以上的 36 家，另有 3 家企业未作答。
企业在大陆地区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的 1 家，10 人-20 人的 5 家，21-50 人的 13 家，
51 人-100 人的 18 家，101-200 人的 9 家，200 人以上的 24 家，另有 1 家企业未作答。
详见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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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用信息技术最应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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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差别较小。普遍认为：在保障医疗安全、减少医疗差错的首要前提下，提高临床业务效
率支持医院流程再造、降低医院运营成本并支持医院经营成本核算、提升病人满意度是现在
HIT 市场应用信息技术最应解决的问题。详细数据见[图 2.1]、[图 2.2]及[表 2.1]。

图 2.1 应用信息技术最应解决的问题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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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应用信息技术主要解决的问题

表 2.1 应用信息技术最应解决的问题总排名对比

HIT 厂商认为应用信息技术最应解决的问题

2016-2017 年度

2015-2016 年度

2014-2015 年度

保障医疗安全，减少医疗差错

88.86%

91.99%

96.77%

提高临床业务效率，支持医院流程再造

82.12%

91.01%

83.00%

降低医院运营成本，支持医院经营成本核算

75.61%

76.34%

76.30%

提高病人满意度

66.41%

53.08%

65.56%

降低病人的医疗费用

44.44%

37.59%

34.24%

提升医院的竞争力

34.10%

43.39%

41.70%

支持医疗保险

26.63%

13.69%

13.75%

满足医政部门及相关法规要求

23.65%

23.52%

21.87%

保护病人隐私

22.24%

17.77%

15.43%

满足政府数据报送要求

16.40%

21.89%

23.99%

减轻国家的医疗负担

10.54%

17.78%

17.18%

9.00%

11.97%

10.23%

满足循证医学需求

对比近三年针对应用信息技术主要解决的问题的调查结果，排第一位的依然是“保障医
疗安全，减少医疗差错”
，占比 88.86%。表明各厂商已经清楚地明确，应用信息技术的最
主要目的就是为医疗管理和临床服务，而医疗管理和临床的首要目的是保证医疗质量和安全。
排在第二位的是“提高临床业务效率，支持医院流程再造”，占比 82.12%，与去年相比有
一定下降，可能与本次调查参与厂商数量比去年有所下降有关。排在第三位的是“降低医院
运营成本，支持医院经营成本核算”
，占比 75.61%，与年基本持平。而今年“提高病人满
意度”、“降低病人的医疗费用”、“支持医疗保险”、“保护病人隐私”等项的比例与往
年明显提高，与目前政府和医疗机构积极推动注重民生，改善就医体验，缓解医患关系，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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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推动等级保护的大趋势相符。而满足政府数据报送要求和减轻国家的医疗负担与往年相比
有所下降。

3 硬件及系统软件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状况
本次针对硬件及系统软件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状况所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前三位为：
涉及操作系统软件的占 37.50%，涉及数据库软件和中间件平台或软件的分别占 35.94%和
28.13%。详细数据见[图 3.1]及[表 3.1]。

图 3.1 硬件及系统软件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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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硬件及系统软件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

硬件及系统软件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内容

2016-2017 年度

2015-2016 年度

2014-2015 年度

操作系统软件

37.50%

51.61%

40.00%

数据库软件

35.94%

48.39%

40.00%

其它

29.69%

35.48%

22.50%

中间件平台或软件

28.13%

48.39%

32.50%

信息安全软件

23.44%

32.26%

42.50%

办公软件

21.88%

9.68%

17.50%

信息安全设备

18.75%

16.13%

42.50%

数据安全类软件

17.19%

25.81%

25.00%

医疗设备

17.19%

19.35%

32.50%

外部设备

17.19%

16.13%

25.00%

PC 或服务器设备

15.63%

25.81%

30.00%

网络交换设备

14.06%

19.35%

27.50%

视频相关软硬件

14.06%

19.35%

27.50%

存储设备

12.50%

16.13%

22.50%

4.69%

6.45%

5.00%

芯片及相关元器件

4 集成及服务供应商所提供的服务类别
在参与调查的 HIT 供应商中，
集成及服务提供商所提供的服务类型见[图 4.1]、
[表 4.1]。

图 4.1 集成及服务供应商所提供的服务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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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集成及服务供应商所提供的服务类别对比

集成及服务供应商所提供的服务类别

2016-2017 年度

2015-2016 年度

2014-2015 年度

软件集成

63.49%

46.67%

39.39%

信息系统管理维护服务

52.38%

48.89%

31.82%

硬件集成

42.86%

35.56%

27.27%

数据安全维护服务

33.33%

33.33%

18.18%

网络信息安全维护服务

28.57%

26.67%

27.27%

HIT 管理咨询服务

23.81%

22.22%

15.15%

其他

22.22%

17.78%

21.21%

网络维护服务

20.63%

17.78%

12.12%

全信息化部门外包服务

20.63%

15.56%

10.61%

综合布线

14.29%

13.33%

13.64%

在接受调查的 71 家公司中除 5 家未作答(占 10.42%)外，有 32 家公司表示不能承建医
院的网络工程，占 66.67%；有 20 家企业可以承建的网络工程，但工程外包，占 41.67%；
仅 14 家企业可以自己承担医院的网络工程建设，占 29.17%，见[图 4.2]。调查数据与去年
相比有一定提高。

图 4.2 集成及服务供应商承建医院网络工程情况调查

5 当前 HIT 应用软件产品的主要问题
本次针对 HIT 应用软件产品的主要问题进行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反映产品没有集成
的标准，总体来看大而全却不够专业”的问题最多，占总数的 58.73%，相比去年数据基本
持平，略有上升；其次为“产品的灵活性不够，难以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要”，占总数的
46.03%，与去年数据持平；
“产品没有真正站在客户的角度设计，易用性不佳”
，占 36.51%。
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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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选择

产品的稳定性不够，运行风险很大

的应用软件供应商比例占

25.40%，比去年有较大幅度提升，详细数据见[图 5.1]及[表 5.1]。

图 5.1 当前 HIT 应用软件产品的主要问题

表 5.1 当前 HIT 应用软件产品的主要问题

当前 HIT 应用软件产品的主要问题

2016-2017 年度

2015-2015 年度

2014-2015 年度

产品没有集成的标准，总体来看大而全却不够专业

58.73%

54.17%

68.42%

产品的灵活性不够，难以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要

46.03%

45.83%

39.47%

产品没有真正站在客户的角度设计，易用性不佳

36.51%

37.50%

28.95%

产品技术层次已普遍过时

25.40%

20.83%

18.42%

产品的稳定性不够，运行风险很大

25.40%

8.33%

18.42%

其它

19.05%

12.50%

5.26%

对比针对医院信息中心主任的《2015-2016 年度中国医院信息化状况调查》
，医院认为
HIT 产品存在问题，选择 产品缺乏标准，集成困难

的比例最高，占 52.99%[284 家]；

选择“产品的灵活性不够，难以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要”的排在第二位，比例为 48.13%[258
家]，排在第三位的问题是

产品没有真正站在客户的角度设计，易用性不佳 ，比例为

43.66%[234 家]。详细数据见[图 5.2],[表 5.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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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2015-2016 年度中国医院信息化状况调查》中 HIT 应用软件产品存在的主要问题

表 5.2《2015-2016 年度中国医院信息化状况调查》中 HIT 应用软件产品存在的主要问题

HIT 产品存在的主要问题

2015-2016 年度

2014-2015 年度

2013-2014 年度

产品缺乏标准，集成困难

52.99%

59.12%

53.05%

产品的灵活性不够，难以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要

48.13%

52.11%

45.08%

产品没有真正站在客户的角度设计，易用性不佳

43.66%

41.93%

45.42%

产品的稳定性不够，运行风险很大

23.32%

27.54%

26.78%

产品技术层次已普遍过时

17.35%

15.79%

17.46%

6.90%

6.49%

7.46%

其它

近几年来，关于应用软件产品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 HIT 厂商和医院信息中心主任的
调查结果排列一致，而且比例没有显著差异。因此，集成性、灵活性和易用性较差等问题是
目前国内医疗应用软件产品存在的主要问题，而且医院和厂商都已经关注到这些问题。如何
克服这些瓶颈，开创中国医疗卫生信息化新未来，是摆在全体医疗信息化工作者面前的课题，
需要医院和企业紧密合作，将医疗临床和管理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共同攻关。

6 当前困扰应用软件供应商的主要障碍分析
本次针对当前困扰应用软件供应商的主要障碍进行调查，分析结果显示：
“医院资金有
限，信息化投入不足”是困扰应用软件供应商的最大障碍，占比达 70.47%。反映医院和政
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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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主管部门对信息化的投入机制存在问题，可能对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产生影响。分列第二、
三位的是“市场进入门槛太低，同质化公司间恶性竞争”和“买方市场尚不成熟，不愿意提
供与产品质量相符的合理价格”
，占比分别为 66.43%和 64.65%。表现为政府行政管理部门
的对行业的监管和引导能力还不足，企业研发和创新能力不足，产品同质性较高，竞争环境
恶劣。同时，医院领导对信息化认识不够，市场不够成熟，没有真正体现出产品、技术、知
识和应用效果的真正价值，这也说明中国医疗卫生信息化行业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值
得指出的是，超过一半的厂商表示“合格的人才匮乏，且人才流动太频繁”，占比 56.11%。
中国医疗卫生信息化发展超过 30 年，人才匮乏也提了 30 年，如今针对人才瓶颈依然没有
有效的解决办法，必须引起领域专家的高度重视。详细数据见[表 6.1] 、[图 6.1]和[图 6.2]。
表 6.1 当前困扰应用软件供应商的主要障碍

当前最困扰公司发展的障碍

第1位

第2位

第3位

第4位

第5位

总计

医院资金有限，信息化投入不足

22.03%

16.36%

市场进入门槛太低，同质化公司间恶性竞争

20.34%

21.82%

16.36%

7.55%

8.16%

70.47%

10.91%

11.32%

2.04%

66.43%

买方市场尚不成熟，不愿意提供与产品质量相符的合理价格

15.25%

21.82%

合格的人才匮乏，且人才流动太频繁

5.08%

5.45%

1.82%

9.43%

16.33%

64.65%

12.73%

22.64%

10.20%

56.11%

医院领导不了解信息系统，看不到信息化的价值

11.86%

9.09%

9.09%

政策法规滞后，法律不明确

3.39%

5.45%

9.09%

7.55%

8.16%

45.76%

9.43%

18.37%

45.74%

合同不明确，项目实施进度无法保障，资金长期无法收回

1.69%

5.45%

知识版权得不到保障，有后顾之忧

6.78%

3.64%

14.55%

3.77%

6.12%

31.59%

9.09%

5.66%

6.12%

31.29%

缺乏交流，不了解国际最新的行业和科技发展资讯

1.69%

融资渠道不畅，获得投资比较困难

5.08%

5.45%

7.27%

3.77%

6.12%

24.32%

0.00%

1.82%

9.43%

4.08%

20.42%

市场需求不旺盛

5.08%

1.82%

5.45%

3.77%

4.08%

20.21%

其它

1.69%

0.00%

0.00%

5.66%

10.20%

17.56%

公司管理太落后，无法适应快速的发展需要

0.00%

3.64%

1.82%

0.00%

0.00%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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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当前困扰应用软件供应商的主要障碍

图 6.2 当前困扰应用软件供应商的主要障碍（前五位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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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应用软件供应商所通过的认证
在对应用软件供应商所通过的认证调查中，调查结果显示 75.76%的应用软件供应商通
过了 ISO9001 的认证，53.03%的应用软件供应商选择了“其他”
。本次调查有 7.58%的软
件供应商没有通过任何认证。详见[图 7.1]及[表 7.1]。

图 7.1 应用软件供应商所通过认证的比例

表 7.1 近三年应用软件供应商所通过认证的比例

应用软件供应商所通过的认证

12

2016-2017 年度

2015-2016 年度

2014-2015 年度

ISO9001

75.76%

57.14%

71.43%

其他

53.03%

34.92%

47.14%

CMMI5

15.15%

6.35%

8.57%

CMMI3

10.61%

4.76%

18.57%

无

7.58%

4.76%

7.14%

CMM3

6.06%

9.52%

21.43%

CMMI2

1.52%

1.59%

0.00%

CMM2

1.52%

1.59%

2.86%

CMM5

1.52%

3.17%

0.00%

CMM4

0.00%

3.17%

1.43%

CMMI4

0.00%

3.17%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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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应用软件产品主要采用的数据库分析
参与本次调查的 HIT 应用软件供应商中产品主要采用的数据库前三位分别为：
Oracle，
MySQL 及 MSSQL。其中采用 Oracle 和 MySQL 数据库的分别为 51.67%和 40.00%，采
用 MSSQL 的为 38.33%。数据详见[图 8.1]及[表 8.1]

图 8.1 应用软件产品主要采用的数据库

表 8.1 近三年应用软件产品主要采用的数据库比较
软件公司产品采用的数据库

2016-2017 年度

2015-2016 年度

2014-2015 年度

Oracle

51.67%

33.33%

34.85%

MSSQL

40.00%

29.17%

19.70%

MySQL

38.33%

33.33%

18.18%

DB2

10.00%

12.50%

9.09%

Sybase

8.33%

12.50%

6.06%

Cach§

6.67%

12.50%

4.55%

Access

3.33%

4.17%

3.03%

FoxPro

1.67%

4.17%

4.55%

其它

10.00%

4.17%

12.12%

不知道

20.00%

20.83%

16.67%

对比近三年的调查结果，Oracle、MySQL、MSSQL 三大数据库的采用比例，与全
两年相比均有较大提升。数据详见[图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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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 近三年应用软件产品主要采用的数据库比较

9 HIT 供应商对第三方集成平台系统的看法
在针对 HIT 供应商对第三方集成平台系统的看法的调查中，超过半数 HIT 供应商认为
第三方集成平台系统是行业发展的必然，愿意积极进行技术应对的占 65.08%，认为集成平
台能够很好的解决专业化分工问题的占 44.44%， 比例与去年的调查基本持平。详细数据
见[图 9.1]及[表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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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 近三年 HIT 供应商对第三方集成平台系统的看法

表 9.1 近三年 HIT 供应商对第三方集成平台系统的看法

HIT 供应商针对第三方集成平台系统的看法

2016-2017 年度

2015-2016 年度

2014-2015 年度

是行业发展的必然方向，我们愿意积极进行技术上的应对

65.08%

65.63%

45.45%

集成平台能够很好的解决专业化分工的问题

44.44%

43.75%

19.70%

中国的情况是否需要集成平台并不确定，炒作宣传的成分更大

17.46%

21.88%

6.06%

对这类平台不了解

11.11%

9.38%

6.06%

集成平台加重了应用系统商的研发成本

9.52%

9.38%

6.06%

这样的平台是必要的，但目前还不打算尝试与其连接试验

4.76%

6.25%

12.12%

不关心

1.59%

6.25%

9.09%

10 未来两年内，国内大陆地区最活跃的市场区域
对于在未来两年内中国大陆最活跃的市场区域的调查结果排序依次为：东部沿海地区
（上海、江苏、浙江）
；北部沿海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
；南部沿海地区（福建、
广东、海南）
；西南地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
；长江中游地区（湖北、湖南、
江西、安徽）
；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黄河中游地区（陕西、山西、河南、内蒙
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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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大西北地区：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详见[图 10.1]和[表 10.1]。

图 10.1 未来两年中国大陆最活跃市场判断

表 10.1 近三年 HIT 对于未来两年中国大陆最活跃市场判断的比较

未来两年中国大陆最活跃的市场区域

2016-2017 年度

2015-2016 年度

2014-2015 年度

东部沿海地区：上海、江苏、浙江

70.00%

65.12%

66.67%

北部沿海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

67.14%

60.47%

50.00%

南部沿海地区：福建、广东、海南

54.29%

55.81%

46.97%

长江中游地区：湖北、湖南、江西、安徽

35.71%

34.88%

21.21%

西南地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

38.57%

34.88%

30.30%

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

28.57%

27.91%

21.21%

黄河中游地区：陕西、山西、河南、内蒙古

25.71%

25.58%

13.64%

大西北地区：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

20.00%

16.28%

18.18%

2.86%

2.33%

3.03%

不知道

11 未来两年内，医院将采用的新信息技术预测
调查问卷显示未来两年医院预计采用的信息技术前五位，并且关注度超过 50%的位分别是：
大数据、远程诊疗、云计算。远程医疗和大数据并列第一，连续两年占据排名的前两位。今年物

16

2017年8月

2017年度卫生信息技术产品及服务供应商调查报告

报告正文

联网、语音识别技术和语义识别技术较往年均有较大提高。详见[图 11.1]、[图 11.2]及[表 11.1]。

图 11.1 医院未来两年将采用的新信息技术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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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近三年针对医院未来两年将采用的新信息技术预测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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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近三年针对医院未来两年将采用的新信息技术预测的对比
医院未来两年将采用的新技术

2016-2017 年度

2015-2016 年度

2014-2015 年度

大数据

71.83%

69.77%

51.52%

远程诊疗

71.83%

65.12%

60.61%

云计算

69.01%

60.47%

62.12%

物联网

43.66%

37.21%

37.88%

虚拟化

38.03%

41.86%

25.76%

无线网络应用

36.62%

37.21%

53.03%

商业智能（BI）

36.62%

32.56%

21.21%

多系统应用界面集成

32.39%

39.53%

21.21%

语音识别技术

32.39%

18.60%

21.21%

掌上电脑 PDA 或手持设备

29.58%

44.19%

53.03%

RFID 技术

29.58%

30.23%

28.79%

数据仓库

28.17%

34.88%

34.85%

高速以太网（≥100M)

25.35%

30.23%

40.91%

高速无线网络建设（802.11i 或以上）

23.94%

18.60%

15.15%

条码技术

22.54%

25.58%

24.24%

平板电脑（Tablet PC）

19.72%

23.26%

39.39%

XML 技术

19.72%

18.60%

6.06%

语义识别技术

19.72%

9.30%

9.09%

中间件服务器

12.68%

11.63%

7.58%

其它

5.63%

6.98%

3.03%

VoIP(IP 电话)

5.63%

6.98%

12.12%

12 未来两年内，中国 HIT 市场发展最快的应用系统
问卷对参与应用供应商针对未来两年 HIT 市场发展最快的应用系统进行的调查中，回收有
效回答问卷为 64 份。本年度调查问卷在发展最快的应用系统中，区域医疗信息化、远程诊疗雄
踞排名前两名，且比去年比例有显著提高。网络医院、商业智能（BI）和 APP 应用稳坐 3-5 位，
与去年相比也有较大提升。问卷结果表明，供应商预计未来两年中国 HIT 市场发展最快的应用
系统是前五位的分别是区域卫生信息化、远程诊疗、网络医院、商业智能（BI）和 APP 应用，
与去年预测相同。具体情况见[图 12.1]、[图 12.2]和[表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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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未来两年中国 HIT 市场发展最快的应用系统预测

表 12.1 近三年针对未来两年中国 HIT 市场发展最快的应用系统预测对比
未来两年中国 HIT 市场发展最快的应用系统预测

20

2016-2017 年度

2015-2016 年度

2014-2015 年度

区域卫生信息化

71.88%

48.84%

43.94%

远程诊疗

64.06%

41.86%

50.00%

网络医院

42.19%

32.56%

36.36%

商业智能（BI）

40.63%

32.56%

30.30%

APP 应用

39.06%

34.88%

39.39%

HIS

25.00%

23.26%

18.18%

EMR

21.88%

20.93%

21.21%

成本核算

15.63%

11.63%

7.58%

CIS

10.94%

16.28%

4.55%

PACS

6.25%

6.98%

9.09%

LIS

4.69%

6.98%

6.06%

RIS

1.56%

4.65%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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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近三年针对未来两年中国 HIT 市场发展最快的应用系统预测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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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奥丁健康
Odin Health Limited
北京大希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Daxi Technology Co.,Ltd.
北京和力记易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Ultimate Protection Manager technology Co., Ltd
北京康夫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快马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kuaima Internet Technology Co. Ltd
北京启迪思创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Qidsc Technology Co. Ltd.
北京融威众邦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Beijing R&W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北京天助盈通技术有限公司
Beijing angelwin product&technology Co.,Ltd.
北京网动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EIJING IACTIVE NETWORK CO.,LTD
北京云知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Beijing Unisou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创业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B-Soft Co.,Ltd.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DHC Software Co.,Ltd
广东天泽阳光康众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Guangdong Sunshine Medical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ltd
广州红帆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ngfan Technology Co., Ltd
杭州健海科技有限公司
HangZhou JoinHealth Technology Co.，Ltd.
杭州特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HANGZHOU TEYANG NETWORK TECHNOLOGY CO.,TD
蓝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ANWON Technology CO.,LTD
联众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ediinfo I.T.CO.,LTD
南京海泰医疗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NanJing HaiTai Medical Information Systems Co.,Ltd.
锐珂亚太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Carestream Health, Inc
厦门安盟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XiaMen AnMeng Network Co.,Ltd.
上海岱嘉医学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DJ HealthUnion Systems Co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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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上海京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KYEE TECHNOLOGY CO.,LTD.
上海趣医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SHANGHAI QUYI NETWORK TECHNOLOGY & SERVICES CO.,LTD.
上海怡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Yito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td
上海营康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Wincome Computer Technology Co., Limited
深圳昂楷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ANKKI TECHNOLOGIES CO.,LTD
深圳京柏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 Jumper Medical Equipment Co., Ltd.
深圳神州数码云科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Digital China Yunke Data Technology Limited
深圳市联新移动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Lachesis Mhealth Co., Ltd.
深圳市易特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Techco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Co,.Ltd
四川九阵科技集团
Arrcen Technology Group
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edicalSystem
无锡识凌科技有限公司
BayNexus Inc.
武汉源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富立叶微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CILICO Microelectronics Ltd.
系联软件（北京）有限公司
InterSystems China
心医国际
SENYINT
医扬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ONYX Healthcare （Shanghai）Ltd
英飞达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INFINITT China Co., Ltd
用友医疗卫生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YONYOU HEALTHCARE INFORMATION SYSTEM CO.,LTD
浙江格林蓝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ZheJiang Greenlander Info Tech.Co.,LTD
浙江禾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Zhejiang helian network technology co. LTD
真珍斑马技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Zebra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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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丁健康
Odin Health Limited
ODIN
HEALTH
年收入： 1.5 亿
成立时间 ： 2014

地址： Level 1, 26 Patey Street, Epsom, Auckland, New Zealand
电话：+(64)9 5200878
网址：www.odinhealth.co.nz/cn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

注册资金：

性质：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集成软件供应商

员工数：

公司资质：

公司简介
Odin Health Limited 是一家专注于医疗的新西兰软件公司。公司
拥有经验丰富、业界领先的资深架构师和研发人员，具有世界级品
牌医疗引擎以及其它软件架构设计和开发的成功经验，为中国提供
具世界领先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医疗软件。
总的指导思想是：做最合适中国的产品
根据多年对国内集成的现状和需求的调研，产品经过深度的本土化
二次开发，有着其它国际品牌无法替代的优势。
中央管理平台

目前已有大量三甲医院案例，包括不少排名前 100 的医院。卫宁健
康平台使用 ODIN 集成引擎通过了卫计委医院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
成熟度实验室测评 5 级 3A 认证，山西大同煤矿总医院使用 ODIN
集成引擎通过了电子病历六级评测。

【主要客户】
卫宁健康

创业软件

麦迪斯顿

【主要产品】
ODIN Integrating Engine
（集成引擎）
全院、区域数据集成。实现医疗机构内部系统之间、医疗机构之间和区域的互联、互通、互操作。
ODIN Interface Engine
（接口引擎）
集成适配器及互联网 APP 平台：可用于应用软件、医疗设备数据交换接口的改造和互联网 APP 与医院的集成。
ODIN － ETL
数据上报、抽取、迁移。
ODIN Management Studio
（管理平台）
远程中央实时监控管理下属分布式部署的 N 个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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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希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Daxi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善缘街 1 号立方庭 3 段 509
电话：010—82630380
网址：www.daxicn.com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

成立时间 ：

注册资金：

性质：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员工数：

公司资质：

公司简介

北京大希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智慧医疗及位置服务提供商，以优质的技术产品为基础，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就诊导
航服务。公司座落于北京中关村，核心成员由前高德、四维、阿里巴巴等公司的资深专家和医疗信息化的资深从业人员共
同组成，为国内多家顶级三甲医院提供医疗位置服务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

智能导引机

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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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和力记易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Ultimate Protection Manager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 20 号宝蓝世纪大厦 E 座 15C1-2
电话：+(86-)10-53511229
网址：www.upmcn.com
年收入： 700+（单位：万）
成立时间 ：2004.12.23

HIT 收入比例：50-60%
注册资金： 3227.5 万

已签约客户数量：3000+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员工数：30

公司资质： ISO 认证、涉密资质

公司简介

北京和力记易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和力记易，UPM）成立于 2004 年，注
册 资 金 3227.5 万， 是 一 家 专 注 于 容 灾 备 份 领 域， 集 容 灾 备 份 产 品 的 研 发、
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和双软企业；是灾备技术产业联盟常务理事单位；
是工信部批准发布的行业标准《持续数据保护（CDP）灾备技术要求》（YD/
T 2705-2014）起草单位之一；中国企业园区国际合作联盟信息安全专业委
员会主席单位。
和 力 记 易 的 容 灾 备 份 产 品 全 部 是 自 主 研 发， 拥 有 完 全 自 主 知 识 产 权。 公 司 产
品以“CDP 容灾备份产品”为核心，同时兼顾传统数据备份产品，覆盖客户
全 部 需 求 和 平 台。 和 力 记 易 的 全 平 台 覆 盖 产 品 包 括 五 大 容 灾 备 份 产 品 系 列：
“备特佳 CDP 容灾备份系统”、“数易云备”、“PDM 网络版”、“UPM
留备一体机系统”和“备份宝”。
可以提供从个人到企业、从物理机到虚拟机、从桌面到服务器、从本地到异地、
从 文 件 到 数 据 库 全 需 求 全 平 台 容 灾 备 份 的 产 品 和 服 务。 可 以 提 供 容 灾 方 案 咨
询， 还 可 以 提 供 数 据 异 常 恢 复， 修 复 不 可 用 的 结 构 化 数 据， 将 数 据 库 起 死 回
生等服务。
凭 借 先 进 的 CDP 容 灾 备 份 技 术、 全 需 求 全 平 台 覆 盖 的 产 品、 专 业 优 质 的
O2O 服务，以及产品与服务的高稳定性、高易用性、高性价比等诸多因素，
和力记易获得了客户及业内的良好口碑，目前已经为成千上万的医院、企业、
政 府、 科 研 院 所、 军 队 等 行 业 客 户 提 供 了 容 灾 备 份 的 产 品 和 服 务。 一 些 典 型
的 服 务 项 目 更 是 为 客 户 所 津 津 乐 道， 例 如： 拉 萨 百 多、 天 津 钢 铁、 邯 郸 峰 峰
煤 矿 等 单 位 的 紧 急 业 务 连 续 性 服 务， 济 南 儿 童 医 院 的 两 次 任 意 回 退 的 数 据 修
复 服 务， 后 者 甚 至 影 响 了 济 南 全 市 几 乎 所 有 医 院 都 选 购 了 和 力 记 易 的 备 特 佳
容灾备份产品。

【主要客户】
北京航空总医院、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黑龙江省肿瘤医院、牡丹江市妇女儿童医院、通化市人民医院、
本溪市中心医院、南京脑科医院、甘肃省妇幼保健院、包头市蒙医中医院、安徽六安市人民医院、福建泉州儿童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三亚市人民医院、广西脑科医院、冀中能源峰峰煤矿总医院、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河南科技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胸科医院、武汉新华医院、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衡阳 169 医院、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湘潭市妇幼保健院、济南第四人民医院、济南妇幼保健院、山东齐鲁医院、太原市妇幼医院、晋城晋煤集团职工医院、
阳泉第一人民医院、陕西辅仁医院、上海岳阳医院、上海中医院、上海第一妇幼保健医院、泰州中医院、西藏自治区第一人民医院、四川
省骨科医院、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四川省巴中市中心医院、四川省都江堰市医疗中心、重庆市肿瘤医院、贵阳市第五人民医院、贵阳
市妇幼保健院、青海省海西州人民医院、西藏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新疆昌吉州中医院、新疆第二师库尔勒医院、新疆第十三师红星医院
新疆煤矿总医院、云南省妇幼保健院、云南省安宁市人民医院、昆明市第四人民医院等

【主要产品】
备特佳 CDP 容灾备份系统：实时备份

任意回退

业务接管

站或从站宕机或者出现故障时，可以在网内通过指定机器提示消息
数易云备系统：策略齐全
续传

备份合成

安全加密

压缩去重

异地容灾

集中备份

异常报警

当服务器主

中转备份

瞬时恢复

网络引导

本异机器恢复

抽取式恢复

断点

LAN-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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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康夫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直门南大街 2 号成铭大厦 C 座 1603
KANGFUZI

电话：+(86-)
网址：www.kangfuzi.com

年收入： 1.5 亿

HIT 收入比例：30

已签约客户数量：500

成立时间 ：1998

注册资金： 1600 万

性质：民营企业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商

员工数：500

公司资质：

公司简介
北京康夫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作为一家医疗人工
智能技术服务提供商，康夫子提供的技术服务覆盖医院门诊、
临床、科研等多个应用场景，主要产品包括智能问诊机器人、
智能导诊机器人、临床辅助、病历结构化、病历搜索，部分产
品已获得业内顶级合作伙伴的高度好评。康夫子专注于为医疗
领域提供技术创新解决方案，研发团队由前百度 NLP 核心骨
干组成，医学团队由北大和华西的临床医学博士组成。康夫子
将继续深耕于医疗人工智能，致力于为合作伙伴提供更好的服
务，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

【主要产品】

智能问诊机器人、智能导诊机器人、临床辅助、病历结构化、病历搜索

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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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快马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kuaima Internet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北京海淀区上地东路 1 号盈创动力 E205C 室
电话：18811595338
网址：cong.mao@kuaimayiliao.com
年收入：1000 万

HIT 收入比例： 80%

已签约客户数量：7 万家基层

成立时间 ：2015.6

注册资金： 762.51 万

性质：私营

员工数：4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应用软件服务商

公司简介
快马医疗致力于改善医疗环境、提升医疗质量的科技医疗企业。公司团队由一批来自国内外的科技、医疗、互联网、保险
行业等硕士、博士、专家家组成，其中医学背景与业人士占比 50%。其中有多位来自于 301 医院、北医三院等国内著名
三甲医院的药师、药剂师。公司创立之初就获得了真顺基金，经纬中国的数千万投资。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和食品药品
监督局颁发的药品信息服务许可证。同时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清华大学、医师协会等政府和相关机构保持良好的合作
关系。

【主要产品】
合理用药系统，临床药学管理系统，处方点评系统，抗菌药物系统，区域合理用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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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启迪思创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Qidsc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 号院东区 15 号楼 A 座

qidsc.com
年收入：
成立时间 ：2012

电话：+(86-)400-1007212
www.qidsc.comwww.jumper-medical.com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

注册资金： 2333.333300 万人民币

性质：民营

员工数：10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以安全为核心的移动化基础服务商
公司资质： 国家密码管理局商用密码产
品生产定点单位、通过三级等保测评、ISO9001，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双软认证企业

公司简介
北京启迪思创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启迪思创”），是一家全球
领先的以安全为核心的移动化基础服务商，秉承“让移动更安全，
让安全更智能”的使命，面向全球企业级用户提供创新的移动安
全解决方案。
目前，启迪思创的核心产品——移动安全管理平台（简称“MSP”）
已被广泛应用于政府、公安、央企、军工、金融、证券、保险、能源、
医疗、教育及流通等领域，辐射数千万企业级移动终端用户。
未来，启迪思创将依托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在移动化、物
联网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不断优化用户体验，以更安
全智能的方式，切实解决企业移动化进程中的各种安全和应用基
础问题，帮助企业用户和移动软件开发商（ISV）专注于核心竞争
力的提升。

【主要客户】

【主要产品】

医疗行业：协和医院、医大附一院、交大一附院等；

移动安全管理平台 MSP

政府行业：中央办公厅、全国人大、北京公安等；
金融行业：中国银行、华夏银行、南京证券等；
军工行业：载人航天、火箭军、内蒙边总等；
企业行业：中国电子、中国华电、北汽福田等；

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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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融威众邦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Beijing R&W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 号科技综合楼 5 层 502
电话：+(86-)010-62152062
网址：www.auto-device.com
年收入：25000 万

HIT 收入比例：100%

已签约客户数量：1000

成立时间 ：2009-12-18

注册资金： 1010 万

性质：私营企业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应用软件、硬件服务商

员工数：63

公司资质：系统集成三级、高新技术企业、软件企业

公司简介
北京融威众邦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以互联网支付业务平台、自助服务设备 / 系统、分诊及信息发布设备 / 系统为核心
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为医疗行业客户和广大患者提供专业、完美的支付解决方案和排队叫号方案，是医疗自助服
务领域专业的、领先的设备和服务提供商。
公司注册资本 1010 万元，已获得 ISO9001:2008，高新企业、双软企业、系统集成三级等相关资质认证。公司拥有多项
专利和软件著作权，多项技术成为自助服务行业的标准和规范。
经多年不断研发，融威众邦开发出一整套专业的智能导医系统，帮助客户针对建卡、挂号、缴费、导诊、分诊和检查预约
等各个环节进行流程优化，缩短患者等候时间，提高信息获取速度和透明度，改善患者就医体验。公司可根据不同客户的
不同需求，定制专业且实用的智能导医系统。
融威众邦一直秉承者“用户至上，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以用户需求为核心，为众多医疗行业客户提供优质、用心的服务，
赢得了客户的满意和信赖，北京市三甲医院市场占有率已达到 70% 以上，处于行业领跑地位。

【主要客户】
北京安贞医院
北京地坛医院
北京儿童医院
北京妇产医院

【主要产品】
自助取单机
自助叫号机
自助缴费机

北京同仁医院

多功能一体机

北京中医医院

自助挂号缴费机

北京朝阳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

自助查询机

北京回龙观医院

自助病历本售卖机

北京胸科医院

基层医疗卫生信息系统

北京整形外科医院
北京太和妇产医院

家庭医生管理系统

北京肿瘤医院
北京顺义区医院
北京中医医院顺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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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助盈通技术有限公司
Beijing angelwin product&technology Co.,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小营路 10 号阳明广场 3 号楼北楼 6G
电话：+(86-)010-84642731
网址：www.angelwin.com
年收入：1500 万以上

HIT 收入比例：1500 万

已签约客户数量：1000 家以上

成立时间 ：2001 年

注册资金： 2000 万

性质：民营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应用软件服务商

员工数：100 人

公司资质：无

公司简介
北京天助盈通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十六年来一直专业从事中国医疗 IT 信息化建设。对中国医疗与健康领域有着
深刻的理解，尤其熟知医疗信息化的业态发展与运营规律。目前，天助的产品在全国各地的 400 多家大中型医院长期运行中。
2009 年，天助盈通成为首批通过卫生部电子病历委员会＂临床检验结果共享互操作性规范 POC 测试＂的公司。
天助公司市场定位和发展方向是：平台公司、数据专家！专业化、极致化，是我们一贯的产品追求！天助公司倡导的自动
化互操作平台，采用更先进的互操作技术，是对集成平台进一步的提升与发展，引领医院信息化建设发展方向。

【主要客户】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友谊医院

【主要产品】
天助医技预约自动化互操作平台
天助 BI 决策支持管理系统
天助 CCM 科研支持管理系统

中日友好医院

天助放射医学影像信息管理系统 PACS/RIS

南京军区总医院

天助内镜医学影像信息管理系统 CMIS/EIS

哈医大二院
沈阳军区总医院

天助超声医学影像信息系统 CMIS/EIS

武汉协和医院

天助病理医学影像信息管理系统 CMIS/PIS

上海第一人民医院

天助介入医学影像信息管理系统 CMIS/CVIS

福建省立医院

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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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网动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EIJING IACTIVE NETWORK CO.,LTD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 35 号颐泉汇大厦 535 室
电话：+(86-)028-83387861
网址：www.iactive.com.cn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

成立时间 ：2009

注册资金： 1481.7674 万元

性质：民营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医疗云视讯解决方案提供商

员工数：＞ 100

公司资质：云视讯平台与软件开发服务

公司简介
网动是中国最老牌的视频会议厂商之一，领先的视讯解决方
案及服务提供商。公司总部位于北京，在武汉设有技术研究
院，成都设有全国营销中心 - 臻创 • 中国，服务能力覆盖全国，
营销网络延伸至世界各地。
旗下产品包括：
医疗行业： 远程医疗 远程培训 4K 超高清视频会议 手术示
教 资源中心 应急指挥等应用场景
买得起 用得好 让云视讯真正创造价值！

【主要客户】

【主要产品】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手术推车 - 手术示教

湖北恩施州巴东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远程诊疗

湖北恩施州十堰市房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流媒体直播服务器

四川乐山市市中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视频会议硬件终端 -4K 超高清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和自治区人民医院

大型会场 -4K 超高清视频会议终端。中小型会场 -4K 超高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清一体化会议终端。小型会场 -4K 超高清一体化会议终端

湖北黄冈市黄梅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型会场 -1080P 高清视频会议终端。手机 / 平板 / 电脑 /

四川德阳市人民医院

MAC 等移动终端

四川省护理职业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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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云知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Beijing Unisou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中路 16 号院 1 号楼冠捷大厦 12 层
电话：(010)62369899
网址：www.unisound.com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成立时间 ：2012

注册资金：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已签约客户数量：500
性质：中外合资

员工数：260

公司资质： 一级

公司简介
医疗领域的智能语音交互领导者
国内首家在医疗专业领域提出语音交互解决方案 ,
并唯一拥有成功实施经验的高新技术企业。
近百家医院已经完成系统测试 , 定制医疗专用语音
识别服务，识别准确率可达 97%
核心技术团队 45% 拥有博士学位，拥有完全的自
主知识产权。公司总部位于北京，在上海、深圳设
有分公司，目前员工超过 200 人。

【主要客户】
北京协和医院
北大人民医院

【主要产品】
智能语音录入系统【标准版】
智能语音录入系统【医技专科版】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台州恩泽医疗集团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杏树林 ( 病历夹 )

2017年8月

智能语音录入系统【中医专科版】
智能语音录入系统【移动版 APP】
智能语音交互系统【导医问询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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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B-Soft Co.,Ltd.
地址：浙江杭州市滨江区越达巷 92 号创业智慧大厦
电话：0571-88217878
网址：www.bsoft.com.cn
年收入：50418 万元（16 年）

HIT 收入比例：100%

已签约客户数量：7000 家

成立时间 ：1997 年 12 月

注册资金： 24295 万元

性质：民营企业

员工数：2000 人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全面解决方案提供商和服务商
公司资质：CMMIC5 级复审证书、计算
机系统集成一级资质证书、HL7 理事会资质证书、GBT28001、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ISO9001、ISO20000 认证证书、
ISO27001 认证证书

公司简介
创业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SZ.300451）成立于 1997 年，
总部坐落于杭州高新区（滨江）内，是一家国内领先的医疗卫
生信息化建设全面解决方案提供商和服务商。秉持“创造数字
医卫、服务健康事业”的发展愿景，专注医疗卫生信息化领域
20 年，以区域卫生、互联网医疗、健康城市为主要发展方向，
拥有八大系列 200 多个自主研发产品，用户数量超 4 4 0 0 家，
相继被认定为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
点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重点企业研究院、浙江省创新型示范
企业等，于 2015 年 5 月 14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成功
上市。

【主要客户】
【公卫客户】
浙江省区域卫生信息化
上海市静安区区域卫生信息化
江苏省苏州市区域卫生信息化
广东省区域卫生信息化
湖北省区域卫生信息化

【主要产品】

北京市朝阳区区域卫生信息化

【医院整体解决方案】

【区域卫生整体解决方案】

广东省中山市区域卫生信息化……

医院信息平台

人口健康信息平台

【医院客户】

电子病历系统

分级诊疗平台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临床知识库系统

社区卫生综合管理信息平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医院管理信息系统

基层医疗卫生信息系统

大连中心医院

一体化护理管理

家庭医生管理系统

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检验信息系统

北京博爱医院……

手术麻醉系统……

【互联网医疗客户】

【互联网医疗整体解决方案】

苏州市中医医院

云诊室

中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医疗云

江阴市人民医院

掌上医院

珠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掌上健康

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

移动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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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DHC Software Co.,Ltd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金数码园 3 号楼东华合创大厦
电话：+(86-)010-62662288
网址：www.dhcc.com.cn
年收入： 64.76 亿

HIT 收入比例： 15%

成立时间 ：2001 年

已签约客户数量：500

注册资金： 31.4 亿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应用软件服务商

性质：民营企业

员工数：7000

公司资质： 软件供应商一级、系统集成一级

公司简介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1 月，股票代码 002065，
在全国拥有 50 余家分支机构，在职员工超过 7000 人，拥有
近 700 项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
软件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内最早通过
软件能力成熟度集成（CMMI）5 级认证的软件企业之一，
连续多年被工业和信息化部评为中国自主软件产品十佳企业。
东华医疗，坚持“以柔应变、整合应用、服务临床和管理、
创造价值”理念，专注、专业、持之以恒打造集数字化医院、区域医疗、互联网医疗为一体的全面智慧解决方案。在注
重解决方案外延的同时，深入医疗垂直领域的应用，丰富解决方案的内涵，相继开发出单病种医疗质量评价系统、DRGs
医院解决方案、DRGs 区域医疗评价和医保支付解决方案、基于互联网的科研云随访系统等。

【主要客户】

【主要产品】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B2HO 产品线：面向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东华数字化医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院解决方案
B2HE 产品线：面向各级卫计委的东华区域医疗解决方案
B2MI 产 品 线： 面 向 各 级 社 保 局 或 医 保 中 心 的 东 华 基 于
DRGs 的医改综合解决方案
B2C 产品线：面向 C 端的专科疾病随访、专注科研的健康
乐互联网医患沟通平台

河南省人民医院
山东省立医院
安徽省立医院
江苏省中医院

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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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泽阳光康众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Guangdong Sunshine Medical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ltd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新田大道 71 － 4 号京柏大厦 8 楼
电话：+(86-)755-26696279
网址：www.jumper-medical.com
年收入： 1.5 亿

HIT 收入比例：30

已签约客户数量：500

成立时间 ：1998

注册资金： 1600 万

性质：民营企业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应用软件及硬件服务商

员工数：500

公司资质： 软件硬件供应商

公司简介
阳光康众是中国领先的“医疗 + 互联网”平台运营商。 自创立以来，阳光康众以“承载大众健康希望、共享阳光美好生活”
为使命，致力于改善“看病烦、看病难”问题，搭建以“互联网 +”为基础的智慧型医疗健康服务平台。

【主要客户】

【主要产品】

广东省中医院

医程通是由广东银联与阳光康众，联合打造的智能就医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APP，于 2015 年 4 月上线，素有“指尖医院”之称。广东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银联以“医程通”APP 为载体，依托银联支付优势，与医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
济南市儿童医院

院开展深度合作，利用移动互联网的优势，将预约挂号、门
诊缴费、查看报告、代煎配送、住院结算等功能从线下迁移
到线上，打造一个“指尖上的医院”，使患者通过手机就能
完成医院就诊全流程，全面提高医院的服务质量，优化病人

顺德龙江医院
就医体验；广东银联“医程通”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医保实时
马鞍山十七冶医院
深圳市龙岗区第四人民医院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结算和医保手机个账支付，提供手机医保在线支付服务，实
现线上医保惠民。同时，医程通致力打造医疗大健康服务平
台，不断创新，推出健康秘书在线问诊服务、医保线上购药
配送到家等功能，真正让患者就诊更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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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红帆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ngfan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龙口东路 342 号天诚广场裙楼第三层 07 号
电话：+86-020-61246666
网址：www.iOffice.cn
年收入：6000 万
成立时间 ：1998

HIT 收入比例： 70%
注册资金：500 万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管理系统软件服务商

已签约客户数量：500+
性质：其他有限公司

员工数：200

公司资质：计算机系统集成企业三级资质

公司简介
广州红帆电脑科技有限公司（红帆科技）是上市公司中船
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控股的高新技术企业，致力
于为医疗卫生行业提供“流程 + 信息 + 管控”的信息化
管理工具。
作为国内首批从事医院信息化软件研发的厂商，红帆科技
早在 2001 年就将医疗卫生行业作为发展重心，秉持“做
精做专”的理念，以“规范医院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
为目标。
红帆科技是微软全球的金牌合作伙伴（MGCP），微软
金牌解决方案提供商，微软高级基础架构解决方案提供
商，微软高级信息工作者解决方案提供商，微软高级数据
管理解决方案提供商，并获得微软独立软件开发商（ISV
Royalty）的认证。

【主要产品】

【主要客户】

iOffice.net 红帆信息管理平台

北京协和医院

iBPM 红帆业务流程管理系统

中国武警总医院

红帆微信版医疗办公自动化软件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红帆医院综合业务管理软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红帆医院业务流程管理软件

北京积水潭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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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健海科技有限公司
HangZhou JoinHealth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 1418-48 三楼
电话：0571-28223107
网址：http:www.lanniuh.com/
年收入： 200 万

HIT 收入比例： 全部

成立时间 ：2015.6

注册资金： 450 万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应用软件服务商

已签约客户数量：100 家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员工数：80 人

公司资质： 无

公司简介
杭州健海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提供“随访 + 互联 + 物
联”解决方案的信息化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理念创新，
实现随访与互联网、物联网技术深度融合。旗下产品“云
随访”是由医院随访系统、专科随访系统、客户 VIP
管理系统、慢病管理系统、妇幼随访系统、生殖医学
中心随访系统、科研随访系统和区域人群健康管理系
统组成的整体院后管理平台。为公立医院、民营医院、
集团医院、专科医院、区域卫计局等不同类型医疗机
构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案，院内各科室覆盖率广。
产品集微信公众平台、医护端移动 APP 和患者端移动
APP 于一体，将患者院后管理，院外健康监测、医护
患沟通等服务深度整合，实现患者从离院到家庭到再
入院的闭环管理解决方案。

【主要客户】
各大医院

【主要产品】
云随访——医院随访系统
妇幼随访系统
慢病管理系统
专科随访系统
客户 VIP 随访系统
区域人群健康管理系统
生殖医学中心随访系统
蓝牛健康 / 蓝牛医护（APP）
设备租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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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特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HANGZHOU TEYANG NETWORK TECHNOLOGY CO.,TD
地址：杭州市江干区凤起东路 358 号五福天星龙大厦 B 座 16 层
电话：0571-85816265
网址：www.hztywl.cn
年收入： /

HIT 收入比例： /

成立时间 ：2012 年

注册资金： 1360 万

已签约客户数量： 600+
性质：民营企业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智慧医疗解决方案的提供商跟运营商
证书、CMMI5、ISO9001 等。

员工数：120 余人

公司资质：软件企业认定证书、科技型企业

公司简介
杭州特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是
一家专注于互联网医院解决方案提供商和运营商，
公司致力于通过最新的移动互联网技术、物联网
技术为卫生部门、医疗机构、健康管理机构提供
创新的医疗服务模式，打造智慧医疗和健康服务
信息化。改变传统的就医行为和健康管理模式，
整合各种医疗资源，打造开放医疗，实现智慧就医。
公司致力推行 ISO13485:2003 质量管理系统 , 产
品 获 得 CE、FDA、SGS、CMDCAS、INMETRO
认证 , 取得了八十余项专利成果及软件著作权，在
国内妇产科监护领域突破多项技术，创造了多个
行业第一。产品主要包括智能可穿戴设备：胎音仪、
血糖仪、血压计、体重秤、红外耳温枪、血氧仪等，
及大型医用设备：胎儿监护仪、多参数母胎监护仪、
多参数监护仪、胎儿脐血流监护仪、

【主要客户】

【主要产品】

浙江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互联网医院服务平台、预约诊疗服务支撑平台、区域健康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浙江大

服务平台、掌上医院系统、健康评估系统、健康管理系统、

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中南大学湘雅

患者关系管理系统、院后随访系统等 。

医院、温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上海市第
一妇幼保健院、重庆西南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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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ANWON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 1001 号南山智园 A3 栋 6 楼
电话：+(86-)755-86961666
网址：www.lanwon.com
年收入：8000 万

HIT 收入比例：100%

成立时间 ：2010 年

注册资金： 5500 万

已签约客户数量：500
性质：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医疗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
疗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 公司资质：系统集成商 三级；双软企业等

员工数：230

公司资质：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医

公司简介
蓝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蓝网科技），是国内领先的医疗
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医疗信息化领域集产品研发、销
售和服务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16 年在新三板成功挂
牌，股票代码 835865。
多年来，通过与国内外知名大学及科研机构合作，形成了智能
影像与智能医院两大主力业务领域，打造出区域检查检验互联
互通，智能医技统一预约平台，智能影像管理平台等创新模式。
现拥有相关技术专利 56 项（发明专利 53 项，实用专利 3 项）
和软件著作权 84 项，大型三级医院和二级医院等客户 3100 家。

【主要客户】

【主要产品】

深圳市卫计委；

智能医院整体解决方案；

江阴市卫计委；
靖江市卫计委；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智能影像整体解决方案；
蓝网影像云解决方案；
医技统一预约整体解决方案；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东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医联体解决方案；

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医院信息平台解决方案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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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众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ediinfo I.T.CO.,LTD
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向往街 291 号创智一号 5 号楼 7-9 层
电话：+(86-)0571-88994508
网址：www.mediinfo.com.cn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成立时间 ：1999 年

已签约客户数量：3000 余家

注册资金： 5680 万元

性质：股份制

员工数：600 人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硬件、系统软件供应商；集成服务供应商；应用软件服务商

公司简介
联众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 1999 年，目前拥有机构
用户 10 万余家，服务人数近 8000 万，是全国领先的智慧医
疗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和服务商。
公司总部设立在天堂硅谷——杭州，在北京、吉林、江苏、
四川、陕西、江西、贵州、黑龙江、河南等地区设立了分支
机构。联众始终坚持以诚挚的服务、创新的理念、规范的管理、
领先的产品促进企业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推进医疗卫生行
业的科学化和现代化做出积极的贡献。

【主要产品】
HIS/LIS/PACS/EMR/HRP/CDR/ODR/HSB/BI/ 集 成 平 台 /
点点就医 / 医田园 /CCB/ 区域 HIS/ 健康档案系统 / 妇幼保
健系统 / 双向转诊系统 / 院感系统 / 体检系统 / 医疗设备管
理系统 / 物资供应链管理系统 / 总务管理系统

【主要客户】
浙江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杭州市中医医院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

杭州市西溪医院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杭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温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南昌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长春市绿园区人民医院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平湖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西安市第三医院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017年8月

北京协和医院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浙江省肿瘤医院

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阿拉善盟中心医院

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

长春市九台区人民医院 昆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西安市工会医院

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

南京市第二医院

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昆山市中医医院

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汉中市中医医院

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贵航贵阳医院

… …

41

CHIMA供应商俱乐部会员介绍

2017年度卫生信息技术产品及服务供应商调查报告

南京海泰医疗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NanJing HaiTai Medical Information Systems Co.,Ltd.
地址：南京市玄武大道 699-22 号江苏软件园 1 号楼
电话：+(86-)84822262
网址：www.haitaiinc.com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成立时间 ： 2001 年

注册资金：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已签约客户数量：
性质：有限责任

员工数：

公司资质：

公司简介

南京海泰医疗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作为国内医院临床信息化建设的领导者和探索者，以“要做临床信息化百年老店”为情怀，
17 年来一直坚持以临床需求为导向，以不断提升医疗和管理工作效率和质量，保障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为目标，吸取国
内外行业先进经验，创新进取，不断推出满足临床和医教研管理需要的系列化医院临床信息应用产品。重新诠释了新形式
下医院临床信息化建设的应用方向。海泰客户群遍布全国 28 个省份共计 350 余家客户，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大中型三级医
院客户。目前在北京、广州、武汉、福州、杭州等地设有分公司，并在 15 个省份设有服务机构。

【主要客户】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同济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第一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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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
医院临床诊疗一体化应用平台
电子病历
医疗质量管理平台
临床药物试验管理平台
区域临床信息应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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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珂亚太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Carestream Health, Inc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路 27 号金桥软件园 15 号楼
电话：+(86-) 21 - 38526888
网址：www.carestream.cn
年收入：

5 亿美金

成立时间 ：2007

HIT 收入比例：30

已签约客户数量：500

注册资金： 2,000,000 美元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应用软件服务商

性质： 外资

员工数：1500

公司资质： ISO9001 , ISO13485

公司简介
Carestream Health, Inc. 成立于 2007，是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 Onex 公司收购伊
士曼柯达公司医疗集团组成的，Carestream Health, Inc.（简称锐珂医疗）自其一
成立就立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医疗成像和信息技术（IT）公司。公司拥有 8,000 多
名员工，为全球 150 多个国家的数万名客户提供优质的医疗产品。公司拥有 1,000
多项技术专利，产品在全球 90% 的医疗机构中运转。在医疗信息管理解决方案
（Healthcare Information Solutions )、X 射线解决方案（X-Ray Solutions )、数
字输出解决方案（Output Solution ）以及数字乳腺放射成像解决方案、牙科及各
种数字和传统 X 光胶片产品在内的多个领域中，Carestream Health, Inc. 凭借丰富
的整合方案以及专业全面的服务体系已经成为医疗数字成像市场的领导者。遍布全
球的 1,150 名工程师和 250 名客户支持代表能够及时的对设备进行维护并作出快速
反应。
锐珂公司大中华区于 2007 年 5 月 1 日开始正式独立运营。在中国区成立了锐珂（上
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和锐珂（厦门）医疗器材有限公司，2009 年又成立了锐珂亚太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锐珂公司大中华
区是 Carestream Health, Inc. 在华的下属公司，该公司在医疗、牙科和无损检测产品领域提供创新、可信赖和高质量的产品、系统、
完整的传统和数字解决方案和服务 .
锐珂大中华区总部设在上海，包括香港、台湾在内在中国共设立了 17 个办事处，1 个全球研发中心 ，1 个技术创新中心 ，2 个工厂，
其中上海工厂主要用于设备生产，厦门工厂主要用于胶片生产 ，共拥有 400 多名研发人员，员工近 1,500 名。
锐珂公司大中华区的前身是伊士曼柯达公司医疗集团大中华区，它秉承了柯达值得自豪的创新历史，在医疗成像领域积累了多年的经
验。锐珂公司中国区秉承公司注重不断创新、关注客户需求、打造业界领先的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文化，通过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使客
户获得成功，并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主要客户】
北京安贞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北京儿童医院
上海仁济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武汉协和医院 重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和睦家医疗集团

【主要产品】
医疗信息管理解决方案（Healthcare Information Solutions )、X 射线解决方案（X-Ray Solutions )、数字输出解决方案（Output
Solution ）以及数字乳腺放射成像解决方案、牙科及各种数字和传统 X 光胶片产品
锐珂医疗信息管理解决方案，提供从影像科室、到全院临床共享、到区域医疗协同、直至基于影像云的全方位临床信息解决方案。我
们的解决方案涵盖了医疗影像服务的各个环节，为不同的临床使用者提供所需的影像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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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安盟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XiaMen AnMeng Network Co.,Ltd.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25 号 502 单元
电话：+86-0592-5956555
网址：http://www.anmeng.net
年收入： 1500-2000 万
成立时间 ：2004 年

HIT 收入比例：90%
注册资金：501 万

已签约客户数量：10-50

性质：私营企业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系统集成、系统软件供应商

员工数：50-100
公司资质： ISO9000/20000/27001

公司简介
厦 门 安 盟 网 络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简 称： 安 盟 网 络）

2004 年成立于经济特区厦门。是一家专业致力于软

件研发、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信息工程

项目实施的高新技术企业。2015 年公司整体改制为

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 07 月 19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证券代码：837846）。

【主要客户】

【主要产品】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医院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是全院统一的人力资源档案平台，实现员工全过程、

厦门市中医院

全范围的动态信息管理。让各个科室共同丰富人事信息，又共享成果，

厦门市口腔医院

最大程度的降低相关人员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为医院人力资源管理

厦门市儿童医院

提供科技信息化的管理模式。

厦门科宏眼科医院

医务管理系统

厦门大学医院

医务管理系统是为实现医院医务管理的现代化、信息化，提高医务管理

厦门莲花医院

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而开发。整体记录医生的技术活动信息，以及医

泉州市第一医院

务科室事务管理过程和数据，为医院管理医务人员和科室事务提供决策

漳州市中医院

依据。

福建省清流县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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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岱嘉医学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DJ HealthUnion Systems Corp.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 1068 号联强国际 A 栋 5 楼 B 座
电话：021-61732357
网址：http://www.djhealthunion.com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成立时间 ：1999 年

已签约客户数量：200+

注册资金： 3016.4 万美元

性质：外资企业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集成、服务供应商以及应用软件供应商

员工数：300+

公司资质：

公司简介
岱嘉医学是国内知名的医疗信息化厂商。在医学影像领域，拥有 PACS、RIS、移动、云计算、科室级、全院级、区域级各
类解决方案，用户遍布全国，十多年来始终保持市场领先。岱嘉医学自主研发的医疗信息交换平台 HIE，是国内按照互操
作性理念和国际主流技术路径，解决异构系统数据共享难题的先行者，已在医院、区域卫生信息化项目实践中落地，取得
较好的效果，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品质源自专业，服务铸就信任”是岱嘉医学的宗旨，公司 70% 为研发
和技术服务人员，拥有完整的自有知识产权和软件源代码。

【主要产品】
HiUP 医疗信息交换平台
国际 HIT 主流标准和框架自主研发的医疗信息交换平台（HIE），高度产品化的平台软件；
顶级三甲教学医院全院信息化建设中落地成功，越来越多的各类医院采用的平台建设思路；
同一平台应用于区域影像中心、远程医疗等跨机构业务中，支撑医联体、分级诊疗等跨机构业务协同的医改方向；
项目上与多家厂商顺利配合，异构系统无缝连接，实现互操作性的数据共享。
医疗影像解决方案
中国最早的医学影像信息化厂商之一；
全套完整的影像采集、存储、传输、调阅解决方案，实现医技工作站、临床工作站、移动影像调阅等不同诊疗场景效果；
适应放射、超声、内镜、病理、电生理等不同以及科室业务特点和个性化需求的管理系统；
与 HIE 平台配合，形成全院级、跨院级、医院集团以及区域医疗中的影像解决方案。

【主要客户】
国内各级医院、集团医院与区域性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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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京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KYEE TECHNOLOGY CO.,LTD.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 595 号上海电影广场 C 座 9 层
电话：+(86-34770096)
网址：www.kyee.com.cn
年收入：242,407,387.69 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04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3000 家，主流医院 700+

注册资金： 6839.763600 万人民币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智慧医疗技术及服务提供商
术中心、CMMI5 国际认证等

性质：民营

员工数：847

公司资质： 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嘉定区企业技

公司简介
上海京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 国内领先的智慧医疗技术及服 务提
供商，为京颐集团成员企业之 一，业务范围涵盖移动医疗、 医院
HRP、医疗物联网、护理教育、HCRM、云 HIS、一卡通、医疗云
等诸多领域，全面布局医疗云、数字化医院、区域智慧医疗。公司
的卓越团队创造了多项骄人业绩，成功为国内超过 3000 家各类型
医疗机构提供技术、产品及服务，其中包括 700 家以上三级医院，
帮助医疗机构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保障医疗安全。

【主要客户】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主要产品】
针对中小型医疗机构对复杂医疗信息化设施的建设需求，京颐股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份以云 HIS、云 HRP、云 PACS、云 LIS、云 HCRM 等为核心产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品，升级为云服务模式，以此为基础构建“京颐医疗云”，成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公司面向未来的核心战略。京颐医疗云通过新型运营模式，帮助
中小型医疗机构实现信息化建设的低成本、免维护、高安全。

上海长海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〇一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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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趣医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SHANGHAI QUYI NETWORK TECHNOLOGY & SERVICES CO.,LTD.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 595 号上海电影广场 C 座 8 层
电话：+(86-34772898)
网址：www.quyiyuan.com
年收入： 1.01 亿元
成立时间 ：2014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2000+

注册资金： 4000 万美金

性质：民营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专注于推进移动互联网医疗服务模式创新的互联网医疗企业
认定、ISO9000 等

员工数：508
公司资质： 软件企业

公司简介
趣医网是一家专注于推进移动互联网医疗服务模式创新的互联网医
疗企业，已获得百度（BAIDU）、软银中国资本（SBCVC）、弘
晖资本（HighLight Capital）等多家知名机构投资。

【主要客户】

【主要产品】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以“医院 +”平台为基础支撑，以“趣医院”App、商保理赔平

马鞍山市立医疗集团

台等为核心业务，为医疗机构优化就诊服务流程提供丰富而领先

复旦大学肿瘤医院
上海长海医院

的解决方案，为患者带来更人性化的就诊全流程服务体验。

中日友好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五医院
解放军昆明总医院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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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怡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Yito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td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大学路 243 号 902 室
电话：+(86-)021-55666127
网址：www.Yitongmed.com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80%

已签约客户数量：4

成立时间 ：2015

注册资金： 787.5 万

性质：私营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员工数：40

公司资质：

公司简介

上海怡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医疗健康信息技术的公司，拥有来自美国的健康管理理论与经验和领先的信息技
术基础。公司产品包括医院信息集成平台、DRGs 分析系统、人群健康管理云平台等医疗健康信息化系统，为大健康产业
机构提供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和运营服务。
怡同已和数十家客户及合作伙伴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包括解放军总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上海德达医院、
上海东方肝胆医院等知名医院以及太平洋保险和阳光保险等专业保险公司。公司专注于将大数据分析及人工智能等创新技
术运用于提升大健康产业机构和医院的业务能力及工作效率，并实现大人群健康和疾病的的全流程闭环管理。

【主要客户】

【主要产品】

北京 301 医院

医院信息集成平台

上海德达医院

健康管理云平台

上海东方肝胆医院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48

2017年8月

2017年度卫生信息技术产品及服务供应商调查报告

CHIMA供应商俱乐部会员介绍

上海营康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Wincome Computer Technology Co., Limited
地址：上海市长逸路 15 号复旦软件园 B 座 17 楼
电话：+(86-)021-36411771
网址：www.wincome.org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500+

成立时间 ：2007.12

注册资金： 500 万

性质：民营企业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应用软件服务商

员工数：50+

公司资质： 软件供应商

公司简介
十年一直聚焦在临床营养服务领域，己构建从膳食到诊疗，从门
诊到住院，从 PC 营养管理到移动营养管理，从患者营养到职工
营养，从院内管理到院外服务，从医院到区域的临床营养业务全
流程产品体系，让医院临床营养管理保持极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强大的专家团队以及与全国各大营养学会的紧密合作，让营康的
产品具备明显的专业竞争力。获得著作权 21 项，专利 2 项；市
场占有率和品牌美誉度全国第一；
服务三甲医院超过 500 余家，服务患者超过 1000 余万人 / 年，
完善的服务体系打造良好的服务口碑；荣获
2016 年中国临床营养事业贡献奖
2016 年健康中国创新奖
2016 年健康服务业创新大赛 亚军
2017 营养风云榜 - 营养科技信息服务优秀奖

【主要客户】
北京协和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上海长海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上海长征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十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厦门大学第一医院
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北京积水潭医院

湖北省肿瘤医院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主要产品】


医院营养信息系统 （HNIS）



医院移动营养诊疗系统



省级临床营养质控平台



体检健康管理系统



健康云知识库平台



临床营养专业圈 APP + 麦田医生 APP，打造中国

临床营养医生科研调查、专业交流与医患互动服务平台


临床营养跨区域、多中心、大用户临床营养科研平

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友谊医院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地坛医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
内蒙古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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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昂楷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ANKKI TECHNOLOGIES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智恒战略性产业园 30 栋 501、501 室
电话：
网址：www.ankki.com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800

成立时间 ：2009 年

注册资金：

性质：私营

员工数：12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数据安全解决方案提供商
公司资质：中央采购协议供货商、国家涉密信息系统产品供货单位、企业信用评价 AAA 级信用企业

董事长 : 刘永波

公司简介
深圳昂楷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数据库安全技术研究和产品研发，已通过国家高新企业认证、软件企业认证、ISO9001 认证，
是中央采购协议供货商、中直机关协议采购供货商，国家涉密信息系统产品供货单位，国家工程实验室合作单位，企业信
用评价 AAA 级信用企业，深圳智慧城市数据安全标准制定单位。公司核心团队来自华为、华赛等国内外知名厂商的高管
及技术骨干，已成功研制出大数据库审计系统、工控数据库审计系统、云数据库审计系统、数据库审计系统、防统方系统、
集中监控管理平台等一系列数据安全产品，已获得发明专利 6 项，产品著作权 19 篇，其中有两项发明专利填补了行业空白。
公司产品已广泛服务于医疗卫生、教育、电力、公安、大型企业等 800 多家客户。

【主要客户】

【主要产品】

国资委信息中心

昂楷防统方系统

辽宁省公安厅
北京经济开发区财政局
上海市财政局

昂楷数据库审计系统
昂楷云数据库审计系统

云南省委统战部

昂楷大数据库审计系统

昆明市保密局

昂楷工控数据库审计系统

东莞市卫生局
濮阳市卫生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
上海第 411 医院
秦皇岛市第一人民医院
UCloud
青云 Qing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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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京柏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 Jumper Medical Equipment Co., Ltd.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新田大道 71 － 4 号京柏大厦 8 楼
电话：+(86-)755-26696279
网址：www.jumper-medical.com
年收入： 1.5 亿

HIT 收入比例：30

已签约客户数量：500

成立时间 ：1998

注册资金： 1600 万

性质：民营企业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应用软件及硬件服务商

员工数：500

公司资质： 软件硬件供应商

公司简介

深圳京柏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8 年，是集医疗电子设备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立新湖高新产业园，占地 16660 平方米。多年来公司一直致力于母婴健康监测设备和软件的研发与生产，
经过十八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与临床试验，成为了中华妇产科学专业品牌，得到我国各级政府及卫生部门的大力支持，联合
国人口基金会在考察中给予京柏高度评价。
公司致力推行 ISO13485:2003 质量管理系统 , 产品获得 CE、FDA、SGS、CMDCAS、INMETRO 认证 , 取得了八十余项
专利成果及软件著作权，在国内妇产科监护领域突破多项技术，创造了多个行业第一。产品主要包括智能可穿戴设备：胎
音仪、血糖仪、血压计、体重秤、红外耳温枪、血氧仪等，及大型医用设备：胎儿监护仪、多参数母胎监护仪、多参数监
护仪、胎儿脐血流监护仪、中央监护系统等。产品远销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天使之音胎心仪为美国梅奥诊所的推荐产品。
利用硬件技术领域的优势，和成熟的云服务技术及大数据分析处理能力，结合“名医汇”数千名专业医生临床经验，于
2014 年推出了“天使医生”围产期健康管理平台，实现医院、医生和孕妇三大主体在数据基础上的实时无缝对接，提供
了一套从医院到家庭、从孕妇到胎儿的完整的孕期监护健康管理解决方案，实现围产期院内监护和院外监护的有机结合，
有效解决医院实体资源不足的约束，协助医疗机构进行高危孕产妇健康监护和管理。搭建妇幼保健信息化平台，助力建设
优生优育和分级诊疗平台。
目前，天使医生成功应用于各级医院、社区及家庭，聚集近 2000 名妇产科医生，产品应用于包括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妇
产医院、北京宣武医院、广东省妇幼保健院、西北妇女儿童医院、深圳市妇幼保健院在内的 600 余家公立医院。与中国妇
幼保健协会共同搭建了“中国妇幼大数据中心”

【主要客户】

【主要产品】

产品应用于包括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妇产

产品主要包括智能可穿戴设备：胎音仪、血糖仪、血压计、

医院、北京宣武医院、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体重秤、红外耳温枪、血氧仪等，及大型医用设备：胎儿监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深圳市妇幼保健院在

护仪、多参数母胎监护仪、多参数监护仪、胎儿脐血流监护

内的 600 余家公立医院

仪、中央监护系统、门诊自助采集系统、就医全流程、妇幼
随访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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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神州数码云科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Digital China Yunke Data Technology Limited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九街 9 号数码科技广场
电话：+(86-)61853581
网址：www.datayunke.com
年收入：

2亿

成立时间 ： 2015 年

HIT 收入比例： 60%
注册资金： ：

已签约客户数量：200

2000 万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应用软件硬件服务商

性质：私人企业

员工数：280

公司资质： 软件供应商一级

公司简介
深圳神州数码云科数据技术有限公司（Shenzhen Digital China Yunke
Data Technology Limited，以下简称：云科数据）是国内领先的数据服
务提供商，隶属于神州数码集团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
一家专注于数据存储技术领域的中国本土 IT 科技公司，拥有众多自主知识
产权和专利。
目前，云科数据产品涉及传统数据存储、全闪存、备份容灾、超融合一体
机等多个领域。基于多年主流存储市场的成功经验，云科数据可以为各行
业用户提供简单、高效、全面的私有云及混合云解决方案及服务。
云科数据成立之初就建立了自主研发团队，目前在北京和深圳、上海都设
有研发机构，并与清华大学、中科院等科研院所建立了深度的合作关系。
截至目前，云科数据累计申请各项专利及软件著作权超过 32 项。在自主研
发的核心技术之上，云科数据还将整合现有各类资源，在软件定义、云、
大数据等领域进行突破，从而实现在国内市场领先地位。
云科数据传承了神州数码集团“客户导向、技术驱动、服务先行”的经营理念，
发展迅速。目前全国拥有近 500 家合作伙伴，业务涵盖政府、公安、金融、
教育、医疗、军队、电力、媒体、安防、能源等众多行业。典型客户包括
中国人民银行、北京银行、光大银行、海关总署、国税总局、国家气象局、
北大口腔医院、安贞医院、中石油等。
云科数据在全国拥有近百名认证工程师，覆盖近 30 个省份，同时具有覆盖
全国的物流备件体系，是国内数据服务领域综合实力最强的团队之一，能够为客户提供从产品方案、基础运维、系统优化及咨询多级
服务。
伴随数据的爆炸式增长，企业对数据服务的需求必然是一个长期趋势。同时正值本届政府高度重视高新技术设备的国产化进程之际，
云科数据将紧跟国家政策导向、研究存储产业规律，坚持自主创新发展、提升产品竞争力、全面进行品牌市场推广，做中国数据服务
专家！

【主要客户】

【主要产品】

中国人民银行、北京银行、光大银行、海

云科数据产品涉及传统数据存储、全闪存、备份容灾、超融

关总署、国税总局、国家气象局、北大口
腔医院、安贞医院、中石油等

合一体机等多个领域。可以为各行业用户提供简单、高效、
全面的私有云及混合云解决方案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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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联新移动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Lachesis Mhealth Co., Ltd.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沿山路 43 号创业壹号 C 栋
电话：400-111-5660
网址：www.lachesis-mh.com
年收入： 1.5 亿

HIT 收入比例：100%

已签约客户数量：400+

成立时间 ：2010 年

注册资金： 5000 万

性质：民营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智慧医疗软硬件一体化服务商

员工数：300

公司资质： 双软与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证

公司简介
深圳市联新移动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智慧医疗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总部位于蛇口网谷，创始团队拥有医疗
领域高端设备、ICT、互联网行业深厚的技术背景和多年研发制造经验，已获得双软（软件企业，软件产品）和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认证。
联新在业内首创“医疗级”产品理念，立足于以医院为核心，打造医互通平台，为医院提供智慧病房整体解决方案和慢病
管理平台。包含了专业的医疗智能硬件、应用软件、系统平台、蓝桥（蓝牙物联网中枢）和大数据医疗云。

【主要客户】

【主要产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智慧病房整体解决方案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包含临床医教研系统、移动医生工作站、全闭环智能输液管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理系统、移动护理工作站、临床移动终端 NDA、智能护理

卫生部北京医院

信息系统、生命体征智能采集监控系统、非接触式智能监护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系统、医护人员互助系统、患者病区智慧管理系统、智能床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二医院

头卡系统、诊间支付终端等软硬件产品。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慢病管理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联新糖尿病智能管理系统：从智慧病房延伸到社区和家庭的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慢病管理全新模式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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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易特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Techco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Co,.Ltd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南区高新南七道数字技术园 B1 栋 2-4 层
电话：+(86-)18565886852 0755-83209797
网址：www.e-techco.com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460 多家医疗机构

成立时间 ：2003

注册资金： 2000 万

性质：民营企业

员工数：50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应用软件开发及服务商，硬件、系统软件供应商 公司资质：CMMI3、信息系统集成资质等

公司简介
深圳市易特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拥有 14 年专业研发和服务背景，专注于“互联网 + 医疗 + 健康 + 养老”的高新
技术企业，是国内外领先的医疗信息化、健康管理、慢病干预、中医治未病的技术提供商和服务运营商。总部设在深圳，
在广州、北京、天津、西安、石家庄、上海、福州、香港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在北爱尔兰、美国硅谷、加拿大多伦多等地
设有海外研究院。拥有和运营的健康管理中心近 90 家，客户遍布全国 20 多个省市 460 多家三甲医院、二甲医院和各级
医卫机构，华南、华北、华东、西北市场全面开启，智能健康监测一体机、中医体质辨识仪、慢病管理、互联网 + 中医、
家庭医生、医疗信息化等产品得到了市场客户广泛好评，业务拓展到加拿大、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

【主要客户】

【主要产品】

智能健康监测设备：安测健康智能一体机

医疗信息化产品：安测医院信息管理系统（HIS）、安测临

机、安测健康移动工作站、安测健康随诊箱、

床信息系统（CIS）、安测电子病历系统（EMR）、安测临

中医体质辨识仪等

床检验系统（LIS）、安测护理信息综合平台（NIDS）、安
测医学影像系统（PACS）、安测临床数据中心（CDR）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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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九阵科技集团
Arrcen Technology Group
地址：中国 • 成都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 399 号天府新谷 10 栋 19 层
电话：400-067-9995
网址：www.arrcen.com
年收入： 2500 万以上
成立时间 ：2003 年 1 月

HIT 收入比例：90% 以上

已签约客户数量：超过 5000 家

注册资金： 1000 万

性质：私营企业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提供商

员工数：261 人

公司资质： 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三级

公司简介
四川九阵科技集团（Arrcen Technology Group）创建于
2003 年，是专业致力于卫生信息化建设及卫生行业专业
孵化器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双软认证企业。
九阵集团践行“智为生命精彩”的企业愿景，经过十四年
的自主创新和发展，九阵以 AHC 平台（九阵独家研发的
健康云计算平台）为技术支撑，产品线覆盖面向医疗卫生
机构的业务管理系统、面向医疗集团的云医疗管理平台、
面向区域医联体的区域医疗管理平台、面向区域的人口健
康信息平台、连接医患的移动互联应用平台等信息化解决
方案。
九阵集团在全国 23 个省、市、自治区认证有近 400 多个
共同经营合作伙伴和本地化服务中心，有超过 5000 家机
构使用九阵应用系统，超过 6000 家机构享受九阵运维服
务，超过 8000 万人享受了九阵软件给就诊过程带来的便
利。

【主要客户】

【主要产品】

区域客户：四会市区域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建设项目、四川省卫生厅基层信息运维服务

九阵区域人口健康信息平台

商

九阵数字化医院业务平台（AHIS）

医院：海口市人民医院、伊春市第一人民医院、桂林市第三人民医院、南阳市第六人

九阵移动医护系统

民医院、尉犁县人民医院、赣州市南康区第二人民医院、山丹县人民医院、鼎湖区人

九阵病案管理系统

民医院、虎林市人民医院、农五师 89 团医院、内江市中医医院、雅安市中医医院、

九阵医院感染管理系统

虎林市中医医院、东营市中医医院、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巴州人民医院、天祝藏族自

九阵患者移动服务系统

治县藏医院、洛浦县维吾尔医院、湖南师范大学医院等

九阵医院协同支撑平台

医院集团：恒彤集团、章志医疗投资集团、中美集团

区域人口健康信息平台解决方案

医信教育：青海大学医院、川北医学院、四川省卫校、川大华西卫校、福建省卫校、

医联体∕医共体解决方案

成都大学医护学院、南宁市卫校、郑州市卫校、青岛市卫校、大庆医专、黑龙江护理

数字化医院整体解决方案

高专、吉林医药学院、云南中医学院

九阵协同支撑平台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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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edicalSystem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归家巷 222 号麦迪科技
电话：+(86-0512-62621268)
网址：http://www.medicalsystem.com.cn/
年收入： 2.4 亿

HIT 收入比例：50%

成立时间 ：2005 年

注册资金： 8000 万

已签约客户数量：1100 家
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医疗信息系统软件服务供应商

员工数：700 人

公司资质： 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二级资质

公司简介

麦迪斯顿，创建于 2005 年初，诞生于中国医疗行业发生巨大变革和转型的时期，肩负着改善和提升中国医疗信息化整体
水平的使命，是一家以临床信息系统和数字化医院整体解决方案为核心业务的专业化公司。

【主要客户】

【主要产品】

解放军总医院

DoCare 麻醉临床信息系统以服务围术期临床业务工作的开

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展为核心，为医护人员、业务管理人员、院级领导提供流程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化、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的临床业务综合管理平台。

武汉同济医院

手术医疗行为管理系统（基于物联网 RFID 技术） 实现了

烟台毓璜顶医院

医护人员手术安全准入管理，手术衣及手术鞋智能发放、回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收及追溯，建立了手术资源和人员行为的智能化管理体系，

浙江省台州医院

最大程度确保了手术室安全及高效运营。

上海华山医院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 463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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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识凌科技有限公司
BayNexus Inc.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清源路 18 号 530 创业大厦 B 座 3 楼
电话：+(86-)510-85387912
网址：www.shilingtech.com
年收入： ——

HIT 收入比例：30

成立时间 ：2010 年

已签约客户数量：300 家

注册资金： 3417.33 万元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硬件、应用软件服务商

性质： 民营

员工数：

公司资质：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CMMI3 级

公司简介
识凌科技是专注于医疗物联网领域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为医院提
供医疗物联网整体解决方案；多项 RFID 国家标准的主起草单位，
国家“智慧医院”技术指南起草单位。
公司开发的医院物联网信息化集成平台和 RFID 智能终端设备目前
已经在全国 300 余家医院使用。公司实施的智慧医院项目已经在无
锡三院、洛阳东方医院和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成功落地。
公司自主研发的 RFID 智能终端荣获 2013 年美国 RFID 行业创新
产品奖，在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实施的“RFID 医院智能护理系统”
荣获 2014 年中国国际物联网博览会金奖、“RFID 医疗物联网平台”荣获 2015 年中国医院管理协会“英特尔杯”物
联网解决方案优秀奖、“医院物联网信息化集成平台”获 2016 年世界物联网博览会银奖。
果及软件著作权，在国内妇产科监护领域突破多项技术，创造了多个行业第一。产品主要包括智能可穿戴设备：胎音
仪、血糖仪、血压计、体重秤、红外耳温枪、血氧仪等，及大型医用设备：胎儿监护仪、多参数母胎监护仪、多参数
监护仪、胎儿脐血流监护仪、

【主要客户】

【主要产品】

江苏省人民医院
无锡市人民医院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西省儿童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浙江省血液中心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郑州市儿童医院

海口市人民医院

鄂州市中心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河北省人民医院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青岛市立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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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源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光谷大道 35 号光谷总部时代 6 栋 2 层
电话：027-87770660
网址：http://www.yuanqitech.com/
年收入： 3900 万
成立时间 ：2007 年

RHIT

收入比例：90%

注册资金： 1800 万

已签约客户数量：120
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医院外联业务系统集成供应商

员工数：190 人

公司资质：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简介
武汉源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836949），是专注
于医疗信息化领域，面向医院提供全面外联业务信息集成解决
方案的股份制高新技术软件企业，提供业内领先的银医通、诊
疗服务、居民健康卡、医保商保支付、移动支付统一解决方案。
源启科技基于独创的跨开发语言的技术平台 PowerNT，在国
内率先提出并成功打造核心产品——医院外联平台；围绕“外
联平台”，相继推出了医院自助服务系统、银医结算交易系统
（MIS-POS）、掌上医院、自助医保服务、全面预约诊疗系统、
微信 & 支付宝移动支付等系列产品，并且整合银行、媒体、
运营商、互联网服务商、硬件厂商等众多社会资源，目前已服
务全国百家以上三甲医院。

【主要客户】

【主要产品】

公司一直坚持着“为客户解决问题，为客户创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医疗软件产品，并围绕软件产品提供技术

造新的价值”的服务理念，经过多年的市场发

服务。经过多年的研发，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产品体

展沉淀，目前业务已覆盖全国 10 余省份、自治
区、直辖市，其中三甲医院客户已逾百家。通

系，拥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软件产品登记证书。公司的核
心软件是分布式数据服务中间件软件和基于分布式数据服
务中间件软件开发的医院外联业务集成平台系统。基于核

过多年的建设探索和产品的更新迭代，与银行、

心软件，公司已经形成了银医通、诊疗服务、居民健康卡、

人社、卫计委缔结了深厚的合作关系，与助终

自助医保、全面预约和移动支付等解决方案。围绕着解决方

端硬件、银行 MIS-POS、医院 HIS 等周边厂
家通力合作，面向客户提供整体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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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源启科技推出了医院自助服务系统、银医结算交易系统
（MIS-POS）、掌上医院、自助医保服务、全面预约诊疗系统、
微信 & 支付宝支付等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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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富立叶微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CILICO Microelectronics Ltd.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丈八一路 1 号汇鑫 IBC-A 座 4 层
电话：+(86-)029-88605865
网址：www.cilico.cn
年收入： 8000 万

HIT 收入比例： 15%

已签约客户数量：150

成立时间 ： 2001 年

注册资金： 2000 万

性质：民营企业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硬件提供商）

员工数：200 人

公司资质： （生产厂家）

公司简介
富立叶，成立于 2001 年， 是一家拥有百余项技术专
利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级物联网数据采集终端和服
务提供商，总部位于西安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其
旗下包含阿凡达（AFANDA）和富立叶 (CILICO）两
大运营品牌。我们专注物联网数据采集技术 16 年，结
合复杂多变的工业环境，自主研发、设计、生产、供
应外观时尚，坚固耐用的移动信息化智能大数据采集
终端产品。
富立叶致力于成为物联网行业领军企业，将为客户提
供稳定可靠的物联网大数据采集终端产品作为企业使
命。数十年始终如一的坚持，成就了今天富立叶的成长。
未来，富立叶将持续专注于提供物联大网数据采集终
端产品和综合解决方案，为中国工业信息化、现代化
进程添砖加瓦，为人类工业 4.0 时代的到来做出贡献！

【主要客户】
产品已全面进入移动医疗、物流快递、商

【主要产品】
物联网大数据手持终端、医疗专用大数据终端、工业级安卓

超零售、轨道交通、国家电网、电力测绘、
制造业、资产管理，产品溯源等多个行业
领域，深得全球 68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0
多家客户的一致信赖。

2017年8月

打印手持终端、工业级物联网平板电脑、智能打印 POS 机、
（一维 / 二维）条码扫描枪、微型条码扫描器、开票扫描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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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联软件（北京）有限公司
InterSystems China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乙 12 号双子座大厦东塔 1902
电话：+(86-)65669890
网址：www.intersystems.com/cn
年收入：
成立时间 ： 2008

HIT 收入比例：
注册资金： 500 万美金

已签约客户数量：
性质：：

外商独资

员工数：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软件供应商

公司简介
自 1978 年起，InterSystems 为各种关键业务提供了软件信息化支持，帮助医疗机构高效运转，提升人群健康水平。借助 InterSystems 的先进技术，Epic、GE
Healthcare、Roche Diagnostics 等公司开发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医疗应用。InterSystems Caché®、Ensemble®、HealthShare® 和 TrakCare® 等产品帮助
全球 80 多个国家的医疗机构和政府机关提升医疗效果和效率。
•

全球 5 亿人的医疗记录有赖于 InterSystems 的技术

•

InterSystems 的客户遍布全球 80 多个国家

•

美国两大最受欢迎的电子病历系统均基于 InterSystems 的技术打造

【主要产品】HealthShare
当您借助 HealthShare 来打破医疗和社会保障相关的信息壁垒时，创新和转型便已经成为可能。HealthShare 可以创建虚拟、纵向、区域范围的患者信息记录，
以作为协同医疗应用的基础。
转型之路
基于医疗机构内部及相互之间的信息共享，HealthShare 可以使更高价值、更可持续性的医疗转型之路变得更加平坦。通过 HealthShare 可以实现：
• 基于共享的医疗信息记录、内嵌的智能分析工具，并且在服务交付、管理和支付过程中，在恰当的时间和正确的场所提供精确的信息，以实现高效的协同医疗。例如，
在庞杂的患者医疗信息中，HealthShare 文本分析技术可以重点突出核心问题所在，并提醒医护人员可能忽略的内容，从而改善医疗服务流程；
• 促使患者深度参与，使其直观而全面地了解自己的医疗信息，并开展各项医疗服务，例如：预约、处方、与临床医生沟通、培训等等；
• 基于 HL7 FHIR 以及其它全球医疗信息协议和消息格式，支持医疗应用和数据的整合及互操作；
• 了解各种典型和非典型的医患服务关系，并理清不同身份和角色。HealthShare 是患者和医护人员的“唯一信息来源”，这可以保证所有人都能够拥有准确的信息；
• 充分利用 InterSystems 医疗信息平台的各种工具，开展可靠的数据分析和应用开发，以打造互联互通、信息丰富的医疗 IT 产品和服务。
转型所获收益
借助 HealthShare，医疗机构能够不断改善医疗记录的共享性和准确性，同时可以提高安全性，减少重复服务，并可以对自己的数据进行分析，寻找机会优化医疗
服务的流程和效果。

【主要客户】TrakCare
TrakCare 是全球最优秀的电子病历（EMR）系统，可以让所有用户都享受无缝的医护过程。它包含全套的临床、行政和科室模块，这些模块共享同样的数据模式
和用户界面，简单登录即可直接使用。基于 InterSystems 长期服务全球各地医护人员而获取的广泛经验，TrakCare 充分吸取中国乃至全球的实践经验，帮助医疗
机构改善服务流程。
助力医疗机构提升医疗服务水平：TrakCare 能够在不同的医疗环境中建立起简捷、共享的工作流程，并且打破医院科室、实验室、基层和社区医疗机构的界限，
为每一名患者都提供统一的医疗记录。它可以帮助医疗机构和管理团队在了解充分的信息基础上做出最优的决策。因此，使用 TrakCare 可以减少信息检索的时间，
而增加服务患者的时间。
更低的成本，更高的质量：TrakCare 有助于提升医疗服务的效率和安全。内嵌的控制面板和单一的数据模式，可以帮助医护人员和管理人员更加简便地跟踪和了
解医疗成本和质量。而这正是实现医疗服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步。
更加快速、更具前瞻性的部署：TrakCare 经过预先的配置，能够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我们与全球各地的医生及医疗系统合作并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经验，中国的
医护团队可以共享这些经验，以有效降低医疗信息系统变更或首次部署使用的风险和复杂性。
更好的应用性：更好的应用性是发挥电子病历系统优势的关键所在。EMR 系统适用性的首要标准是直观和易用。作为一个基于 Web 的系统，TrakCare 的界面为
广大用户所熟悉。我们的设计团队始终专注创新，尝试采用响应式设计来优化呈现在不同设备上的页面布局，或者采用以问题为导向的 EMR 查看方式，来方便临
床医生快速获取有关信息并采取相应行动。我们与客户紧密携手合作，以应对新的变化和挑战，共同探索发挥 TrakCare 优势的途径，让医护人员使用 TrakCare 系
统变得更加简便和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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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医国际
SENYINT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93 号万达写字楼 A 座 20 层
电话：57260362
网址：www.senyint.com
年收入：
成立时间 ：2010 年 6 月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4300

注册资金： 6400 万

性质：中外合资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智慧医疗创新解决方案提供商、运营商

员工数：600

公司资质： 医疗软件生产商

公司简介
心医国际是国内领先的智慧医疗创新解决方案提供商、运营商！
心医国际提供包括建设、运营、服务在内的，从院内到院间的
信息化及多级医疗协同服务。其医联体分级诊疗协作体系已覆
盖全国 31 省 4300 多家医院，形成四通八达的“医疗高速路”；
支持建设各类医联体项目 120 余个，医联体服务覆盖约 160 家
区域龙头医院，区域内医联体成员单位超 3300 余家。医联体不
仅要“联”起来，还要“动”起来，心医通过精准的学科资源对接，
有针对性的开展全方位学科服务，真正起到强基层的目标。
凭借多年医联体远程建设及多级诊疗协作平台运营经验，心医
国际总结了注重医疗机构需求画像、分级对应会诊诊断、病例
多级质量控制、远程诊疗服务闭环的一套思路。始终立足服务
医疗机构，从诊疗根本出发，通过“医疗 + 互联网”，形成了“筑
网络，促协同，抓学科，强服务”的企业助力医联体及远程分

【主要客户】

级诊疗运营模式，并取得良好成效。

心医国际承建青海省、河南省、贵州省 3 个省级远程

【主要产品】

医疗平台示范项目；心医助力国家级远程医疗协作网中

心医国际提供从院内到院间的信息化及多级医疗协同服务。

日医院远程医疗协作网的搭建和服务运营；目前医院用
户超 4300 家，其中 69% 以上为二级以上医院，已建
设各类医联体项目 120 余个。
我们，通过技术和服务的不断创新，引领创造医患价值：
• 帮助政府管理部门将医疗民生改善持续落地；
• 帮助各级医疗机构提高品牌管理效能和诊疗质量；
• 帮助广大医生合理合法获得最大价值和认可；
• 帮助广大患者构建诊疗更精准、就医更便捷的通道

2017年8月

心医提供基础的信息化建设，并打造各级医联体及区域协同
整体解决方案（建设 + 运营 + 服务）
；通过“医疗 + 互联网”，
形成了企业助力医联体及远程分级诊疗运营模式；同时进行
精准的学科资源对接，有针对性的开展全方位学科共建，为
基层医生提供医疗实用技能培训，起到强基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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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扬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ONYX Healthcare （Shanghai）Ltd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路 487 号 20 号楼 20 楼 D 座
电话：+(86-)021-64956588
网址：www.onyx-healthcare.com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成立时间 ：2014 年 9 月

注册资金： 120 万美金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如：应用软件服务商

已签约客户数量：
性质：外资

员工数：6

公司资质： 如软件供应商一级

公司简介

（医扬科技是一家专业的医疗 IT 公司隶属于华硕集团，公司致力于提供全球及大中华地区可信赖的创新型产品以及以客
户为中心的 OEM/ODM 设计服务和医疗级电脑解决方案。医扬科技与合作伙伴密切合作以求在医疗 / 临床 IT 市场提供综
合性的医疗级产品，如智能高阶医疗工作站，无风扇超薄平板电脑，医疗显示器，医疗信息娱乐终端解决方案，移动平板
电脑，医疗级电脑和移动推车专用电脑。我们的产品具有在医院环境中无胶片和无纸化作业优势。并且所有产品解决方案
都确保在医疗环境下安全使用（通过 EN-60601-1 和 UL-60601-1 认证）

【主要产品】
移动医疗车专用电脑
超薄医疗平板电脑
无风扇医疗平板电脑
床边信息娱乐终端
医疗显示器
移动医疗助手
嵌入式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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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飞达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INFINITT China Co., Ltd
地址：杭州市文三路 477 号华星科技大厦 709 室
电话：+(86-)057189936656
网址：www.infinitt.net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成立时间 ：2004 年

已签约客户数量：约 500 到 800 家

注册资金： 170 万美金

性质：外商独资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应用软件供应商

员工数：54

公司资质： 暂无

公司简介
2002 年更名为 INFINITT，并推出 3D 图像处理系统 Rapidia
2003 年在北美、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业务
2004 年 INFINITT 进驻中国，完成第一家 Full PACS，温州医学院
附属二院
2005 年推出第二代企业级 PACS: G3 PACS
2006 年发布网络 3D 后处理系统：Xelis
2008 年韩国市场超过 70%，发布心血管系统 Cardiology PACS 和
肿瘤放疗 RT PACS
2007 年建立韩国远程放射读片中心、美国 Smart.Net 网络影像服
务平台，开展远程放射学服务
2009 年发布移动 PACS 系统：Mobile PACS
2010 年开始研发基于 VNA 的新一代 PACS
2011 年公司在 KOSDAQ 上市
2012 年美国 KLAS Community PACS, 连续四年第一
2014 年发布 VNA 架构的医疗集成平台 IHP
INFINITT 在 30 多个国家开展业务，截至 2015 年有 4000 多个大型系统。中国大陆有 80 多家三甲医院的企业级 PACS 以及 500 多家
中小医院 PACS。33 项专利，PACS、3D、CIS 均全部自主研发。新一代 PACS 技术的领导者之一。

【主要客户】

【主要产品】

兰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宁夏医科大附属医院

PACS、心血管系统、口腔三维后处理、三维后处理、眼科系统、

山东省立医院、山东省肿瘤医院

Ulite、放射剂量管理系统、远程会诊系统、远程门诊系统

四川省骨科医院

双向转诊系、放射 / 超声 / 内镜 / 病理信息系统、核医学 / 心电信息

温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系统

天津一中心医院

医技预约系统、医技协同平台、肿瘤放疗系统

西南医院

云影像系统、VNA 架构的 IHP 集成平台

华西口腔医院

临床信息系统、乳腺诊断系统

西安高新医院
云南省中医

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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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医疗卫生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YONYOU HEALTHCARE INFORMATION SYSTEM CO.,LTD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新田大道 71 － 4 号京柏大厦 8 楼
电话：+(86-)755-26696279
网址：www.jumper-medical.com
年收入：

2亿

HIT 收入比例：100%

成立时间 ： 2009 年

注册资金： 1 亿

已签约客户数量：500
性质： 股份制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大健康产业信息化与金融服务提供商
息安全测评 EAL3+ 、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资质一级 ……

员工数：500
公司资质： 获 CMMI 3 级、国家信

公司简介
用友医疗卫生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 简称 : 用友医疗 ) 是亚太地区
领先的软件、云服务、金融服务提供商——用友集团针对医疗
卫生领域，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基于国际领先的 iUAP 技术开
发平台，和国际、国内最新的信息标准，用友医疗以业务咨询
与信息技术手段相结合，面向卫计计生行政管理单位和基层医
疗机构，推出了“智慧卫生解决方案”; 面向医联体，推出“医
联体全景解决方案”；面向医院／医疗集团，推出了“H+ 数字医疗解决方案”。

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云技术，用友医疗成功开发了多项创新云服务应用——无
忧医采”、“HDA”、“友空间” 等，业务涵盖医疗物资采购、医疗数据分析、移动办公社交等多个领域，除软件
服务和云服务外，还为医疗行业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用友医疗始终走在科技的前沿，不断吸纳新技术、新理念，
结合客户的发展需求，持续完善、升级医疗卫生信息化服务，构建完整的数字化产业生态链。 助力人民健康事业，
服务“健康中国”

【主要客户】

【主要产品】
1、智慧卫生解决方案。包括：

各级卫生计生主管部门；
医联体／医疗集团
二、三级医疗机构；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基层医疗卫生系统 BH+
分级诊疗协同平台
卫生经济管理平台
2、医联体全景解决方案
3、H+ 数字医疗解决方案。包括：
HIS（医疗服务服务系统）
HRP（运营管理系统）
MIP（信息平台）
4、云服务。包括：无忧医采（医疗物资云采购平台）
友空间（社交与协同平台）
HAD（智能决策云平台）。
5、金融服务。包括：畅捷支付、供应链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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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格林蓝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ZheJiang Greenlander Info Tech.Co.,LTD
地址：杭州市江干区钱江新城市民街 200 号圣奥中央商务大厦 21 层
电话：0571-87965169
网址：www.greenlander.com.cn
年收入： 1800+ 万元

HIT 收入比例：90%+

成立时间 ：2002 年 10 月

注册资金： 1371.43 万元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医学影像软件制造商与服务商

已签约客户数量：450+ 家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员工数：50+ 人

公司资质： 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简介
浙江格林蓝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迈瑞集
团成员，是一家专业从事 PACS 及医学影像区域医疗信息
产品研发和一体化解决方案的高科技企业。公司自主研发
的格林蓝德 PACS/iEIS 软件，可为不同规模的医院及区域
提供可扩展的全院级、区域级、云平台的数字医学影像解
决方案。在国内外已经拥有 450 余家用户。
格林蓝德与迈瑞影像解决方案相结合，从全面的医疗设备
格林蓝德数字医学影像一体化

提供，到医学影像数字化的应用与管理，全面推动影像工
作更便捷高效的发展。

浙江格林蓝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钱江新城市民街200号圣奥中央商务大厦21层

【主要客户】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省质控中
心挂靠医院）
浙江省人民医院（省质控中心挂靠医院）
浙江省肿瘤医院（省质控中心挂靠医院）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彭州市卫计局
淳安县卫计局
肯尼亚国家级区域影像集成平台
香港伦琴第三方医学影像中心

2017年8月

【主要产品】
格林蓝德医学影像存储通讯软件
格林蓝德影像检查信息管理软件
格林蓝德三维影像后处理应用软件
格林蓝德超声图文网络工作站软件
格林蓝德内镜检查信息管理软件
格林蓝德病理检查信息管理软件
格林蓝德区域医疗影像信息协同平台
格林蓝德超声在线质控和远程诊断平台
格林蓝德医学影像集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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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禾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Zhejiang helian network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西路与崇义路交叉口 郡原公元里 11 幢 3 楼
电话：0571-56094006
网址：http://www.helianhealth.com/home/index.html
年收入： 1000 多万
成立时间 ：2014 年 12 月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1700 家医院

注册资金： 1600 万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应用软件服务商

性质：私营企业

员工数：112 人

公司资质：

公司简介

浙江禾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禾连健康）2014 年成立于
杭州，多年来专注于医疗互联网产业，致力通过互联网技术，
建立服务患者、医生、医院的大平台，以“用心打造身边的健
康服务”为使命，努力实现“让生命更健康”的愿景。
目前，禾连健康已完成亿级 B 轮融资，业务范围从医院 WIFI、
患者端 APP、医护端 APP，拓展到提供一站式医院物联网应用
解决方案。禾连 WIFI 目前已签约全国 245 个城市的 1700 多家
医院（其中三甲医院 400 多家），覆盖超过 9 亿门诊人次。患
者端禾连健康 APP 安装用户超 1500 万。医护端小禾医助 APP
安装用户 920,000+，注册医务人员 200,000+。禾连健康快速
布局医院物联网，并与富士康达成战略合作，将共同出资成立
合资公司，携手为医疗机构提供物联网应用解决方案。

【主要客户】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广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主要产品】
禾连健康 APP，定位于就医助手和健康助手，帮助患者完
成免费上网、就医指南、住院计划、用药提醒、健康自查、
病友交流、治病众筹、健康保险等多项服务，目前，禾连健

邵逸夫纪念医院、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上海长海医院、浙医二院

康 APP 安装用户超过 1500 万，日均活跃用户 100 万。小
禾医助 APP，助力医护职业成长，专注于在移动端实现全
科室医护的临床病例分享与交流社区，并向医护提供常用医
学工具、临床疾病百科、医学科研、医教课程等，助力医护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南方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桐庐第一人民医院……

职业成长，帮助医护在同行中树立个人品牌、提高知名度。
目前全国 1700 多家医院的医护人员都在使用小禾医助，
APP 下载量 920000+，医护注册量 200000+，其中实名
认证医务人员 130,000+。

66

2017年8月

2017年度卫生信息技术产品及服务供应商调查报告

CHIMA供应商俱乐部会员介绍

真珍斑马技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Zebra Technologies
地址：中国上海静安区延安中路 1228 号静安嘉里中心三座 21 层 2105 室
电话：+(86-)021-6010
网址：www.zebra.com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成立时间 ： 1969 年

注册资金： 美元 140.0000 万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医疗行业解决方案

已签约客户数量：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外国法人独资）

员工数：6500 名

公司资质：

公司简介
借助 Zebra®(NASDAQ: ZBRA) 所提供的出色可视性，
企业能够变得如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一样智能且互联。
采集自极富远见的解决方案的实时信息为企业提供了
所需的竞争优势以简化运营、更充分地了解业务和客
户、使移动工作人员能够高效工作。同时为客户提供
完整的端到端解决方案，从移动数据终端和扫描器到
专用打印机、RFID、软件及服务—帮助客户识别、追
踪和管理重要资产、人员和交易。

【主要产品】
打印机、条码扫描器、扫描引擎、移动数据终端、无线射频识别

【主要客户】

技术产品、有线及无线通信设备操作软件的设计、开发；打印机
及耗材、打印机零部件、条码扫描器、扫描引擎、移动数据终端、
无线射频识别技术产品、有线及无线通信设备等。Zebra 为客户

在 100 多个国家 / 地区拥有数以千

提供完整的端到端解决方案 — 从移动数据终 端和扫描器到专用

计的客户 , 包括 95% 以上 的《财富》

打印机、RFID、软件及服务 — 帮助客户 识别、追踪和管理重

500 强企业 ; 近 10000 家渠道合作

要资产、人员和交易。Zebra 拥有门类 齐全的产品 , 对我们的客

伙伴。

户有深刻的了解 , 并且拥有雄厚的 研发实力 , 能够确保我们提供
高度相关的解决方案 , 帮助客 户顺应重大技术发展趋势。Zebra
有业内更全面的产品上市 渠道网络 — 由增值经销商、集成商、
独立软件厂商、分销 商、原始设备制造商和直接面向最终用户
的销售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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