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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

江苏福瑞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是一家以现代医疗卫主导产业的高薪技术企业，总部位于江苏南京，生产研发基地坐

落在风景优美的汤泉街道，产品覆盖一类和二类，服务客户遍布全国，并于2020年有幸被评选为“南京市瞪羚企业”。

公司不断致力于妇女康复医学领域的设备、技术及项目的创新和推广，开发了“普林格尔”系列、“德士丽”系列产后康复设

备，制定了“伊美德儿”医学服务标准体系，引领了行业发展潮流。公司也将力争时刻保持产后康复医学领域的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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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江苏福瑞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1200万元人民币

【现有场地规模】5000平方米

【技术称号】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南京市瞪羚企业、南京市诚信企业

【研发中心】电生理研发中心、中医器械研发中心、神经心理研发中心

【生产线】1、年产值可达1亿的理疗电极片自动化生产线

2、理疗电极探头生产线

3、年产值5000万有源的中医仪器生产基地

4、产康医疗设备生产制造中心

【研发协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医科大学、扬州大学

【临床应用协作单位】国家卫健委南京培训中心、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企业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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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介绍（排名不分先后）

华联 公司董事长、CEO，创始人

中国金融注册分析师CRFA，建立福瑞整体的医疗产后整体康复创新模式。国家卫健委南培中心产

后康复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参与编制《实用产后康复》、《产后康复乳腺按摩标准化教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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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卫东 上海交通大学科研院副院长，Bio-X 研究院副院长、脑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联

心理与行为科学研究院首聘研究员，中国医科大学，学士；日本信州大学医学院博士；神经可塑

性，日本信州大学医学院，博士后，神经可塑性，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后，心理系、神

经生物系。（神经电生理专家）



林源 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毕业东北电力学院电气自动化专业，辅

修计算机专业，分管生产、研发、采购

等医疗器械的研发和生产等。曾先后就

职于电力部电力自动化研究院农村电气

化研究所（南瑞集团农电公司）和宏图

高科通信设备分公司新品开发所。（总

架构师、资源统筹）

范健 教授，主任医师

历任南京铁道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

、常务副院长、东南大学医学院院长

、新疆医科大学副校长、扬州大学副

校长、南京医科大学副校级调研员。

现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南京人口国际培

训中心产后康复研究中心主任。发表

医院、高校管理论文及专业论文数十

篇编写专著、教材2部，曾获江苏省科

技进步三等奖。（医学专家）

吴正平 副教授

从事医疗电子仪器研发管理，研制出

我国第一台全数字化多通道电生理信

号采集系统，带领企业获得2017年

江苏省“双创人才”奖励、2019年

南京市高层次人才，南通市人大代表

主持和参与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3项

获授权专利4项，江苏省青蓝工程培

养对象，南通市226人才。（电生理

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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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07

曹炜 东南大学医学电子硕士

东南大学-南京生物材料与医疗器械研究院，研究三维重建系统、基于机器视觉的疲劳驾驶检测系

统；负责研究所横向项目，研发系统包括：云药房、自动化药房、镇痛泵远程管理系统、特定蛋白

分析仪、细胞成像光学平台及分析软件等。（软件专家）

张来 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州大学特聘教授、江苏省特聘教授，数学科学学院副院长

毕业于扬州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博士毕业于丹麦科技大学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Denmark)

获数学生态学方面的博士学位，随后在瑞典于墨奥大学(Umea university)先后做博士后，副教授

研究员（终身岗）。主要从事数学与生态学方面的交叉研究和应用。通过建立以常微分方程和偏

微分方程为主的种群、食 物网和生态群落的数学建模，综合运用数学分析和大型数值模拟等手段

研究人类活动对水生态系统 功能和物种多样性的影响。（数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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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战略

产后整体康复全方位无忧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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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美德儿标准的产后整体康复是目前针对

妇女产后身体的生理、心理、形体、皮肤、

营养等变化而制定的一套完整的恢复体系，

是产后整体康复中心建立的标准运营模式，

其规范有效的系统组成了一套妇女产后恢

复中心的完善全面解决方案。



伊美德儿——产后整体康复项目

产后子宫复旧

产后催乳、乳腺管闭塞

产后尿潴留、促排气

产后疲劳恢复

He-Ne激光促伤口愈合

产后乳房护理

术后镇痛及子宫复旧

产后婴幼儿、产妇护理指导

产后7天内基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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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催乳

乳腺疏通

母乳喂养指导

乳腺炎治疗

乳头皲裂治疗

乳腺小叶增生

乳房护理中心



盆底功能筛查

盆底功能评估

盆底功能康复治疗

盆底功能康复训练

子宫颈、阴道壁恢复

尿失禁等盆底症状

性和谐调整

磁电联合干预治疗

盆底功能康复中心

腹部塑形

臀部塑形

大腿塑形

小腿塑形

双上肢塑形

产后运动、悬吊、瑜伽

妊娠纹治疗

形体皮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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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直肌、耻骨联合分离

产后骨盆矫正

内分泌调节

产后疲劳恢复

产后皮肤管理

节育、避孕干预及指导

传统中医康复

产妇及婴幼儿营养咨询

产后全套上门服务

其他项目

身心调整中心

产后心理评估

音乐放松疗法、情绪疏导

中轻度抑郁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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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战略

产后整体康复建设标准

产后康复的核心内容为功能评估及康复治疗，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新兴学科。涵盖诊断评估、物理治疗、心理治疗、

手法复位、训练运动、护理照护、整形美容、中医治疗等多个学科。

产后康复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已经融入到现代医疗体系之中。面对新兴学科，全新的市场，公立医疗有意识抢占会新技术、

新项目的制高点，占领先机，掌握市场竞争主动权，完善产后康复的质量标准、技术规范、服务流程和管理要求，建设标

准化示范培训基地去引领和规范目前较为混乱的自发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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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建设规范化  服务内容多元化  培训体系标准化  梯队建设完善化  产康治疗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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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战略

伊美德儿——产后整体康复项目设备组成

PAGE 1403 企业战略

“普林格尔”产后康复治疗仪：公司自主研发生产，主板为国外纯进口，能发挥多台仪器效果，功能强大，综合理疗。主要针对

产后女性生殖器官（子宫、引道乳房、卵巢等）进行全面恢复，尤其对产后催乳、子宫复旧、计划生育镇痛、盆腔炎有辅助治疗。

YS-Z300（便携上门式） YS-H100（病区推车式） YS-H100（中央集成式）



He-Ne激光照射具有明显的生物刺激和调节作用，有利于

消炎、镇痛、脱敏、止痒、收敛、消肿、加速伤口愈合。

PL系列氦氖激光治仪

超声波经体外发射透入组织内，到达靶区，产生一个高能点，

瞬间致纤维组织断裂，并在不损伤组织的前提下达到理疗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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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理论

普林格尔经脉熏蒸床：通过熏蒸的热辐射作用，扩张血管，改善

血液循环，促进炎性致痛因子吸收，提高机体防御及免疫功能。

DS系列生物刺激反馈仪

普林格尔生物刺激反馈仪：针对患者体表肌电信号进行采集、

分析和反馈训练，利用电刺激来恢复患者的肌肉功能障碍。

RZ系列超声治疗仪



在研产品
产后腹直肌分离评估治疗系统

利用B超和肌电信号对产后腹直肌分离进行评估判

断，以及能对腹直肌分离做出治疗。

研发已完成，11月上市

PAGE1604 在研产品



超声蜂窝多导聚焦妊娠纹、提拉抗衰康复仪

通过超声聚焦原理，研发出特有12速多导蜂窝结构，发射至皮下3毫米，激发

皮下真皮活性，是妊娠纹或面部皮下损伤组织充足，达到淡化妊娠纹和面部

抗衰养颜作用。

研发已完成，1月上市

PAGE1704 在研产品



腹部妊娠纹图像智能化识别

研制开发了妊娠纹识别装置，同时对标准化境下的

图像数据开发了妊娠纹视觉识别功能机器人，在AI

技术不断学习和积累中完成妊娠纹评估设备。制定

妊娠纹分型分类标准和妊娠纹功效的评价有着积极

的作用，为有效治疗妊娠纹，解决广大产后妇女的

最关心的问题有着积极的科学意义。

研发进展

完成90%，进入测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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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康复终端管理系统

解决了产后康复中心的管理，涵盖

人员管理、绩效、床边收款、排班、

报表汇总。

研发已完成，使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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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智能熏蒸床

通过中医药液对督脉的熏蒸、喷射

活性植物精油，对女性产后宫寒、

身痛、月经不调有效，适合产后妇

女长期保健。

研发进展

已经完成，检测试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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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心理测评和干预系统

通过量表和脑电波筛查、测评孕产妇

妇女的心理状态，发现焦虑或忧郁情

况，从而干预，提高女性心理健康。

研发进展

80%



大数据分享分析医生工作云

通过建立医生云平台，物联网管理设备及数据，开运动处方，共享研究

提升设备使用率。

研发进展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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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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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公司

A P P 、 微 信 用 户

院 外 中 心 医 院 A 医 院 B

医 院 C上 门 服 务

家庭设备（租赁）

产康云



数据通信 产康数据存储
与分析

物联网设备的
集中控制中心

虚拟服务器 支付功能和
财务结算

服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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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康云



感 谢 聆 听

谢谢关注

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