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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背景

会议亮点

会议框架

中国在老龄化趋势以及心脑血管、骨科等疾病高发的背景下， 心脑血管与骨科介植入器械市场需求巨大，
呈现进口替代与多学科融合并举的趋势。未来，医疗器械行业的整体发展趋势将向智能化、精准化、微创化
治疗，以及植入物的生物可降解化、组织工程化方向迈进。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短期内国内外医疗器械企业将面临一定的挑战，但随着政府应急审批政策的出台，
以及资本支持力度的加大，医疗器械市场将进一步打开。

在此背景下，“2020（第十届）植入介入医疗器械创新峰会”将于8月18-19日在苏州隆重召开，本次峰会重
点关注骨科、心血管、口腔种植等三类医疗器械领域，就市场机遇、产品研发、材料应用、生产制造等专题展
开讨论，帮助企业在后疫情时期调整研发策略，优化产品性能，提升生产效率，，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
突破。

专家齐聚 交流形式多样化
聚集 200+ 精准行业专家以及嘉宾

共享行业创新技术

现场案例分析
探索创造符合消费者

需求的盈利产品的

展览及新技术发布区
展示最新产品与技术，

助您快速轻松了解技术创新及

供需匹配交流
针对企业采购需求状况,

将深入推进供需匹配会的服务,

专家演讲、头脑风暴、
茶歇自由讨论与商务晚宴交流相结合，

会议形式丰富多样化

2020 （第十届）植入介入医疗器械创新峰会

2020骨科及口腔
医疗技术创新峰会

2020医用材料与
灭菌包装创新峰会8月18日 | 全天

8月19日 | 下午

8月19日 | 上午 主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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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议题

-  定制的医疗器械产品注册和法规
-  全球骨科市场的未来趋势和前沿技术
-  2020口腔医学市场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  轻质高强度骨科植入材料的研究进展
-  3D打印材料在口腔医学领域的研究进展
-  骨科植入物开发方面的医工结合
-  骨科器械的临床需求和产品设计
-  骨科器械生产中的精密加工技术
-  CT测量技术在医械生产中的应用

在邀发言嘉宾

上海长征医院骨科医院
副院长

亚太区R&D总监
捷迈邦美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副教授

黄亦武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医疗器械监管处副处长

姜闻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3D 打印技术临床转化研发中心；
上海市增材制造协会秘书长

根据Evaluate MedTec最新发布的《World Preview 2018，Outlook to 2024》预测，2017-2024年间全球骨科植
入医疗器械的年复合增长率为3.7%。根据这一增长率计算，到2024年全球骨科植入医疗器械行业市场规模将达到
471亿美元。随着社会老龄化加剧，居民健康意识觉醒，我国对骨科植入医疗器械的需求将延续增长。未来十年内，
我国有望成为全球骨科器械最大市场，到2020年市场规模超过300亿元。
口腔医疗是一个明显的消费升级领域，2018年我国口腔医疗行业规模约1000亿元，过去十年翻了5倍就诊量超3
亿。总体预计行业将维持15%较快增长，2020年行业规模将达到1419亿元，其中正畸占比25%种植占比32%，是口
腔增长最快的两个领域。

韩   亮

北京大兴兴业口腔医院
副院长

Zion Xu

叶晓健 周   苗



热点议题
-  如何有效应对高值耗材带量采购政策？
-  抗菌材料在医疗器械中的应用前景
-  可降解医用金属植入材料的研究进展
-  药物球囊在外周血管疾病中的应用
-  功能性心血管支架材料
-  可降解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在医疗领域的应用
-  无菌产品CE认证期间包装评估的重点
-  医疗器械行业材料安全风险防控方案

在邀发言嘉宾

医用耗材行业关系到国民的生命健康安全，是国家中长期重点发展的产业。近几年，国家医疗卫生的持续投入、
居民支付能力提升以及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有力的推动了医疗耗材行业的发展。
从政策层面上，预计2020年整顿治理工作将加快推进，高值耗材带量采购有望迎来重头戏，即高值耗材带量采购
有望全国推广，全面取消医用耗材加成可期。在高耗集采中，产品质量优秀、竞争格局良好的国产高耗龙头有望
受益，提高市场份额。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九人民医院
骨科教授

王春仁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生物材料室
主任

杨   柯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教授

郑学斌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教授

王金武



大会日程

时间 主题

8:00-9:00 嘉宾签到

9:00-9:20 协会领导/主办方致辞

9:20-9:50
定制的医疗器械产品注册和法规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监管处副处长，黄亦武

9:50-10:20
2020口腔医学市场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北京大兴兴业口腔医院，副院长，韩亮（确认中）

10:20-10:50
CT测量技术在医械生产中的应用
卡尔蔡司（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10:50-11:20 茶歇

11:20-11:50
骨科增材制造的标准和质量控制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生物材料室主任，主任，王春仁（确认中）

11:50-12:00 嘉宾合影留念
12:00-13:30 午宴

13:30-14:00 轻质高强度骨科植入材料的研究进展
爱康医疗，材料研发经理

14:00-14:30 3D打印材料在口腔医学领域的研究进展
赞助席位：3D打印公司

14:30-15:00
骨科植入物开发方面的医工结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3D 打印技术临床转化研发中心；
上海市增材制造协会秘书长，姜闻博

15:00-15:30 茶歇

15:30-16:00
骨科器械的临床需求和产品设计
上海长征医院骨科医院，副院长，叶晓健

16:00-16:30 骨科器械生产中的精密加工技术
赞助席位

16:30-17:00
骨植入表面微观结构与化学组分对其生物学性能的影响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教授，郑学斌

8月18日 第一天 2020骨科及口腔医疗技术创新峰会



大会日程

时间 主题

8:00-9:00 嘉宾签到
9:00-9:20 协会领导/主办方致辞

9:20-9:50 高值耗材带量采购进展解读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相关领导

9:50-10:20 抗菌材料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前景
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

10:20-10:50 茶歇

10:50-11:20 最终灭菌医疗器械的包装解决方案
赞互席位：医用包装企业

11:20-11:50 医用金属材料研发与应用进展

11:50-12:00 嘉宾合影留念

12:00-13:30 午宴

13:30-14:00 功能性心血管支架材料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杨柯

14:00-14:30 医用级ePTFE材料的研究开发及应用
先健科技

14:30-15:00 基于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法规要求的材料化学表征
赞助席位：检测公司

15:00-15:30 茶歇

15:30-16:00 无菌产品CE认证过程中的包装评价要点
南京微创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质量法规总监，李宁女士（拟邀）

16:00-16:30 医疗器械行业材料安全性风险防控方案
 IT’IS Foundation & ETH Zurich，研究员，姚爱萍

16:30-17:00 圆桌讨论

时间 主题

10:00-10:30 增材制造医疗器械产品的标准和质量控制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主任，王春仁

10:30-11:00 茶歇
11:00-11:30 面的中美贸易战，器械生产企业应该如何应对？
11:30-12:00 圆桌讨论

8月19日 第二天 下午  工厂参观

8月18日 第一天 2020医用材料与灭菌包装创新峰会

8月19日 第二天上午 主会场



谁将参加

按业务类型：
        医疗器械生产商/OEM厂商
        医用原材料生产商
        医械包装解决方案供应商
        医疗器械加工设备商
        医疗器械测量设备及软件生产商
        医疗器械自动化方案供应商
        检测认证机构
         政府、协会及学术研究机构

按职务类型：
        总裁/总经理/CEO
        副总裁/副总经理
        技术/法规/生产/采购总监/副总监
        研发/注册/法规/品质/采购经理
        项目主管/工程师/工艺员
        战略发展/市场部门人员

按行业

按职位



往届部分参会企业
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强生（苏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国家医疗保健器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上海交大材料学院生物材料联合研究中心
上海微创龙脉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德国柏林夏洛特医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3D 打印技术临床转化研发中心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全军骨科研究所
数字骨科研究平台
埃肯有机硅（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杭州启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加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心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康沣
苏州泽璟
厦门大博
深圳擎源
张家港市欧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诺一迈尔（苏州）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常州智业医用医疗仪器研究所公司
上海爱声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华安吉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凯利泰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学
江苏沣沅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优科骨科器材有限公司     
 江苏百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希普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市伊斯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苏州中天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杰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莱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苏州瑞沛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广东工业大学
科塞尔医疗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常州市延陵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谷崧医疗器材（上海）有限公司
浙江微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安徽麦吉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北京美中双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苏州吉美瑞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魅丽纬叶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海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贝朗医疗（苏州）有限公司
天衍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浙江巴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冠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林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畅迪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百优达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英诺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常州健瑞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宁波华科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华森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南京文镧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欣荣博尔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四川海汇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典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百特医疗（苏州）有限公司
美敦力
江苏创英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常州大章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鹏冠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巴奥米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杭州康基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赛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施乐辉医用产品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汇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柯惠医疗器材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山东威瑞外科医用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鼎安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中在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瑞凯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爱芮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冠龙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恒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宽岳医疗器材（苏州）有限公司 
上海形状记忆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南京思脉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心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昕健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沈阳永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苏州天鸿盛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好创亿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工业大学
上海锦泽夏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金子电线电讯（苏州）有限公司
常州市延陵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微创关节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纽迪希亚制药（无锡）有限公司
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昆山思拓机器有限公司
苏州阿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乐普医学电子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常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苏州景昱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苏州微创脊柱创伤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泰西塑料（上海）有限公司
福雷孔(常州)新材料有限公司 
南京微创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不二精机有限公司
河南曙光健士医疗器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精尖塑料有限公司
 苏州林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富士康科技集團
上海市生物医药科技产业促进中心
杰美特涂层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澎立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诺尔医疗（深圳）有限公司
宁波健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迪玛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时硕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上海久罗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欧瑞康巴尔查斯涂层（苏州）有限公司
史陶比尔
赢创特种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纳狮新材料(浙江)有限公司
相干（北京）商业有限公司
莫迪维克（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凯本隆电子有限公司
中国玛帕
上海川奇机电
上海埃莫运动
巨浪凯龙机床（太仓）有限公司
Oliver
号恩（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Amcor
卡尔蔡司（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TORNOS
通快（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微谱化工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精达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尼康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莱泽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卓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方位无菌包装有限公司
南通帕克医用材料有限公司
纳维达斯机械（苏州）有限公司
上海松古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奥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云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普盈贸易有限公司
英诺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豪迈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路博润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隽妙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浦雄实业
苏州惟德测量技术有限公司
磨致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昆山允可精密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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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荣格展览有限公司是荣格工业传媒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依托荣格集团强大的媒体资源，
荣格展览每年针对中国制造业市场举办近20 个工业领域专业技术及应用研讨会，涵盖塑料、食品、
个人护理品、医药与医疗、无纺、环保、涂料与油墨、汽车、金属、模具、包装、复合材料、营养
食品等行业. 其中，金属加工系列论坛、塑料技术系列论坛、涂料技术系列论坛、个人护理品技术研
讨会、功能性食品技术论坛等会议已成功举办数届，并在业内获得了良好的反响和评价。2017年上
海荣格展览有限公司不仅保留这些拥有良好口碑的技术研讨会，还新增了针对制造业革新技术及市
场热点的系列论坛，并将部分会议的举办地移向亚洲的泰国、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

会议经理：Karina Zuo (左经理）
手机： 130-2320-7738
微信： 171-9175-0680
电话： +86-21-62895533-359                 
邮箱： karina@ringiertrade.com

会议经理：Anita Xiao (肖经理）
手机： 138-3319-2119
电话： +86-21-62895533-123           

邮箱： anitaxiao@ringiertrade.com

扫一扫 
立即报名参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