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页请阅读本文最后的免责声明

医疗服务行业（2017.05-2018.04）

——230起，181亿元，医疗信息化领域吸金最多

ZHIYIN

邮箱：zyzb@sz-zhiyin.com

智银资本投融资研究报告



第 2 页请阅读本文最后的免责声明ZHIYIN 2
资料来源：智银资本
请阅读本文最后的免责声明

1. AI（人工智能）

47起
融资事件

24亿元
融资金额*

地区 数量

北京 26

上海 9

广东 6

江苏 3

浙江 3

合计 47

* 为最低估算金额；因存在企业未披露具体融资金额，百万级按1百万计算，千万级按1千万计算，亿元级按1亿元计算，美元按照1:6换算成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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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I（人工智能）

图表：AI领域融资事件轮次分布

分析轮次分布情况可知，AI领域整体趋向成熟，融资轮次向成
熟阶段移动，同时也会出现一些新项目。



第 4 页请阅读本文最后的免责声明ZHIYIN 4
资料来源：智银资本
请阅读本文最后的免责声明

1. AI（人工智能）——融资事件总览

时间 企业 主营业务 地区 轮次 金额 投资方 细分领域

2017-05 体素科技 人工智能医疗研发 江苏 A轮 数千万美元 红杉资本 AI

2017-05 微瞰智能 人工智能医学影像 上海 天使轮 250万 上海众合创业投资 ， 优势资本 AI

2017-05 依图科技 人工智能医学影像 上海 C轮 3.8亿
云锋基金、高榕资本、高瓴资
本、红杉资本中国、真格基金 AI

2017-05 云势软件 医药SaaS服务 北京 A轮 数百万美元 斯道资本 AI

2017-06 博识医疗云 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 北京 A轮 千万级 经纬中国 AI

2017-06 迪英加科技 人工智能医疗影像辅助诊断 浙江 天使轮 1500万 将门创投 AI

2017-06 脑医生 AI脑结构影像分析和诊断 上海 种子轮 百万级 道彤清辉、艾瑞资本 AI

2017-06 生命奇点 生物医疗大数据 北京 A轮 5000万 汇鼎资本 AI

2017-06 西井科技 人工智能芯片开发 上海 A轮 - 复星同浩 AI

2017-07 DeepCare AI病理影像疾病筛查和诊断 北京 战略投资 千万级 中关村发展集团 AI

2017-07 康夫子 无结构化信息自动抽取 北京 A轮 - - AI

2017-07 连心医疗 肿瘤数据分析 北京 PreA轮 数百万美元 线性资本 AI

2017-07 视见医疗 人工智能医学影像分析 广东 A轮 2000万 联想创投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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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企业 主营业务 地区 轮次 金额 投资方 细分领域

2017-07 数坤科技 AI疾病辅助诊断设备 北京 天使轮 2200万 达毅资本 AI

2017-07 糖医机器人 糖尿病领域AI机器人助手 上海 种子轮 - - AI

2017-07 雅森科技 医疗影像量化分析服务 北京 A+轮 千万级 科大智能机器人 AI

2017-07 医智囊 智能医疗技术 江苏 天使轮 百万级 - AI

2017-08 点内生物 癌症早期筛查 上海 天使轮 1000万 新毅投资 AI

2017-08 医拍智能 医学智能科技 北京 A+轮 千万级 - AI

2017-09 杰杰科技 人工智能影像平台 北京 天使轮 600万 - AI

2017-09 体素科技 人工智能医疗研发 江苏 A+轮 1亿 腾讯产业共赢基金 AI

2017-09 推想科技 人工智能医学影像 北京 B轮 1.2亿 启明创投、元生资本、红杉资本 AI

2017-10 柏视医疗 AI医学影像分析平台 广东 天使轮 千万级 华创资本 AI

2017-10 汇医慧影 医学影像和肿瘤放疗平台 北京 B轮 亿元级 达泰资本 AI

2017-10 诺道医学 医疗人工智能 北京 天使轮 1800万 - AI

1. AI（人工智能）——融资事件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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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企业 主营业务 地区 轮次 金额 投资方 细分领域

2017-10 上工医信 AI眼底图像处理技术服务 北京 PreA轮 千万级 KIP韩投伙伴、德摩资本 AI

2017-11 安吉康尔 人工智能医疗平台 广东 天使轮 1500万 丹华资本、和盟创投 AI

2017-11 科宝医疗 医疗诊断服务 上海 战略投资 千万级 毅达基金、奋毅资本 AI

2017-11 森亿智能 医学文本人工智能分析 上海 A轮 5500万 中电健康基金、红杉资本 AI

2017-11 深睿医疗 人工智能医疗影像诊断系统 北京 A+轮 1.15亿
同渡资本、丹华资本、道彤投

资、昆仲资本
AI

2017-11 翼石科技 脑电波识别控制人工智能 北京 PreA轮 - 青云创投、领势投资 AI

2017-12 AccutarBio AI新药研发 上海 A轮 1500万美元 依图科技、IDG资本 AI

2017-12 PereDoc 智能影像辅助诊断 北京 天使轮 3000万 中译公司 AI

2017-12 妙寻医生 智能寻医应用 北京 天使轮 百万级 东湖创投 AI

2017-12 图玛深维 基于深度学习的医疗诊断产品 北京 B轮 2亿 辰德资本、软银中国 AI

2018-01 爱医声 人工智能语音设备 北京 天使轮 千万级 亦庄资本、思必驰 AI

2018-01 汇医慧影 医学影像和肿瘤放疗平台 北京 - - 鼎晖投资 AI

2018-01 晶泰科技 人工智能药物研发 广东 B轮 1500万美元
GV、红杉资本、腾讯产业、

产业共赢基金
AI

1. AI（人工智能）——融资事件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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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企业 主营业务 地区 轮次 金额 投资方 细分领域

2018-02 宜远智能 智能预估和干预 广东 天使轮 千万级 深圳力合创投、启赋资本 AI

2018-03 枫霖科技
人体组织修复材料与组织修

复机器人
浙江 天使轮 - 启新创投 AI

2018-03 康夫子 无结构化信息自动抽取 北京 A+轮 千万级 晨山资本 AI

2018-03 视见医疗 人工智能医学影像分析 广东 A轮 6000万 盛世方舟、臻善投资、深创投 AI

2018-03 依图科技 人工智能医学影像 上海 D轮 - 高榕资本、高瓴资本、红杉资本 AI

2018-03 推想科技 人工智能医学影像 北京 B+轮 3亿
襄禾资本、尚珹基金、元生
资本、启明创投、红杉资本

AI

2018-04 Airrdoc 人工智能医学影像识别 北京 B轮 亿元级 复星集团、搜狗 AI

2018-04 迪英加科技 人工智能医疗影响辅助诊断 浙江 A轮 - 将门创投、IDG资本 AI

2018-04 深睿医疗 人工智能医疗影像诊断系统 北京 B轮 1.5亿
同渡资本、丹华资本、道彤

投资、联想之星、君联资本、
弘道资本、昆仲资本

AI

1. AI（人工智能）——融资事件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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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I（人工智能）——投资趋势

主要的投资方向：人工智能医学影像和辅助诊断，其次为：人工智能数据、文本分

析；

投资体量大，种子轮及天使轮的资本体量多为千万级，上亿的资本投入大多发

生在A+轮及以上阶段；

企业与投资者合作关系稳定，大多会持续追加投资（如：依图科技、推想科

技、深睿医疗）；

人工智能医学影像整体已趋向稳定，新项目多产生于其他细分领域（如：智能

预估和干预、智能芯片等）；

大型投资机构已占据人工智能医学影像和辅助诊断的主体地位，推荐关注其他细分

领域：人工智能数据、文本分析，智能预估和干预，智能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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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起
融资事件

34亿元
融资金额*

地区 数量 地区 数量

北京 14 湖南 1

上海 10 香港 1

广东 7 陕西 1

浙江 3 湖北 1

江苏 2 山东 1

天津 1

合计 42

2. 基层医疗（含康复护理、母婴健康）

* 为最低估算金额；因存在企业未披露具体融资金额，百万级按1百万计算，千万级按1千万计算，亿元级按1亿元计算，美元按照1:6换算成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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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基层医疗（含康复护理、母婴健康）领域融资事件轮次分布

该领域大多为A轮（含PreA、A+）融资，且新项目（种子轮及
天使轮）持续产生，整个领域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

2. 基层医疗（含康复护理、母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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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层医疗（含康复护理、母婴健康）——融资事件总览

时间 企业 主营业务 地区 轮次 金额 投资方 细分领域

2017-05 颈医卫 颈椎健康和养护 上海 天使轮 500万 乾明投资 康复护理

2017-05 孕采赫拉 生殖健康医疗平台 浙江 天使轮 300万 - 康复护理

2017-05 泽众康 癫痫专病管理服务 北京 种子轮 200万 - 康复护理

2017-05 好孕帮 备孕指导移动应用 北京 B轮 千万级 松禾资本、重山资本 母婴健康

2017-05 育儿问一问 母婴在线健康咨询 江苏 A轮 千万级 水木泽华基金 母婴健康

2017-06 大糖医 糖尿病管理APP 上海 A轮 千万级 深圳盈信投资 康复护理

2017-06 番小茄 小儿推拿理疗 北京 PreA轮 百万级 - 康复护理

2017-06 半米孕期 孕期服务 北京 A轮 800万 墨思特教育、德众资本 母婴健康

2017-07 知贝儿科 儿科诊所 广东 A轮 千万级 红杉资本 基层医疗

2017-07 爱肝宝 多元化肝病综合管理服务 广东 天使轮 500万 - 康复护理

2017-07 温尔诊断 智能体温连续监测 上海 A+轮 千万级 复容投资 母婴健康

2017-08 固生堂 中医门诊 北京 D轮 10.1亿
招银国际（深圳）、金浦投
资、中国人寿、国新基金

基层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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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企业 主营业务 地区 轮次 金额 投资方 细分领域

2017-08 劲松口腔 口腔连锁医药 北京 战略投资 2亿 泰康集团 基层医疗

2017-08 瑞尔齿科 口腔连锁诊所 北京 D轮 9000万美元 高瓴资本 基层医疗

2017-08 爱肾医疗 连锁血液透析 上海 A轮 千万级 晨兴资本、云禧资本 康复护理

2017-08
弘道运动医学诊

所
运动康复医疗 北京 A轮 千万级 清控银杏 康复护理

2017-09 唯儿诺儿科 儿科诊所 上海 B轮 3000万 高特佳投资 基层医疗

2017-09 正雅齿科 隐形矫正 上海 B轮 5000万 辰德资本、东资股权投资 基层医疗

2017-09 静医生 备孕健康平台 广东 天使轮 350万 以正资本 母婴健康

2017-10 恩启 自闭症康复平台 北京 PreA轮 千万级 清控银杏、晨创力合 康复护理

2017-10 好孕一生 孕婴管理服务 北京 种子轮 - 乾明资本 母婴健康

2017-10 数果科技 母婴数字化健康服务 北京 PreA轮 千万级 宏时资本、泓禧基金 母婴健康

2017-11 阿尤卡 运动智能疗法治疗抑郁症 北京 天使轮 - 上古新泰 康复护理

2017-12 橙意家人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服务 天津 战略投资 - 飞利浦 康复护理

2017-12 东方启音 言语康复训练公司 广东 B轮 2500万美元
斯道资本、长岭资本、北极光

创投
康复护理

2. 基层医疗（含康复护理、母婴健康）——融资事件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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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企业 主营业务 地区 轮次 金额 投资方 细分领域

2018-01 环生医疗 血液透析 北京 A轮 1亿 高盛集团 基层医疗

2018-01 美中宜和 高端妇幼私立医院 北京 战略投资 亿元级 远洋资本 基层医疗

2018-01 社区580 基层医疗综合服务平台 广东 A+轮 千万美元
一品红药业、雍熙投资、

天士力、广发信德
基层医疗

2018-01 曜影医疗
“全科+专科”的综合性医疗

服务
上海 A轮 6000万 麦星投资 基层医疗

2018-01 华人照护 养老照护 湖南 PreA轮 2000万 北京信达风 康复护理

2018-01
智呼吸/合微智

能
儿童哮喘和过敏管理平台 上海 天使轮 - 移盟资本 康复护理

2018-01
隅田川母婴连

锁
进口母婴零售连锁 浙江 A轮 千万级 宝宝树、翊翎资本 母婴健康

2018-02 君和堂
线下连锁中医诊所+线上中医

约诊平台
江苏 C轮 1亿 弘晖资本、中卫基金 基层医疗

2018-02 强森医疗
优质、便捷、安全的全科诊

疗与家庭医生服务
陕西 B+轮 千万级 现代服务业发展基金 基层医疗

2. 基层医疗（含康复护理、母婴健康）——融资事件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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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企业 主营业务 地区 轮次 金额 投资方 细分领域

2018-03
Virtus 

Medical 
Holdings

私人医疗服务提供商 香港 - 8300万美元 千骥资本 基层医疗

2018-03 博厚医疗
提供门诊、慢病管理、居家

养老等服务
山东 A轮 - 中钰资本、分享投资 基层医疗

2018-03
武汉艾格眼科

医院

集医疗、教学、科研、防盲
为一体的三级眼科专科医院
（中外合资眼科医疗集团）

湖北 B轮 4000万美元 鼎晖投资 基层医疗

2018-03 智云科技
慢性疾病的筛查、诊治、检

后服务
浙江 B+轮 1亿 天亿投资 基层医疗

2018-03 脊近完美

康复诊疗业务（颈肩腰腿痛、
运动损伤、女性盆底康复和
脊柱侧弯矫正）和康复培训
业务（康复业内人士提高知

识储备和专业技能）

上海 PreA轮 - 动域资本 康复护理

2018-03 暖菇凉 女性经期服务 广东 种子轮 200万 - 母婴健康

2018-03 圣贝拉 母婴月子会所 广东 PreA轮 1500万 高榕资本、唐竹资本 母婴健康

2018-04 优仕美地 个性化高端医疗 上海 A+轮 千万级 君联资本、美敦力 基层医疗

2. 基层医疗（含康复护理、母婴健康）——融资事件总览



第 15 页请阅读本文最后的免责声明ZHIYIN 15
资料来源：智银资本
请阅读本文最后的免责声明

2. 基层医疗（并含康复护理、母婴健康）——投资趋势

基层医疗主要投资方向：牙科、儿科、全科诊所，中医诊所都是上亿的投资（如固

生堂、君和堂）；

康复和母婴主要投资方向：颈椎理疗（如颈医卫、脊近完美、弘道运动医学诊

所）、备孕与孕期服务（如好孕帮、半米孕期）；

此外，高端医疗（如优仕美地、强森医疗、美中宜和）和慢病控制管理（爱

肾医疗、博厚医疗、智云科技）已开始备受青睐；

融资轮次呈分散分布，整个领域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竞争相对比较充分，资

本导向作用明显；

此领域的投资方向过于分散，大型投资机构无法占据主体地位，资本进入的可能性

较大；推荐关注：专科疾病康复治疗、慢病控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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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医疗信息化（含寻医问诊）

67起
融资事件

52亿元
融资金额*

地区 数量 地区 数量

北京 24 四川 4

上海 19 香港 1

广东 9 湖南 1

浙江 8 江苏 1

合计 67

* 为最低估算金额；因存在企业未披露具体融资金额，百万级按1百万计算，千万级按1千万计算，亿元级按1亿元计算，美元按照1:6换算成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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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医疗信息化（含寻医问诊）

图表：医疗信息化（含寻医问诊）领域融资事件轮次分布

该领域A轮（含PreA、A+）融资占绝大多数，新项目（种子轮
及天使轮）间断产生，整个领域处于稳定发展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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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医疗信息化（含寻医问诊）——融资事件总览

时间 企业 主营业务 地区 轮次 金额 投资方 细分领域

2017-05 EwellHK 医疗信息化建设 香港 战略投资 1400万港币 思创香港 医疗信息化

2017-05 宏数科技 医疗健康大数据 广东 天使轮 500万 众惠通投资 医疗信息化

2017-05 嘉和美康 医疗信息化服务 北京 C轮 3.3亿 阿里巴巴 医疗信息化

2017-05 中科创想 远程门诊诊断 北京 天使轮 1000万 - 寻医问诊

2017-06 爱汇健康 病床旁信息服务 上海 A轮 7500万 - 医疗信息化

2017-06 德雅感控 感染预防互联网服务 湖南 天使轮 1000万 湖南省高新创投基金 医疗信息化

2017-06 杭州数睿科技 医疗大数据精准医疗技术 浙江 A轮 - 真格基金 医疗信息化

2017-06 健海科技 云随访服务 浙江 A轮 千万级 - 医疗信息化

2017-06 乐乐医 医患服务平台 四川 PreA轮 2500万 丰盛集团 医疗信息化

2017-06 暖心壹疗 精神心理健康服务 北京 PreA轮 - 启迪之星 医疗信息化

2017-06 齐济数据 肾病数据分析 上海 天使轮 320万 合力投资 医疗信息化

2017-06 万店掌 移动监督设备 江苏 A轮 1500万 金沙江创投 医疗信息化

2017-06 医众影像 影像数据存储 北京 PreA轮 - 金沙江创投 医疗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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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企业 主营业务 地区 轮次 金额 投资方 细分领域

2017-07 大希科技 智慧医疗及位置服务 北京 天使轮 1000万 - 医疗信息化

2017-07 药渡网 医药研发大数据 北京 B轮 1亿 汉石投资、元明资本 医疗信息化

2017-07 众托帮 区块链医疗互助 上海 战略投资 - - 医疗信息化

2017-08 大家中医 中医师工具和服务平台 上海 A轮 千万级 晨山资本、蓝驰创投 寻医问诊

2017-08 飞医网 医疗供应链管理 上海 A轮 4000万 京颐科技 医疗信息化

2017-08 海鹚科技 智能移动医疗 广东 B轮 1亿
SIG海纳亚洲、斯道资本/

富达亚洲、祥峰投资
医疗信息化

2017-08 悦享趋势 医疗电子产品 北京 PreA轮 千万级 辰海资本、将门创投 医疗信息化

2017-08 智相健康科技 智慧用药技术服务 北京 PreA轮 1000万 鲁信创投 医疗信息化

2017-10 安捷力信息 医药渠道大数据 上海 A轮 千万级 国金投资、连一资本 医疗信息化

2017-10 杭州数睿科技 大数据精准医疗技术 浙江 A+轮 - 松禾资本、新东泽资本 医疗信息化

2017-10 中电数据 健康数据应用服务 北京 战略投资 - 红杉资本 医疗信息化

2017-11 爱亿生健康
GDS（国家指南人工智能慢病
管理系统）慢病管理解决方案

北京 A轮 1000万 君联资本 医疗信息化

2017-11 明医众禾 基层诊所的云SaaS服务平台 北京 A轮 6000万 远毅资本、通和毓承 医疗信息化

3. 医疗信息化（含寻医问诊）——融资事件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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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企业 主营业务 地区 轮次 金额 投资方 细分领域

2017-11 哮喘管家 呼吸系统疾病管理 上海 A轮 千万级 安龙基金 医疗信息化

2017-11 医鸣数据 医疗大数据平台 北京 B轮 1亿 国中创投 医疗信息化

2017-12 成都美兆 健康管理 四川 天使轮 5000万 健亿基金 医疗信息化

2017-12 东软望海 医院运营管理信息化服务 北京 战略投资 15.04亿 东软集团 医疗信息化

2017-12 好医通 健康管理服务 上海 B轮 2亿 一方集团、晨兴资本 医疗信息化

2017-12 九明珠 健康医疗管理软件 广东 A+轮 3000万
零度资本、光谷联合产业

基金
医疗信息化

2017-12 领健信息 口腔门诊管理系统 上海 B轮 1亿 复兴医药 医疗信息化

2017-12 趣链科技 区块链 浙江 A轮 千万级 亚东星辰 医疗信息化

2017-12 上海利连 医疗大数据 上海 A轮 千万级 三美投资、华山资本 医疗信息化

2017-12 宜心健康 心血管健康管理 上海 天使轮 1000万 - 医疗信息化

2017-12 云杉医疗 私人医疗健康管理服务 广东 A轮 2000万美元 前海梧桐并购基金 医疗信息化

2017-12 云杏健康 互联网医疗综合服务 广东 A+轮 3000万
零度资本、光谷联合产业

基金
医疗信息化

3. 医疗信息化（含寻医问诊）——融资事件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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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企业 主营业务 地区 轮次 金额 投资方 细分领域

2018-01 爱立峰 微创介入手术精准治疗 上海 天使轮 - 深创投 医疗信息化

2018-01 该美科技
牙科数字化种植和正畸，提供
核心技术、服务，平台以及配

套设备和耗材
上海 天使轮 1000万 国科嘉和 医疗信息化

2018-01 化学加网 化工医药产学研整合 广东 PreA轮 1000万
龙乾资本、上海速博化学

科技
医疗信息化

2018-01 康语 医疗智能推荐平台 上海 A轮 200万美元 海涛集团、SOSV 寻医问诊

2018-01 联众医疗 医院影像科信息化产品 浙江 D轮 亿元级 国投创业 医疗信息化

2018-01 同心医联 互联网医学检查平台 北京 B轮 - 中金康瑞 医疗信息化

2018-01 小鹿医馆 中医远程医疗的互联网平台 北京 B+轮 2亿 复星同浩 寻医问诊

2018-01 心护云
心血管慢病医学“数据检测—
—智能分析——专业咨询”

四川 种子轮 数十万美元 SOSV Ⅲ LP 医疗信息化

2018-01 曜立科技
通过大数据技术为医生高效

智能的分析和处理数据
北京 PreA轮 千万级 元璟资本 医疗信息化

2018-01 一脉阳光

以第三方医学影像中心为基
础，医学影像云平台为链接，
医学影像学院为专业导入的

区域医学影像医联体

北京 B轮 4亿
新浚资本、泽悦资本、华

宇融创、华新世纪、百度、
高盛集团

医疗信息化

3. 医疗信息化（含寻医问诊）——融资事件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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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企业 主营业务 地区 轮次 金额 投资方 细分领域

2018-01 医易康云 医疗协同云平台 广东 A轮 - 云锋基金、同创伟业 医疗信息化

2018-01 易飞华通
从事临床医疗领域中脑功能监
护、脑状态测试仪、麻醉机器
人、移动诊疗系列平台建设

北京 PreA轮 千万级 见秀资本 医疗信息化

2018-01 至真互联
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提供
更加优质的健康管理服务

北京 PreA轮 千万级
华健资本、盛景嘉成、华
耀资本、百度、梅花天使

创投
医疗信息化

2018-02 边界智能 区块链数据服务 上海 PreA轮 千万级 复星同浩 医疗信息化

2018-02 赤耳科技
为医院、养老院、社区提供
床旁健康关怀信息化的整体

解决方案
上海 A轮 -

国鸿创投基金、深圳前海
康达科技创投合伙（LP）

医疗信息化

2018-02 华康中泰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 AI 算法，为
合作医疗机构及其患者提供慢
性病管理数字化防控解决方案

四川 PreA轮 3000万 福瑞至控股 医疗信息化

2018-02 乐湾养老 智慧养老服务 浙江 天使轮 - 引力资本 医疗信息化

2018-02 蜜肤医疗
专注于提供皮肤健康诊疗、

在线健康咨询等服务
北京 A+轮 1000万 重山资本、爱尔眼科 寻医问诊

2018-02 营康科技 医学营养专业服务 上海 A轮 千万级
淳元资本、重山资本、险

峰长青
医疗信息化

2018-03 安吉康尔 人工智能医疗平台 广东 PreA轮 千万级 丹华资本、利申资本 医疗信息化

3. 医疗信息化（含寻医问诊）——融资事件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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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企业 主营业务 地区 轮次 金额 投资方 细分领域

2018-03 大象医生

通过云服务平台，为用户提供心
脏类疾病预防、监测以及康复等
服务，同时推出大象随心宝、老
年保健衣和运动智能衣等产品，
实时心电监测并进行数据分析

上海 A轮 5000万 小村资本 医疗信息化

2018-03 纳米维景
新型放射成像技术，提供新
型探测器等核心部件及整体

2D/3D成像解决方案
北京 C轮 - 高瓴资本 医疗信息化

2018-03 云势软件 医药SaaS服务 北京 B轮 4000万
斯道资本、东方富海、蓝

湖资本
医疗信息化

2018-04 丁香园 医疗服务信息化平台 浙江 D轮 1亿美元 - 医疗信息化

2018-04 凯歌健康 分级医疗服务云平台 北京 A轮 1亿 冠达睿投 医疗信息化

2018-04 思派网络 肿瘤领域数据平台 北京 C轮 数千万美元 IDG资本 医疗信息化

2018-04 太美医疗 生命科学领域云解决方案 浙江 D轮 3亿 常青藤资本 医疗信息化

2018-04 掌中医 中医O2O就医平台 上海 A轮 1亿 上海源时股权投资基金 寻医问诊

2018-04 昭阳医生 心理健康辅助诊疗平台 广东 A轮 - 中南创投基金 医疗信息化

3. 医疗信息化（含寻医问诊）——融资事件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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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医疗信息化（含寻医问诊）——投资趋势

主要投资方向：大数据分析、区块链服务、供应链管理；上亿元的投资都是针对大

型平台建设的企业；

医疗信息化的主要客户为医院、诊所或医生，寻医问诊则主要直接面向患者；如此，投资

者倾向于选择客户端具备优势的企业（如丁香园、太美医疗、嘉和美康）；

互联网信息化是医疗服务行业发展的大趋势，其与任何一个细分行业结合都

能带来新的投资机遇，资本进入壁垒较低；

目前融资轮次集中于A轮（含PreA、A+），且有向B轮及以上轮次过渡的趋势，

新项目（种子轮及天使轮）间断产生，整个领域处于稳定发展的阶段；

此领域的投资方向紧跟整个大互联网的发展趋势，推荐关注：区块链服务、协同云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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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起
融资事件

51亿元
融资金额*

地区 数量 地区 数量

北京 13 四川 2

上海 11 江西 1

江苏 10 湖北 1

浙江 8 山东 1

广东 4

合计 51

* 为最低估算金额；因存在企业未披露具体融资金额，百万级按1百万计算，千万级按1千万计算，亿元级按1亿元计算，美元按照1:6换算成人民币。

4. 医疗器械（不含体外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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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医疗器械领域融资事件轮次分布

该领域A轮（含PreA、A+）融资占绝大多数，且C、D轮及以
上也占据相当一部分，新项目（种子轮及天使轮）间断产生，
处于稳定发展的阶段。

4. 医疗器械（不含体外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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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医疗器械（不含体外诊断）——融资事件总览

时间 企业 主营业务 地区 轮次 金额 投资方 细分领域

2017-05 畅想天行 医疗器械研发 北京 A轮 - 乔景资本 医疗器械

2017-05 麦科田 医疗器械研发 广东 B轮 - 高瓴资本 医疗器械

2017-05 钛米机器人 智能服务型机器人 上海 A轮 4000万
国科嘉和 ， IDG资本 ，

创徒基金
医疗器械

2017-06 锦瑞生物 医疗检验仪器和试剂 广东 A轮 - 达晨创投、时代伯乐 医疗器械

2017-06 纽若思医疗 脑科学产品研发 浙江 PreA轮 600万
浙江资科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医疗器械

2017-06 频泰科技 口腔医疗设备 浙江 A轮 - 朗玛峰创投 医疗器械

2017-07 四维祥泰 妇科医疗服务器械 北京 战略投资 千万级 安龙基金 医疗器械

2017-07 新博医疗 肿瘤早期筛查与手术精确导航 北京 A轮 1.2亿 华医资本、步长制药 医疗器械

2017-08 安翰医疗 胶囊内镜机器人 湖北 战略投资 1亿美元
同晟资本、虔盛投资、优势资本、
软银中国、大中投资、厚新健投 医疗器械

2017-08 朗开医疗 肺部内窥镜检查设备 江苏 B轮 千万级 英飞尼迪、比邻星创投 医疗器械

2017-08 通泽医疗 产后盆底康复耗材 广东 A轮 905万 挚金资本 医疗器械

2017-08 卓外医疗 微创手术类器械 上海 PreA轮 1500万 张科领弋基金 医疗器械

2017-09 爱睿康医疗 口腔医学材料和器械 四川 天使轮 百万级 鼎祥资本 医疗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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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企业 主营业务 地区 轮次 金额 投资方 细分领域

2017-09 博恩登特 口腔医疗器械 上海 C轮 -
上海健康医疗产业投资基

金
医疗器械

2017-09 联影医疗 高端医疗影像设备 上海 A轮 33.33亿
中信证券、招银电信、国投创
新、国开金融、中金智德、国
风投、中国人寿大健康基金

医疗器械

2017-09 赛诺威盛 X射线医疗设备 北京 B轮 2亿
宜利复医道合医疗基金、启明

创投、华盖资本
医疗器械

2017-09 松力生物 生物外科学产品 上海 D轮 千万级 泰福资本、华岭资本 医疗器械

2017-10 奥精医药 医用植入器械 北京 天使轮 514万 清控银杏 医疗器械

2017-10 鼎科医疗 血管介入治疗产品 江苏 A轮 2000万 元禾原点 医疗器械

2017-10
杭州术创机器

人
手术机器人 浙江 A+轮 500万美元 新丝路财富 医疗器械

2017-10 卡地美得 心血管医疗器械 上海 B轮 - 德同资本、熠美投资 医疗器械

2017-10 朗润医疗 肺部内窥镜检查设备 江苏 C轮 - 凯信资本、博润投资 医疗器械

2017-10 目乐医疗 眼科医疗设备 浙江 A轮 1001万 - 医疗器械

2017-10 善时药械 医疗器材 浙江 天使轮 - 泰达科技、浙商创投 医疗器械

2017-11 百康芯 自动化核酸检测系统 北京 A轮 4100万 - 医疗器械

4. 医疗器械（不含体外诊断）——融资事件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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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企业 主营业务 地区 轮次 金额 投资方 细分领域

2017-11 乐奥医疗 介入器械 江苏 C轮 6650万 中信证券、蓝帆巨擎 医疗器械

2017-11 锐讯生物 数字PCR仪器 江苏 天使轮 100万美元 真格基金、火山石资本 医疗器械

2017-12
Remebot柏惠

维康
远程医疗外科机器人 北京 C轮 - 巨匠资本、臻益 医疗器械

2017-12 锐视康科技 分子医学影像设备 北京 B轮 千万级 迦南科技、普华资本 医疗器械

2017-12 宇明生物 人工眼角膜 山东 天使轮 - 科高创投 医疗器械

2018-01 畅溪医疗
呼吸系统疾病的粉雾剂给药

系统的产品研发
浙江 A轮 5500万

国中创投、凯泰资本、德
联资本

医疗器械

2018-01 华志微创 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 北京 A轮 5000万 天士力 医疗器械

2018-01 金仕生物 心脏瓣膜，外科手术器械 江苏 B轮 1.25亿 江苏邦盛、信立泰药业 医疗器械

2018-01 普博科技

BOARAY系列麻醉机、呼吸
机、彩超、空压机以及中国
总代理的经食道多普勒无创

血流动力学监测系统

广东 A轮 千万级 达晨创投 医疗器械

2018-02 大艾机器人 下肢外骨骼机器人 北京 PreA轮 - 金科君创资本、硅谷天堂 医疗器械

4. 医疗器械（不含体外诊断）——融资事件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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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企业 主营业务 地区 轮次 金额 投资方 细分领域

2018-02 傅利叶智能科技 外骨骼机器人开发商 上海 A轮 3000万
IDG资本、火山石资本、
前海母基金、景旭创投

医疗器械

2018-02 康沣生物
冷冻技术在心血管领域创新微
创介入医疗器械领域的应用

上海 A轮 千万级 元生创投 医疗器械

2018-02 昆亚医疗
医院影像、放射科室设备维
保托管服务，医院整体医疗

设备托管服务
上海 B轮 千万级 君联资本、弘晖资本 医疗器械

2018-03 博恩锐尔 创口修复类生物材料耗材 江西 A轮 千万级 银盈资本 医疗器械

2018-03 杜比医疗 乳腺癌医疗检测设备 浙江 天使轮 - 水木泽华基金、鼎笠资本 医疗器械

2018-03 风行智能
风行智能碳纤储能脚、七轴机

械膝关节、智能动力小腿假肢、
儿童脑瘫康复治疗产品

北京 战略投资 - 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 医疗器械

2018-03 汇创宜

定位于即时检验平台，主要产品
为胶体金免疫分析仪，用户主要
是社区卫生服务站、乡镇卫生院、

社区医院等基层机构

江苏 A轮 2500万 雅惠精准医疗基金 医疗器械

4. 医疗器械（不含体外诊断）——融资事件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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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企业 主营业务 地区 轮次 金额 投资方 细分领域

2018-03 胜杰康生物
肿瘤冷冻消融和内窥镜/腹腔

镜微创领域
浙江 A轮 6000万

复旦杭州湾创投基金、元
生创投

医疗器械

2018-04 爱博诺德 眼科医疗产品 北京 C轮 - 国药资本、盈富泰克 医疗器械

2018-04 博恩思 手术机器人 四川 A轮 1亿
德屹资本、瑞华控股、天

巽投资
医疗器械

2018-04 德美医疗
运动医学手术器械、术中耗

材和康复产品
北京 B轮 千万级 博行资本、元生创投 医疗器械

2018-04 卡地美得 心血管医疗器械 上海 B+轮 - 中金启辰 医疗器械

2018-04 蕾明视康 人工晶状体 江苏 B轮 8000万 启明创投、瑞健资本 医疗器械

2018-04 蕾明视康 人工晶状体 江苏 A轮 - 启明创投、瑞健资本 医疗器械

2018-04 纽脉医疗 人工心脏瓣膜 上海 A轮 千万级 太浩创投 医疗器械

4. 医疗器械（不含体外诊断）——融资事件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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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医疗器械（不含体外诊断）——投资趋势

主要投资方向：大型专科医疗设备、人造生物产品（心脑血管、口腔科、眼科）、

手术机器人；

心脑血管一直是医疗器械的热门细分领域，推荐关注：微创介入治疗器械、心脏瓣膜、心

脏起搏器；

医疗影像设备领域，联影医疗占据绝对优势，但细分领域的影像设备仍具备

较大的发展空间，如：分子医学影像、乳腺癌影像检测；

目前A轮（含PreA、A+）融资占绝大多数，且C、D轮及以上也占据相当一部

分，新项目（种子轮及天使轮）间断产生，处于稳定发展的阶段；

推荐关注：手术机器人、细分领域的影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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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消费医疗

23起
融资事件

20亿元
融资金额*

地区 数量

北京 8

浙江 5

广东 4

四川 3

上海 3

合计 23

* 为最低估算金额；因存在企业未披露具体融资金额，百万级按1百万计算，千万级按1千万计算，亿元级按1亿元计算，美元按照1:6换算成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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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消费医疗

图表：消费医疗领域融资事件轮次分布

该领域种子轮及天使轮融资占主体，A轮及以上轮次分布较为平
均，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但资本状态并不活跃。
不建议资本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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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消费医疗——融资事件总览

时间 企业 主营业务 地区 轮次 金额 投资方 细分领域

2017-05 PhiSkin芙艾医美 医疗美容 上海 B轮 1700万美元
君联资本、Ares 

Management、拾玉资本、
正齐金融

消费医疗

2017-05 玥颜 台湾医美服务中心 浙江 种子轮 380万 - 消费医疗

2017-06 联合丽格 高端医美 北京 B轮 2亿 金浦投资 消费医疗

2017-07 西婵医疗美容 整形美容专科 四川 战略投资 2亿 高特佳投资 消费医疗

2017-08 胡桃盒子 互联网跨境医美 四川 A轮 数千万美元 君联资本、红杉资本 消费医疗

2017-08 悦美网 医疗美容O2O平台 北京 C轮 8000万 赛富投资、汉能投资 消费医疗

2017-09 联合丽格 高端医美 北京 战略投资 - 新氧 消费医疗

2017-09 视佳科技
缓解、预防、治疗干眼症症
状的护目镜及相关眼药水

浙江 种子轮 100万 维度资本 消费医疗

2017-09 易美齐 口腔正畸技术 浙江 天使轮 - 科发资本、普华资本 消费医疗

2017-09 愿美 医疗美容直播 北京 天使轮 1000万 - 消费医疗

2017-12 新氧 整形O2O 北京 D轮 4亿
Apax Partners、鼎晖投资、

挚信资本、经纬中国
消费医疗

2018-01 碧莲盛 医美植发 北京 战略投资 5亿 华盖资本 消费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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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消费医疗——融资事件总览

时间 企业 主营业务 地区 轮次 金额 投资方 细分领域

2018-01 蜜程 医美消费第三方服务平台 广东 天使轮 3000万 - 消费医疗

2018-01 摩尔齿科 大型现代化口腔医疗体系 上海 B轮 1亿 国鑫创投、松柏投资 消费医疗

2018-02 繁星轻医美 皮肤医学美容和抗衰老解决方案 北京 天使轮 1000万 青锐创投 消费医疗

2018-02 极橙齿科 “轻资产+重管理”做诊所 上海 A轮 -
道彤投资、IDG资本、点亮

基金
消费医疗

2018-02 蜜程 医美消费第三方服务平台 广东 战略投资 千万级 火杉资本 消费医疗

2018-02 视佳科技
缓解、预防、治疗干眼症症状的

护目镜及相关眼药水
浙江 天使轮 千万级 博将资本、维度资本 消费医疗

2018-02 颜术科技
皮肤医疗美容（非手术）、进
口品牌化妆品销售及美容咨询

浙江 A轮 千万级 国药资本 消费医疗

2018-02 友睦口腔
种植、正畸、美学修复、儿童

齿科的中高端口腔连锁
广东 B轮 6500万 经纬中国、景旭创投 消费医疗

2018-03 美肌工坊
面向年轻人的护肤消费场景，
注重移动化体验和品牌运营

广东 A轮 千万级 梅花天使创投 消费医疗

2018-03 纽睿医美 医美行业智能管理平台研发商 四川 种子轮 200万 - 消费医疗

2018-03 新氧 整形O2O 北京 D轮 2亿
Apax Partners、鼎晖投资、挚
信资本、经纬中国、兰馨亚洲 消费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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