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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是由清
华大学与北京市共建共管的大型综合性公
立医院，于 2014 年 11 月 28 日开业。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是融医疗、教学、科
研、预防、康复于一体的大学附属医院，
临床科室设置齐全，秉承“精综合，强专科”
的发展战略，形成了一批优势突出的整合
式医疗中心及重点专科，整体医疗服务能
力已达国内一流水平。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
院长负责制，建立专家委员会制度，发展
职业化行政管理团队，形成规范化、科学化、
精益化的完善治理体系。医院拥有一支海
内外专家组成的高水平医护团队，以“精

会议主办方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准医疗、精益管理、精诚服务”为核心理
念构建现代健康医疗服务体系。坚持以病
患为中心，实行 Attending 医师负责制、
全责护理制和全人照护模式，不断提升疾
病治愈率和康复水准。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秉持“人本、济世、
厚德、至善”的价值，以“提供健康守护、
培养医学精英、创新临床研究、追求卓越
管理”为使命，充分依托清华大学厚重的
人文底蕴和宽实的科技平台，创建新时期
公立医院改革与发展的新模式，努力建设
成为国际一流的医学中心，为实施“健康
中国”战略作出贡献。 



     医疗创业学院向来自世界各地的生命科学
利益相关者教授实现卓越医疗创业的以色列
方法。
    Messila 学院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来
探索以色列顶级商业生态系统并从中汲取知
识，该生态系统因诞生过诸多创新创业公司
并不断壮大为成功的全球商业成果而闻名世
界。
    Messila 学院位于海法生命科学园。它由
来自以色列创业生态系统的资深工作人员经
营。它与海法经济公司以及 IBM、美敦力公
司、瑞本医疗中心、Pitango 以及 Impact 
First Investments 共同拥有的 MindUP 科
技孵化器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学院采用了以下教学工具：体验式研讨会、
创业模拟和商业计划、与富有经验的导师进
行小型团队项目合作、成功 / 失败案例、工
业场所参观、与创投公司会话。
    该计划专为医生、医疗设备行业员工、进
入保健或医疗行业的学生、企业家、分析师、

Messila 学院

投资者以及科技园管理者。
计划强调以下主题：
●  创造性思维以及创新的其它关键
●  如何建立和沟通战略叙述以及设计解决
方案
●  如何与市场互动以评估需求并确保产品
与市场良好契合
●  如何建立非阶级并能鼓励员工表达自己
想法的组织文化
●  如何识别并抓住商业机遇
●  创业医疗公司要点：知识产权、监管、
研发过程、临床前及临床试验、募资等等。

      成功修完课程后，毕业者可到以色列创
业公司实习。另外，Messila 学院将为其毕
业者发起的有前途的项目提供专业导师支
持。
      Messila 也在领先的医疗中心中组织课
程、研讨会、讲习班以及观察计划。



会议支持单位

       旅行中的商学院 -- 领承 E 行，以“医疗健康创新”为基础，专注细分领域的发展趋势和
热点，筛选最具创新和投资价值的企业 / 项目，提供海外深度考察及交流合作服务。

服务内容：
      领承 E 行 - 海外主题商务考察
     领承 E 行与众多国外企业 / 机构 / 大学 / 研究院，国内使领馆拥有良好的合作关系，能为
客户提供优质深度主题商务考察，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当地商业及政府资源，为后续采购、投
资等合作提供全方位解决方案。
     领承 E 聚 - 海内外创新分享
     领承 E 行每年会在国内外举办各类分享活动（包括创新投资论坛、项目路演、大咖主题交
流会、私密分享会等），促进海内外企业家深入沟通与双边合作。

扫描二维码关注

领承 E 行



2018 年
清华长庚 -Messila 医疗加速器峰会

会议议程

13:00 一 13:10       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领导、北京市医院管理局领导

13:10 一 13:20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执行院长 董家鸿 教授

13:20 一 13:30               以色列 Messila 创业学院董事长 Ziv Tamir 先生

特别演讲          

13:30 一 14:00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Dan Shechtman 教授

时间                                主题                                              演讲者

14:00 一 14:15  Messila 学院介绍                 Tamar Moyal  以色列 Messila 创业学院首席执官

14:15 一 14:30  行业工程师与医生的关系      姚建清 苏州法兰克曼医疗器械研发副总裁

14:30 一 14:45  最新的数字医疗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     Oren Fuerst  博士 生物医疗顾问、连续创业者、投资者及讲师

14:45 一 15:10  清华 X-Iab 医学领域创新创业教育概况    毛东辉  清华 X-Lab 主任

15:10 一 15:20  艺妙神州项目介绍                鲁薪安  艺妙神州 CTO

15:20 一 15:30  Pinpoint 项目介绍               李卓 Pinpoint 创始人

15:45 一 16:00  以色列的深度创新                 Shai Feinsod 博士

16:00 一 17:30  以色列医学“创新项目介绍”

17:30 一 18:00                                            会议交流

签到                                              12：30 一 13：00

开幕致辞                                       13：00 一 14：00

                                            主持：赵邑教授、伍俊莉女士

时间                                                       演讲者

主题演讲                                       14：00 一 18 : 00

                             第一阶段 主持：徐沪济 教授、伍俊莉 女士

茶歇                                               15：30 一 15：45

                             第二阶段 主持：王劲 教授、伍俊莉 女士

时间                                主题                                              演讲者

来自机器人手术、骨科、皮肤科、心脏科、健康管理、
成像激光放射技术应用领域创新项目负责人



项目简介

生物医药创业课 
清华长庚 - 弥赛亚医疗保健加速器

          概      述

     让学员了解创业生物医学项目和公司（包括医疗设备、数字健康、生物技术 / 制药和食

品科学）是如何规划、建立、管理、资助、保护和营销的。整合学术性和现实性专业知识和
经验，为学员提供有关该行业的框架和实际见解。 
本项目应作为一年制证书课程，按需求调整后可作为短期高管课程。该课程将由各领域的首
席专家教授，在学术基础中完美融入了实践经验和真实案例。

          背       景

     中国正在进行医疗改革，旨在打造世界上最大规模和现代化的医疗保健环境之一，并为
新兴和繁荣的生物医学行业提供重要支持。近年来，以色列一直被赞誉为“创业的国度”，
紧随其后的是一系列创业创新，其中包括许多生物医学领域的创新。我们诚邀您参加我们的
一年制课程和短期高管课程。这些课程专为来自中国并在医疗领域拥有相关经验，或有兴趣
建立、支持或管理一家创业型生物医学公司的医学院学生和高管人员设计。课程适合来自医
疗保健系统、医疗设备企业、制药公司的相关人员，以及对生物医学创新感兴趣的高科技人
士、工业企业家、研究人员、投资者、顾问和律师。

          目      标

       完成本课程后，学员将能够：
1. 学习如何培养生物医学理念，包括制定商业策略
2. 学习如何保护生物医学创新
3. 获得关于如何找到并资助创新计划，或在大规模组织内管理该计划的知识
4. 体验概念转化为产品的优化快速发展
5. 学习如何将创新计划推销给不同的支持者（合作伙伴和客户） 

          课程作业

      每个课程日将包含一个案例和 / 或阅读作业，以整合并突出所涵盖的资料。     



          暂定课题 *

- 战略和医疗保健领域全景
- 全球私营和公共卫生部门（结构、运营、政策、伦理和规章） 
- 改变传统医疗保健的数字健康模型 
- 企业架构事务
- 知识产权（包括专利、许可）
- 生物医学监管流程
- 信息管理和隐私
- 快速设计、原型、生产和商业化
- 用于设备、药物和信息技术的动物和临床试验
- 数据分析（统计分析和管理推论）
- 财务和管理会计（如预算、报告、预测、分析财务新闻）
- 融资和估值问题（项目评估、决策制定、证券和资产估值）
- 战略销售、营销和业务开发（分析、规划、实施和管理）
- 管理创业公司和大型组织中的创新
- 准备和更新投资者的推销和商业计划
课程将结合讲座、真实案例和客座演讲，以促进学员对课题相关性和复杂性的理解，同时提
供实用的工具来解决这些课题。
* 具体主题视实际情况而定

         通讯和必读

      课程网站是向学员传达信息和资料的首要方式。在课程结束时，你应该定期浏览课程网
站，了解有关授课、作业和考试的信息。此外，在课程开始前，你将获得案例和阅读资料。

          推荐阅读

《从概念到华尔街：创业和风险资本完整指南》作者：Oren Fuerst 和 Uri Geiger，
Prentice Hall-FT Press --- 提供中文版
《生命科学的创新、商业化和创业》作者：James F. Jordan (CRC Press; 2014 年 )
生命科学的估值：实用指南第三版，2010 年版作者：Boris Bogdan 和 Ralph Villiger 
(Springer; 3rd ed.(2010)
《创业主手册——逐步建立伟大公司》作者：Steve Blank 和 Bob Dorf (K&S Ranch, 
2012)



Prof. Dan Shechtman（丹 • 谢德曼教授）
After completing his doctorate studies at the 

Technion in Haifa, Israel, Danny Shechtman 

was an NRC fellow at the Aerospace Research 

Laboratories of Wright Patterson AFB, Ohio, 

where he performed research for three years. 

In 1975 he joined the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Engineering at Technion where he is currently 

a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uring 1981-2004 

he was several times on Sabbatical at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 joint program with NBS-

NIST). During this period, he discovered by TEM 

the Icosahedral Phase which opened the new 

science of quasiperiodic crystals and performed 

会议演讲嘉宾（外方）

Dr. Oren Fuerst（奥伦 • 富尔斯特博士）
      Oren Fuerst 博士是一位顾问、连续创业者、投
资者、讲师和发明家，专注于生物医学项目。作为
Strategic Models/Fuerst Technologies (”战略模
型 / 富尔斯特科技”) 的董事长，这是一家总部位于
纽约的创意培训和咨询机构，他还是多家科技公司
的联合创始人。他曾是哥伦比亚商学院技术战略与
评估管理项目的发起人和联执主任，并曾在耶鲁大
学管理学院和耶鲁国际金融中心担任教员。他现在
是特拉维夫大学科勒管理学院生物医学创业项目的
负责人。他曾在《金融时报》等报纸上发表过多篇
学术论文和报刊文章，并与出版商出版了多本书，
包括普伦蒂斯 • 霍尔 (Prentice Hall) 等出版商。
     Fuerst 博士曾为许多私人和上市企业提供咨询服
务，包括战略、技术评估、估值和知识产权等。他
发明 ( 持有多项专利 ) 并与一些公司一起商业化了健

research on other subjects. As of 2004 he is also 

a Professor at MSE and Ames Lab, Iowa State 

University.  His current research efforts center 

on developing strong and ductile magnesium 

alloys for a variety of applications.  Shechtman 

is a member of several Academies, including 

the US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and 

the Israel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He is 

an Honorary Member of professional societies 

around the globe and was awarded many prizes 

including the Wolf Prize in Physics, the Gregori 

Aminoff Prize of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EMRS award and the Nobel 

Prize in Chemistry 2011. As of 1986 he teaches 

a Technological Entrepreneurship class at the 

Technion attended by hundreds of students 

every year.  By now the class was given to about 

10,000 engineers and scientists and over that 

period of time Israel has become a "startup 

Nation"

康技术，包括贝迪医疗 ( 纽约证券交易所 :BDX)。
Fuerst 博士也参与了许多非营利性组织，包括在谢
巴医学中心的美国朋友的董事会任职，并想象全球。
他是微软风险投资公司和以色列脑技术加速器的导
师。Fuerst 博士拥有哥伦比亚商学院博士学位。他
拥有特拉维夫大学 ( 均以优等成绩毕业 ) 会计和经济
学双学士学位。他还曾是以色列国防军的一个精英
技术部队的指挥官。
     他最近几年联合创立的健康公司：Medivizor，
是一家个性化的健康信息公司；Eco-Fusion，一家
专注于压力管理的数字化医药公司；Dario Health 
( 纳斯达克 :DRIO)，一家糖尿病护理公司 (Dario 医
疗设备的创造者 )；Circ MedTech，一家艾滋病
预防医疗器械公司 (PrePex 医疗设备的创造者 )；
Natural Shield， 一 家 专 注 于 糖 尿 病 和 脂 肪 肝 / 
NASH 的制药公司；MediRisk，基于医疗信息的自
动保险承销；MAGICALFA，一种用于治疗焦虑、抑
郁、多动症、高血压和帕金森症的健康和医疗设备；
Brain Profiler ，它是一种精神病学分析软件平台；
PlantyLight，是一种基于 Hoodya 的药物，用于治
疗 NASH / 脂肪肝以及 MAWI，一种医疗大麻产业
的信息服务。他还与人共同创立了 Tevel，这是一个
专注于与以色列相关的科技公司的全球投资者网络。



Tamar Moyal, Owner of TM Clinical 
Training Solutions.
TM Clinical Training Solutions provides 
clinical training services to the medical 
device industry, training the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and clinically educating the 
commercial teams. 
Tamar Moyal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the 
clinical training field. She has established 
training departments and written training 
materials for a variety of medical device 
companies.
She is also consulting to startup companies 
on the following subjects: Training manuals, 
training tools, clinical trials I.F.U, surgical 
technique and more.
Tamar is graduated from Technion - 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Sc in Electronical 
engineering, sub- specialty in Micro-
computing

Dr. Shai Feinsod
Shai Feinsod is a seasoned Healthcare 
executive with vast experience in Executive 
Management, Product Conceptualization, 
Product Management, Patient Safety, Clinical 
Risk Reduction, 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Operations, High Level Sales, 
Marketing, and In-Depth Knowledge of the 
US Hospital Healthcare Market.
Shai recently joined SNSOR (formerly 
Hisense, Ltd) as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to bring his experience and passion for 
advanced healthcare technology towards 
SNSOR’s goal of saving lives and improving 
human health.
In the past Shai served as CEO of NavonTech 
(acquired by SNSOR) which specializes in 
diabetes care, Med Bright Medical Solutions, 
specializing in sensor based vital signs 
monitoring, and Healthcare Strategies, a 
boutique consulting company. In addition, 
Shai served in various VP roles in PeriGen, an 
Israeli-American company utilizing advanced 
algorithms to reduce clinical errors in labor 
and delivery units.
Shai is a graduate of the Tel Aviv school of 
medicine, and a Major in the Israeli Medical 
Corps reserves.

Ziv Tamir, CEO, InternationalZiv Tamir 
is a private entrepreneur that has more 
than 2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sales and 
marketing of medical devices, specializing 
in the surgery field. Formerly he served as 
a senior Sales and Marketing Manager in 
Neopharm Medical Supplies and in Tzamal 
Jakobsohn, two leading distributors of major 
corporations in Israel. Ziv has an extensive 
background in surgeon's training programs 
in prominent centers around the US and in 
Europe and a vast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n  s t r a teg i c  ana l y s i s ,  p l ann 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Zdev Medical 
Ltd. has established the following startup 

companies:
• Surgical Structure Ltd - laparoscopic 
mesh deployment device for the treatment 
of ventral hernia.
• MST - Image Guided Laparoscope 
Manipulator system for the laparoscopy 
market
• A r tack-  A r t i cu l a ted  motor i zed 
laparoscopic fixation device for the treatment 
of ventral hernia.
• Mininvasive Ltd. -Arthroscopic tool for 
rotator cuff repair
• Human Extensions - The super smart 
operating system for the multi bilion  MIS 
market.



鲁薪安博士
2015 年清华大学博士毕业，从事肿瘤生物学
研究，是北京艺妙神州医疗科技的创始人之
一，目前担任公司 CTO。

会议演讲嘉宾（中方）

董家鸿教授
    董家鸿，中国工程院院士，医学博士，清华大
学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北京清华长庚
医院首任执行院长，清华大学精准医学研究院院
长，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院长。
     董家鸿教授是国际著名肝胆外科专家和肝脏移

植专家，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精准外科”新理念，
创立了精准肝胆外科范式，提高了肝脏肿瘤、胆
道肿瘤、肝胆管结石症、肝内胆管扩张症、终末
期肝胆病等复杂肝胆病的外科治疗效果和应用，
惠及数千万肝胆病患。这一理念已被广泛应用于
胰腺外科、神经外科、脊柱外科、整形外科、介
入治疗科等诸多临床专科领域，促进了当代外科
理念和范式的革新。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 87 篇，
主持制订 11 部行业指南。主编出版专著 5 部。
主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项目 16 项；以第一完
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和省部级一等奖
3 项，以合作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
鉴于其对当代外科发展的引领性贡献，法国国家
外科科学院、美国外科学会和欧洲外科学会同时
授予他外籍院士或荣誉会士。

李卓
2015 年本科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
信工程。2018 年将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集成
电路工程。他主要研究手术导航方法，也是
Pinpoint 肺癌手术机器人的创始人。



毛东辉
清华 x-lab（清华大学创意创新创业教育平台）
主任（2013 ～至今）
主要负责 x-lab 的战略发展、平台运营、团
队建设、项目培育指导等工作，熟悉清华大

姚建清博士
（1985 BEng, 1990 PhD, 2005 MBA），英
国机械工程师协会会刊 " 医学工程 " 副主编。
1986-1990 英国 Leeds 大学机械工程（关
节摩擦学）博士研究生。1990-1998 任英国
Leeds 大学和 Durham 大学博士后研究员 /
资深研究员。1998-2003 任全球最大人工关
节公司捷迈全球研发中心资深工程师。2003-
2010 创办捷迈公司全球骨科生物技术研发
部并任高级总监，2010-2013 创办捷迈公司
亚太区研发中心并任首任高级总监。2013-
2014 任北京中法派尔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研

发副总裁，2014-2016 任上海科太迈迪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CEO 兼任研发副总
裁，2016- 至今任苏州法兰克曼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研发质量副总裁（负责 RD/QA/RA/
CA/IP）及管理者代表。具有 31 年的医疗器
械研发经验（1986-2017）（12 年欧洲、12
年美国、7 年亚太区），横跨骨科（人工关节
/ 运动医学 / 生物技术 / 生物材料 / 组织工程
/ 关节炎病理）和外科（手术吻合器 / 微创手
术器械等）两大领域。获捷迈公司第一个全
球创新奖，发明并产业化 DeNovo® NT 软
骨修复技术（此技术目前在美国临床广泛应
用）。领导各类医疗器械（一类如骨科工具，
二类如吻合器，三类如人工关节）的设计开
发和生物技术研发 ( 组织工程 , 基因工程 , 同
种异体移植 , 干细胞 )。实行三大研发领域系
统管理（新产品开发 , 现有产品维护，生产技
术支持）。建立研发团队及因地制宜的全球
研发体系（欧洲，美国，亚太区），应用于
新兴市场及成熟市场的产品研发。

学在创新创业方面的相关资源，在初创项目
的成长、商业模式、项目投融资、国际合作
等方面有多年的经验和人脉积累。
毛东辉曾任清华经管学院 MBA 教育中心常
务副主任（2006 ～ 2012）、职业发展中心
主 任（2003 ～ 2005）。 此 前， 在 外 企 和
海外工作十余年，主要从事合资企业创办、
项目投融资、运营管理、孵化器建设等工
作，在商业企业的管理和运营、投融资实务
和个人职业发展与规划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生物系’1987，
硕士毕业于美国雷鸟全球管理学院（MIM，
Thunderbird）’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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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 研发 • 交付
     Aran 是以色列领先的产品设计开发公司，是在塑料行业为全球设备和原料供应商服务的
独家代理。公司成立于 1982 年，已公开上市，为当今最有前景的行业提供全套产品开发和
生产服务。
      在利于人才发展和通力合作的工作环境下，Aran 公司多元化的专家团队结合全新、精
益和多学科的项目开发和管理方法，成功地交付了质量卓越的产品，同时降低了成本和开发
风险，缩短了产品进入市场的时间。
专业领域
       Aran 主要经营四大垂直领域：医疗器械、国防与国土安全、水技术以及消费与工业。
严格遵守 ISO 13485:2016 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指南，Aran 为客户提供全面的
产品开发服务，从产品起步到产品市场投放，包括 :
◎  机械工程                                                           ◎  注塑模具设计和生产
◎  电气工程——硬件设计、固件设计、软件设计      ◎  原型设计和建模
◎  工业设计                                                           ◎  系列生产及组装服务
◎  实验室和七级洁净室 

Aran 医疗——初创企业
认识到我们专家团队创业精神的巨大价值和他们对临床需求的了解，Aran 发起了对旗下医
疗初创企业的投资，投资对象主要为专攻心血管、微创手术和内窥镜的初创企业。利用其技
术、资源和精益的产品开发方法，Aran 形成了领先的高效研发流程，加速产品推向市场。

Aran 医疗取得的卓越成就包括：
◎  世界首例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TAVR）, 2004 年由 Edwards Lifesciences 收购。
◎  用于外周血管成形术的再入导管系统技术 , 2010 年由 Boston Scientific 收购。
◎  用于外周血管成形术的一系列设备 , 2013 年由 Spectranetics 收购。

Aran 医疗孵化出来的公司正在开发若干技术，包括：
◎  Woodpecker – 粥样斑块切除术：使用一次性全机械设备碎裂严重钙化的外周完全闭塞
病变。
◎  Goback– 使用容易操作的小直径交叉 / 再入导管装置进行膝下血管成形术。
◎  Aran 医疗团队正在评估另外三项用于心血管和微创手术的技术，考虑剥离成立新公司。

    Aran 现有 160 多名员工，在项目交付方面取得出色成绩，是以色列最大的设计公司，拥
有 70 多项专利，已获得 14 项国际设计大奖，成立了四家医疗设备风投子公司。

     从创新到交付，Aran 是将产品推向市场的一站式产品开发合作伙伴，品质值得信赖！



 

疝网固定器械领域的顶尖机器人 
  
 
      
  
  
 
 
 
 
 
 
 
 
 
 
 
 
 
 
 
 
 
 
 
 
 
 
 
 
 
 
 
 
 
 
 

公司 – 

ArTack Medical创 立于 2013

年。基于自身的专利技术，公

司为数十亿美元的微创手术市

场开发各种工具。公司的首款

产品eTack是一种基于疝修补

手术中固定网具的革新性机动

的铰接式钉合器。目前已从私

人投资家、风险投资机构以及

首席科学家办公室募集超多

150万美元的资金，有能力实

现如下数个里程碑： 

 已成功完成动物以及人类尸体

实验的完全开发的初代设备。 

 在如下发行地建立强大的知识

产权组合：以色列、中国、日

本、欧洲、美国、香港以及澳

大利亚。 

 与 香 港 的 一 家 上 市 公 司

Vincent Medical合作。 

团队 – 

李曙光, CEO。在医疗企业商业

化初期阶段的研发和管理方面拥

有17年的经验。 

 
Ziv Tamir, BD。微创外科领域
内5家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其中

包括2010年出售给Bard的Surgical 

Structures。 

 
Amir Szold博士。腹腔镜外科医
生，C&M 顾问。腹腔镜手术领域

的关键意见领袖（ KOL）、主

席、EAES（欧洲内镜外科协会）

技术委员会委员、SMIT（国际医

疗创新和技术协会）前总裁 

 

 

疝气被认为是腹部手术中最为普遍的。  

由于以下问题，现在可用的设备无法提供最佳治疗质量： 
 

 无法从当前套针位置接入网具。为了完成修复，外科医生必须至少插入一个额外的

套针。 

 外科医生经常必须采取折中方法，插入并不与器官组织垂直的缝合钉。 

 每个钉合器仅限于一种类型的锚 

eTack –  
ArTack 的 eTack™ 是一款革命性的机动的腹

腔镜 固定设备，其包含： 

一个“内联”电动手柄 ()，手术单次使用以

及未来重复使用。 

一个完全一次性轴 () （铰接式 或直线式 

），根据手术需求选择。 

 
 
 

 
 

主要特性和优势 –  

eTack 简化并提高了钉合手术的微创性，并降低了风险和成本： 

 铰接臂可以完全控制钉桶角度（1800-800）=> 更好的接入和增强的灵活性。 

 电机驱动机制提供了系统驱动的精准控制 => 促进并改善了锚的插入；提供一致且

可重复的操作。 

 兼容穿刺和螺旋锚以及可吸收和不可吸收的钉 => 提高灵活性。 

 人体工学设计 => 不同大小的手掌以及困难的角度均可轻松使用。 

 减少套针/步骤 => 减少住院费用；缩小创口并降低患者风险。 

 兼容腹腔镜和开腹手术技巧。 

目标市场 –  

2019年预计疝修补市场总额将达到59亿美元，2013至2019年的复合年增长率将达

7.5%。以每例腹腔镜手术预计平均收入500美元计算，eTack的全球潜在市场总额超

过10亿美元。 

进入市场策略 –  

最初商业化单次使用设备，接下来是可更换一次性轴的重复使用手柄。 

需求投资 –  

ArTack Medical 在2017-2018年期间正寻求300万美元的投资用于： (1) 全球范围内商

业化eTack (2) 开发第二代设备以及 (3) 开发设备的机器人接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址： www.artack-medical.com 地址：Alon Ha’Tavor 20, Caesarea, Israel（以色列） 

联系人：Shahar Peled, CEO 手机：972-54-2234082 电邮： shahar@artack-medical.com 

以色列医学创新项目



Copyright © 2018 – Confidential & 
Proprietary

Copyright © 2018 – Confidential & Proprietary

Universal Remote Health Observation IoMT Platform

ATLASense – Improved patient outcomes
Most sufferers from Chronic Diseases and Conditions 
live in fear of the next “episode” of pain, loss of 
consciousness or worse.  An easy to use, accurate 
remote triage and deterioration monitoring solution 
helps them avoid the problem.  Equally important, it 
provides the doctor long term diagnostic information, a 
key to effective diagnosis/treatment:  medications can 
be adjusted, behaviors changed, and discomfort 
reduced

ATLASense – Addressing large health issues
The PolyMonitorTM enables immediate application for  
care in leading causes of death and injury.  Market size 
estimates – people and remote monitor spend:  

Condition (USA only)
People 
(millions)

Spend 
($B)

BP/Cardiac monitoring 365 3.585
Fall Injuries (incidents) 300 7.785
COPD 16 1.8S
Stress-Related (incidents) 350 5.8
Sleep Disorders 40 1.15

ATLASense – Universal Diagnostic Platform

Contact: Tal Or   Mail Address: P.O.B. 16187, Tel-Aviv 6116101 Israel.  tal.or@atlasensebiomed.com, +972-54-770-6688 www.atlasensebiomed.com

Applying 40 years of sensor/algorithm  
expertise, ATLASense has created a credit card 
sized device, which captures a wide range of 
biometric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t instantly to 
provide accurate diagnostic information on a 
broad range of life-affecting conditions.  
Coupled with a simple to use, smartphone 
interface, the ATLASense platform can be 
configured in seconds to measure one or more 
parameters, keeping  track of data for weeks, 
and generating alerts instantly if the user’s 
condition deteriorates.

Hundreds of different remote medical diagnostic technology at home and in the clinic, are used for a variety of 
conditions.   Real time information is vital to making decisions, both for the individual and the doctor. Today’s 
monitoring systems are expensive, uncomfortable and difficult to manage.  Each condition has its own device, its own 
screens.  ATLASense technology has replaced this proliferation of devices with a comprehensive 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 platform based on one small, simple, accurate device, linked to a smartphone app and to medical services 
providers.  It delivers accurate, immediate results.

Detects, Predicts, Prevents –> Saves lives



Company
Privately held medical device 
company founded in 2011

Products
Dreal™ Spinal Decompression 
System (pre-launched)

Dreal™ Joints Arthroscopy System 
(pipeline)

Markets
Spinal decompression (1.5M
procedures; $1B projected revenue) 

Joint arthroscopy (4M procedures; 
$1B projected revenue)  

Regulatory
FDA 510(k) cleared

CE Marked

KFDA (Korea)

ANVISA (Brazil)

IP
Proprietary technology 

1 US patent granted, 3 pending

Clinical Experience
Hundreds of documented cases
from independent surgeons

Commercial Maturity
Pre- launched in US and EU

US Commercial launch: Q2 2017

Renowned KOLs from leading
clinical centers in the US

The major common challenge in surgical procedures involving the need to remove 
bone is the excessive removal of surrounding healthy tissue due to access difficulties, 
especially when working in extremely close proximity to sensitive anatomies such as 
nerves and blood vessels.

Rising to this challenge, Carevature has developed a range of curved and powered 
surgical systems for efficient and targeted removal of bone in Spine Surgery and 
Joint Arthroscopy. These two markets alone exceed 5.5M procedures annually, 
potentially yielding $2B in revenue for Carevature.

Carevature’s flagship product, Dreal™ Spinal Decompression System, is currently
marketed in the US and EU in a targeted pre-launch phase, with over 330 clinical 
cases performed so far.

Over 8M people in the US suffer from degenerative spine conditions such as Spinal 
Stenosis Syndrome and Degenerative Disc Disease, causing them severe back and 
limb pain due to pinching of the spinal nerves. When conservative treatments cease 
to relieve pain and neurological deficiencies appear, Decompression Surgery 
becomes the only viable option, involving the need for bone removal.

Around 800,000 Spinal Decompression Surgeries are performed annually in the US,
with aggregated hospital costs of $55B growing at a 5% annual rate, representing a
$0.6B accessible market for Carevature.

Current tools available for Spinal Decompression Surgeries (either open or MIS) 
present surgical access challenges and involve excessive removal of healthy tissue, 
causing more trauma to patients and increasing surgical costs. 

Carevature Dreal™ is the first and only curved & powered, single use decompression 
system efficient enough to handle bony tissue and precise enough to work safely 
around sensitive spinal anatomy.

The result is better access for the surgeon and less trauma for the patient, yielding 
together a great advantage for the healthcare system.

Curved & Powered Surgical Bone Removal Systems
Better Access. Preserved Tissue. Less Trauma.

Company HighlightsSurgical Challenges in Bone Removal

Bone Removal in Spinal Decompression Surgery

Improving Outcomes for Surgeons, Patients and P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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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团队
Arie Goldlust 博⼠士
Anna Tendstam ⼥女女⼠士
Itay Itzhaky 先⽣生

⼯工业
⾏行行业：医疗器器械
细分：再⽣生医学
医疗领域：医疗美容及整形外科

技术
GLYMATRIX®- 糖基
交联，⾼高品质，I 型胶原蛋⽩白

战略略
利利⽤用已开发产品
及技术原型产品
实现全系列列
GLYMATRIX® 植⼊入物的商业化，
以⽤用于医疗美容、整形外科和先进创伤护
理理的再⽣生市场。

现状
基于已验证技术的产品开发

融资⽬目标
1500 万美元

资⾦金金⽤用途
⽣生产、研发及销售

联系⽅方式
Itay Itzhaky 先⽣生
电话：+972-52-673-4448
电⼦子邮箱：itay@datumbiotech.com

公司简介

Datum Aesthetics and Biosurgery 成⽴立于 2018 年年，旨在实现医疗美容、
整形外科及先进创伤护理理领域全系列列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

GLYMATRIX® 技术
Datum 的技术 (GLYMATRIX®) 基于超过 25 年年的研究、开发、⽣生产及销
售经验。该技术源于 Colbar LifeSciences，随后在⽛牙科及医疗美容领域得
到了了商业化发展。⽬目前，已有超过 550000 例例⼿手术使⽤用了了基于
GLYMATRIX® 技术的产品，这些产品表现出卓越的疗效及安全性。
GLYMATRIX® 技术是⼀一项可控并且可预测的技术，可⽣生产出具有最佳⽣生
物耐久性、优异⽣生物相容性、卓越组织提拉性及再⽣生性的胶原蛋⽩白基质。
Colbar LifeScience 于 2006 年年被强⽣生以⼤大约 1.7 亿美元收购，⽽而后在
2010 年年由于战略略考虑被剥离。最近，Datum 收购了了 GLYMATRIX® 技术
及 Colbar 的其他所有知识产权。纵观其存续历史 (1997-2010)，Colbar 在
GLYMATRIX® 技术及其产品开发中累积投资了了约 6000 万美元。

产品特⾊色
公司的投资组合基于已开发或商业化的医疗美容领域或其他领域的产品及
技术原型。本投资组合由 510k（短期市盈率）及 PMA 产品（⻓长期市盈率）
组成。
将开发三条产品线：

¥ ⽤用于深层、精密操作的胶原蛋⽩白可注射⽪皮肤填充剂。采⽤用基于
Colbar 的 EVOLENCE® 和 EVOLENCE® BREEZE 的新型配⽅方。

¥ ⽤用于⾯面部护理理及⾯面部抛光效果的胶原蛋⽩白护理理套装。
¥ ⽤用于隆隆⿐鼻和硬脑膜成形术的胶原蛋⽩白⽀支架。

⽬目标市场
Datum Aesthetics 主要⾯面向医疗美容和整形外科三⼤大市场：

1. ⾯面部及除皱注射剂。
20 亿美元的市场，⾼高达 10%的强劲年年增⻓长率。2016 年年销售量量超过
1000 万件。

2. ⾯面部强化市场（例例如隆隆⿐鼻），世界范围内有超过 150 万例例⼿手术，市
场规模 10 亿美元。

3. ⾯面部护理理套装，2017 年年销售量量超过 100 万套。

融资
⽬目前，Datum 正在寻求约 1500 万美元的融资，⽤用于⽣生产、研发及市场活
动。

2018 年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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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	Clinically	validated	stress	algorithm	and	personalized	breathing	program

• Significant	>20%	stress	level	reduction	within	3	minutes	(for	initial	stress above	50%)

• We	ran	two	clinical	trials	to	validate	our	stress	measurement	and	relief solution	and	are	
running additional	trials	to	treat	various	disorders	including	diabetes,	IBS,	migraines,	
anxiety,	cancer	treatment	and	ED.	Pilot	trials	are	done	in	leading	medical	institutions	such	
as	Mt.	Sinai	NY,	NYU,	and	Stony	Brook.

• In	a	clinical	study,	Type	II	diabetic	patients	were	able	to	reduce	their	blood	sugar	level	by	
a	signifciant	18%	,	or	~2	points	in	the	A1C	test,	within	8	weeks.

• Named	Best	App	of	the	Year	by	Doctors2.0	and	one	of	4	things	to	be	thankful	for	this	
thanksgiving	2015	by	Forbes

Oren	Fuerst,	PhD.	Founder	/Chairman/CEO
Co-founder	of	five	medical	companies	and	

former	Columbia	&	Yale	Business	Schools	
faculty.

We	market	to	health	organizations	such	as	clinics,	Health	Insurance	and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at	price	points	of	$20/user	per	month.		Our	product	is	ready	to	be	deployed	
with	no	required	integration.	

We’re	now	raising	up	to	$1M	before	public	listing	of	our	shares	in	the	US.	This	round	will	enable	us	a	
US	public	listing	and		to	ramp-up	commercialization	of	our	Stress	Management	and	Disease	
Management	platforms.

• 100	million	Americans	suffer	from	stress	and	65%	of	doctor’s	office	visit	are	attributed	
to	stress.	Untreated	stress	is	a	major	contributor	to	many	chronic	diseases	and	its	total	
economic	cost	is	$190bn	per	year	in	the	US	alone.	Besides	its	role	in	prevention	of	
diseases,	stress	management	is	also	important	in	disease	management.	For	example,	
50%	of	diabetic	patients	are	with	high	blood	sugar	in	spite	of	medications	and	our	
solution	can	balance	them.

• Populations	suffering	from	Diabetes,		Obesity,	Anxiety	&		Cardiovascular	Disease	can	
greatly	benefit	from	stress	reduction.		Yet	there	is	currently no	validated	way	to	
accurately	measure	stress without	a	lab exam.	

• Known	treatments	like	Yoga	&	Meditation	suffer	from	low	adoption	&	high	dropout	
rates,	and	above	all,	lack	of	ability	to	quantify	stress	and	its	reduction.

Personalized	Digital	Medicine delivered	through	the	smartphone

Abraham	Carmeli,	COO
Seasoned		executive,	former	CEO	of	Saga	

with	over	25	years	experience	managing	
technology	companies.	

Prof.	Steven	Kaplan,	Medical	Director
World	renown	physician	with	over	950	

publications,	Professor	&	Chair	of		Non-
Malignant	Urology	at	Mount	Sinai.	 Co-
founder	Medidata Solutions	(NADAQ:MDSO).

Prof.	Achi	Ludomirsky,		Cardiologist
Professor	&	Chief	Pediatric	Cardiology	at	

NYU	Langone Medical		Center

Prof.	Pierre	Singer,	Emergency	Medicine	
Chairman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Clinical	

Nutrition	&	Metabolism.	Chairman	of	
Emergency	Medicine	at	Rabin	M.	Center

Advisors	(partial	list)

Management	Team
Challenges	We	Solve

Our	Technology	&	Solution

Pricing	Model

Our	Impact

What	we	do

Prof.	Giora Weisz,	Cardiologist
Chairman	of	Cardiology	at	Shaare Zedek

Medical	Center	in	Jerusalem,	Israel;	Director	
of	the	Cardiovascular	Research	Foundation	
(CRF)

www.eco-fusion.com A.D	.Gordon	13	Herzliya	Israel	and	372	CPW	New	York,	NY. Contact:	Dr.	Oren	Fuerst,	oren@eco-fusion.com

http://tinyurl.com/hjjsuxs

https://vimeo.com/139375861

Video	Clips	

• A	mobile	app	that		accurately	measures	stress	in	1	
minute,	and	provides	the	most	effective	
personalized	treatment	to	rapidly	reduce	stress.	
Our	stress	signal	was	shown	in	a	clinical	trial	to	be	
93%	correlated	with	Saliva	Cortisol,	the	gold	
standard	lab	test	for	stress.

• The	app	turns	the	phone’s	camera	into	a	medical	
sensor	that	reads	breathing	patterns	and	Heart	
Rate	Variability	(HRV)	signals	from	the	user’s	
finger	and	uses	patent-pending	algorithms	to	
personalize	its	stress	treatment.	Data	can	be	
shared	with	medical	providers	via	a	remote	
dashboard.

Developing	Personalized	Digital	
Medicines	(PDM).	The	first	
therapy	is	addressing	Diabetes,	
using		a	unique	clinically	validated	
mobile	app	that	reduces	stress	
and	sugar	level.

Raised
$2M

Raising
$10M

• Place	finger	on	camera	lens
• App	reads	biometric	data	from	

finger	to	estimate	stress	level
• App	builds	a	personalized	

interactive	exercise	based	on	
biometric	data

• User	performs	exercise	to	
immediately		reduce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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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声明：

我们致力于在不干扰人们生活方式的前提下保障个人健康。因此我们推出了舒适、智能的数码外衣产
品，通过提供医用级生命体征数据实现持续远程监测与警报。

需求：

大部分人希望在确保自身健康状况的同时，免于承担医疗检查带来的“痛苦”或任何生活方式的影。
这些需求之间存在矛盾，因而导致多数致死事件或生活品质降低事件的发现时间滞后，而此时再进行
治疗不仅有效性较低，费用也更高。从全球范围来看，造成此类事件的第一大生命威胁因素与心脏相
关。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心脏健康监测系统。这种系统不仅要能够持续、远程地检查个人健康状况，
重点检查与心脏相关的可能导致生活方式发生明显转变/受到严重限制的多种健康风险，还能够尽早提
供必要的警报，而所有这些功能的实现都不会对生活方式造成显著影响，同时能够确保可靠性和准确
性。我们之所以需要这样的系统，主要目标是为了确保患者能够在有潜在危险的健康状况出现之前，
一直过正常的生活。就此而言，最强烈的需求是帮助已经历过初级心脏事件的人群，因为他们中有 
33% 需要在数月内一再住院治疗。终极需求是降低与心脏相关的死亡率、降低治疗成本（通过实现早
期检测）、改善风险人群的生活品质，让用户能够放心、安心。

团队：

Israel Schreiber，CEO，经验最丰富的医疗器械领导者之一，深谙美国、中国、欧盟、日本和韩国市
场，现与董事长 Yoram Romem 博士一同掌管公司。Yoram Romem 博士是一位在国际舞台及 AI 专业领
域具备丰富经验的高科技管理人员。
Gary Sagiv 博士，CCO 兼 EVP，具备面向全球实现医疗器械商业化的成功经验；David Hasdai 教授，
医疗总监，Beilinson 医疗中心心脏病特别照护科主任；Amos Shattner，总监兼 CFO，领先纺织技术
及全球高科技公司经理人，具备丰富的行业经验。

现任科学委员会 – 汇集了众多出色的科学家和医师：
Aaron Ciechanover 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自以色列理工学院
Chaim Lotan 教授，心脏科主任，来自 Hadassah Medical Center
Nissim Garti 教授，104 项专利获得者，来自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应用化学系
Ron Naaman 教授，魏茨曼科学研究学院化学物理系纳米管技术研究者
Judith Rishpon 教授，特拉维夫大学生物技术与生物传感器研究者
Yechezkel Sidi 教授，希巴医疗中心内科主任
Jacob Glazer 教授，特拉维夫大学健康经济学系主任 

商业模式：

该产品将以 B2B 模式出售给服务提供方，比如医院、短期及长期照护中心等。公司会引入一种创新型 
B2C 模式：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购买产品，然后通过当地实体（药房、居家照护服务组织）获取相应
服务，也可以选择通过类似于优步 (UBER) 打车的模式向全天候在线的心脏病学家获取服务。用户按
月支付费用，而这些费用往往可通过医疗保险报销。

市场与竞争：

就美国而言，每年有近 500 万以上的患者需要住院治疗，3 个月内需要再次住院治疗的患者为 150 。
由此产生的花费在 2,400 亿美元以上。另外，人们因心脏问题而就诊的次数超过 900 万，其中有 10% 
为首次事件。从中国来看，每年有 350 万人死于与心脏相关的事件；33% 的存活者会在 9 个月内再度
突发心脏病；风险人群的数量为 2.5 亿。不同于同时支持诊断和积极干预的侵入型设备，Master 
Caution® 是一款非侵入型设备，易于使用，因此是在采取更激进解决方案之前可无忧选择的“第一项
措施”。再者，以健身为目的的商用可穿戴设备或覆盖率有限（仅 1-5 导联）的远程医疗服务需要用
户主动配合并调整生活方式，但 Master Caution® 系统与之不同，它可提供独立、被动、医用级监测
支持，而不会影响用户的日常行为。

技术与产品：

Master Caution® 系统是一款持续、无缝型健康监测与警报系统。该系统的设计基于独特的、已获专
利的可穿戴智能外衣技术，以及专有的嵌入式纺织传感器；该系统的命令与控制单元能够持续分析传
感器输出信息，并确定是否要发出警报。系统可通过个人设备或部署在云端的全天候远程监测服务发
送此类警报。本系统可检测的主要事件为：心律失常、缺血和急性心肌梗塞。系统使用多种传感器，
包括医用级 12-15 导联 ECG 及其他。我们的产品主要针对与心脏及呼吸系统相关的事件，而这些事件
往往会导致生活品质降低。对此，如能进行早期干预，结果可能会大不相同。借助高级自适应算法，
我们能够实现自动动态个性化，并在提升警报准确度的同时，保持非常低的误报率。Master Caution® 
数码外衣的设计宗旨是让用户能够舒适地长时间穿着。该产品不仅提供多种男女款式，还可机洗，并
配备了续航时间长达 24-72 小时的充电电池。

健康生活每一天。

行业：

可穿戴医疗设备

智能服装

远程医疗

移动医疗、电子医疗

市场规模：

美国              120 亿美元

全球              480 亿美元

企业成立时间：

2010 年 8 月

知识产权：

已授权/获准 19 项专利

20 项专利正在申请中

已通过 FDA 510(k) 许可

已获得 CE 批准

当前阶段：

临床试验：以色列、爱尔兰

已计划临床研究：

美国开始向合作伙伴销售产品：

美国测试机构   2018 年第 1 季度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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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站

在医院使用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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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

在家使用

医生

在诊所使用

程监控中心

移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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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Ultrasound is a dynamic real-time examination and very much operator 
dependent. Ultrasound was originally developed to be used by radiologists, 
but nowadays majority of ultrasound scans are done by technicians and 
only then reviewed by radiologists. This does not allow the radiologist to 
view and analyze the recorded exam in real-time, as originally intended. 
The radiologist totally relies on the technician scan, which may lead to 
insufficient diagnosis. iNNOGING's technology will allow the radiologists to 
view and analyze the recorded ultrasound scans as if taken by themselves 
and to improve diagnosis.

THE NEED 
Following an ultrasound scan by the technician, the doctor needs to provide 
his diagnosis, but is limited in:

• Viewing the recorded exam (he can only see images or video clips). 
• Navigating within the ultrasound exam.
• Time to analyze each exam.

Therefore, doctors must rely on the technicians' skills and data quality. 
It becomes crucial when the recorded exam doesn’t contain sufficient 
information to complete the diagnosis. This might lead to errors, or inviting 
the patient to be re-scanned (this time by a doctor), or sending the patient 
to an unsafe and expensive exams (CT or MRI). iNNOGING's mission is to 
provide the doctor an easy and fast tool to view remotely an ultrasound 
exam, as if he was next to the patient.

In addition to the Ultrasound analyzer, iNNOGING develops an ultrasound 
simulator.
Students cannot practice on real patients, hence various companies 
developed costly ultrasound simulators for in university usage only. Thus, 
technicians, medicine students and doctors cannot practice at home, like 
with any other medical text book. iNNOGING simulator will allow to simulate 
real patient ultrasound diagnostics from anywhere.

THE MARKET
Ultrasound is a very common imaging tool, it is fast, safe, convenient and 
relatively not expensive. Therefore the market is growing rapidly. 

iNNOGING has developed an affordable device to be used with a standard 
computer from anywhere.

The solution allows the doctor to view and analyze the 
recorded ultrasound exams like being next to the 

patient and for students to practice ultrasound 
scenarios.

iNNOGING's solution includes designated 
transducer/probe, touch pad and SaaS based 
software.

View our demo here:  

Link1 and Link2

ONE TECHNOLOGY – TWO PRODUCTS – ONE FOCUS

ADI BARUCH, CEO

 +972-54-541-6000

adi@innoging.com 

www.innoging.com 

Alfa prototype has been 
developed and tested

STAG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atent Pending (PCT): USA 
and Europe

KEY PERSONNEL

ADVISORY BOARD

Adi Baruch, CEO
17 years of experience in the 
healthcare business in which 
12 years of specialization 
as executive manage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including corporates and 
startups companies.

Yehiel Polatov, EVP and B.D.
Ex-8200 commander, with 
17 years of experi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including 
8 years in the Ultrasound 
Simulation market, as VP BD, 
and in other senior positions 
in the video processing 
industry.

Dr. Nir Shwalb
INVENTOR & CTO
Ph.D. in Robotics and Mechanical 
Engineering from the Technion 
Insitute. 
Doctoral Thesis: Configuration 
Spaces For Parallel Mechanisms. 
Co-Head the Kinematics and 
Computational Geometry
Lab in Ariel University. Holds
BSc in Mathematics, wrote
31 scientific article as well as
registered 9 patents.

Eliad Moshe, VP R&D, 
8 years of combined experience 
in software, hardware and 
robotics development in the 
medical, pharma and military 
spaces.

Prof. Ada Kessler, 
Head of Advisory Board and 
Chief Medical Advisor.  Director 
of the Ultrasound division, 
Radiology Department, Ichilov-
Souraski Medical Center, Tel 
Aviv, Israel. Active memberships: 
Israeli Radiological Association.
Israeli Society of Ultrasound in 
medicine. 
EFSUM - European Federation 
of Societies for Ultrasound in 
medicine and Biology 
SRU - American Society of 
Radiologist in Ultrasound 

$30M

$1.2B 

106M SCANS 
(out of 125M)

CAGR 15.2% 
simulator

market value

market value

u.s.a potential

ultrasound analysis

THE PRODUCT

ultrasound

INNOGING 的使命是进行超声扫描记录的远程查看和分析
如同就在病人身边那样 



InSense  
 
 
 
 

• No sampling deficiencies and errors 
• No arterial puncture risks 
• No blood-borne and catheter-related infections 
• No anemia and need for repetitive blood transfusion 
• Reduces hospital stays and staff workload substantially 

 

InSense technology addresses the “Holy Grail” of patient monitoring and is 
capable of detecting, analyzing and diagnosing early clinical deteriorations 
and thereby improving critically ill patient care in Intensive Care Units (ICU’s) 
and Operating Rooms (OR’s). 
 

The Need – ABG testing is the most commonly performed test in ICU’s (500 million tests per year) and OR’s.  Hospital 
staff uses syringes to draw blood from patients, manually prepare and insert the sample into ABG Analyzers. Exhausted 
staff and risk of anemia limit frequency of patient monitoring.  ABG values may change rapidly and unexpectedly affecting 
mostly sedated or unstable patients with conditions such as sepsis, acute respiratory or metabolic distress or trauma.  
 

The Solution – InSense technology superior systems can integrate into Point of Care (PoC) monitors. We provide a 
solution for a continuous, closed blood-free, PoC ABG sampling, analyzing and diagnostics system that is safe and efficient. 
Real-time detection, early diagnosis and customized notification algorithms facilitate quick decision making, targeted 
therapy, treatment monitoring and prevent long-term medical complications. 
 

Target Market 
• Hospitals : ICU’s, ER, High Risk Patients, Operating Rooms 

 

Business Model 
• Module free of charge - interfaces with strategic 

partner’s PoC  monitoring  system 
• Disposable microfluidic graft - charged per unit 
• Maintenance and service – annual fee   

Go To Market Strategy 
• Collaborate with global strategic partners (Sales & Dist) 

  

 

 

 

 
* The global blood gas and electrolyte analyzer revenue 

generation is expected to expand at a CAGR of 9.66% 
from US$1.8 bn in 2016 to US$3.4 bn by the end of 2023 

 

Status 
 

Completed Proof of Concept in-vivo 
 

Submitted Two Patent Applications  
 

Patented Microfluidic Device Tested 
 
 

Funding 
Required 
2M$ 

 

  

 

 
 

 
 

The Team                                                                                                                                    Advisory Board 

    

 
 
 

 

Dagi Ben-noon Joe Hayon Sharon Ram Udi Nussinovitch M.D Dr. Sharon Marx 
Mechanical Engineer , Co-
Founder & former COO at 

Nano Dimension, 3D Printing 
(Nasdaq NNDM) 

CIO, CFO and Corp Mngr 
Setting up Fin. & Oper. 

capabilities locally & 
abroad: Plasan, Sanmina  

Hydro chemist, Chief-Sci 
and CTO.  Analytical 
experts in water & 
wastewater quality 

MD PhD. Director, Applicative 
Cardiovascular Research Center 

(ACVRC) and Cardiology 
Physician, Meir Medical Center  

Phd Physical Chemistry. 
Head Dept Manager of physical 

chemistry at the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Research 

Operation Pro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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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1%52% 52%33%

InSense Medical LTD was established by four entrepreneurs with a shared vision of developing a cutting-edge 
microfluidic system that uses blood-free sources of the human body to measure crucial parameters attained 
through Arterial Blood Gas (ABG) tests.  Without any blood sampling, continuous real-time analyzing of essential 
body parameters can now be achieved without any of the risk to patients & limitations of current ABG tests: 
 

InSense Medical – Executive Summary 

pH 
Oxygen 
Carbon dioxide  
Other blood g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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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et	ready	wellness	device,	sold	as	currently	as	a	Headband	in	Israel	(direct	
marketing)	and	on	Amazon	Worldwide.	2nd Generation	is	a	wristband	to	be	
introduced	in	Q1	2018.		Awaiting	clinical	trials	for	Wellness	(sleep	and	depression)	
and	Medical	Device	classifications	(for	ADHD,	Blood	Pressure,	and	Parkinson).	
Evidence	from	dozens	of	patients.

Oren	Fuerst,	PhD.	Co-Founder,	President
Co-founder	of	ten	medical	companies	and	
former	Columbia	&	Yale	Business	Schools	
faculty.	Faculty	Tel	Aviv	University.

• A	mobile	device	that	transmits	low	frequencies	that	induce	changes	in	the	
brainwaves	to	normal	ranges.	

• Our	Devices	are	market	ready	as	wellness	devices	are	with	CE	mark.	The	headband	is	
sold	in	Israel	for	$700.	The	wristband	(scheduled	for	Q1	2018)	is	planned	to	be	sold	at	
$200	plus	$10	per	month	subscription.		

• First	Generation	unit	(headband)	sold	in	Israel.	2nd	Generation	(wristband)	to	be	launched	worldwide	Q1	2018.
• Initiated	process	for	US	listing	on	US	OTC	Markets.		Planning	to	raise	$10M	for	marketing	and	R&D/clinical	studies.	Raising	privately		$1M.
• Addressing	hundreds	of	millions	worldwide	that	are	suffering	from	insomnia,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DHD,	Parkinson,	and	Hypertension	

In	the	US	alone,	there	are	more	than	20M	suffering	from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nd	
PTSD.	More	than	80m	are	suffering	from	Hypertension.	Between	5%-10%	of	the	
population	suffer	from	ADD/ADHD.			Current	treatment	is	mainly	medications,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Side	effects	and	there	is	a	high	degree	of	no	full	response.	A	mobile	and	
highly	scalable	solution	of	the	above	indications	has	the	potential	to	change	the	lives	of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sufferers.	

Brain	Modulation	through	a	Wearable	device	

• Unlike	medications,	our	device	is	side	effects	free.	Our	device	is	CE	marked.

Nisim Cohen,	co-Founder	,	CEO
Founder	of	several	companies,	former	CEO	
of	Two	Wellness	companies	with	over	of	15	
years	experience	managing	companies.	

.

Market	Ready	Brainwave	
Modulation	Insomnia	and	Relaxation	
Wellness	device	with	Applicability	as	
a	Medical	Device	for	Stress,	
ADD/ADHD,	Hypertension,	Epilepsy,	
Parkinson,	Depression	and	Anxiety.

The	Opportunity

Management	Team

Challenges	We	Solve

Our	Technology	&	Solution

How	We’re	Unique

Pricing	Model

Our	Impact
What	we	do

Prof.	Mickey	Scheinowitz, Head	of	
Scientific	Advisory	Board		and	Chief	
Science	Officer
Chairman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nd	
Director	of	Biomedic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ogram,	Tel	Aviv	University

• Contact	Information:	Magicalfa Inc.	AD	Gordon	13	Herzliya Israel		oren@magicalfa.com

Khaled	Khalil,	Ph.D.	co-Founder	and	
Chairman,	EVP R&D
Founder	and	Co- founder	of	four	
medicinal	plants	and	wellness	companies,	
18	years	experience

Magicalfa Inc.,	a	Delaware	Corporation



w: www.retraction.com.hk    e: stuart.moran@retraction.com.hk t: +852 2770 2829 

 

彻底革新 
体内牵引 

 

我们提供世界上最好的体内/腹腔组
织和器官牵引解决方案。 

  

RETRACTION Limited 
香港黄竹坑 
业兴街 11 号 
南汇广场 A526  
  
 

我们的机遇  

现状 
市面上的体内牵引器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解决方案 
我们的产品拥有卓越的性能并以患者利益为先 

我们的目标市场  

 

 

                      

 
我们的资金需求  
 

 

当前的资金（A）将用于发表满足目标市场所需的特定产品系列 
新的资金（B）将用于开发机动化/机器化的新型产品和市场渗透活
动。 
 

销售和市场营销  

销售渠道 
RETRACTION通过独家指定的分销商销售产品。我们已经
成功抢滩了几个市场，如英国，斯堪的纳维亚，比荷卢经济

联盟，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

会，加拿大，日本和香港，并已售出 7,000多台。 
 

市场营销活动 
我们精心培训和扩展我们的经销商，并参加重点区域展会。我们花

上大量的时间与世界各地的外科医生沟通交流，并把获取的知识纳

入我们的产品和市场开发活动中。 

财政预算 专利组合 
 

 

RETRACTION拥有优秀的的专利组合，由两个专利族组成： 
- 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授权的基本技术专利族，
源于美国专利 8,007,508 
- 美国、欧盟和日本授权的增强型技术专利族已获得美国专利
9,168,053 
 
 

投资者提现 
- RETRACTION通过贸易销售，将会在 3至 5年内提供明确的退出
策略 
- RETRACTION的每年销售额在 4百万美元至 6百万美元的区间内
，将向不愿意冒险的大型企业发出讯号，降低技术和营销风险 
-  RETRACTION即将得到主要的国际医疗器械公司的注意，其常见
的企业估值为 20 - 25 x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 
 

董事会成员  

Stuart Moran  
创办人/首席执行官[英国] 

John Cox  
创办人/ 主席[美国] 

Benjamin Chan  
创办人/ 董事[香港] 

Otto To  
董事 [香港] 

 

当前投资者  
 

 
 

 

BlueFlame Heathcare Ventures 
哈佛创业投资基金 

 

 
 

永胜医疗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制造商和投资者 

	

以 千 为单位 

全球超过 3百万次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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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海洋自然力量 

Sealantis 是一家致力于开发革新性的海藻模拟组织粘连剂科

技平台的医疗器械公司，也是最早关注消化道缝合技术的公

司。 
 

概要 
Sealantis 开发基于海藻模拟组织粘连剂的独创创新产品 ，广泛应用于手术粘连、

渗漏控制、粘连预防以及定位药物释放的临床需要。该技术基于生物医学聚合物的

世界级专家 Havazelet Bianco-Peled 教授的研究成果。 
 

需求 
虽然目前有传统的内部手术伤口缝合方法（缝合线和缝合钉），但这些方法可能容

易发生渗漏并且增加并发症风险。消化道手术发生渗漏的机会为 5%-16%，可能导

致的严重并发症，包括死亡率的上升。9%-28% 发生渗漏的病人将会死亡。再次手

术和住院时间延长意味着成本的增加（每个病例平均 2.5 万美元）以及医院和医疗

护理系统负担的增加。 
 
 

Seal-G 消化道缝合胶  
Sealantis 公司开发出 Seal-G：一种基于海藻酸钠的消化道缝合胶，它可添加于缝合

钉或者缝合线上，但无须改变标准手术流程。  
Seal-G 能保护和支持内部手术伤口，防止术后渗漏直至组织自愈。Seal-G 不含蛋白

质，在人体内三个月内即可被吸收，并附着于湿润的手术区域的组织之上，使用十

分简易。Seal-G 在室温下储存期限超过两年，而且与其他类型手术的组织粘连剂相

比，其生产成本十分低廉。 

潜在市场  
全球每年有超过 600 万例消化道手术，仅仅在中国就有 260 万例。产品每套平均售

价为 500 美元，从蓝海市场规模而言，它意味着总体市场估计达到 13 亿美元。  
 

目标市场 
通过防止消化道吻合口渗漏，采用此产品的医院将降低成本。首先关注的是欧洲和

中国市场。 
Seal-G 从 2018 年 1 月开始获得欧洲 CE 认证。 
 

质保/合规及临床   
在两所以色列医院（Rabin 及 Asaf Harofe）及一所意大利医院中首次在人体研究成

功（人数：20）。2018 年第二季度将开始随机研究（人数：80）。  

Sealantis QMS（质量管理系统）通过了德凯 ISO 13485 认证。 

未来发展流水线  
Sealantis 公司开发的独创性组织粘连剂科技，已经衍生出适用于其它类型手术的流

水线和产品：心血管手术及普通外科手术中用于止血的缝合胶、神经外科手术中防

止脑脊液渗漏的缝合胶、整形外科手术中组织粘连剂屏障、心脏手术中定点药物释

放的药物载体。对于这些未来潜在的应用领域已有概念性的演示证据。流水线应用

代表着全球每年超过 20 亿美元的额外潜在市场，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9.6%。 

近期媒体报道  
以色列电视台采访首席执行官 Tomer Fuch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2Tl7ehlSCo&app=desktop 
 

经验丰富的领导团队 
• Tomer Fuchs，首席执行官：工业

工程力学学士，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职于 Medtronic Ventor 公司 
• Moshe Kamar，医学博士，医学事

务主管：普外科医生，曾任 Omrix 
(J&J) 医疗总监 

• Rina Lev 博士，质保/合规主管：

医疗科学博士，临床生物化学硕

士 
• Ohad Kimhi 博士，研发主管：  

生物科技博士，化学工程硕士 
• Sissi Galor 博士，香港/中国区区

域主管：生物科技博士 

董事会 
• Avi Kerbs 先生，Teuza Fund 公司

首席执行官 
• Renchen Liu 博士，清华大学 
• David Hankin 顾问 
• Kenneth Giacin 先生，曾任 J&J 公

司高级副总裁及总经理 
• Randel Frazier，曾任

Covidien/Medtronic 公司首席技术

官 

知识产权 
获得多个专利家族专利。 

现状 
• 至今投资额有 1200 万美元，著名

投资人包括 Technion、Teuza、清

华大学深圳研究院、风和亚洲、

Robert Lawrence Kuhn 博士。 
• 2016 年第四季度首例人体临床试

验成功。 
• 2018 年 1 月获得 CE 标志认证。 

主要投资优势 
• 获得临床验证的生物手术科技平

台 
• 与众不同的技术  
• 超过 13 亿美元的总体有效市场，6M 

管理流程 
• 高效资本公司  

更多详情请联系： 
Tomer Fuchs，首席执行官 
Tomerf@sealantis.co.il 
手机：+972-52-551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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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概 览  
 

 
 
 

 

  
 

 
 

 
   

 
 

 
  

 

 

 
SNSOR正寻求与中国领导性企业和大学合作的机会，携手开发新产品、投入新市场。

  
 
 
 
 
 

WWW.SNSOR.CO

 

 
 

 
 

年长者使用的非接触式可穿戴监控装置

 

 
 

 
 

低血糖侦测（血糖陡降）

 

 
 

  
 

个人健康管理的预测性洞察

 

居家长者照护 糖尿病监控 人工智能分析

30余年来作为健康监控技术的领导业者，SNSOR
这家以色列公司已经在全球30多个国家建立起运营
实力和配销渠道。

SNSOR目前主要的产品BabySense是一项医疗上
获得许可（CE 93/42/EEC）的呼吸监控设备，而且
受到世界数千家医院和数百万家庭的采纳使用。

本公司产品自行制造，而且还保持着获利能力及快
速的增长趋势。

SNSOR持续创新，也不断地扩展进入新市场和投入前沿技术的开发，目的就是要成为在传感
器应用和健康监控方案的全球性领导企业。目前我们新开发出来的产品线包括：

以色列医学创新项目



 
 

TAV 牙科 - 独创氧化锆与钛合金口腔种植系统 
 
 

TAV 医疗有限公司是一家拥有 40 多年医疗经验

的企业，TAV 牙科是该司旗下一家专业且充满

活力的创新部门。TAV 牙科制造各类牙科产品 - 
植牙、牙套、CAD/CAM 及各类工具，产品原材

料范围广泛，包括氧化锆和钛合金等。公司所有

产品开发和制造过程均基于先进技术。 
 

在口腔种植领域，公司特别专注于氧化锆牙科产

品的开发与制造，并对其质量与性能进行了重新

定义。 
 

当今，患者具备更强的审美和健康意识。氧化锆

植入物可以满足病人的需求。白色美观的植入物

近似天然牙齿，完美替代由钛合金制成的金属植

入物。 

此外，由于氧化锆不易积累牙菌斑，完美应对口

腔卫生，是一种成功的植入物。 
TAV 牙科所有产品均由公司内部制造。钛合金

产品采用传统工艺制造。TAV 氧化锆产品（包

括植入物）采用陶瓷注射成型 (CIM) 技术制造。 
 
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敦促我们重视精确、激情与合

作。在牙科产品的开发制造中，重点在于坚持精

确与质量，坚持最高的技术制造标准，严格控制

所有工序。 
 
我们正在寻找战略合作伙伴，共同将产品推向中

国市场。 

 
 
 
 
 
 
 
 
 
 
 
 

 



 

 

 

 

 

 

     Terafence的解决方案——技术概览 
• 起搏器市场的估值在600-800 万美元之间，增长率为           

7-9％，其他植入器市场的估值是它的两倍多。 

• 可穿戴设备和胰岛素泵市场等的估值接近一千万美元。 

• 目前市场上的起搏器和胰岛素泵等具有双向射频通信功
能，可以对其进行监测和微调。但是现在已经证明，这些
设备因为可被破解故而存在隐私和安全风险。 

• Terafence开发了一种专有、易操作的技术，用于与起搏
器、其他相关植入器和可穿戴设备进行安全的双向通信。 

• 这种通信技术基于超声波，以需要同患者进行身体接触的

次数为频率，从而显著提高其安全水平。 
   

     Terafence的技术具有下列优点 

• 提高安全性和隐私级别; 通信信号不会传播到周围环境中 

• 不受周围电场和磁场影响，如射频的影响 

• 低能耗 

• 易操作 
     
     Terafence已经完成了概念验证 

• 工作演示设备 

• 实施高效的超声波通信协议 
• 三项专利申请 

 
     Terafence市场化战略 

• Terafence正在寻求与战略合作伙伴在起搏器/植入器和医疗
可穿戴设备领域的早期合作。 

• 公司认为，该技术可以为现有产品和解决方案，以及初期
有远见的公司提供差异化和增值服务。 

公司简介 

Terafence 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11月 

产业领域：物联网网络安全 

公司网址: 

www.terafence.com 

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972 4 8500101 

Hezi Erez (联系人) 

hezi@terafence.com 
+972 52 8613572 

Sharon Soustiel (联系人) 

Sharon@terafence.com 
+972 54 9271900 

知识产权概况 

我公司已经提交了 

3项专利申请 

（专利申请中） 

内部文件，不得外传，为Terafence公司所有  

利用超声波实现对植入器（起搏器，除颤器）和可穿戴设备
（胰岛素泵，TENS）的安全控制 

以色列医学创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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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ticum 医疗公司是一家初创企业，目前正在研发一种可治疗急性缺血性中风和外周血管闭塞的凝 

块取出设备。 
 
中风 — 背景介绍： 

- 在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日本，中风是这些国家人口的第三大死因；在美国，中风也是长期严重残
疾的主要原因。1 

- 在美国，每年有 79.5 万人首患中风或中风复发。2 

- 据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 估计，在美国医疗支出中，中风费用每年超过 730 亿美元。1 

- 据估算，凝块取出设备的全球潜在市场规模：超过 10 亿美元。 
 

外周 — 背景介绍： 

- 取栓手术一直以来用于肺栓塞 (PE) 以及深部静脉血栓形成 (DVT)、血液透析动静脉瘘、动脉栓塞以及
急性心肌梗死等案例中。3  

- 2016 年外周取栓设备的市场规模：8.25 亿美元（外周血管：2.1 亿美元；心血管：6.15 亿美元）。4  
 
器械： 

Triticum 凝块取出器结构的灵感来源于生物学概念，设计独特，可牢固咬合并从血管中安全取出血块。 
 

 
Triticum 凝块取出器 

主要特征：  

‐ 独特的微型表面设计可使表面积最大化，同时具备“装置凝块特异性”，允许强有力的接合并最小化凝
块碎片。 

‐ 由聚合物基软性材料制成，可与内动脉壁产生非创伤的柔和相互作用。 

‐ “导丝推动系统”导航简单快捷，可在需要缩短手术时间的情况下一次完成“进出式”取出操作。 
 

附加信息： 

‐ 公司已成功完成了初步动物（猪）实验，以事实证明了该设备的概念验证。 

‐ 专利：两项申请中的专利。  

‐ 获奖情况： 

- 入围以色列特拉维夫举办的 2014 年心血管干预措施创新 (ICI) 奖。  

- 入围以色列脑技术 (IBT) 的 2017 年脑技术创业大赛  

资料来源：1. Meyers 等人.血管内中风治疗现状 (Current status of endovascular stroke treatment).《循环学》杂志，2011 年 6 月 7 日；123 (22): 2591‐601 

2. Roger VL、Go AS、Lloyd‐Jones DM 等人.心脏病和中风统计 (Heart Disease and Stroke Statistics) — 2011 年最新版《循环学》杂志，2011 年；123:e18‐e209 

3. Acciacca J.， PE 和 DVT 中的靶向介入 (Targeting Intervention in PE & DVT).《静脉》杂志，2015 年 4 月 1 日第 4 卷第 4 期。3 

4. MarketsandMarkets 的取栓系统市场 (Thrombectomy System Market) 报告，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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