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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法规
1. 国家药监局实施新修订《第一类医疗器械产品目录》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国家药监局实施《第一类医疗器械产品目录》有关事项。新《一类目录》较 2017
版《医疗器械分类目录》增加 90 条产品信息，新增 538 个品名举例。2022 年 1 月 1 日前已完成备案的产品，
其中如按照新《一类目录》产品仍作为第一类医疗器械管理、但备案信息表中登载内容及备案的产品技术要求
有关内容与新《一类目录》不一致的，备案人应当于 2022 年 4 月 1 日前完成备案信息变更，或向原备案部门
提出取消原备案、重新办理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
原文链接：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第一类医疗器械产品目录的公告（2021 年第 158 号）
（来源：国家药监局）

2.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印发《关于发展壮大市场主体的若干措施》
1 月 13 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对外印发《关于发展壮大市场主体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明确，
提高医疗器械审评审批效能。实施医疗器械审评审批提质增效扩能行动，将第二类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平均
周期压缩至 5 个月，将首次注册技术审评平均耗时较法定时间压缩 50%。出台第二类医疗器械技术审评
审批服务规范地方标准，指导企业规范注册申报。
原文链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展壮大市场主体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来源：上海市场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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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家药监局公布首批医疗器械唯一标识实
施示范单位名单
1 月 29 日，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医
疗器械唯一标识示范推广工作的通知。为进一步做好
唯一标识示范推广，国家药监局组织医药、卫生、医
保领域专家开展了唯一标识示范单位遴选工作，坚持
先进性、示范性，综合考虑地域、环节、实施品种、
企业规模、技术先进程度等遴选出首批 15 家医疗器

原文链接：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进一步做好医疗器械唯一标识示范推广工作的通知

械唯一标识示范单位。

（来源：国家药监局）

4. 国家药监局发布医疗器械产品技术要求编
写指导原则
2 月 9 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医疗器械产品技术要
求编写指导原则》，以提高医疗器械技术审评的规范
性和科学性，指导医疗器械注册人 / 备案人编写产品
技术要求。该指导原则适用于申请注册或备案的医疗
原文链接：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医疗器械产品技术要求编写指导原则的通告（2022 年第 8 号）

器械产品，包括体外诊断试剂产品。

（来源：国家药监局）

5. 国务院发布《“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检验检测认证行业再迎利好
2 月 14 日，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对“十四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
等工作进行全面部署。这份规划多处提到检验检测认证，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鼓励行业协会、专业技术服务
机构和保险机构参与风险评估、隐患排查、管理咨询、检验检测、预案编制、应急演练、教育培训等活动。推
进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市场化改革，支持第三方检测认证服务发展，培育新型服务市场。”
（来源：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原文链接：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的通知（国发〔2021〕36 号）

6. 《医疗器械标准目录汇编（2022 版）》
公布
2 月 21 日，为便于更好地应用医疗器械标准，国
家药监局医疗器械标准管理中心公开了《医疗器械标
准目录汇编（2022 版）》。该目录汇编分为通用技
术领域和专业技术领域两大类，通用技术领域包括医
疗器械质量管理、医疗器械唯一标识、医疗器械包装、
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医用电气设备通用要求、消毒
灭菌通用技术及其他 7 个部分，专业技术领域包括外
科手术器械、医用生物防护、医用 X 射线设备及用具、
医学实验室与体外诊断器械和试剂等 32 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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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关于公开《医疗器械标准目录汇编（2022 版）》的通知
（来源：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标准管理中心）

7. 《“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明确发展健康促进类康复辅助器具
2 月 21 日，国务院发布《“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的通知》。
《规划》明确提出，
结合“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相关专项的实施，加强对高龄老年人机能增强和照护、失能老年人用品
等的研发。围绕神经系统损伤、损伤后脑认知功能障碍、瘫痪助行等康复治疗需求，突破脑机交互等技术，
开发用于不同损伤康复的辅助机器人系列产品，实施智能服务机器人发展行动计划。研发穿戴式动态心电
监测设备和其他生理参数检测设备，发展便携式健康监测设备、自助式健康检测设备等健康监测产品，开
发新型信号采集芯片和智能数字医疗终端。
原文链接：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的通知（国发〔2021〕35 号）
（来源：中国政府网）

二、市场动态

1. 长三角创新医疗科技园正式启用
1 月 13 日，位于苏州相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长三角创新医疗科技产业园正式启用，8 家优质生物医药
企业签约入驻。这是该区培育建设的生物医药产业重要载体，将集聚更多创新人才，致力于打造长三角生
物医药产业新高地。长三角创新医疗科技产业园占地面积 90 亩，以高端医疗器械、医学人工智能、医疗
科学仪器、医疗检测服务及相关创新装备产业等作为主要招引方向，华先医药、朗易生物、泛肽医学、朔
幸医学、库创智能、康耐美义齿、恩立维生物、莫本自动化等首批 8 家优质生物医药企业已签约入驻。
（来源：科技日报）

2. 美敦力 X 学院在成都正式启动
1 月 15 日，美敦力中国宣布正式启动“X 学院”，
立足美敦力成都创新中心，该学院旨在打造国内领先
的智能骨科综合性学术平台。基于 MAZOR 18 年丰
富的临床经验，依托美敦力成都创新中心的先进模拟
设备，美敦力为 MAZOR ™ X 脊柱智能导航机器人度
身打造的 X 学院，通过真机演练及模拟操作，为手术
小组提供了规范化、标准化的操作培训，并致力于打
造国内顶尖的智能骨科综合性学术平台，以确保临床

（来源：器械之家）

应用的高效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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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白皮书》发布
1 月 20 日，
《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白皮书》发布。
白皮书指出，到 2025 年，上海市全市生物医药产业
规模超 10000 亿元，其中，制造业产值达到 2400 亿
元；推出可用空间累计 26000 亩，建成 6 个百亿级
产业园区；“十四五”期间，国产 1 类创新药品和创
新医疗器械产品上市累计分别达到 15 个和 35 个；新
（来源：央广网）

增上市企业 25 家。

4. 上海市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园、上海市浦东
新区智能养老产业园揭牌仪式举办
1 月 20 日，浦东新区在上海张江科学城，举办上
海市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园（浦东新区·张江园区）、上
海市浦东新区智能养老产业园揭牌仪式。未来，浦东
新区智能养老产业园将从“智能核、健康层、生活圈、
交易链、产业化”等方面着手，加强智能养老诸如场
景驱动、数据赋能、集成创新等核心能力的建设，赋
能老年人健康方面的智能预防、智能医护、智能康复、
智能助残等创新产品的研发和集聚，并聚焦老年慢性
病等重大疾病的预防与治疗，辅助老年人生活和心理
悠扶机器人和悠行外骨骼机器人（图片来自：程天科技）

安抚等方面的家庭服务机器人、情感陪护机器人等的

（来源：36 氪）

产品研发和集聚。

5. 脑机接口软件平台推出 助力高质量人机
交互
近日，天津大学医学工程与转化医学研究院、天津
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教育部智能医学工程研究中
心与燧世智能、中电云脑等单位合作，联合推出脑机
接口领域综合性开源软件平台 MetaBCI。MetaBCI
的基本架构包括范式呈现单元、数据获取单元、信号
处理单元、用户反馈单元和机器执行单元五大模块，
能够在 Python 环境下实现对用户大脑意图的诱发、
获取、分析和转换等全流程处理，目前已集成了 14
种脑机接口源数据集以及多类经典脑机接口范式，涵
盖了几十类先进的脑机解码算法以及专业化的智能计
（来源：科学网）

算模型，并创新设计了脑机解码算法调用接口，开源
后其数据集和算法种类将会得到进一步拓展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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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经投资
1. 手术机器人企业元化智能完成数亿元 B 轮
融资
1 月 18 日，元化智能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宣布
近日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基石资
本领投，原股东深创投和红杉中国联合领投持续支持，
国科嘉和、万汇资本等多家知名投资机构联合投资。
本轮融资将助力公司骨科手术机器人的全面商业化布
局，加速消化道产品和经自然腔道手术机器人的临床
进度，并推动公司自研协作机械臂的终期测试和商业

骨圣元化 ® 全骨科手术辅助系统（图片来源：元化智能）

应用。

（来源：动脉网）

2. 康基医疗 3.6 亿元投资唯精医疗机器人
1 月 18 日，中国微创外科手术器械及配套耗材
（MISIA）平台企业康基医疗宣布，已与微创手术机
器人公司杭州唯精医疗机器人有限公司签署投资合作
协议，将以 3.6 亿元的对价，投资收购唯精医疗 35%
的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
唯精医疗主要从事腹腔镜手术机器人产品及器械
的研发和生产，康基医疗的投资标志着其致力于打造
未来手术机器人产品平台的战略步伐，与其研发、生
产、学术推广及销售和分销网络具有显著的潜在协同

（来源：康基医疗）

效应。

3. 傅利叶智能完成 4 亿元 D 轮融资
1 月 26 日，傅利叶智能宣布于近日完成 4 亿元 D
轮融资，该轮融资由软银愿景基金 2 期领投，沙特阿
美旗下风险投资基金 Prosperity7 Ventures、元璟资
本跟投。本轮融资将用于研发智能机器人技术，加速
推进康复机器人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落地与普及，持
续提升康复服务能力以满足客户需求。傅利叶智能已
经构建丰富的面向康复机构的完整产品线布局，为全
球客户提供高性能康复机器人、智能康复产品、物理

傅利叶智能康复港解决方案（图片来源：傅利叶智能）
（来源：36 氪）

治疗设备以及康复医疗数字化、智能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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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骨骼领军企业程天科技再获亿元 A+ 轮
融资
2 月 10 日，杭州程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宣布完成
亿元 A+ 轮融资，由达晨财智领投，安信证券、保利
资本跟投，老股东蓝驰创投持续跟投，势能资本担任
此次融资的独家财务顾问。新一轮融资将用于提升企
业集团化核心运营能力和持续保持商业化的领先地
位，拓展全球业务范围，推进同国际顶尖研究机构与
临床机构的深度合作。与此同时，程天科技还将加大
对产品、人才、技术和供应链的投入，丰富 C 端产品
矩阵，推广基于 AI 技术的消费级互联网外骨骼技术

（来源：程天科技）

服务平台。

5. 景昱医疗完成 3 亿元人民币 D+ 轮融资
2 月 16 日，苏州景昱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宣布成功
完成 3 亿元人民币 D+ 轮融资，由红杉中国和高瓴创
投共同领投，华兴资本担任独家财务顾问。
景昱医疗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创新
型高科技医疗器械企业，多年来深耕脑深部电刺激
（“DBS”）治疗领域，同时引领医疗用侵入式脑机
接口的前沿探索。

SR1101 可充电植入式脑深部电刺激套件（图片来源：景昱医疗）
（来源：苏州工业园区科技创新委员会）

6. “迈步机器人”获威高集团数千万元战略投资
2 月 23 日，深圳市迈步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宣布获得由山东威高集团旗下尚元基金数千万元独家战略投资。
以此为契机，迈步机器人将依托威高集团的产业资源和销售体系，进一步拓展医疗康复机器人市场。此外，迈
步机器人将与山东威高骨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共同进军骨科相关疾病的诊疗康复智能化设备，
包括骨科智能化治疗器械、骨科康复机器人、骨科康复评估系统等。

下肢外骨骼康复训练机器人 BEAR-H1（左）和手部康复外骨骼机器人（右）（图片来源：迈步机器人）
（来源：36 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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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技术
1. 香港城市大学提出电子皮肤作为人机交互
界面的机器人 VR
1 月 14 日，香港城市大学团队提出了一种基于皮
肤集成电子设备的 CL- HMIs （人机界面）系统。该
电子设备与人的全身兼容，可通过近场通信（NFC）、
蓝牙、Wi-Fi 乃至全球范围内互联网进行无线运动捕
捉和触觉反馈。通过皮肤集成的电子设备将视觉和
触觉感知集成到机器人 VR 的 CL-HMIs 中。该研究
成果发表在 Science Advances 期刊上，论文题目：

（来源：Science Advances）

Electronic skin as wireless human-machine interfaces for robotic VR

2. 美国智能组织机器人独立完成腹腔镜手术
近日，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人员设计
了一个智能组织自主机器人 STAR，在没有人类指导
的情况下成功对猪的软组织进行了腹腔镜手术。研究
比较了已开发的自主系统、手动腹腔镜手术和机器人
辅助手术 (RAS) 的吻合质量标准，包括针放置校正、
缝合间距、缝合线咬合大小、完成时间、管腔通畅和
泄漏压力，数据表明，STAR 在一致性和准确性方面
优于专家外科医生的手动技术和 RAS 技术。该研究
成果发表在 Science Robotics 期刊上，论文题目：
（来源：Science Robotics）

Autonomous robotic laparoscopic surgery for intestinal anastomosis

3. 德国科学家研制体内精准给药微型游泳器
近日，德国马克斯 - 普朗克研究所研究团队提出
了一种基于氮化碳的光驱动微型游泳器，可用于体内
药物递送，实现精准、可控地“按需”给药。研究
团队开发了以二维氮化碳聚庚嗪酰亚胺微粒（PHI）
作为各种离子和生物介质中的光驱动微型游泳器。研
究结果表明，该微型游泳器能够在浓度高达 5M 且
无需专用燃料的多组分离子溶液中高速游泳，突破了
此前光驱动微型游泳器的瓶颈问题。该研究成果发
表在 Science Robotics 期刊上，论文题目：Light-driven
carbon nitride microswimmers with propulsion in biological and ionic media and
（来源：科技部生物中心）

responsive on-demand drug deli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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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国科学家开发微米分辨率的肿瘤组织磁
成像技术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研究团队开发了微米分
辨率的肿瘤组织磁成像技术，相较于传统的光学成像
检测方法，该技术具有高稳定性、低背景和肿瘤标志
物绝对定量的特点。研究团队开发了组织水平的免疫
磁标记方法，通过抗原 - 抗体的特异性识别，将磁颗
粒特异标记在肿瘤组织中的靶蛋白分子，将已完成磁
标记的组织样品紧密贴附在磁显微镜的检测器上进行
磁场成像，最后通过深度学习模型定量分析检测信号，
实现微米分辨率的肿瘤组织磁成像。相关研究成果
（来源：科技部）

发表在 PNAS 期刊上，论文题目：A generalized linear mixed
model association tool for biobank-scale data

五、新产品
1. 睿心医疗发布 AI+ 血管介入机器人
1 月 13 日，深圳睿心智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发布了软硬件结合的血管介入机器人，这款手术机器人与深圳
先进院合作研发，目前已完成样机。2021 年 4 月，睿心医疗的 CT-FFR 产品“睿心分数（RuiXin-FFR）”获
批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8 月公司获数亿元 C 轮融资，当前睿心分数已进入约 600 家医院。

睿心分数（RuiXin-FFR）评估平台（图片来源：睿心医疗）
（来源：36 氪）

2. 华科精准 Q300 系列神经外科手术导航定
位系统获 NMPA 批准上市
1 月 13 日，华科精准（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的国家创新产品“高智能”Q300 系列微型神经
外科手术机器人系统获得 NMPA 批准上市。华科精
准目前具有手术机器人 SR 系列、手术导航系统 NS
系列、微型手术机器人 Q300 系列的手术机器人产品
线矩阵。该系列手术机器人系统由华科精准联合清华

华科精准 Q300 微型机器人定位示意图（图片来源：华科精准）

大学及多家医院联合自主研发，可执行脑出血、脑肿

（来源：华科精准）

瘤活检及相关急诊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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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济大学发布自主智能无针疫苗注射机器
人
1 月 17 日，同济大学齐鹏团队发布了无针疫苗注
射机器人，其应用人体三维模型识别算法及自适应机
器人技术，结合机电一体化无针注射器设计，联合多
家技术企业（非夕科技、北京快舒尔）共同开发了这
款全自动无针头疫苗注射机器人。该人体三维模型识
别算法，通过一个简单的三维点云相机对人体进行拍
摄 ( 站姿或坐姿均可 )，即可快速自动拟合人体对应部
位 ( 如肩肘部位 ) 的三维模型，准确识别疫苗注射部
位及注射角度。药液注射在半秒内即可完成，注射精
度可精确到 0.01mL，可满足不同的疫苗对注射剂量

自主智能无针疫苗注射机器人（图片来源：同济大学）
（来源：中国新闻网）

的要求。

4. HOLO Portal 手术引导系统获 FDA 批准
1 月 18 日，Surgalign Spine Technologies 宣布
其用于腰椎手术的 HOLO Portal 手术引导系统获得
FDA 510(k) 许可。HOLO Portal 系统基于机器学习
的图像引导技术，与 AR、自动脊柱分割（即解剖识别）
和使用专有 AI 软件的自动手术规划相结合。术中图
像由 AI 系统自动处理，以创建患者个体化的手术规划，
Digital Health Powered by HOLO ™ AI Technology（图片来源：Surgalign）

并使用 AR 显示呈现给外科医生。

（来源：MedTF）

5. Viper Prime TM 天玑脊柱机器人创新解
决方案正式上市
1 月 20 日，由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强生医疗共同研发的全新 Viper PrimeTM 天玑脊
柱机器人手术整合方案正式上市并投入使用。该创新
产品成功将强生医疗旗下骨科脊柱业务全球先进的微
创内植入系统 Viper PrimeTM 与天智航天玑 ® 骨科
手术机器人整合，凭借全程可视、一步置钉、高效便
捷的专业优势，将为临床医生提供更高效智能的服务，

全新 Viper PrimeTM 天玑脊柱机器人手术整合方案（图片来源：天智航）
（来源：天智航）

惠及更多脊柱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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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上海机器人产业技术研究院发布医学检测
复合机器人
1 月 23 日，上海机器人产业技术研究院与上海宏
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作研发的医学检测复合机器人
正式发布。该机器人采用麦克纳姆轮底盘搭载轻型协
作机械臂的形式，能在实验室等狭窄区域内移动作业，
可边充电边工作实现 24 小时不间断运转。具有 360
度旋转，导航定位、任务规划、视觉精准定位、全向
安全避障等功能，同时配有激光雷达、超声波、安全
触边、安全急停等多种保障方式。主要配合智能冰箱、
样本处理自动化模块、核酸提取仪等设备实现样本、
医学检测复合机器人（图片来源：上电科 Robot）

试剂等物料的快速取放和移载，可承担大部分重复、

（来源：上电科 Robot）

易出错、易感染、高污染、劳动强度大的工作。

7. 北京和华瑞博“全膝关节置换手术导航定
位系统”获 NMPA 批准上市
1 月 25 日，北京和华瑞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的创新产品“全膝关节置换手术导航定位系统（商品
名：HURWA 机器人）”正式获得 NMPA 批准上市，
注册证编号：国械注准 20223010113。
HURWA 关节手术机器人是北京和华瑞博医疗自主研
发制造、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手术机器人。1 月
21 日，北京大学首钢医院成功实施 HURWA 机器人
辅助 TKA 术。该机器人不同于国内主流的导板型关节
手术导航系统，而是由机器臂直接夹持动力工具自动
进行截骨操作，在此过程中，术者无需做位置判断，
只须触发机械臂运动即可完成截骨，手术过程轻松流

和华瑞博“全膝关节置换手术导航定位系统”（图片来源：和华瑞博）
（来源：医械麦地）

畅。

8. 柏惠维康睿米 ®RM-50 手术机器人获 NMPA 批准上市
1 月 26 日，北京柏惠维康科技有限公司宣布其自主研发生产的新一
款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睿米 ®RM-50 系统获得 NMPA 批准上市。
睿米 ®RM-50 手术机器人高智能化、高精准度和高拓展性的特质，可
辅助医生完成各类脑出血、脑活检及相关脑部微创手术。同时，睿米
®RM-50 标准化和预设了部分复杂手术操作模块，采用自动化流程，
更加易用高效。实现高精度 5G 远程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利用 5G 速
睿米 ®RM-50 手术机器人（图片来源：柏惠维康 Remebot）
（来源：柏惠维康 Remebot）

度快、延迟低等优势，睿米 ®RM-50 手术机器人可以结合 5G 实现远
程医疗，继而促进先进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提升基层医疗机构诊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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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微创 ® 图迈 ® 机器人获 NMPA 批准上市
1 月 27 日，微创 ® 集团旗下子集团上海微创医疗机器人（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自主研发的图迈 ®Toumai® 腔镜手术机器人获得 NMPA 的上市批准。
微创 ® 图迈 ® 机器人具有手术视野立体真实、微型器械精细操控、狭窄空间
下高灵巧运动等优势，给复杂腔镜手术涉及的狭窄解剖空间下分离止血、缝合
打结、功能重建等外科操作带来重要临床价值，同时克服传统开放手术的创伤
大、出血多、并发症概率高等问题，真正实现精准、安全、高效、微创伤的外
科手术操作。1 月 16 日，微创 ® 图迈 ® 机器人圆满完成胸外科注册临床试验。

迈 ®Toumai® 腔镜手术机器人（图片来源：微创机器人）
（来源：微创机器人）

1 月 22 日，微创 ® 图迈 ® 腔镜手术机器人在甘肃省人民医院顺利实施两例
肝切手术，至此，图迈 ® 完成了多学科、多中心注册临床试验的所有手术病例。

10. 安翰医疗消化道振动胶囊系统获 NMPA
批准上市
2 月 28 日，国家药监局批准了上海安翰医疗技术
有限公司生产的“消化道振动胶囊系统”的创新产品
注册申请。该产品由一次性使用消化道振动胶囊、配
置器和 VCP 软件 (VCP2.1) 组成，适用于药物治疗效
果欠佳的成人功能性慢性传输型便秘的症状缓解 , 通
过振动对结肠壁进行刺激，促进结肠蠕动 , 提供了一
种全新治疗办法。该产品创新点：一是胶囊具备加速
度检测能力，可以通过监测加速度数值的变化情况进
消化道振动胶囊系统（图片来源：安翰医疗）

而启动胶囊；二是产品属于非药物治疗，可作为功能

（来源：安翰医疗）

性便秘人群的另一种治疗方案。

六、新应用
1. Mona Lisa 前列腺穿刺机器人临床试验
手术病例圆满完成
1 月 21 日，上海微创医疗机器人（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和新加坡 Biobot Surgical Pte. Ltd. 联合在华
成立的合资公司上海介航机器人有限公司所属产品
Mona Lisa 前列腺穿刺机器人定位系统在南京大学医
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率先完成了该中心机器人辅助前列
腺穿刺活检的全部临床试验手术，标志着 Mona Lisa
前列腺穿刺机器人定位系统的多中心临床项目取得了
阶段性进展。

（来源：微创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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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MR Surgical 手术机器人 Versius 增加
胸外科适应症
1 月 25 日，CMR Surgical 宣布其手术机器人系
统 Versius 增加胸外科适应症，支持外科医生为患者
进行肺部、胸腺和食道的微创手术，包括食管肌切开
术、肺叶切除术和胸腺切除术。

（来源：CMR）

3. 施乐辉 CORI 手术机器人增加 THA 适应
症
1 月 25 日，施乐辉宣布其手术机器人 CORI 系
统 适 应 症 增 加 全 髋 关 节 置 换 术 (THA)。 其 RI.HIP
NAVIGATION 髋关节导航系统已获 FDA 510(k) 许
RI 髋关节导航系统（图片来源：Smith+Nephew）

可，可用于 CORI 系统。

（来源：MedRobot）

4. 微创医疗图迈单臂构型手术机器人完成临
床验证
近日，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对国产图迈单臂构型手
术机器人系统完成临床前测试，手术团队先后成功开
展了胆囊摘除、肝部分切除、胃肠吻合以及其他内脏
切除及缝合手术。通过充分测试，机器人末端器械可
灵活完成夹持、切割、电凝、缝合、打结等操作。在
成功验证的基础上，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
院合作完成了单孔腔镜手术机器人胆囊切除术，实现

（来源：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了国产单臂构型手术机器人的人体临床验证。

5. 柳叶刀 RobPath 髋关节置换手术机器人
完成全部临床入组
1 月 27 日，杭州柳叶刀机器人有限公司拥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的髋关节置换手术机器人完成了用于中
国注册的多中心平行对照临床试验的全部入组。临床
试验入组的顺利完成是柳叶刀机器人在获批 NMPA
注册证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参与此次临床试验
的机构有：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浙江大学
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来源：柳叶刀机器人）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以及西安市红会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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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会议
1. 2022 中国医疗机器人产业创新大会在沪召开
2 月 19 日，由中国医疗机器人产业创新大会组委会等主办的“2022 中国医疗机器人产业创新大会”在上
海召开。本次大会围绕“手术机器人”、“康复机器人”、“医疗机器人投融资”等议题，来自瑞金医院、华
山医院、仁济医院、上海第一 / 第九 / 第十人民医院、福建医科大附属一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等院内领导专家，
和天堂硅谷、元禾原点、浩悦资本、点石 / 瑞创基金等投融资机构，多位嘉宾分别进行了经验分享和深入讨论，
聚焦大变局下全球医疗机器人产业的变化与趋势。

（来源：中国医疗）

声明：为更全面整理医疗机器人相关产业资讯，部分图文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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