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2年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1 宁波博洋服饰集团有限公司 运动服、日常服装

2 天津老美华鞋业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四暖羊毛裤

3 榆林市蒙赛尔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羊毛防寒裤

4 内蒙古金驼服饰有限公司 蒙沙维拉/蒙谊情羊驼绒棉衣、棉裤、棉马甲

5 凤城市瑞沃尔制衣有限公司 柞蚕丝床上四件套

6 南昌市天成纺织有限公司 草本纤维（含有艾草纤维功能）老年人袜子

7 宝鸡金健数码针纺有限责任公司 细分式调温恒温防失温老年内衣

8 蒲城县玉女土布专业合作社 土布床上用品

9 广东足行健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足行健按摩鞋

10 中山盒家安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步走健步鞋

11 内蒙古蒙靴固邦鞋服有限公司 海日太老年鞋

12 江西佰盈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休闲鞋

13 足力健老龄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健步鞋

14 枝江市步步升布艺有限公司 手工布鞋

15 安庆一枝梅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老年皂

16 包头市红卫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羊脂皂

17 广州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威王消毒液

18 丰益油脂科技有限公司 洁劲100超效洗衣皂

19 青岛护适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分体式爬楼机

20 山东海迪科医用制品有限公司 手动轮椅车、电动轮椅车

21 鱼台众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多功能站立式爬楼轮椅、路梯两用轮椅

22 椅夫健康（厦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电动轮椅车

23 东莞威信运动用品有限公司 舒乐适老年电动折叠代步车、电动折叠轮椅

24 东莞市雅途实业有限公司 电动轮椅

25 河北彪悍运动器械有限公司 麦瑟士电动辅助移位机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26 衡水博仕康医疗器械制造有限公司 衡达电动轮椅车

27 浙江英洛华康复器材有限公司 电动轮椅车

28 江阴市新盛医疗器材设备有限公司 手动轮椅车

29 江苏巨贸康万家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手动轮椅、电动轮椅

30 深圳市宾享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手杖

31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电动站立助行器、六功能电动护理床、行走辅助机器人

32 松永福利器具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台式助行器

33 上海杰开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康扬电动轮椅车

34 天津丰宁机电制品有限公司
椅式升降机、轮椅升降平台、轮椅用电动爬楼机、地面
电动移位机

35 项城市梦远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共享轮椅

36 杭州度康科技有限公司 视泰电子助视器

37 江西煜明智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金黄光护眼放大镜

38 博音听力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耳背式助听器

39 重庆德鼎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鹰隼老花镜

40 西万拓听力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西嘉耳背式助听器、耳内式助听器

41 深圳市智听科技有限公司 挚听耳背式助听器

42 天键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助听器

43 武汉豆听科技有限公司 便携式听力检测仪

44 山东爱舒乐卫生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隔尿垫、纸尿裤、纸尿片

45 山东恒发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安可新成人护理垫、纸尿裤、吸水巾

46 山东云豪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洁来功能性成人纸尿裤

47 潍坊鑫鸿达卫生科技有限公司 安惢老人用纸尿裤、纸尿片、护理垫

48 长汀县天乐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实爽成人纸尿裤、纸尿片、护理垫

49 福建亿发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医用垫单

50 贵州卡布婴童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爱布成人纸尿裤、成人护理垫

51 珠海市健朗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成人护理垫、纸尿裤、纸尿片、护理垫、护理湿巾

52 东莞苏氏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成人护理裤

53 四川淑洁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成人隔尿垫、纸尿裤、失禁裤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54 河北宏达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老来福成人纸尿裤、拉拉裤、护理垫

55 邯郸市洁雅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成人纸尿裤、拉拉裤、纸尿片、护理床垫、医用垫单

56 合肥贝壳派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海得宝护理软膏

57 杭州千芝雅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成人护理垫

58 浙江珍琦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成人护理垫、纸尿裤

59 杭州可靠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老年纸尿裤、纸尿片、护理垫

60 杭州淑洁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益年康/淑洁康纸尿裤

61 江苏宝姿实业有限公司 倍可亲/菲菲羽儿成人纸尿裤、护理垫

62 江苏永福康卫生用品科技有限公司 成人拉拉裤

63 维尼健康（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老人清洁护理湿巾、护理尿失禁湿巾、沐浴湿巾、免洗
浴帽

64 丹东天和实业有限公司 保暖鞋垫

65 凌海市展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轩妮老年人护理湿巾

66 江西康雅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医用护理垫

67 金伯利（中国）有限公司 成人纸尿裤、护理垫、吸水巾、吸水裤

68 天津和顺达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成人护理垫、纸尿裤、拉拉裤、防褥疮垫

69 天津市恒新纸业有限公司 纸尿垫、纸尿裤

70 扬州倍加洁日化有限公司 失禁护理湿巾

71 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丹宁成人纸尿裤

72 福建恒安集团有限公司 安而康/便利妥成人纸尿裤、纸尿片、护理垫

73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纸业有限公司
佳爽爱康（CASOFT）卫生垫、卫生巾、失禁用尿布、吸
收式失禁用尿布裤、失禁吸收衬裤

74 河北金洁卫生科技有限公司 纸尿裤、纸尿垫、纸尿片、隔尿垫

75 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康福瑞成人纸尿裤、拉拉裤、隔尿垫

76 苏州市苏宁床垫有限公司 护理垫、纸尿裤

77 辽宁汇英般舟医用材料有限公司 纸尿裤、纸尿片、护理垫、医用垫单

78 维达商贸有限公司 成人纸尿裤、纸尿片、护理垫、医用护理垫、卫生护垫

79 漯河春晓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医用护理垫

80 河南美伴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好助手成人护理垫、纸尿裤 

81 河南汇博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泡沫防压疮垫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82 天津市康怡生纸业有限公司 成人纸尿裤、护理床垫、纸尿片、拉拉裤

83 山东欣悦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谷悦智能便洁器

84 厦门融技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感应健康监测坐便盖

85 贝朗（中国）卫浴有限公司 坐式淋浴器

86 珠海普乐美厨卫有限公司 智能坐便器

87 东莞市莞众日用品有限公司 便盆、便壶

88 宁波迦南洁具有限公司 沐浴椅

89 浙江荣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舒护怡成人纸尿裤、活动裤、纸尿片、护理垫

90 常州市钱璟康复股份有限公司 多功能助浴床、助浴椅

91 江苏浙泰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介护洗澡椅

92 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升降洗澡椅

93 浙江星星便洁宝有限公司 分体式智能坐便器

94 浙江喜尔康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坐便器

95 山东欣雨辰医疗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BS老人护理病床

96 烟台耐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失能护理机器人

97 中车山东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手动背式移位机

98 广州市焕思实业有限公司 智能护理康复床

99 珠海美茵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成人纸尿裤、拉拉裤

100 深圳作为科技有限公司 大小便智能护理机器人

101 廊坊正杰轮椅制造有限公司 轮椅车、助行器、手杖

102 河北瑞朗德医疗器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迈德斯特电动康复护理床

103 河北鼎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电动护理床

104 湖南时变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安如氏康居监护系统

105 江西如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御艾舒灸疗仪

106 上海跃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生命体征监测垫

107 武汉久乐科技有限公司 健康检测看护报警手表

108 上海亿维实业有限公司 舒年/宝莱/易乐康成人纸尿裤、纸尿片、护理垫

109 北京倍舒特妇幼用品有限公司 捷护佳医用无菌垫单、护理垫单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110 洛阳斐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分离式轮椅床

111 青岛市琴岛电器有限公司 电加热护腰、护膝

112 山东海天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脑机接口康复训练系统

113 山东金尚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齐艾艾灸养生制品

114 博禾（福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芯启源按摩椅

115 泰好康电子科技（福建）有限公司
经络理疗与音乐放松系统、老龄心能提升与心理评估娱
乐综合管理系统

116 广东骏丰频谱股份有限公司 频谱治疗仪

117 东莞市蒙泰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安全背心、折叠型过床易、扣背杯

118 中山市景弘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子午艾温灸仪

119 河北奥特维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多光谱治疗仪

120 安徽卫家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远红外熏蒸椅、远红外健康屋、全息能量养生桶

121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可穿戴式低功耗智能制氧装备

122 愉悦家纺有限公司 远红外加热护具

123 湖南省健缘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中医诊疗康复器械

124 德达医疗（湖南）有限公司 制氧机、足疗机、足浴桶

125 湖南安瑜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安瑜智慧健康手表＋24小时健康管家服务

126 深圳天基权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半导体激光治疗仪

127 沈阳海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医用制氧机

128 武汉光谷宝益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加热护颈、护膝、护腰

129 湖北一世缘蕲艾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艾灸产品

130 湖北艾舒宝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艾灸产品

131 黄石卫生材料药业有限公司 搽贴林

132 山东艾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居家看护套盒

133 宁波海斯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室内运动康复器材

134 江苏杰威体育设施有限公司 胜扬双位漫步机

135 吉林依华渔具股份有限公司 钓鱼竿

136 尚体健康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垂直律动沙发

137 云南云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老年人体育健身器材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138 南阳童年之家康体设备有限公司 双人漫步机

139 宁海县郎朗文体用品有限公司 桌上冰壶球

140 益盛汉参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莲护肤品

141 湖北龙王恨渔具集团有限公司 鱼饵、渔具

142 浙江章华保健美发实业有限公司 章华清水染发膏

143 广州市科能化妆品科研有限公司 水密码专研双重胜肽抗皱按摩眼霜

144 上海蜂花日用品有限公司 九樽植萃固发防脱洗发露

145 浙江深眸科技有限公司 若菲尔智能看护机器人

146 湖南超能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健康陪伴机器人

147 弗徕威智能机器人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康养陪护智能服务机器人

148 河北国欣纯棉家纺有限公司 棉被、四件套

149 上海恒源祥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 羊毛被

150 成都晓梦纺织品有限公司 草本香疗3D享睡枕

151 江苏健睡宝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牛奶恒温被升级款

152 江苏斯得福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抑菌防护枕芯、被芯、护垫芯

153 上海龙头家纺有限公司 民光丝光印花床单

154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调温羽绒被芯

155 南方寝饰科技有限公司 溢彩绿棉护肩鹅绒被

156 重庆隆发皮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塔山皮凉席

157 青铜峡市祥云皮草有限责任公司 滩羊皮靠垫

158 际华三五四二纺织有限公司 天丝布罗/FLOWER/际华家纺四件套产品

159 陕西博尔美实业有限公司 “暖十足”保暖被、“竹小净”乳胶枕头

160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AI语音智慧保鲜冰箱

161 海信空调有限公司 春风空调

162 青岛海尔空调器有限总公司 卡萨帝银河空调

163 山东爱客多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

164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馨天翁”长者空调、大松低糖煲

165 成都前锋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燃气灶具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166 合肥荣事达电子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智能马桶盖

167 宁波公牛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安全智能锁、插电感应小夜灯

168 深圳市英维克健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EBC空气环境机

169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防干烧燃气灶（家用燃气灶）、烟灶联动吸油烟机

170 无锡小天鹅电器有限公司 COLMO全自动洗衣机

171 奥克斯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奥知音语音套系空调

172 松下家电（中国）有限公司 康养智能电动床、手动轮椅

173 广东光阳电器有限公司 冠雅多功能应急台灯

174 上海三思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插座小夜灯

175 厦门光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尚泰佳智能电动护理床

176 大自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棕床垫

177 珠海和品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电动起身沙发、手摇两功能护理床、简约抓握扶手、玄
关扶手

178 好梦来家纺有限公司 防褥疮垫、隔尿垫、智能床垫、床上用品

179 江苏恒爱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智能康复护理床

180 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压智能床

181 上海迈动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床垫

182 西双版纳云锰新兴天然橡胶有限公司 中胶永生智能升降床垫

183 北京金隅天坛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后腿带轮可挂拐杖的扶手椅

184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按摩床垫

185 九牧厨卫股份有限公司 淋浴扶手、固定式淋浴凳

186 广东中匠福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床边扶手

187 瑞安市永久亮无障碍设施有限公司 无障碍扶手

188 东莞市百慕川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适老化安全扶手、家具、卫浴、淋浴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