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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丰宁机电概况

PART 1



1､天津情怀

天津丰宁机电制品有限公司

成立于1999年10月，国内康复设备及养老

服务的公司。

心怀故里，建设家乡

旅日学习工作二十年

上海奋斗近十年

游子归乡，关注大健康领域

从实体出发，聚焦发力



2､公司资质齐全

智能型座椅电梯被天津市政府认定为“专精

特新”产品，纳入政府采购目录，是“福康工程”

的指定产品；也是国家“863工程”的重点扶持项目，

享受专项扶持资金，国家科技部和军委总后勤部对该产

品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鼎力支持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国家级高新技术

守合重信用企业

科技型中小型企业

拥有国家自主研发专利



行业交流
国外交流、产品引进

产品出口
自主研发、出口国外

无障碍、适老化社会环境打造
从产品思转向运营服务思维

为养老服务项目的运营管理储备

3､产品研发到服务运营转型



4､牵手第一养老，强强联合

企业规模大
      公司有日本、欧盟等国家康复专家和养老运营专

家，机械工程师5人，电器工程师4人，建筑设计师

等，最大限度地利用和整合各种资源。致力于打造国

际化康复养老产业联盟，成为当下国内中日外养老产

业交流的纽带和典范窗口。

研发服务能力强
       公司拥有了一支高素质的研发专业服务团队，

具有产品开发，制造，安装调试和售后服务等，建立

了完整的服务保 障体系。

企业资质荣誉
      获得了上级荣誉表彰：荣 获国家民政部高度赞

誉、省厅发文表 彰、以及各县区各类荣誉证书等。



天津丰宁22年

PART 2



友爱养老22年

生产制造基地的建设，日本大同
工业OEM加工，广州本田物流生
产线，月出口座椅电梯100多台

公司成立，机械生产基地

参加中国第一届康辅助具博览会，展示了
座椅电梯和斜挂平台。最早跨入了无障碍
座椅电梯和升降平台的中国市场。与科技
部联合申请国家863科研计划，并成功从别
墅座椅电梯开发多层建筑楼道座椅电梯，
成功完成7层楼座椅电梯的施工工程

跨入中国无障碍市场

带领国家民政辅助器具研究中心
等领导到日本康复医疗机构，研
究中心，养老机构等参观学习交
流，先后为国家及天津及其他省
市赴日本参观学习及交流的桥梁。
并开展养老运营等各项工作。

引进日本康复无障碍理念
我公司生产的轮椅升降平台被广泛运用到各
地高铁、地铁。特成功中标天津地铁轮椅升
降平台28台设备，行业领先位置

高铁、地铁轮椅升降平台广泛运用

全军干休所多地中标座椅加装电
梯及楼道综合整治改造。一体化
护栏及无痕扶手，LED扶手等功
法应用施工。

军队干休所适老化改造
开发成功轮椅用电动爬楼机，成功中标北
京地铁11条线85台轮椅升降平台和59台爬
楼车。

1999-2005 2006-2010 2011-2015 2016-2020 2016-2020 2021

成发开发轮厅用爬楼机，进军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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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障碍出行设备

无障碍出行设备的王牌产品



1､无障碍出行设备

主要应用场景



1､无障碍出行设备

时间 项目名称 重点内容 时间 项目名称 重点内容

2001年 空军沈阳军区干休所楼道
适老化改造

在别墅座椅电梯的基础上开发多层建筑
楼道座椅电梯，成功完成7层楼座椅电梯
的施工工程，申请楼道座椅电梯的发明
专利。为我国外挂电梯加装不了的多层

建筑开辟了一条新路。

2011年 海拉尔高铁站 安装轮椅升降平台

2018年 黑龙江某干休所 安装座椅电梯到8层楼，解决老干部出行
问题。 2012年 北京地铁8、9、10号线 安装轮椅升降平台

2014年-至
今 全国几十个干休所 安装座椅电梯，解决老干部出行问题。 2016年 南京铁路 拆除旧的，安装轮椅升降

平台

2016年 龙口铁路
安装轮椅升降平台，来解决公共场所无

障碍出行 2017年 龙烟铁路，青联铁路 安装轮椅升降平台

2020年 天津地铁1、2、3、6号线
安装轮椅升降平台，来解决公共场所无

障碍出行 2021年 北京地铁11条线 85台安装轮椅升降平台

2021年 北京地铁4号线，天津地
铁4号线等

安装轮椅升降平台，来解决公共场所无
障碍出行 2021年 北京地铁7条线

配套轮椅用电动爬楼机，
来解决公共场所无障碍出

行

案例列表



2､适老化改造

社区环适老化境改造



2､适老化改造

室内适老化改造



2､适老化改造

配套服务图



2､适老化改造

覆盖全军90%以上干体所

时间 项目名称 重点内容 时间 项目名称 重点内容

2001年 空军沈阳军区干休所楼道
适老化改造

在别墅座椅电梯的基础上开发多层建筑
楼道座椅电梯，成功完成7层楼座椅电梯
的施工工程，申请楼道座椅电梯的发明
专利。为我国外挂电梯加装不了的多层

建筑开辟了一条新路。

2013年
卓达天津太阳城养老院、
海航中国集的设计装修和

施工工程，设备配套

卫生间，卧室等地方进行
适老化改造

2013年 民政部福康工程福利院无
障碍改造项目 安装楼道座椅电梯 2014年 天津武清中医院、天津中

心生态城医院
卫生间和洗浴间、楼道无

障碍施工工程

2014年 天津武警干休所楼道适老
化改造 楼道安装座椅电梯及楼道适老化改造 2015年 北京市残联无障碍进家庭

项目改造项目
家庭个性化定制化适老化

改造

2015年 天津津南区残疾人联合会
康复托养中心

前期策划,设计和内装修和智能化弱电设
计，施工工程和设备配套。 2016年 天津滨海第一、第二福利

院和第三残疾人托养中心

天津滨海第一、第二福利
院和第三残疾人托养中心
的项目前期策划设计和卫
生间、洗浴间的智能化弱
电设计、施工工程和设备

配套

2014年
全国干休所楼道适老化改

造
楼道安装座椅电梯及楼道整体适老化改

造

2014年-至
今 天津各区民政、残联 康复器材，适老化产品配

备

-至今 2021年 天津河西区入户个性化改
造 家庭适老化改造

案例列表



3､康复辅具

产品研发



3､康复辅具

辅具展示厅



3､康复辅具

津南残疾联合康复中心



4､康复医疗服务

友爱医疗与第一养老合作

项目名称 第一养老石井街颐康中心项目
（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居家养老综合服务平台运营）

运营期 十五年免租

场地位置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街道石东路189号

场地面积 2851.04平方米

设计床位 72张

运营费用

街道社区居家养老综合服务平台运营经
费总计78万元/年，含人员经费、服务
支持经费、专业支持经费、办公经费及
由项目开展而产生的其他费用，按合同
约定的方式分期拨付。 

广州样板工程——广州市颐康中心示范机构



5､中日康养交流

引进日本企业，促进中日养老产业合作

业务拜访长谷川控股集团

日本广风会会长来津

长谷川控股集团领导到河西医院拜访合作

天津职业大学领导到日本长谷川考察



5､中日康养交流

引进日本企业，促进中日养老产业合作

业务拜访长谷川控股集团 日本广风会会长来津到日本广风会康复养老  
机构考察



5､中日康养交流

组织日本养老考察

参观日本日间照料中心机构



5､中日康养交流

组织日本养老考察

天津老美华领导到SENKO集
团公司洽谈老年家居合作

与PLATZ领导护理床合作

美的置业公司总经理及设计
团队参观并洽谈养老运营合
作

参观拜访洽谈养老运营合作



5､中日康养交流

天津友爱康复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与东京卫生学园专门学校签订日中介护学

东京卫生学园专门学校后藤院长与天津中医药大学校
长：张伯礼

东京卫生学园专门学校后藤院长与天津友爱康复宁培爱总
经理

天津友爱康复宁培爱总经理与日中介护学会常务副理事长  
赵月红博士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日中介护学会常务副理事长赵月红、天津友爱宁总与
天津民政各位领导围绕老年人护理进行了专题座谈



6.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1、打造为 “机构、社区、居家综合养老服务”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主要服务辖区内老年人尤其是失能、失智、高龄的老年人；

2、服务形式：

机构全托和日托服务、社区服务、上门服务；

3、服务内容：

助餐配餐、康复护理、生活照料、医疗保健、 日间托管、临时托养（喘息服务）、精神慰藉、安

宁疗护、辅具租赁、 家居改造、文化娱乐、紧急援助、养老咨询顾问服务等覆盖老年人全生命周

期的各项养老服务项目 。



7､打造“参与式”“生活式”康复服务名片

参照日本“介入式康复服务”理念

引入天津重点医疗机构（如中医附属一院）

在不强调大场地、大型设备的环境，塑造专

业可行的内容体系

打造“参与式”“生活式”康复服务名片



8､打造区域养老服务“实务指导中心”

Ø 家庭照护者/养老护理从者“情景

化”、“实务”培训基地

Ø 适老化（社区环境、家庭环境）辅

具展示推广基地

Ø 适老化（社区环境、家庭环境）辅

具应用科普宣传基地

Ø 区级残疾人康复中心

Ø 区级社区服务中心

居家服务-康复护理 上门探访 适老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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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一康养“合作伙伴”—国外

专业领域 企业名称

产品

养老服务

运营

其它



友一康养“合作伙伴”—国内

专业领域 企业名称

产品

养老服务

运营

其它



FOR W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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