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est CPR株式会社是一家通过心肺复苏术来保护国民生命安全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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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l 公司概要

CPR是传递爱、挽救生命，与救生人员并肩作战的韩国国内一流急救医疗设备专业企业——Best CPR株式会社。

公司全体员工致力于开发高品质的CPR培训设备和急救医疗设备，时刻在您身边守护您宝贵的生命。

CPR Total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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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l 沿革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06  成立CU Networks株式会社

01  为大邱市教育厅提供自动心脏除颤器

03  获得心肺复苏术培训机构认证（韩国心肺复苏协会）

06  为现代汽车提供自动心脏除颤器

11 荣获2014年韩国优秀专利大奖
（生命工程/化学领域-培训用心脏除颤系统，韩国日报）

02  为济州岛提供自动心脏除颤器

06  为韩国GM提供自动心脏除颤器

12 为首尔市提供1600台自动心脏除颤器

05  为LGU+提供1000台自动心脏除颤器

12  推出培训用自动心脏除颤器(LifeOn-100)

12  与韩国海洋救援协会签订MOU

11  与韩国佳能签订商务解决方案MOU

11  为KTX新开通车站提供AED

为首尔G20峰会赞助AED

10  注册风险企业

02  为仁川国际机场提供33台AED

02  校园优秀产品认证（Life on）

03  培训用自动心脏除颤器Rligo上市

03  为陆军1266部队提供544台自动心脏除颤器

06  成立企业附属研究所

09  推出心肺复苏术培训用人体模型Nurugo

12 Rligo被韩国设计振兴协会评选为优秀设计

02  为韩国职业足球联盟提供心肺复苏术培训

07 – 08  为韩国职业篮球联盟、韩国排球联盟提供心肺复苏术培训

08  公司更名为Best CPR株式会社，公司总部搬迁

11  注册制造工厂（京畿道华城市安宁洞）

11  技术革新型中小企业（INNO-BIZ认证）

12  为仁川市教育厅提供418台自动心脏除颤器

01  取得ISO 9001:2008 / KS Q ISO 9001:2009认证

01  与富川市保健所签订心肺复苏术急救处置培训协议
04  心肺复苏术培训用人体模型Nurugo 被调配厅指定为风险创业革新调配商品

05  为空军军需部提供自动心脏除颤器

05  为蔚山教育厅提供174台心肺复苏术培训用人体模型Nurugo

05  为忠清北道消防本部提供500台Rligo培训用心脏除颤器

05  为江原道消防本部提供500台心肺复苏术培训用人体模型Nurugo

05  为坡州市提供心肺复苏术培训用演练台CEM

06  为庆尚南道教育厅提供心肺复苏术培训用演练台CEM和拉杆包

07   为LH韩国土地住宅公社（大邱、庆尚北道地区本部）提供自动心脏除颤器

07 Nurugo取得中小风险企业部性能认证（EPC）

09  被调配厅指定为优秀调配产品（Nurugo L330）

10  韩国在线采购系统优秀调配产品注册（Nurugo L330）



公司简介 l 工厂

坐落于京畿道华城市世子路396号49(安宁洞)

生产制造“Rligo AED Trainer”、“Nurugo CPR人体模型”及其他耗材

通过在韩国国内进行研发、制造，以合理的价格提供高品质的产品

事前经过附属研究所100万次以上的耐久性和安全性等严格的测试

完成了韩国国家公认检测机构的耐久性评估，取得了中小风险企业部性能认证（EPC）。

Nurugo人体模型耐久性测试情景

公司简介 l 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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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企业确认书 技术革新型中小企业
(INNO-BIZ)确认书

性能认证（Nurugo）ISO认证书

耐性性能评估检测报告单
（Nurugo）

韩国心肺复苏协会
培训机构认证书

调配厅“风险国”
注册指定证书

优秀设计(GD)产品
评选证书（Rligo ）

企业附属研究所认证书

专利证书
（心肺复苏术人体模型）

校园优秀产品认证

优秀产品指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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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l 客户及供货业绩

韩国国内主要政府机关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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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D l 什么是心脏停搏？

约为30,000名

每年发生

心脏停搏的患者数量

但这些患者的生存率是多少呢？

100名中有4名生存 随着实行率的增高，生存率也增高

< 心肺复苏术实行率> <心肺复苏术生存率>

心肺复苏术的实行率和生存率

普通人心肺复苏术的实行率

资料来源：疾病管理本部

韩国普通人的心肺复苏术实行率低于先进国家

美国 日本 韩国

30.8% 27% 12%

AED

什么是心脏停搏

什么是自动心脏除颤器

产品简介



AED l 什么是自动心脏除颤器？

自动心脏除颤器是对因室颤或室性心动过速而出现心脏停搏的患者进行电击，使其心脏恢复到正常频率的医疗器械。

复苏之链

迅速确认和呼救 迅速采取心肺复苏术
（CPR）

迅速除颤（AED） 有效的专业复苏术 综合治疗

室性心动过速（VT）波形 正常波形 正常波形



AED l 产品简介

i-PAD CU-SP1
低功率心脏除颤器

i-PAD MC100 
调配用普及型自动心脏除颤器

i-PAD NF1200 
普及型自动心脏除颤器

可随噪音调节音量

贴片便于使用和管理

心肺复苏术指南和感应

任何人都可轻松使用的双按钮方式

支持韩语语音和CPR语音

自动自我诊断功能

无线远程管理功能（可选）

任何人都可轻松使用的双按钮方式

各步骤语音指南

自动自我诊断功能

价格低廉

调达优秀产品 国家集市
国家综合电子调达

AED l 什么是自动心脏除颤器？

自动心脏除颤器是对因室颤或室性心动过速而出现心脏停搏的患者进行电击，使其心脏恢复到正常频率的医疗器械。

复苏之链

迅速确认和呼救 迅速采取心肺复苏术
（CPR）

迅速除颤（AED） 有效的专业复苏术 综合治疗

室性心动过速（VT）波形 正常波形 正常波形



培训设备
Riligo T200 AED Trainer

Nurugo CPR 人体模型

CEM CPR 演练台



培训设备l Rligo AED Trainer

通过与最新的AHA（美国心脏协会）规定相符的培训方案，轻松掌握心脏除颤器的使用方法，

是在韩国心肺复苏协会、韩国红十字会、消防局等具有公信力的机关部门使用的经过验证的产品。

音量调节

具有音量调节功能，

可根据周围环境调节音量

采用所有插头连接方式

采用韩国国内所有种类AED插头的连接方式

(Pre-connected & Non Pre-connected通用)

支持多国语言

支持韩语以外5个国家语言

（英语、汉语、日语、印度语、越南语）

暂停功能

具有暂停功能，

培训时使用方便

通过LED显示贴片粘贴位置

通过产品前面的LED

显示贴片的正确粘贴位置

（贴片可进行局部更换，节省费用）

便于培训的专用遥控器

培训设备
Riligo T200 AED Trainer

Nurugo CPR 人体模型

CEM CPR 演练台



通过与最新的AHA（美国心脏协会）规定相符的培训方案，轻松掌握心肺复苏术，

是在韩国心肺复苏协会、韩国红十字会、消防局等具有公信力的机关部门使用的经过验证的产品。

颈部结构与人体类似

可左右旋转15˚

前后关节为上下双重关节

按节拍显示胸部按压频率

节拍器利用扬声器显示节拍

按照每分钟110次发出节拍音

准确粘贴AED贴片

减少了因锁骨过于突出而引起的在锁骨上方重叠粘贴的错误

根据前方-侧面粘贴位置，粘贴于左侧“中间-腋窝线”

视觉反馈功能

听觉反馈功能

通过底部的扬声器进行反馈

“请按得再深一些”、

“请按得再快一些”、

“您做的很好”、

“请放松胸部”

培训设备l Nurugo CPR 人体模型

人体模型额头通过LED显示反馈

胸部按压深度5cm，频率100~200次/分钟

显示CPR是否满足



它是为了轻松体验心肺复苏术（CPR）而制作的CPR演练台，附带自动心脏除颤器（AED）。

AHA 心肺复苏术指南

具有音量调节功能，

可根据周围环境调节音量

Rligo AED Trainer

可以在无讲师的情况下进行演练的AED Trainer 

使用插头连接方式和替换用贴片

5国语言（支持多国语言）

CPR&AED培训方案

自动播放视频（反复播放）

媒体自动on/off功能

自动心脏除颤器（AED）保管箱

可实际使用的AED保管箱

防盗功能（警灯）

Nurugo CPR 人体模型

可以在无讲师的情况下进行演练的人体模型

高品质的视觉/听觉心肺复苏术

培训指南功能

无空间限制采用所有插头连接方式

可简单组装CPR演练台

安装有结实的下部固定托盘

采用把手方式，便于移动

培训设备l CEM CPR 演练台

通过与最新的AHA（美国心脏协会）规定相符的培训方案，轻松掌握心肺复苏术，

是在韩国心肺复苏协会、韩国红十字会、消防局等具有公信力的机关部门使用的经过验证的产品。

颈部结构与人体类似

可左右旋转15˚

前后关节为上下双重关节

按节拍显示胸部按压频率

节拍器利用扬声器显示节拍

按照每分钟110次发出节拍音

准确粘贴AED贴片

减少了因锁骨过于突出而引起的在锁骨上方重叠粘贴的错误

根据前方-侧面粘贴位置，粘贴于左侧“中间-腋窝线”

视觉反馈功能

听觉反馈功能

通过底部的扬声器进行反馈

“请按得再深一些”、

“请按得再快一些”、

“您做的很好”、

“请放松胸部”

培训设备l Nurugo CPR 人体模型

人体模型额头通过LED显示反馈

胸部按压深度5cm，频率100~200次/分钟

显示CPR是否满足



培训机构
Life On 培训中心



培训机构 l Life On 培训中心

Life on培训中心是韩国心肺复苏协会(KACPR)的培训网站，是致力于向全体公民普及心肺复苏术(CPR)的培训机构。

E-mail : help@aed.kr   Tel : 1644-3075 Q&A : @Life On (培训咨询), @Best CPR (产品咨询)

专业心肺复苏术

运营培训系统

上门培训服务

培训进修优惠

•韩国心肺复苏协会(KACPR)专业培训机构许可业务

•韩国心肺复苏协会(KACPR)培训进修证书颁发业务

•可提供与韩国心肺复苏协会同等品质的培训课程

•本培训中心和培训机构可通过事前协商后在希望的场所&时间进行培训

(满足场所和人员标准时)

•购买AED&Trainer&其他各种产品时，通过相关公司提供优惠。

01

02

03

培训机构
Life On 培训中心



[总 部] 京畿道华城市世子路396号49（安宁洞）

TEL : 031-385-7272 ｜ FAX : 031-385-3999

[首尔办事处] 首尔市衿川区加山DIGITAL1路70号湖西大创业大厦1206号

TEL : 02-3211-3000 ｜ FAX : 02-706-4224

[中部分公司] 世宗市Hannuri大路2150（Boram洞，SMART HUB1）804A号

TEL : 044-866-8310 ｜ FAX : 044-866-8311

Best CPR株式会社 www.AED.kr制造及销售

Contact Us

Copyright bestCPR, Inc. All right reserved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