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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馨医疗简介 

德馨医疗是由德国首屈一指的海德堡大学医学院与附属医院的博士博后团队建立的德国本地公

司。我们以专业、透明、客户至上的信念，把为患者提供最佳医疗解决方案作为自己的使命。

德馨立足于有着尖端医疗科技的海德堡，为客户无缝对接海外优质医疗资源，以世界最新的医

学知识带动国内的精准医疗的发展。 

德馨医疗整合德国的优质医疗资源，提供面对患者和面对医生的跨境医疗平台。我们通过线上

服务，为患者对接海外医学专家的远程会诊，为医生提供网络讲座及与学术交流的工具。

同时，我们在线下提供为患者私人定制的跨境医疗服务，以及医疗领域的跨国考察、培训

和交流的服务支持。线上平台和线下服务相呼应，形成德馨无缝链接的闭环服务。 

德馨团队中，大部分是多年任职于海德堡大学医院、德国癌症中心及国家肿瘤疾病中心的博士

和博后。其中核心管理团队拥有医学、工商管理、工程等学科互补的交叉背景，且曾任职于德

国的顶级医院、世界 500 强医疗器械公司、德国联邦投资基金会和媒体资讯公司。同时，我

们有着中德双方医学、IT、商务及法律等各方面专家顾问的支持。德馨医疗秉承专业、透明、

客户至上的价值观，为客户打造量身定制的全套服务。 

优质的医院 

德馨医疗与德国排名前列的公立大学医院合作，为客户提供跨境医疗、跨境医学交流与培

训、以及跨境考察服务。 

专业的服务 

我们是德国本地公司，团队由德国顶尖的海德堡大学医院的博士博后组成，为客户提供专业

的医学翻译及就医陪同。同时，我们也配套提供行程规划、接送机、当地生活指导和陪同等服

务，可根据客户需求量身定制服务套餐。 

透明的价格 

我们会提供给客户医院开出的原始账单；如果在服务过程中，预约的某些项目是不必需的，

对应项目的款项将在最终结算后退还给客户。 

 
德国 海德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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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何选择德国？ 

德国拥有全球领先的医疗系统，顶尖的科技和疗法。高素质的医师队伍和细致的护理团队为病

人提供量身定制和人性化的服务，严谨的质量监管和规范化的医学流程保证了诊疗的安全性。 

德国境内有超过 2000 家医院和 35 家大学全科医学中心。海德堡大学医院、柏林夏里特大学

医院、慕尼黑大学医院、德累斯顿大学医院、弗莱堡大学医院和图宾根大学医院，常年来位居

德国著名杂志 FOCUS 的医院排行榜榜首。 

德国医疗的前沿领域包括肿瘤、心血管、神经科、儿科、泌尿科、骨科、糖尿病防治、眼科、

康复疗养和优生。德馨团队将根据客户的需要，构建客户和德国医院医生们无缝连接的桥梁。 

2.1 顶尖的医疗科技 
西方的医院起源于欧洲教会，而德国更是西医鼻祖。随着基督教的发展，在 1207-1577 年间

155 多所医院在德国先后建立，并不断推动着世界医疗事业的发展。从 1901 年首届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得者贝林，到 2013 年的聚德霍夫，至今共有十九位德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这充分显示了德国在医疗科技领域深厚的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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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高性价比 
医疗水平处于世界领先的德国，相比美国等其他顶尖医疗国家，有着高性价比的优势。就癌症

的跨境医疗来说，德国的医疗费用仅为美国同类治疗的 1/3 到 1/2。举例来说，质子重离子治

疗是针对肿瘤治疗的前沿放疗技术；海外患者接受质子治疗，在美国麻省总医院的治疗费用约

为 15 万美元（约 98 万元人民币）；而在德国海德堡大学附属医院的质子重离子治疗中心的

医疗费用仅需约 6 万欧元左右（约 47 万元人民币）。 

德国医疗的高性价比，主要是由铁血宰相俾斯麦所制定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医疗体制决定的，这

使得德国的医疗机构能够提供质优价廉的医疗服务。此外，德国医护人员薪酬较其美国同行相

对偏低，且德国实行的“医药分家”的策略以避免医生滥用处方权与药商串通牟利，也成为德国

医疗服务高性价比的重要因素。 

2.3 严谨的行医 

德国医疗服务秉承了德国人一贯严谨的作风，其质量和安全性都是位于世界前列的。在欧盟国

家中，德国医疗事故发生率一向处于低位，且其手术死亡率是全球最低之一。这些是通过德国

完善的医院管理体系，各专科治疗程序的质量监控和资格认证来保证的。 

此外， 德国医护人员的专业素养和职业精神也保证了医疗服务的质量。在德国，仅成绩最优

异的毕业生才能够成功申请医学院，并需要经过近十年的学习和驻院培训，才能得到专业医生

执照，且大多数德国执医医生同时拥有博士学位。严格的选拔机制和长时间的学习和训练，保

证了德国医生普遍具有优秀的医疗素质和职业操守。 

2.4 政要明星的选择 
在跨境医疗领域中，德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据德国国家旅游局统计，每年德国医疗机构接受

超过 20 万的海外患者，包括 8 万多的住院病人和 12 万多的门诊患者。目前赴德治疗的病人

大多数来自于中东地区和俄罗斯，其中当然也不乏政要明星等知名人物。 

 

 

网坛名将 李娜：2007 年至

2008 年，多次在德国慕尼黑接

受膝盖微创手术治疗 

 

 

乌克兰前总理 季莫申科： 2014

年因长期脊椎疼痛，赴德国柏

林入院接受治疗 

 

 

俄罗斯前总统 叶利钦：自 2001

年起，长期接受德国柏林心脏

中心院长的心脏病治疗 

 

埃及前总理 穆巴拉克： 2010

年于海德堡接受胆膀胱腹腔镜

手术，2011 年前往巴登巴登温

泉镇疗养 

 

罗马教皇 保罗二世：曾赴德国

杜塞尔多夫接受关节疼痛的欧

凯治疗，并将其褒奖为“上帝的

疗法” 

 

短跑飞人 博尔特：于 2015 年

赴德国慕尼黑，接受著名私人

医学专家的骨盆骶髂关节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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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德国优质医疗资源 

3.1 德国医院 
德国有着优质的医疗资源和高精尖的医疗技术，在肿瘤、心血管、神经科、儿科、泌尿科、骨

科、糖尿病防治、眼科等多个领域治疗技术世界一流。全国上下约有 2000 多家医院，其中包

括 35 家大学全科医院。同时，德国以其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天然资源、以及医护人员的专业技

术和先进疗法的应用，在自然理疗、康复疗养和运动医学方面亦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德国的三大时事新闻杂志之一，FOCUS 杂志每年会将德国医院根据其声誉、

医疗水准、卫生和护理标准、患者满意度、专家人数、医护人员数等因素进

行综合并排名。常年来位于德国最好的 100 家医院榜首的医院有：柏林夏里

特医院、慕尼黑大学医院、德累斯顿大学医院、海德堡大学医院、图宾根大

学医院、弗莱堡大学医院等综合性医院。 
 

 

 

 

 

柏林夏里特大学医院 

• 欧洲最大的医疗机构，100 家专科医院和诊所，17 个专科中心 

• 3979 名医生和科学家，4293 名护士护工 

• 治疗优势：神经外科、骨科、眼科、肿瘤、儿科、移植等 

 

 

 

 

慕尼黑大学医院 

• 45 个专科，多个跨学科中心 

• 约 1700 名医生，3200 名护士 

• 治疗优势：癌症治疗（特别是肠道癌）、神经外科、心血管疾

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等 

 

 

 

 

海德堡大学医院 

• 43 个专科，11 个医学研究所 

• 约 1700 名医生 

• 跨学科医疗，与多个著名医疗中心和研究所均有合作 

• 附属国家肿瘤疾病中心(NCT)、海德堡质子重离子治疗中心

(HIT)，马尔堡质子重离子治疗中心(MIT) 

• 治疗优势：癌症治疗、心血管、神经系统疾病、内分泌与新陈代

谢疾病、肌肉骨骼系统疾病、器官移植、优生与妇科疾病、儿童

疾病等 

 

  

https://www.charite.de/
http://www.klinikum.uni-muenchen.de/
https://www.heidelberg-university-hospital.com/home/


 

DEXIN Med GmbH www.dexin.pro 7 

 

 

 

 

德累斯顿大学医院 

• 20 个诊所，4 个科研机构，10 个跨学科中心 

• 约 860 名医生，1860 名护士 

• 治疗优势：糖尿病和内分泌、眼科、耳鼻喉科、癌症治疗等 

 

 

 

 

图宾根大学医院 

• 17 家医院，37 个专科 

• 共 8500 多位员工 

• 治疗优势：早产儿、老年医学、心脏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移植

手术、妇科疾病与癌症等 

 

 

 

 

弗莱堡大学医院 

• 42 个科室，11 个研究所，10 个跨学科研究中心 

• 约 1710 名医生，3520 名护士 

• 治疗优势：心血管疾病、慢性免疫缺陷、神经系统疾病、癌症、

妇科疾病等 

 

 

3.2 疗养胜地 
欧洲建立疗养院的浪潮出现在 19 世纪末期，那时人们逐渐开始有了“疗养”的想法，例如治疗

肺结核或者酗酒，还有包括其他一些精神方面的创伤。上层阶级中能负担起的人群立即像追逐

其他社会时尚一样推崇起了疗养，而有商业头脑的资产阶级则很快为他们建设并提供基础设

施。在二十世纪初，人们提出了将生活、乳清、Kneipp 疗法、饮水疗法、灌肠、散步、体

操、日光浴、水浴、自然主义、新鲜空气和园艺及生食作为疗养的方法。 

在欧洲的疗养院既不同于以治疗为主的医院，也不同于以康复为主的康复医院，它必须具备三

个基本条件：一是具有防病治病作用的自然疗养因子；二是具有优美的景观和安静的环境；三

是在上述两条条件的基础上，制定收治疗养人员所必需的科学疗养制度，并付诸实施。 

德国有良好的医疗保健资源，更有得天独厚的疗养环境和数百年的疗养文化沉淀。德国的矿泉

浴场和疗养所将传统疗法与现代药物相结合，提高了在保健和健康领域的竞争力。超过 350

个的疗养胜地和康复温泉区广泛地分布在德国的各个角落。无论是北海海岸或者东海海岸、亚

琛东南边的艾弗尔山或者跨越德国捷克的埃尔茨山脉、黑森林或阿尔卑斯山——几乎在所有的

区域都能找到疗养酒店，不少地方配备了医生指导和私人教练，为客人们提供各种保健养生的

套餐。每一个地方都根据不同的地理、气候和文化特点营造出属于当地的特色。德馨医疗将充

分利用本地优势，竭力为客户对接最符合身心需求的疗养地。 

https://www.uniklinikum-dresden.de/de
https://www.medizin.uni-tuebingen.de/en/Patients/International+patients.html
https://ims.uniklinik-freiburg.de/en/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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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d Sülze 巴特叙尔策 

•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 

• 该城市自 1927 年以来一直被公认为是著名的温泉浴场度假村 

• Medianklinik 专科医院的特色盐泥浴 

• 新鲜的泥浆能温和的促进血液循环，效果可达到难以供血的关节

部位，因此适用于有慢性关节病的老年患者的治疗 

 

 

 

 

Ostsee Sellin 吕根岛塞林 

•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吕根岛 

• 波罗的海温和的气候和有保健效果的矿泥，使塞林成为 100 多年

来的健康疗养胜地 

• Ostseebad Sellin 新鲜的海风，咸水和富含碘的海洋空气，造就

了吕根岛温和的气候，特别适合于哮喘、慢性支气管炎、高血

压、风湿病、皮肤病和运动器官的慢性疾病的疗养 

 

 

 

 

Bad Waldsee 巴特瓦尔测 

• 德国巴登符腾堡州 

• 源于上施瓦本地区最热的水源，来自深层的 65 度温泉水富含氟

化物及硫 

• 结合温泉疗养、度假、桑拿等养生保健服务 

 

 

 

 

Bad Kissingen 巴特基辛根 

• 德国巴伐利亚州 

• 传统的欧洲温泉小镇，德国著名的健康疗养胜地 

• Zechstein 的矿物和盐矿床，为来这里的客人提供了天然的泥沼

和盐水的海水疗法 

 

 

 

 

Burg Spreewald 伯格 施普雷瓦特 

• 德国布兰登堡州 

• 在 2005 年被认证为国家疗养地 

• 温泉疗养中心的疗愈盐水在不同的水池中流动，这里除了温泉桑

拿，还有健身健康区域，为客人提供盐石窟、美容、Kneipp 疗法

和赤脚公园等全套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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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德馨医疗服务简介 

4.1 面向患者的服务产品 

4.1.1 第二诊疗意见 

由德国医学专家根据患者的实际病例材料，对患者

的疾病进行进一步判断和评估，并结合世界最新的

医疗科技、治疗手段和最新药物，提出治疗方案建

议，供患者及国内主治医生参考。 

第二诊疗意见以书面报告的形式，使患者可以准确

地了解自身病情，对个人化的治疗方法具有极高的

参考价值。 

在患者提供了所有相关信息和病例材料后，德馨医

疗将在十到十四个工作日左右，返回德国专家的第

二诊疗意见报告。 

 

 

4.1.2 远程会诊 

由德国医学专家根据患者的实际病例材料，对患者

的疾病进行进一步判断和评估，并结合世界最新的

医疗科技、治疗手段和最新药物，提出治疗方案建

议，供患者及国内主治医生参考。 

远程会诊以多方网络视频的形式，患者在德馨医疗

团队的支持下，面对面地与德国专家沟通病情，并

参考和选择个人化的治疗方案。 

在患者提供了所有相关信息和病例材料后，我们将

在十到十四个工作日左右，为患者安排与德国专家

的远程会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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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跨境医疗 

德馨医疗提供专业的跨境医疗服务，致力于帮

助有需求的患者在德国寻求有效的医疗服务，

为更多家庭带来新的希望。 

客户在德馨医疗团队的支持下，面对面地与德

国专家沟通病情，享受德国先进的医疗科技和

治疗方法，在缓解疾病的同时提高生活质量。 

在患者提供了所有相关信息和病例材料后，我

们将在十到十四个工作日左右，为患者确定赴

德的治疗方案。在客户同意接受治疗方案，并

向相关医院支付医疗预付金后，医院将在七到

十四个工作日左右安排就医的日程预约和签证

所需要的证明。 

 

 

4.1.4 健康之旅 

德国有着丰富而优质的体检、疗养等轻医疗资源。 

德馨医疗的健康之旅，按客户的需求提供体检、疗

养、疫苗接种等医疗资源的对接服务。 

对于有赴德参与健康之旅的团体客户，德馨将根据

需求定制行程，推介优质医疗资源，与相应机构对

接，并整合旅游观光项目。我们将为行程配备专业

医学陪同及翻译，并在旅程结束后为客户提供医疗

报告的专业医学翻译文件。 

由于行程的定制、体检疗养等医疗机构的预约、以

及行程的安排会需要一定时间，为保证健康之旅的

服务质量，请在预定出发日期前一个半月前与我们

进行沟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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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面向医疗机构的服务产品 

4.2.1 跨境考察 

德馨关注医学领域的最新发展和热点，我们以德国和欧

洲优质的医疗科技资源，为客户提供医疗行业的跨境商

务考察服务。 

对于有赴德或赴欧洲跨境交流考察需求的客户，德馨将

根据其需求定制行程，推介优质考察资源，与相应机构

或公司对接，并适当添加有当地特色的旅游观光项目。

我们将为行程配备专业考察陪同及翻译，并在考察结束

后，为客户提供交流记录报告以作备案。 

由于行程的定制、企业和机构的预约以及行程的安排需

要一定时间，为保证考察服务质量，请在预定出发日期

一个半月前与我们进行沟通联系。  

 

4.2.2 网上课程 

德馨医疗以德国优质的大学医院和医学院为资源，为

客户提供医学网上培训课程。我们可根据客户需求定

制课程，联系和对接优质的医学教学资源。我们将为

课程配备专业翻译和 IT 技术支持，并在课程结束后，

为客户提供由合作大学医学院提供的课程参与证书。 

由于课程的定制、大学与教授的日程预约需要一定时

间，为保证服务质量，请客户在课程开始的预定日期

两个半月前与我们进行沟通联系。 

 

 
 

4.2.3 跨境培训 

德馨医疗与德国优质的大学医院和医学院合作，为客户

提供医学跨境培训课程。我们将根据其需求，联系和对

接优质的大学医院与医学院资源，定制课程计划。我们

将为课程配备专业翻译和生活指导，并适当添加有当地

特色的旅游观光项目。在培训结束后，为客户提供由合

作大学医学院提供的培训证书。 

由于行程的定制、培训计划的安排与预约以及行程的安

排需要一定时间，为保证服务质量，请在预定出发日期

三个月前与我们进行沟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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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XIN Med GmbH 

德国德馨医疗有限责任公司 

 

 

优质的医院 

德馨医疗与德国排名前列的公立大学医院合作，为客户提供跨境医疗、跨境医学交流与培

训、以及跨境考察服务。 

 

专业的服务 

我们是德国本地公司，团队由德国顶尖的海德堡大学医院的博士博后组成，为客户提供专业

的医学翻译及就医陪同。同时，我们也配套行程规划、接送机、当地生活指导和陪同等服务，

可根据客户需求量身定制服务套餐。 

 

透明的价格 

我们会提供给客户医院开出的原始账单；如果在服务过程中，预约的某些项目是不必需的，

对应项目的款项将在最终结算后退还给客户。 

 

 

欢迎联系我们： 

info@dexin.pro 

DEXIN Med GmbH 

c/o ZGC InnoHub 

Tech Tower, Forum 7 

69126, Heidelberg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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