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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6-2020年中国体温计行业市场供需调查与投资潜力研究报告》介绍了

体温计行业相关概述、中国体温计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体温计行业的现状、中国体温

计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体温计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体温计产业发展前景

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体温计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体温计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

或缺的重要工具。

   

第一章 体温计产业相关概述 　　第一节 体温计阐述 　　　　一、基础体温计 　　　　二、

体温计发展历程 　　　　三、量测的位置 　　第二节 现代体温计 　　第三节 耳蜗温枪测体

温的方法与优势 　　第四节 欧姆龙体温计MC-145功能特点 　　　　 第二章 2014-2016年中国

便携式医疗器械行业市场供需分析剖析 　　第一节 2014-2016年中国便携式医疗器械产业现状

分析 　　　　一、我国医疗器械产业已逐步融入全球产业链 　　　　二、中国医疗器械加速

走向GMP时代 　　　　三、中国医疗器械研发领域新进展 　　第二节 2014-2016年中国便携

式医疗器械市场运行格局 　　　　一、便携式医疗器械增长态势明显 　　　　二、中国便携

式医疗器械市场规模分析 　　　　三、市场处于普及的初级阶段 　　　　四、中国医疗器械

的三大区域市场调研 　　第三节 医疗器械出口分析 　　第四节 2014-2016年中国便携式医疗

器械市场典型营销案例分析 　　　　 第三章 2014-2016年中国体温计产业运行环境分析 　　

第一节 2014-2016年中国经济环境分析 　　　　一、GDP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二、固

定资产投资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三、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预测分析 　　第二节

2014-2016年中国体温计产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体温计标准分析 　　　　二、体温计

相关产业政策影响分析 　　　　三、体温计进出口政策分析 　　第三节 2014-2016年中国体

温计产业社会环境分析 　　　　一、人口环境分析 　　　　二、教育环境分析 　　　　三、

文化环境分析 　　　　四、生态环境分析 　　　　五、中国城镇化率 　　　　六、居民的各

种消费观念和习惯 　　　　 第四章 2014-2016年中国体温计产业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

2014-2016年中国体温计产业发展概述 　　　　一、体温计产业特点分析 　　　　二、医用温

度计的生产方法 　　　　三、一次性医用温度计分析 　　第二节 2014-2016年中国体温计产

业市场供需分析分析 　　　　一、水银体温计市场热销 　　　　二、百略电子体温计稳坐全

球第一 　　　　三、体温计傍“甲流”卖到脱销 　　第三节 2014-2016年中国体温计产业发

展存在问题分析 　　　　 第五章 2014-2016年中国体温计产业市场运行动态分析 　　第一节

2014-2016年中国体温计市场运行概述 　　　　一、体温计市场供给分析 　　　　二、医用温

度计需求分析 　　　　三、体温计价格分析 　　第二节 2014-2016年中国体温计产业市场运



行动态分析 　　　　一、红外数字体温计的设计挑战及器件选型 　　　　二、电子体温计与

水银柱体温计对比分析 　　　　三、海口体温计价格走势 　　第三节 2014-2016年中国医用

温度计市场销售情况分析 　　　　 第六章 2014-2016年中国医疗、外科及兽医用器械制造行

业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14-2016年中国医疗、外科及兽医用器械制造行业规模分析 　

　　　一、企业数量增长分析 　　　　二、从业人数增长分析 　　　　三、资产规模增长分

析 　　第二节 2016年中国医疗、外科及兽医用器械制造行业结构分析 　　　　一、企业数量

结构分析 　　　　1、不同类型分析 　　　　2、不同所有制分析 　　　　二、销售收入结构

分析 　　　　1、不同类型分析 　　　　2、不同所有制分析 　　第三节 2014-2016年中国医

疗、外科及兽医用器械制造行业产值分析 　　　　一、产成品增长分析 　　　　二、工业销

售产值分析 　　　　三、出口交货值分析 　　第四节 2014-2016年中国医疗、外科及兽医用

器械制造行业成本费用分析 　　　　一、销售成本统计 　　　　二、费用统计 　　第五节

2014-2016年中国医疗、外科及兽医用器械制造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一、主要盈利指标

分析 　　　　二、主要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第七章 2014-2016年中国可直接读数的液

体温度计进出口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14-2016年中国可直接读数的液体温度计进口数据

分析 　　　　一、进口数量分析（90251100） 　　　　二、进口金额分析 　　第二节

2014-2016年中国可直接读数的液体温度计出口数据分析 　　　　一、出口数量分析 　　　　

二、出口金额分析 　　第三节 2014-2016年中国可直接读数的液体温度计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第四节 2014-2016年中国可直接读数的液体温度计进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一、进

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二、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第八章 2014-2016年中国体温

计产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2014-2016年中国体温计总体竞争现状分析 　　　　一

、产业竞争程度分析 　　　　二、品牌竞争格局分析 　　　　三、价格竞争分析 　　第二节

2014-2016年中国体温计产业集中度分析 　　　　一、体温计市场集中度分析 　　　　二、体

温计企业集中度分析 　　第三节 2014-2016年中国体温计企业提升竞争力策略分析 　　 第九

章 2014-2016年中国体温计国内重点生产厂家竞争性财务指标分析 　　第一节 欧姆龙（大连

）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

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

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二节 鸿邦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

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三节 西铁城精电科技（江门

）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

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

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四节 信利仪器（汕尾）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



、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五节 山东东阿阿胶集团

阿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六节 上海华辰医用仪表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

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七节 阜阳

市金牛药械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八节 华略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

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九节 盐城市蒂菱

体温计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

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

、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十节 洪江市正兴医疗仪表厂 　　　　一、企业概况 　　　　二

、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十章 2016-2020年中国体温

计市场运行趋势及预测分析 　　第一节 2016-2020年中国体温计产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医疗、外科及兽医用器械制造业预测分析 　　　　二、体温计竞争格局预测分析 　　　

　三、体温计技术方向分析 　　第二节 2016-2020年中国体温计市场预测分析 　　　　一、

体温计供给预测分析 　　　　二、体温计进出口预测分析 　　　　三、体温计需求预测分析 

　　第三节 2016-2020年中国体温计市场盈利预测分析 　　　　 第十一章 2016-2020年中国体

温计产业投资环境与风险预警分析 　　第一节 2016-2020年中国彩色体温计投资环境分析 　

　第二节 2016-2020年中国体温计投资机会分析 　　　　一、体温计行业投资吸引力分析 　

　　　二、体温计区域投资优势分析 　　第三节 2016-2020年中国体温计投资前景预警 　　

　　一、行业竞争风险预警 　　　　二、生产技术风险预警 　　　　三、进入退出风险 　　

第四节 投资建议  图表目录：图表：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速度 图表：全国粮食产量及其增

速 图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月度同比）（%） 图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月

度同比）（%） 图表：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图表：广义货币（M2）增长速度（%） 图表：

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情况 图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情况（%） 图表：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速度（%） 图表：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速度 图表：人口及其

自然增长率变化情况 图表：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速（%） 图表：2016年



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速（%） 图表：2016年中国GDP增长预测 图表：国内外知名机构

对2016年中国GDP增速预测 图表：2014-2016年我国医疗、外科及兽医用器械制造行业企业数

量增长趋势图 图表：2014-2016年我国医疗、外科及兽医用器械制造行业亏损企业数量增长趋

势图 图表：2014-2016年我国医疗、外科及兽医用器械制造行业从业人数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4-2016年我国医疗、外科及兽医用器械制造行业资产规模增长趋势图 图表：2014-2016年

我国医疗、外科及兽医用器械制造行业产成品增长趋势图 图表：2014-2016年我国医疗、外科

及兽医用器械制造行业工业销售产值增长趋势图 图表：2014-2016年我国医疗、外科及兽医用

器械制造行业出口交货值增长趋势图 图表：2014-2016年我国医疗、外科及兽医用器械制造行

业销售成本增长趋势图 图表：2014-2016年我国医疗、外科及兽医用器械制造行业费用使用统

计图 图表：2014-2016年我国医疗、外科及兽医用器械制造行业主要盈利指标统计图 图表

：2014-2016年我国医疗、外科及兽医用器械制造行业主要盈利指标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4-2016年中国可直接读数的液体温度计进口数量分析 图表：2014-2016年中国可直接读数

的液体温度计进口金额分析 图表：2014-2016年中国可直接读数的液体温度计出口数量分析 图

表：2014-2016年中国可直接读数的液体温度计出口金额分析 图表：2014-2016年中国可直接读

数的液体温度计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图表：2014-2016年中国可直接读数的液体温度计进口国

家及地区分析 图表：2014-2016年中国可直接读数的液体温度计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图表：欧

姆龙（大连）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欧姆龙（大连）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欧姆龙（大连）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欧姆龙（大连）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欧姆龙（大连）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欧姆龙（大连）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

标走势图 图表：欧姆龙（大连）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鸿邦电子(深圳)有限公

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鸿邦电子(深圳)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鸿邦电子(深

圳)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鸿邦电子(深圳)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鸿邦电子(深

圳)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鸿邦电子(深圳)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鸿邦

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西铁城精电科技（江门）有限公司主要经济

指标走势图 图表：西铁城精电科技（江门）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西铁城精电科技

（江门）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西铁城精电科技（江门）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西铁城精电科技（江门）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西铁城精电科技（江门）有限公

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西铁城精电科技（江门）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信利仪器（汕尾）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信利仪器（汕尾）有限公司经营收入

走势图 图表：信利仪器（汕尾）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信利仪器（汕尾）有限公司

负债情况图 图表：信利仪器（汕尾）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信利仪器（汕尾）有限

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信利仪器（汕尾）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山东



东阿阿胶集团阿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山东东阿阿胶集团阿华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山东东阿阿胶集团阿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

图 图表：山东东阿阿胶集团阿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山东东阿阿胶集团阿华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山东东阿阿胶集团阿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运营能力

指标走势图 图表：山东东阿阿胶集团阿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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