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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病房护理设备市场评估分析及发展趋势调查研究报告》

介绍了病房护理设备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病房护理设备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病房护理

设备行业的现状、中国病房护理设备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病房护理设备行业做了重点企业

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病房护理设备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病房护理设备产业有

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病房护理设备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第一章 2015-2017年全球病房护理设备行业发展状况 　　第一节 病房护理设备行业的特点 　

　　　一、专用性 　　　　二、产品范围 　　　　三、局限性 　　　　四、国际性 　　　

　五、风险性 　　第二节 2015-2017年全球病房护理设备行业概况 　　　　一、全球病房护

理设备行业市场格局分析 　　　　二、全球病房护理设备最新研发动态 　　　　三、国外病

房护理设备技术开发分析 　　第三节 2017-2022年全球病房护理设备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第二章 2015-2017年中国病房护理设备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2015-2017年中国病

房护理设备政策环境分析 　　　　一、病房护理设备出口的国际市场认可标准 　　　　二

、ISO9001认证和CE国际认证概况 　　　　三、国家对病房护理设备监管法规 　　　　四、

行业监管 　　　　五、国家开展病房护理设备违法广告信息监测 　　第二节 2015-2017年中

国病房护理设备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一、中国GDP分析 　　　　二、消费价格指数分

析 　　　　三、城乡居民收入分析 　　　　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五、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分析 　　　　六、进出口总额及增长率分析 　　第三节 2015-2017年中国病房护

理设备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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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2015-2017年中国医疗器械行业

发展形势分析 　　第一节 2015-2017年中国医疗器械行业运营格局分析 　　　　一、中国医

疗器械产业发展概况 　　　　二、政策引导我国医疗器械行业快速发展 　　　　三、我国医

疗器械产业已逐步融入全球产业链 　　　　四、我国普及型医疗器械发展状况分析 　　　　

五、2015-2017年中国医疗器械研发领域进展分析 　　第二节 2015-2017年中国医疗器械市场发

展概况分析 　　　　一、中国医疗器械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二、推动医疗器械需求提

升的因素 　　　　三、中国医疗器械的三大区域市场调研 　　　　四、医疗器械设备厂商出

击农村市场 　　第三节 2015-2017年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

中国医疗器械业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二、医疗器械行业各环节中存在的问题 　　　　

三、国产医疗器械在国内市场面临的困难 　　　　四、中国高端医疗器械有待开发 　　　　

五、医疗器械行业期待政策扶持 　　　　六、进口医疗器械包装标识亟需规范 　　　　七、



中国医疗器械本土企业研发面临的难题 　　第四节 2015-2017年促进中国医疗器械产业健康发

展的策略分析 　　　　一、浅析欧美医疗器械管理机制对我国的启示 　　　　二、中国医疗

器械行业利用创新实行降本增效 　　　　三、中国医疗器械行业的发展措施 　　　　四、中

国医疗器械行业的国际化发展建议 　　　　 第四章 2015-2017年中国病房护理设备市场发展

现状分析 　　第一节 2015-2017年中国病房护理设备行业现状分析 　　　　一、病房护理设

备行业总体情况 　　　　二、病房护理设备技术研发现状 　　　　三、中国病房护理设备行

业经营状况 　　第二节 2015-2017年中国病房护理设备行业市场状况 　　　　一、中国病房

护理设备行业区域市场 　　　　二、国病房护理设备行业市场销售模式 　　　　三、中国病

房护理设备市场供需情况 　　　　四、中国病房护理设备市场的价格情况分析 　　第三节

2015-2017年中国病房护理设备行业投资前景分析 　　　　一、目标集聚：大力发展适合我国

国情的常规产品 　　　　二、兼容整合，提高行业集中度 　　　　三、打造中国品牌竞争力 

　　　　四、调整合投资和利用外资政策 　　　　五、加强病房护理设备行业法制和行政监

督力度 　　　　 第五章 2015-2017年中国病房护理设备制造行业主要经济运行数据监测 　　

第一节 2015-2017年中国病房护理设备制造行业规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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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销售规模增长分

析 　　第二节 2015-2017年中国病房护理设备制造行业应收账款分析 　　第三节 2015-2017年

中国病房护理设备制造行业产值分析 　　　　一、产成品增长分析 　　　　二、工业产值分

析 　　第四节 2015-2017年中国病房护理设备制造行业成本费用分析 　　　　一、销售成本

分析 　　　　二、费用分析 　　第五节 2015-2017年中国病房护理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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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2015-2017年中国病员监护仪市场进出口数据分析 　　第一节 2015-2017年中国病员监护仪出口

统计 　　第二节 2015-2017年中国病员监护仪进口统计 　　第三节 2015-2017年中国病员监护

仪进出口价格对比 　　第四节 中国病员监护仪进出口主要来源地及出口目的地 　　　　 第

七章 2015-2017年中国臭氧治疗器,氧气治疗器等器具市场进出口数据分析 　　第一节

2015-2017年中国臭氧治疗器,氧气治疗器等器具出口统计 　　第二节 2015-2017年中国臭氧治

疗器,氧气治疗器等器具进口统计 　　第三节 2015-2017年中国臭氧治疗器,氧气治疗器等器具

进出口价格对比 　　第四节 中国臭氧治疗器,氧气治疗器等器具进出口主要来源地及出口目

的地 　　　　 第八章 2015-2017年中国医疗器械行业竞争状况分析 　　第一节 2015-2017年中

国医疗器械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一、国际医疗器械市场竞争格局 　　　　二、国内医

疗器械市场竞争格局 　　第二节 2015-2017年中国医疗器械市场竞争状况分析 　　　　一、

机遇让外企大力开拓中国医疗器械市场 　　　　二、我国医疗器械低端市场竞争趋向激烈 　

　　　三、中印两国争夺医械行业外包业务 　　　　四、医械行业的数字化竞争分析 　　第



三节 2015-2017年中国医疗器械行业竞争策略分析 　　　　一、提高医疗器械行业竞争力的对

策和建议 　　　　二、品牌效应提高医疗器械企业竞争力 　　　　三、中国医疗器械企业提

高国际竞争力的对策 　　　　 第九章 2015-2017年中国病房护理设备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2015-2017年中国病房护理设备行业集中度分析 　　　　一、病房护理设备市场集中度

分析 　　　　二、病房护理设备生产企业分布分析 　　第二节 2015-2017年中国病房护理设

备行业竞争现状分析 　　　　一、产品技术竞争分析 　　　　二、行业国际竞争力分析 　　

第三节 2015-2017年中国病房护理设备市场竞争策略分析 　　　　 第十章 2015-2017年中国病

房护理设备行业重点企业竞争力分析 　　第一节 天津喜来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一、

公司基本概述 　　　　二、公司主要经营数据指标分析 　　　　三、公司竞争力分析 　　　

　四、公司投资前景分析 　　第二节 中山厚福应用技术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概述

　　　　二、公司主要经营数据指标分析 　　　　三、公司竞争力分析 　　　　四、公司投

资前景分析 　　第三节 青岛丽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概述 　　　　二

、公司主要经营数据指标分析 　　　　三、公司竞争力分析 　　　　四、公司投资前景分析 

　　第四节 伟康医疗产品(深圳)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概述 　　　　二、公司主要

经营数据指标分析 　　　　三、公司竞争力分析 　　　　四、公司投资前景分析 　　第五节

宁波戴维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概述 　　　　二、公司主要经营数据指标

分析 　　　　三、公司竞争力分析 　　　　四、公司投资前景分析 　　第六节 佛山市南海

建泰铝制品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概述 　　　　二、公司主要经营数据指标分析 　

　　　三、公司竞争力分析 　　　　四、公司投资前景分析 　　第七节 长沙市超霸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概述 　　　　二、公司主要经营数据指标分析 　　　　三、

公司竞争力分析 　　　　四、公司投资前景分析 　　第八节 山东康诚医用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概述 　　　　二、公司主要经营数据指标分析 　　　　三、公司竞争

力分析 　　　　四、公司投资前景分析 　　第九节 北京周林频谱科技有限公司 　　　　一

、公司基本概述 　　　　二、公司主要经营数据指标分析 　　　　三、公司竞争力分析 　　

　　四、公司投资前景分析 　　第十节 新乡市驼人器械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概述

　　　　二、公司主要经营数据指标分析 　　　　三、公司竞争力分析 　　　　四、公司投

资前景分析 　　　　 第十一章 2017-2022年中国病房护理设备投资机会与风险分析 　　第一

节 2017-2022年中国病房护理设备产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生活水平提高和医疗技术创

新带动产品技术创新 　　　　二、高科技创新型企业将继续发掘进口替代市场的潜力 　　　

　三、竞争向电子化高附加值产品集中 　　　　四、医疗器械的数字化 　　第二节

2017-2022年中国病房护理设备行业投资前景分析 　　　　一、市场竞争风险 　　　　二、技

术风险 　　　　三、其它风险 　　第三节 2017-2022年中国病房护理设备行业投资前景研究



分析 　　　　 第十二章 2017-2022年中国病房护理设备发展趋势预测 　　第一节 未来机械治

疗及病房护理设备发展趋势展望 　　　　一、未来行业发展分析 　　　　二、未来行业技术

开发方向 　　第二节 2017-2022年中国病房护理设备市场走势预测 　　　　一、病房护理设

备市场发展预测 　　　　二、生活水平提高催生国内病房护理设备商机 　　第三节

2017-2022年中国病房护理设备市场盈利预测分析  图表目录：部分 图表 2005-2017年中国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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