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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手术无影灯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手术

无影灯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手术无影灯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手术无影灯行业的现状、

中国手术无影灯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手术无影灯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手

术无影灯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手术无影灯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手

术无影灯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手术无影灯用来照明手术部位，以最佳地观察处于切口和体腔中不同深度的小的、对比度

低的物体。由于施手术者的头、手和器械均可能对手术部位造成干扰阴影，因而手术无影灯

就应设计得能尽量消除阴影，并能将色彩失真降到最低程度。此外，无影灯还须能长时间地

持续工作，而不散发出过量的热，因为过热会使手术者不适，也会使处在外科手术区域中的

组织干燥。

     目前国外较流行的还有多孔多聚焦手术无影灯，这是目前较高端的手术无影灯，此外，目

前正在日益成熟的LED手术无影灯以其绚丽的造型，长久的使用寿命和天然的冷光效果以及

节能概念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中，是目前最为引人注目的行业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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