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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假牙(义齿)及护理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

了假牙(义齿)及护理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假牙(义齿)及护理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假牙(

义齿)及护理行业的现状、中国假牙(义齿)及护理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假牙(义齿)及护理行

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假牙(义齿)及护理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

假牙(义齿)及护理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假牙(义齿)及护理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

缺的重要工具。

     义齿就是人们常说的&ldquo;假牙&rdquo;。就像把&ldquo;假腿&rdquo;、&ldquo;假

肢&rdquo;称为&ldquo;义肢&rdquo;一样，&ldquo;义齿&rdquo;的意思就是指为人类尽&ldquo;

义务&rdquo;的牙齿。医学上是对上、下颌牙部分或全部牙齿缺失后制作的修复体的总称。义

齿分为可摘与固定两种。固定义齿（俗称&ldquo;固定假牙&rdquo;）是不能由患者自己取戴的

，而可摘义齿（俗称&ldquo;活动假牙&rdquo;）可以由患者方便地取戴。

      中国市场是全球最具潜力并且发展迅速的口腔医疗市场之一，口腔医疗重要性日益凸显。

得益于政策利好，义齿行业也随之拥有广阔发展空间。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

假牙(义齿)及护理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多年来，我国假牙行业保持稳定增

长，至2020年，行业市场规模将达93.8亿元，同比增长11.27%。         时间   中国假牙市场规模

及增速(亿元)   增速（%）       2014年   50.3   　       2015年   54.1   7.55       2016年   57.9   7.02       2017

年   64.7   11.74       2018年   75.1   16.07       2019年   84.3   12.25       2020年   93.8   11.27   

 

 报告目录：

 第一部分 假牙（义齿）及护理市场运行背景点评

 第一章 国内外医疗器械产业运行形势分析

 第一节 国际医疗器械行业总体发展概况

 一、世界高新技术医疗器械行业概况

 二、医疗器械行业掀起并购热潮

 三、国外医疗器械技术设备新进展

 四、欧盟医疗器械行业发布新指令

 五、全球医器械重点市场调研

 1、美国



 2、印度

 3、其他国家

 第二节 2019年中国医疗器械产业运行总况

 一、政策引导我国医疗器械行业快速发展

 二、我国医疗器械产业已逐步融入全球产业链

 三、我国普及型医疗器械发展状况分析

 四、我国医疗器械研发领域进展

 第三节 2019年中国医疗器械所属行业市场运行分析

 一、推动医疗器械需求提升的因素

 二、中国医疗器械的三大区域市场调研

 三、医疗器械设备厂商出击农村市场

 四、各类医疗器械企业和产品的监管情况分析

 第四节 2019年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高端医疗器械有待开发

 二、医疗器械行业期待政策扶持

 三、进口医疗器械包装标识亟需规范

 四、中国医疗器械本土企业研发面临的难题

 第五节 2019年促进中国医疗器械产业健康发展的策略

 一、浅析欧美医疗器械管理机制对我国的启示

 二、中国医疗器械产业利用创新实行降本增效

 三、中国医疗器械产业的国际化发展建议

  

 第二章 世界假牙所属市场现状分析分析

 第一节 世界假牙产业发展动态分析

 一、世界假牙产业发展历程分析

 二、世界假牙生产技术不断进步

 三、世界假牙品牌竞争激烈分析

 四、世界假牙新材质的应用

 第二节 世界假牙所属行业市场运行分析

 一、假牙产品需求旺盛分析

 二、假牙玩具市场发展动态分析

 三、假牙进出口贸易分析



 第三节 2021-2027年世界假牙产品市场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第三章 中国假牙（义齿）及护理产业运行环境分析

 第一节 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国民经济运行情况GDP

 二、消费价格指数CPI、PPI

 三、全国居民收入情况

 四、恩格尔系数

 五、工业发展形势

 六、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八、对外贸易&amp;进出口

 第二节 中国假牙（义齿）及护理产业政策发展环境分析

 一、《口腔义齿生产监督管理通知》

 二、《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义齿生产企业管理的通知》

 三、我国医疗器械采用集中采购的影响

 四、《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修订对行业的影响

 五、《医疗器械召回管理办法》将启动

 六、我国医疗器械开启GMP试点认证

 七、国家对医疗器械价格的干预

 八、《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

 九、《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书》

 第三节 中国假牙（义齿）及护理社会环境发展分析

 一、中国牙齿疾病普查情况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

 三、人们对口腔健康关注度提高

 四、全国爱牙日，进一步普及口腔卫生知识

  

 第二部分 假牙（义齿）及护理市场深度剖析

 第四章 中国义齿加工产业运行新形势探析

 第一节 中国义齿加工产业概述

 一、中国义齿加工行业特性



 二、中国义齿加工技术水平

 三、义齿加工厂地域分布特征

 第二节 中国义齿加工产业总况

 一、国内义齿加工以固定类义齿加工为主，活动义齿加工为辅

 二、中国假牙产业规模分析

 三、假牙生产局面混乱及整顿

 四、假牙生产成本及利润分析

 第三节 中国义齿加工厂企业研究

 一、按体制分类

 二、按档次分类

 三、按规模分类

 第四节 中国义齿加工产业面临壁垒及策略分析

  

 第五章 中国假牙市场透析

 第一节 中国假牙市场亮点聚焦

 一、装假牙有望上网查真伪

 二、中国的低价假牙产品进军德国市场

 三、装假牙需索取&ldquo;质量保证卡&rdquo;

 第二节 中国假牙市场运行总况

 一、假牙使用寿命大约5年应定期更换调整

 二、中国假牙市场规模分析

 三、中国假牙生产情况

 四、非法假牙加工作坊扰乱市场

 五、假牙市场需求量分析

 第三节 中国假牙细分市场调研

 一、活动义齿

 二、固定义齿

 三、种植牙

 四、牙齿美容市场

 第四节 中国义齿进出口贸易市场综述

 一、中国对亚洲进口额占八成以上

 二、一般贸易是义齿最主要进口方式



 三、外资企业是进口主体

 四、五家企业占七成进口量

 五、美国、中国香港为主要出口市场

 六、广东和上海是主要出口省市

  

 第六章 中国假牙市场消费调研

 第一节 中国假牙市场目标消费人群

 一、青少年&mdash;&mdash;美容牙

 二、中老年人

 1、中国老年人规模及所占比重

 2、缺失牙齿10颗以上老年人所占比重

 3、镶戴有活动假牙老年人年占比重

 三、成人失牙现象调研

 第二节 假牙消费人群分析

 一、消费者对口腔健康关注度分析

 二、消费者对假牙材质关注度分析

 三、消费者对假牙寿命认知度分析

 四、消费者对假牙护理知识认知渠道

 五、消费者装假牙后舒服度调研

 六、消费者装假牙花销费用调研

  

 第七章 2015-2019年中国假牙所属行业进出口市场数据分析

 第一节 2015-2019年中国假牙所属行业进出口数据监测分析（90212100）

 一、假牙进出口数量分析

 二、假牙进出口金额分析

 三、假牙进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第二节 2015-2019年中国假牙固定件所属行业进出口数据监测分析（90212900）

 一、假牙固定件进出口数量分析

 二、假牙固定件进出口金额分析

 三、假牙固定件进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第八章 中国假牙护理市场深度剖析



 第一节 中国假牙护理市场热点聚焦

 一、中国首次引进义齿护理概念得到卫生部认同

 二、假牙伴侣亮相华南口腔展成焦点

 第二节 中国假牙护理产业总况

 一、专业清洁&mdash;&mdash;假牙护理新革命

 二、我国义齿护理行业迎来真正突破

 三、老龄化加速银发产业发展假牙护理市场空白亟待填补

 四、百万老人因假牙护理不当致健康问题

 五、假牙清洁片需求走势上涨

 第三节 中国假牙护理产品市场调研

 一、义齿安固粉

 二、义齿清洁片

 三、义齿护理盒

 第四节 假牙护理代表企业分析&mdash;&mdash;北京雅克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第五节 2021-2027年中国假牙护理市场前景分析

  

 第三部分 假牙（义齿）及护理市场竞争力测评

 第九章 中国假牙产业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中国医疗器械市场竞争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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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两国争夺医疗器械外包业务

 四、医疗器械的数字化竞争分析

 第二节 中国假牙产业竞争现状分析

 一、义齿加工行业的恶性竞争

 二、假牙成本竞争分析

 第三节 中国假牙加工区域集群分布

 一、华东

 二、华南

 第四节 2021-2027年中国假牙产业竞争趋势预测分析

  

 第十章 世界假牙顶级企业竞争浅分析



 第一节 义沃嘉维瓦登集团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市场运行情况分析

 三、国际化投资前景分析

 第二节 登士柏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市场运行情况分析

 三、国际化投资前景分析

  

 第十一章 中国假牙生产外商独资企业运营财务状况分析

 第一节 而至齿科（苏州）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第二节 登士柏牙科（天津）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第三节 浦单达（上海）口腔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第四节 固耐宝齿科（上海）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第五节 日进齿科材料（昆山）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第六节 四洲义齿深圳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第七节 美耐宝齿科（上海）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第八节 其它



 一、即日造牙（深圳）有限公司

 二、历臻假牙制作（深圳）有限公司

  

 第十二章 中国假牙生产中外合资企业发展现状分析

 第一节 上海贝琼齿材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第二节 深圳美冠达牙科技术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第三节 洋紫荆牙科器材（深圳）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第四节 珠海维登国际义齿研发制造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第五节 其它

 一、贺利氏古莎齿科有限公司

 二、深圳得法牙科制品有限公司

 三、山本真牙科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四、山八齿材工业（常熟）有限公司

  

 第十三章 中国口腔专科医院运行分析

 第一节 中国口腔医院市场总况

 一、口腔医疗市场空间分析

 二、外资淘金牙科医疗市场

 三、牙科成为医疗市场的亮点

 第二节 中国口腔医院市场动态分析

 一、青岛市口腔医院2019年推行实名预约挂号服务

 二、通州将建口腔医院

 三、济宁口腔医院人才引进促发展

 第三节 2021-2027年中国口腔医疗的发展趋势分析



  

 第四部分 假牙（义齿）及护理市场及投资可行性研究

 第十四章 2021-2027年中国假牙产业趋势预测展望与趋势预测分析

 第一节 2021-2027年中国假牙产业趋势预测分析

 一、中国成发展潜力最大的医疗器械市场

 二、未来中国新型假牙材质探讨

 三、牙科及义齿加工室技术的全球趋势

 四、义齿加工厂集团化的发展方向

 第二节 2021-2027年中国假牙市场发展预测分析

 一、中国假牙市场供需预测分析

 二、中国假牙市场出口预测分析

 第三节 2021-2027年中国假牙市场盈利预测分析

  

 第十五章 2021-2027年中国假牙行业投资价值研究

 第一节 2021-2027年中国假牙行业投资环境分析

 一、中国医疗器械市场投资火热

 二、医疗器械行业协会搭建投融资平台

 三、假牙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第二节 2021-2027年中国假牙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假牙市场商机百亿美元

 二、假牙市场的形成引发假牙护理市场新商机

 三、国家扩大内需措施给医疗器械业带来的机遇

 第三节 2021-2027年中国假牙行业投资前景预警分析

 一、市场运营机制风险

 二、市场竞争风险

 三、原料供给风险

 四、其它风险

 第四节 投资建议

  

 图表目录：

 图表 1 印度医疗产业市场规模增长趋势

 图表 2 印度人均医疗支出



 图表 3 2015-2019年全球假牙需求分析

 图表 4 2015-2019年全球假牙玩具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图表 5 2021-2027年全球假牙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图表 6 2019年GDP初步核算数据

 图表 7 2019年GDP环比和同比增长速度

 图表 8 2019年GDP初步核算数据

 图表 9 2019年GDP同比增长速度

 图表 10 2015-2019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涨跌幅

 图表 11 2019年居民消费价格分类别同比涨跌幅

 图表 12 2019年居民消费价格分类别环比涨跌幅

 图表 13 2019年居民消费价格主要数据

 图表 14 2015-2019年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对比表

 图表 15 2015-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速度

 图表 16 2019年份规模以上工业生产主要数据

 图表 17 2015-2019年钢材日均产量及同比增速

 图表 18 2015-2019年水泥日均产量及同比增速

 图表 19 2015-2019年十种有色金属日均产量及同比增速

 图表 20 2015-2019年乙烯日均产量及同比增速

 更多图表见正文&hellip;&hellip;

  详细请访问：http://www.bosidata.com/report/167198UXTU.html

http://www.bosidata.com/report/167198UXTU.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