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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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艾灸养生仪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艾灸

养生仪行业相关概述、中国艾灸养生仪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艾灸养生仪行业的现状、

中国艾灸养生仪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艾灸养生仪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艾

灸养生仪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艾灸养生仪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艾

灸养生仪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艾灸，中医针灸疗法中的灸法，是用艾叶制成的艾灸材料产生的艾热刺激体表穴位或特定

部位，通过激发经气的活动来调整人体紊乱的生理生化功能，从而达到防病治病目的的一种

治疗方法。

     灸法的运用当起源于人类掌握用火之后，时间亦在石器时代。

     艾灸产生于中国远古时代，因为它的作用机理和针疗有相近之处，并且与针疗有相辅相成

的治疗作用，通常针、灸并用，故称为针灸。

 针灸治病在国内外有着深远的影响，但现代人说灸，多数时候仅指针疗，已经很少包含艾灸

的内容了。    

    大健康行业主要包含医疗服务、健康管理服务、健康保障及相关领域三大类，其中健康管

理服务可分为健康生活服务和体检咨询服务；健康保障及相关领域可分为医疗保险和健康养

老。

      由于国家政策支持、居民健康意识不断提高，我国大健康行业市场规模逐年增长，据博思

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艾灸养生仪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从2015年的5

万亿元增至2019年的7.82万亿元，复合增长率为11.83%，2019年同比增长11.55%。预计到2020

年我国大健康行业市场规模将突破8万亿元。         时间   大健康行业市场规模及增速(亿元)   增

速（%）       2014年   4.5   　       2015年   5   11.11       2016年   5.61   12.20       2017年   6.2   10.52      

2018年   7.01   13.06       2019年   7.82   11.55       2020年   8.73   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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