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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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激光美容仪器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

了激光美容仪器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激光美容仪器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激光美容仪器

行业的现状、中国激光美容仪器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激光美容仪器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

状况分析及中国激光美容仪器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激光美容仪器产业有个系

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激光美容仪器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激光美容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被称为&ldquo;激光医学奠基人&rdquo;的GoldmanL将红宝石

激光应用于良性皮肤损害和文身治疗并取得成功，开创了激光医学应用的先河。经历了70年

代的临床试验，80年代的学科发展，进入90年代的成熟阶段，激光美容技术逐渐涌入我国市

场，并趋向普及。

 医美器械市场器械种类繁多，其中激光美容仪器通过&ldquo;轻度介入&ldquo;的方式达到整

形美容的效果，成为美容医疗市场的中坚力量。激光美容仪器可用于柔肤嫩肤，去痣，除皱

、脱毛等领域。

 我国激光美容仪器市场发展迅速，2019年市场规模28.4亿元，同比增长19.73%。

 其中约60%被应用于医疗美容机构，33%用于美容院，还有7%用于家用领。2016年我国美容

院激光美容仪器市场规模突破5亿元，截止至2019年我国美容院激光美容仪器市场规模增长

至9.5亿元。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激光美容仪器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

明：2009年全国美容机构总数约153.2万家，到2018年全国约有357万家各类美容机构，其中

近51%左右的机构是近五年开业的，2015-2019年复合增长率达10.08%。         时间   中国生活美

容市场规模(亿元)   增速（%）       2011年   3260   　       2012年   3731   14.45       2013年   4305   15.38

      2014年   4930   14.52       2015年   5568   12.94       2016年   6305   13.24       2017年   6660   5.63       2018

年   7058   5.98       2019年   7482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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