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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体外诊断医疗器械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

了体外诊断医疗器械行业相关概述、中国体外诊断医疗器械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体外

诊断医疗器械行业的现状、中国体外诊断医疗器械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体外诊断医疗器械

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体外诊断医疗器械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

对体外诊断医疗器械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体外诊断医疗器械行业，本报告是您不

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体外诊断，即IVD(In Vitro Diagnosis)，是指在人体之外，通过对人体样本(血液、体液、组

织等)进行检测而获取临床诊断信息，进而判断疾病或机体功能的产品和服务。

     体外诊断产品主要由诊断设备（仪器）和诊断试剂构成。根据我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SFDA）的《医疗器械分类目录》标准，体外诊断设备属于临床检验分析仪器类。

     体外诊断是指通过对采集的人体体液、组织或细胞等样本进行体外检测从而获得诊断信息

，进而判断疾病或机体的代谢功能状况。体外诊断的检测结果为医生的治疗方案选择提供重

要参考数据，是保证人类健康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我国出院病人人均检查费用约占医疗费用

总额的26.7%，而体外诊断作为医疗检查中的重要部分，预计占据医疗费用10%以上份额，市

场空间较大。

     体外诊断医疗器械是指制造商预定用于体外检查从人体取得的样品，包括血液及组织供体

的，无论单独使用或是组合使用的任何医疗器械，包括试剂、试剂产品、校准材料、控制材

料、成套工具、仪表、装置、设备或系统。

    中国医疗器械产业由小到大，迅速发展，现已成为一个产品门类比较齐全、创新能力不断

增强、市场需求十分旺盛的朝阳产业。特别是近年来，医疗器械产业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

连续多年产值保持两位数增长，产品出口的数量和科技含量也不断提升。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体外诊断医疗器械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

表明：随着中国医疗需求的持续增长，医疗器械行业将保持持续快速发展。根据医疗设备销

售额采用加权移动平均法进行估算，到2022年，医疗器械融资租赁额有望达到1484亿元，市

场渗透率达到38%。

          时间   医疗设备销售额预测(亿元)   增速（%）       2017年   2890   　       2018年   3153   9.10      

2019年   3396   7.71       2020年   3657   7.69       2021年   3921   7.22       2022年   4181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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