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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我国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逐年上升；再加上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

剧，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患者人数持续增长，公众对于家用健康护理的需求与日俱增

。睡眠呼吸机既是呼吸系统健康之所系，又是一个综合科技感、时尚度的专业产品，作为关

注呼吸系统疾病的家用基础医疗器械，睡眠呼吸机近年来开始逐渐走入千家万户。

在我国，家用呼吸机出现较晚，一般用于肺部功能衰竭或气道阻塞不能正常呼吸的病人。通

常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打鼾并暂停）的病人和严重肺气肿、肺心病、慢阻肺或二型呼

衰且二氧化碳偏高的病人，需要购买家用呼吸机。2011-2018年中国睡眠呼吸机行业销售规模

（万元）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睡眠呼吸机行业前景展望与产业竞争格局报告》共六章

。首先介绍了中国睡眠呼吸机行业市场发展环境、睡眠呼吸机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

中国睡眠呼吸机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睡眠呼吸机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

睡眠呼吸机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睡眠呼吸机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

测。您若想对睡眠呼吸机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睡眠呼吸机行业，本报告是您

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

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

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主

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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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十年将是我国睡眠呼吸机产业发展的一个景气高峰，特别是对于基础型、便携型、智能

型、家庭型的家用睡眠呼吸机产品有非常正面的影响，从整体上，我国睡眠呼吸机产业也将

朝着更智能小家电、更人性化和微型化的方向发展。预计到2022年，中国睡眠呼吸机市场规

模将达到27.61亿元左右。2016-2022年中国睡眠呼吸机行业销售规模预测（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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