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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22年中国电动护理床市场分析报告-市场全景评估与发展定位研究》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
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
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
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
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www.chinabaogao.com/baogao/202201/567989.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7800元    纸介版：78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8000

订购电话: 400-007-6266 010-86223221

电子邮箱: sale@chinabaogao.com

联 系 人: 高老师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url}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电动护理床是护理床的一种，主要是床用于病人或老人的治疗和康复护理使用，一般由头板
架、脚板架、床框、背位床面、固定床面、大腿位床面、背位床面手柄、腿位床面手柄、控
制整体升降手柄、脚轮、推杆电机、控制器等组成。
电动护理床的功能有升降功能、坐躺功能、翻身功能、解手功能、防下滑功能、起背防侧滑
功能、起背无挤压功能、感应式坐便以及辅助功能等。

电动护理床功能
升降功能
1、床头床尾同步升降：1.1可根据医护人员身高及临床需要，在1-20cm空间度范围内任意
调整床体高度；1.2增大地面与床体底部空间，便于小型X光机、临床检查和治疗仪器的底座
插入；1.3便于维修人员对产品的检查于保养；1.4便于护理人员对污物的处理。
2、后升前降（即床头升床尾降）可在0°-11°范围内任意倾斜，便于对心脑血管患者及相关
危重病人的临床检查、治疗和护理。
3、前升后降（即床尾升床头降）
4、可在0°-11°范围内任意倾斜，便于对术后患者及相关危重病人的检查、治疗和护理（如
：吸痰、洗胃等）。
坐躺功能
除平躺外，床体背板可在0°-80°范围内任意升降，腿板可在0°-50°范围内任意降升。患者可
在床上选取适宜起坐角度，以满足进餐、吃药、饮水、洗脚、读书看报、看电视及适度肢体
锻炼的需要。
翻身功能
三点弧式翻身设计，可使患者在0°-30°范围内左右任意翻身，防止褥疮生成。有定时翻身和
需要时随时翻身两种。
解手功能
内嵌式座便器，移动式座便器盖，便池前端的活动挡板，冷热储水箱，冷水加热装置，冷热
水输送装置，内置式热风机，外挂式热风机，冷、热水枪等部件，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解手系
统。
半失能患者（偏瘫、截瘫、年大体弱、术后待恢复病人）可在护理人员帮助下完成解手、冲
水、热水洗阴、热风烘干等系列动作；也可由患者单手一键式操作，自动完成解手的所有程
序；另外专门设计了大小便监测和报警功能，对于全失能和无知觉患者的解手，护理床可以
自动监测并处理，彻底解决了患者床上大小便的难题。
防下滑功能
随着起背功能的作用，背部床板从0°起到30°的同时，被护理者臀部至膝关节处的托板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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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起约12°，并在背部床板继续抬起时保持不变，防止人体向床尾部下滑。
起背防侧滑功能
随着人体坐起角度的不断加大，两侧床板向内运动，呈半包围形式，避免被护理者在坐立时
向一侧倾倒。
起背无挤压功能
起背过程中，后背背板向上滑动的过程，此背板相对人体后背为相对静止，可真正实现起背
无压迫感。
感应式坐便
在使用者滴尿1滴（10滴，根据使用者情况使用），便盆在9秒左右开启，并发出预警提示
护理人员使用者动态，并清理卫生。
辅助功能
由于长期卧床，肌肉、血管被挤压的原因，失能、半失能患者的下肢血液流动往往较慢。经
常洗脚可以有效地科长下肢血管，加快血液循环，对恢复健康非常有帮助。而定期的洗头即
可使患者止痒活血、保持清洁，又能使他们保持愉悦的心情，增强和疾病抗争的信心。具体
操作流程：坐起后，将专用洗脚架插在脚踏上，盆内倒入湿度的热水，就可以为患者每天洗
脚；取下枕头和头部下方的床垫，放上专用盥洗盆，盆底部引水管穿过背板上的造型孔，放
入污水桶中，开启卡于床头之上的活动式热水喷头（喷头软管与热水桶内的水泵出口相连，
水泵插头与三孔保险插座相连），操作非常简单、方便，一位护理人员即可独立完成患者的
洗头。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电动护理床开始主要用于医院，随着经济的发展电动护理床也进入了普通百姓家庭，成为了
居家养老新选择。因此目前电动护理床主要应用于医院、居家养老、疗养院等。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从应用场景来看，医院、养老院是主要应用场景。养老院方面，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
化快速爬坡，也孕育了庞大的养老服务需求，由此加快了我国养老院行业的发展。据民政部
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2020年，我国养老机构数量整体呈增长趋势。截至2020年底，全国
共有养老机构3.8万个，较2019年增长10.4%，较2015年底增长37.2%。

数据来源：国家民政部，观研天下整理
护理床是养老院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养老院市场的发展也带动护理床市场需求得增长。据民
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2020年，我国养老机构床位数逐年增长趋势。截至2020年底，
全国共有养老机构床位483.1万张，较2019年增长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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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民政部，观研天下整理
此外受传统养老观念影响大，养老院空置率高，仍有绝大一部分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因此
也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家庭护理床市场。
医院方面，医疗行业是一个与居民生命和健康息息相关的产业，近年来国家对医疗卫生行业
发展高度重视，使得医院数量在持续增长。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统计，2012-2020年中国
医院数量总体上呈现出增长态势，截至2021年3月底，我国共有医院数量3.6万个。其中：
公立医院1.2万个，民营医院2.3万个。与2020年3月底比较，公立医院减少76个，民营医院
增加1246个。

数据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而作为医院必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护理床市场也因此得到了发展。有数据显示，2012-2020
年我国医院床位数量持续增长。

数据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从使用对象来看，除了行动不方便的病人之外，老年人口是电动护理床的主要消费人群。近
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更是为电动护理床的市场需求提供了巨大增长潜力。
根据数据显示，2020年在我国人口14.2亿当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18766人，占18.70
%，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比重上升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352
80人，占13.50%，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比重上升4.63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观研天下整理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观研天下整理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观研天下整理
而根据相关资料显示，老龄化这一现象将是我国今后较长时间基本国情。因此随着我国经济
水平的提升，以及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电动护理床的市场消费需求也将得到进一步
扩大。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电动护理床市场规模为10.73亿元，初步估算2020年市场在**
亿元左右，并预计2021年市场规模将达到**亿元左右。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虽然我国电动护理床的市场市场供需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且消费需求有着较大的发展空间，
但目前仍存在市场供应不足的现状，我国本土制造企业还需要进一步扩大生产产能，预计未
来我国电动护理床市场有望向着智能化、规模化、标准化方向发展。
从需求端来看，2019年我国电动护理床的使用需求从2015年的16.8万张已经增长至27.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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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2.9%；产量从2015年的13.5万张已经增长至21.2万张，年均复合
增长率达到11.9%，而产需缺口也从2016年的3.4万张增长到了6.3万张。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整理（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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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中国电动护理床行业钻石模型分析
一、生产要素
二、需求条件
三、支援与相关产业
四、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状态
五、政府的作用
 
第七章2018-2022年中国电动护理床行业需求特点与动态分析
第一节 中国电动护理床行业消费市场动态情况
第二节 中国电动护理床行业消费市场特点分析
一、需求偏好
二、价格偏好
三、品牌偏好
四、其他偏好
第三节 电动护理床行业成本结构分析
第四节 电动护理床行业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一、供需因素
二、成本因素
三、渠道因素
四、其他因素
第五节 中国电动护理床行业价格现状分析
第六节 中国电动护理床行业平均价格走势预测
一、中国电动护理床行业价格影响因素
二、中国电动护理床行业平均价格走势预测
三、中国电动护理床行业平均价格增速预测
 
第八章2018-2022年中国电动护理床行业区域市场现状分析
第一节 中国电动护理床行业区域市场规模分布
第二节 中国华东地区电动护理床市场分析
一、华东地区概述
二、华东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东地区电动护理床市场规模分析
四、华东地区电动护理床市场规模预测
第三节 华中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中地区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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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中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中地区电动护理床市场规模分析
四、华中地区电动护理床市场规模预测
第四节 华南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南地区概述
二、华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南地区电动护理床市场规模分析
四、华南地区电动护理床市场规模预测
第五节 华北地区电动护理床市场分析
一、华北地区概述
二、华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北地区电动护理床市场规模分析
四、华北地区电动护理床市场规模预测
第六节 东北地区市场分析
一、东北地区概述
二、东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东北地区电动护理床市场规模分析
四、东北地区电动护理床市场规模预测
第七节 西部地区市场分析
一、西部地区概述
二、西部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西部地区电动护理床市场规模分析
四、西部地区电动护理床市场规模预测
 
 
第九章2018-2022年中国电动护理床行业竞争情况
第一节 中国电动护理床行业竞争结构分析（波特五力模型）
一、现有企业间竞争
二、潜在进入者分析
三、替代品威胁分析
四、供应商议价能力
五、客户议价能力
第二节 中国电动护理床行业SCP分析
一、理论介绍
二、SCP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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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SCP分析框架
第三节 中国电动护理床行业竞争环境分析（PEST）
一、政策环境
二、经济环境
三、社会环境
四、技术环境
 
第十章 电动护理床行业企业分析（随数据更新有调整）
第一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二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三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四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五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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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十一章2022-2027年中国电动护理床行业发展前景分析与预测
第一节 中国电动护理床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一、电动护理床行业国内投资环境分析
二、中国电动护理床行业市场机会分析
三、中国电动护理床行业投资增速预测
第二节 中国电动护理床行业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 中国电动护理床行业市场发展预测
一、中国电动护理床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二、中国电动护理床行业市场规模增速预测
三、中国电动护理床行业产值规模预测
四、中国电动护理床行业产值增速预测
五、中国电动护理床行业供需情况预测
第四节 中国电动护理床行业盈利走势预测
一、中国电动护理床行业毛利润同比增速预测
二、中国电动护理床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速预测
 
第十二章2022-2027年中国电动护理床行业投资风险与营销分析
第一节 电动护理床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电动护理床行业政策风险分析
二、电动护理床行业技术风险分析
三、电动护理床行业竞争风险分析
四、电动护理床行业其他风险分析
第二节 电动护理床行业应对策略
一、把握国家投资的契机
二、竞争性战略联盟的实施
三、企业自身应对策略
 
第十三章2022-2027年中国电动护理床行业发展战略及规划建议
第一节 中国电动护理床行业品牌战略分析
一、电动护理床企业品牌的重要性
二、电动护理床企业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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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动护理床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四、电动护理床企业的品牌战略
五、电动护理床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第二节 中国电动护理床行业市场的重点客户战略实施
一、实施重点客户战略的必要性
二、合理确立重点客户
三、对重点客户的营销策略
四、强化重点客户的管理
五、实施重点客户战略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第三节 中国电动护理床行业战略综合规划分析
一、战略综合规划
二、技术开发战略
三、业务组合战略
四、区域战略规划
五、产业战略规划
六、营销品牌战略
七、竞争战略规划
 
第十四章2022-2027年中国电动护理床行业发展策略及投资建议
第一节 中国电动护理床行业产品策略分析
一、服务/产品开发策略
二、市场细分策略
三、目标市场的选择
第二节 中国电动护理床行业营销渠道策略
一、电动护理床行业渠道选择策略
二、电动护理床行业营销策略
第三节 中国电动护理床行业价格策略
第四节 观研天下行业分析师投资建议
一、中国电动护理床行业重点投资区域分析
二、中国电动护理床行业重点投资产品分析
图表详见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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