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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summary＃ 
 全球新冠病毒肆虐，呼吸机成为“救命机”。呼吸机主要用于重症医学，家

庭护理和急诊医学以及麻醉学。呼吸机生产及注册壁垒较高，转型生产呼

吸机需要突破原材料供应、零部件组装以及注册认证等多方面的壁垒，全

球呼吸机产量短期内无法大幅提高。在全球呼吸机市场中，有创呼吸机市

场以国外品牌为主。我国有创呼吸机市场以进口品牌为主，进口市场份额

占到 80%以上。近年来，国产品牌也在崛起。迈瑞、谊安、普博等生产企

业，在国内基层市场中取得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也在拓展海外市场。 

 抗击海内外疫情，呼吸机缺口巨大。根据测算，在疫情中，全国对呼吸机

的总需求量约为 3.2 万台，其中湖北省需建设重症病区病床 3.3 万张，危

重症病区病床 1.5 万张，共需有创呼吸机 7514 台，无创呼吸机 2.3 万台。

湖北以外地区需建设重症病区病床 2028 张，危重症病区病床 936 张，共

需有创呼吸机 468 台，无创呼吸机 1435 台。据估计全球除中国以外地区

呼吸机存量约为 43 万台，国外为应对疫情至少需要 133 万台呼吸机，缺

口高达 90 万台。我国有创呼吸机生产企业共 21 家，其中 8 家的主要产品

取得了欧盟强制性 CE 认证，约占全球产能 1/5。 

 国内朝阳性行业，中长期市场空间广阔。呼吸机的需求并不是疫情带来的

短期一过性的，而是长期存在，且有较大增长空间。2016 年全球呼吸机

收入近 58.8 亿美元，产量约为 660 万台，复合增速为 7.2％。2018 年我国

医用呼吸机市场规模达到 24.3 亿人民币，年增长率在 15%左右。我国的

人均呼吸机保有量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疫情之后我国

ICU 建设将逐步落实到位，预计 2020 年总增量需求为 15342 台，同比增

长 30.15%；除 ICU 科室外，二级及以上医院其他科室如呼吸内科、麻醉

科、急诊科等也有呼吸机新增需求，同时预计未来 2-3 年每年基层医疗机

构以及五大中心的新增需求在 2 万台以上。此外，未来家用呼吸机在国内

的增长空间广阔。 

 投资标的：推荐关注国内呼吸机相关上市公司迈瑞医疗及鱼跃医疗。迈瑞

医疗：短期来看，医用呼吸机获得 FDA 的 EUA 认证，目前月产能 4000

台。中长期来看，缩短了公司呼吸机进入欧美高端市场的时间。鱼跃医疗：

无创呼吸机收到 FDA 签发的 EUA，目前日产能 700 台，预计呼吸机订单

排队情况还将持续。 

 风险提示：疫情进展不确定性风险；海外宏观环境变化风险；原材料供应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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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正文  

1、全球新冠病毒肆虐，呼吸机成为“救命机” 

1.1、呼吸机原理 

呼吸机（Ventilator）是一种可有效代替、控制或改变人的正常生理呼吸，增加肺

通气量，改善呼吸功能，减轻呼吸消耗，节约心脏储备的医疗器械。可以为生理

上无法呼吸或呼吸不足的患者提供呼吸，进行机械通气。 

 

呼吸机通过建立压力差实现强制人工呼吸。人类的吸气的过程是呼吸肌收缩使得

胸廓容积扩大，形成负压引起肺泡膨胀，从外界吸入空气，呼气过程则是呼吸肌

放松，引起肺泡弹性收缩，使得肺内压力增大，向外呼出气体。由此可知，由于

人类肺泡的膨胀和收缩与大气压之间的压力差形成了呼吸功能。呼吸机的基本原

理就是用机械的办法建立这一压力差从而实现强制的人工呼吸过程，示意图如图：

图中 “1”为呼气单向阀 (橡皮瓣膜) ，“2”为空气进入单向阀，“3”为吸气单向阀。 

 

呼吸机控制患者的吸气过程是：风箱压缩→风箱内气压增大→单向阀“1”关闭 (橡

皮瓣膜向外鼓起) →单向阀“2”关闭→单向阀“3”打开→吸气通道打开→空气经面

罩进入患者呼吸道到达肺部；呼气过程是:风箱伸展→风箱内气压减小→橡皮瓣膜

复位→单向阀“1”打开 (呼气通道打开) →单向阀“3”关闭 (吸气通道阻断) →肺部

气体经呼吸道、面罩和阀门“1”向外排出气体；同时，单向阀“2”打开，空气进入

风箱，为下一次吸气过程作好准备。呼吸机就是如此往复循环工作，从而建立起

人工模拟的肺脏呼吸功能。而要实现这些模拟功能，必须有管路系统 (包括：气

路系统、驱动部件和监测传感器) 和电路系统 (包括：控制电路、监测报警和驱

动电路)。进而出现了不同类型、不同型号和不同技术参数的呼吸机。 

 

图 1、呼吸机工作原理 

 
资料来源：《呼吸机的基本原理、技术参数和选购》，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呼吸机在现代医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在现代临床医学中，呼吸机作为一项能人工

替代自主通气功能的有效手段，已普遍用于各种原因所致的呼吸衰竭、大手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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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麻醉呼吸管理、呼吸支持治疗和急救复苏中。现代呼吸机由计算机控制，但

也可以使用简单的手动气囊阀面罩（Bag valve mask）对患者进行呼吸。呼吸机主

要用于重症医学，家庭护理和急诊医学（作为独立设备）以及麻醉学（作为麻醉

机的组成部分）。 

1.2、呼吸机分类 

市场当中的呼吸机种类多种多样。根据其用途可分为：成人呼吸机、婴儿与新生

儿呼吸机、麻醉用呼吸机、辅助呼吸和呼吸治疗用呼吸机、携带式急救呼吸机、

试验动物用呼吸机、高频喷射呼吸机等。从驱动方式上看，可将呼吸机分成 3 种：

电动电控呼吸机、气动气控呼吸机、气动电控呼吸机。根据呼吸机的流量和压力

发生器，可将之分成 4 种：非恒流发生器、非恒压发生器、恒流发生器、恒压发

生器。 

 

图 2、呼吸机分类 

 
资料来源：《医院呼吸机的使用原理、分类、故障及科学管理》，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

理 

 

从呼吸机的连接方式上进行分类，可将之分成 2 种: 有创呼吸机和无创呼吸机。

所谓有创与无创机械通气的区别，主要在于呼吸机与患者的连接方式的不同。凡

需要通过气管插管或气管切开建立有创人工气道进行机械通气的方式称为有创机

械通气；而通过鼻、面罩、接口器等相对无创方式与呼吸机连接或无需建立人工

气道的通气方式统称为无创通气。广义的无创通气应当也包括体外负压通气、胸

壁震荡通气、体外膈肌起搏等，但通常目前所称无创通气仅指通过鼻、面罩等方

式与患者相联的无创正压机械通气 (NIPPV)。有创与无创的根本区别只是人机连

接界面选择方式的不同，而与其连接的呼吸机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功能齐全、

设计精良的有创呼吸机也可以用于无创通气，而一般专用无创通气的呼吸机因其

工作压力等性能所限，不适合进行有创通气。回顾机械通气的历史，其过程是从

有创到无创 (体外负压箱式呼吸机) 再回到有创，最终进入有创与无创 (NIPPV) 

共存的时代。 

 

有创与无创通气各有其不同的适应证，二者的关系是互补的而不是对立的，因此

http://ipoipo.cn/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重要声明 

                                  - 6 - 

行业深度研究报告 

也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近年来有创通气技术在我国已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与普

及，与其相比，无创通气可能还留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与潜力。新一代无创呼吸

机在吸氧浓度调节、气道湿化、同步性能等方面以及与其配套的鼻、面罩的密闭

性、舒适性、减少重复呼吸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因此其适应证有逐渐扩大

的趋势。相信随着患者对生命质量要求的提高，能保留进食与语言功能的无创通

气方式在我国临床应用会逐渐增多。但是，无论在我国还是在某些发达国家，医

务人员对无创通气的疗效信心不足，相关技术与知识不够普及，仍是阻碍无创通

气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无创通气的适应症选择国内外都在探索之中，目前认为对于以下几种情况无创通

气可以发挥满意的疗效：1）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2）用于尚不必施行有

创通气的急、慢性呼吸衰竭的治疗，以减少或避免有创通气的应用，如肺部感染、

支气管哮喘等引起的急性呼吸衰竭以及 COPD 患者的慢性呼吸衰竭的急性发作；

3）撤离有创机械通气过程中；4）肺水肿的治疗。有创通气的适应症包括：1）经

无创呼吸机治疗后患者病情无改善或仍继续恶化。2）意识障碍，气道保护能力差。

3）严重的脏器功能不全(上消化道大出血、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等)。4）呼吸形式

严重异常，如呼吸频率>35～40/min 或<6～8/min，呼吸节律异常，自主呼吸微弱

或消失。5）血气分析提示严重通气(或)氧合障碍：PaO2<50mmHg，尤其是充分

氧疗后仍 PaO2<50mmHg；PaCO2 进行性升高，PH 动态下降。 

 

表 1、有创通气和无创通气比较 

 
有创机械通气 无创机械通气 

定义 
通过气管插管或气管切开建立有创人工

气道进行机械通气的方式  

通过鼻、面罩、接口器等相对无创方式

与呼吸机连接或无需建立人工气道的通

气方式  

适应症 

经无创呼吸机治疗后患者病情无改善或

仍继续恶化； 

意识障碍，气道保护能力差； 

严重的脏器功能不全； 

呼吸形式严重异常； 

呼吸节律异常； 

严重通气(或)氧合障碍；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用于尚不必施行有创通气的急、慢性呼

吸衰竭的治疗,以减少或避免有创通气的

应用； 

撤离有创机械通气过程中； 

肺水肿的治疗； 

资料来源：《重症医学科的质量、安全与规范》，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根据《医疗器械分类目录》2018 版，呼吸机共分为六种，其中三类医疗器械四种，

二类医疗器械两种。按照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的呼吸机一般用于生命支持，主要

应用于重症监护室（ICU）及呼吸科病房，按照第二类医疗器械管理的呼吸机用

于非生命支持，以无创呼吸机为主，可以应用于呼吸科病房，也可以在家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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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呼吸机注册分类 

呼吸设备 预期用途 品名举例 管理类别 

治疗呼吸机 

（生命支持） 

通常在医疗机构内重症监护环境

中使用，也可在院内转运时使用 
治疗呼吸机、呼吸机 Ⅲ 

急救和转运用呼

吸机 

常用于急救场所和转运过程中

（如救护车上） 

急救呼吸机、院外转运

呼吸机、急救和转运呼

吸机 

Ⅲ 

高频呼吸机 

用于在医护人员的监控下，供呼

吸衰竭和气压性创伤患者以及需

要呼吸支持、呼吸治疗及急救复

苏的患者使用 

高频喷射呼吸机、高频

振荡呼吸机 
Ⅲ 

家用呼吸机 

（生命支持） 

可用于家庭环境，也可用于医疗

机构，无需持续的专业监控，通

常是在受过不同程度培训的非医

护人员监控下使用 

呼吸机、家用呼吸机 Ⅲ 

家用呼吸支持设

备（非生命支持） 

仅作为增加患者通气量的设备，

可用于家庭环境，也可用于医疗

机构 

家用呼吸支持设备、家

用无创呼吸机、无创呼

吸机、持续正压呼吸机、

持续正压通气机 

Ⅱ 

睡眠呼吸 

暂停治疗设备 

通常用于家庭环境，也可用于医

疗机构 

睡眠呼吸机、睡眠无创

呼吸机、持续正压呼吸

机、双水平无创呼吸机、

正压通气治疗机 

Ⅱ 

资料来源：《医疗器械分类目录》2018 版，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1.3、呼吸机生产及注册壁垒较高 

近期，新冠病毒正在全球肆虐，迄今已蔓延至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确诊病

例数字不断上升。而作为救命机的呼吸机也遭到世界各国的抢购，产能严重不足。

在呼吸机缺口日益严重之下，各国鼓励企业转型生产呼吸机，美国联邦根据重新

启动的《国防生产法》，强行要求通用和福特这两大美国汽车制造业巨头跨界生产

呼吸机。而随着美国疫情逐步加重，特朗普点名要求特斯拉建造呼吸机，纽约州

州长也发出类似的请求，用来缓解纽约州对呼吸机的庞大需求。转型生产呼吸机

并非易事，需要突破原材料供应、零部件组装以及注册认证等多方面的壁垒。据

前瞻产业研究院预估，对于专业的医疗设备制造商而言，生产一台呼吸机需要花

费多达 40 天的时间；转行生产呼吸机的厂家要经过转变生产线、克服技术难关和

打通供应链等环节，可能需要花费 540 天才能实现量产。受疫情影响，物流受阻、

关键元器件的短缺和原材料配套能力不足等原因也成为全球呼吸机产量短期内无

法大幅提高的原因。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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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机生产过程复杂。我国呼吸机的研制起步较晚，1958 年在上海制成钟罩式正

负压呼吸机，1971 年制成电动时间切换定容呼吸机。近几十年，随着迈瑞医疗、

谊安医疗、鱼跃医疗等企业的崛起，我国呼吸机的研发生产水平大幅提高。呼吸

机行业产业链由上至下可依次分为上游原材料和软件芯片供应商、中游本体制造

企业以及下游流通和应用场景。生产一台有创呼吸机需要 1000 多个零部件，其中

的核心部件涉及音圈电机、涡轮风机、传感器、芯片、比例阀等，大都由欧美企

业生产供应。 

 

表 3、核心零部件及主要供应商 

核心零

部件 
用途 供应商 

涡轮风

机 

提供正压气体，辅助患

者呼吸，增强气体交换

和心肺耦合 

EBM 公司（德国）、托马斯（美国）、格南登福（美

国）、Micronel（瑞士）、台达（中国台湾） 

传感器 

监测和帮助控制气流、

压力、湿度与温度，同

时支持稳定的电机控

制 

霍尼韦尔（美国）、飞思卡尔（美国）、恩智浦（荷兰）、

ST 公司（瑞士） 、炜盛传感（中国） 

芯片 

 

保证呼吸机的可靠性

和安全性，大数据处理

的关键 

ST 公司（瑞士）、英飞凌公司（德国）、德州仪器（美

国）、微芯（美国）、恩智浦（荷兰）、瑞萨电子（日

本）、赛普拉斯（美国）、亚德诺半导体 （美国） 

电磁阀 
呼吸机氧气源的开关

阀门 
MAC（美国）、康茂胜（意大利）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涡轮风机相当于呼吸机的发动机，通过给患者提供正压气体，辅助患者呼吸，增

强气体交换和心肺耦合。涡轮风机需要具备高转速和快速的响应速度，这样才能

根据患者呼吸频率迅速加减压力，倘若输出的压力不够，响应速度不够快，就会

使患者无法得到有效治疗。主要的涡轮风机的供货商来自欧美，国内也有企业生

产，但风机的噪音、转速、传感器的精度、灵敏度均与海外产品存在差异。呼吸

机中的多个传感器器件，能够持续精确控制气流，压力和湿度，以保持患者的舒

适和安全。典型的呼吸机设备都会用到气体质量流量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湿度

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和磁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可监测和帮助控制气流、压力、湿

度与温度，同时支持稳定的电机控制。由于需要保证呼吸机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软件、芯片是呼吸机大数据处理的关键所在。电磁阀是呼吸机氧气源的开关阀门，

作用同样举足轻重。 

 

此外，呼吸机研发及认证周期长。正常情况下，呼吸机的注册备案时间在一年半

左右，加上临床试验将会更久。近期，欧美等主要疫情国家或地区也发布了防控

物资监管的临时或紧急措施，放宽准入要求。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于当地

时间 2020 年 3 月 24 日宣布，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允许紧急使用医疗设备

（包括用作医疗设备的替代产品）的情况。依据美国相关法规，授权紧急使用呼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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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机、经改装用作呼吸机的麻醉机及经改装用作呼吸机的正压呼吸机（统称为“呼

吸机”）、呼吸机管接头，以及 FDA 确定符合相关规定的安全、性能和标签标准的

呼吸机附件，用于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治疗患者的医疗环境中的紧急使用。

今年 3 月 28 日，迈瑞医疗医用呼吸机获得了美国食药监局（FDA）的 EUA（紧

急使用授权）认证。4 月 1 日，鱼跃医疗收到 FDA 签发的 EUA，获得疫情期间

在美国销售公司无创呼吸机的准入资格。迈瑞和鱼跃的呼吸机产品此前就已获得

CE 认证。 

1.4、国内外呼吸机竞争格局 

在全球呼吸机市场中，有创呼吸机市场以国外品牌为主。包括瑞典的洁定集团

（Getinge）、瑞士的哈美顿医疗公司（Hamilton Medical）、德尔格、美敦力、GE

医疗、飞利浦伟康等品牌占据了全球中高端呼吸机市场。 

 

图 3、全球呼吸机竞争格局 

洁定（Getinge Group）

21%

哈美顿（Hamilton 

Medical）

21%

德尔格（Dräger）

16%

迈瑞

10%

美敦力（Medtronic）

5%

洛文斯坦医疗（Löwenstein 

Medical UK）

3%

维亚尔医疗（Vyaire Medical）

3%

GE医疗（GE Healthcare）

3%

飞利浦伟康（Philips Respironics）

3%

其他

15%

 
资料来源：维基百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表 4、部分国外品牌主要产品型号 

品牌 主要产品型号 

洁定 
Servo-u 呼吸机、Servo-n Neonatal 呼吸机、NAVA、Servo-i 呼吸机、Servo-s

呼吸机 

哈美顿 HAMILTON-S1、HAMILTON-G5、HAMILTON-C3、HAMILTON-C1 

德尔格 
Evita V300、Evita V500、Carina、PulmoVista 500、Oxylog 3000 plus、Babylog 

VN500、Babylog 8000+ 

GE 医疗 Carescape R860 

飞利浦伟康 
BiPAP AVAPS 呼吸机、V60 呼吸机、Trilogy202 呼吸机、Omnilab Advanced+ 

呼吸机 

资料来源：各品牌官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近年来，国产品牌也在崛起。如迈瑞、谊安、普博等生产企业，在国内基层市场

中取得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也在拓展海外市场。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我国批

准上市的呼吸机共有 126 个品种，其中，按照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的 95 个，按照

第二类医疗器械管理的 31 个。我国有创呼吸机市场以进口品牌为主，如美敦力、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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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格、西门子等品牌在国内有着很高的认可度，市场份额占到 80%以上。无创

呼吸机市场与有创相比，生产工艺及要求相对较低，国产品牌几乎可以与国外品

牌同台竞争，占到全国市场的 40%。 

 

2019 年中国医用呼吸机销量排名中，德尔格、飞利浦、迈柯唯等医疗器械巨头处

于优势地位，国内企业中较为领先的主要有迈瑞医疗、深圳科曼和北京谊安。尽

管国产医用呼吸机与国外领先产品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但近年来国内医用呼吸机

品牌逐步建立，如迈瑞医疗在 2012 年推出呼吸机以来，经过多次的更新换代和产

品升级，目前公司在院用有创呼吸机领域已经具备和国际顶尖厂商一较高下的实

力。 

 

图 4、我国 2019 年医用呼吸机销售量格局 图 5、我国 2019 年医用呼吸机销售额格局 

 
 

数据来源：智研咨询，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数据来源：智研咨询，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国产品牌主要占据中低端市场，并向中高端市场渗透。迈瑞、谊安等生产企业的

产品也销往海外，并获得不错的市场反馈，能够占到发展中国家呼吸机市场份额

的 30%-40%。国产医用呼吸机出口方面，迈瑞医疗一骑绝尘，根据 2019 年上半

年统计数据，迈瑞占比高达 77.54%，基本垄断医用呼吸机的海外出口，北京谊安

次之。家用呼吸机则是鱼跃的主要阵地，占比达 45.02%。 

 

图 6、2019 年上半年海外采购国产品牌医用呼吸机

情况 

图 7、2019 年上半年海外采购国产品牌家用呼吸机

情况 

  

数据来源：海关统计数据 WISMAR，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

研究院整理 

数据来源：海关统计数据 WISMAR，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

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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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部分国内品牌主要产品型号 

品牌 主要产品型号 资质认证 

迈瑞医疗 SV300、SynoVent E 系列、SV800/SV600 CE、EUA 

谊安医疗 
治疗型呼吸机 VT5250、Shangrila590P、VG70 和急救型呼吸机

Shangrila510S、Shangrila510、Shangrila530 

FDA510K、
CE 

晨伟医疗 
治疗型呼吸机 CWH-8010、CWH-3020B、CWH-3010、CWH-3010A 及便

携式呼吸机 CWH-2020、CWH-2010 
CE 

河南辉瑞 
HFS3100(便携)、HFS3100A、HFS3100B、HFS3100C、HFS3100D、

HFS3100E、HFS3100F 
CE 

科曼医疗 新生儿呼吸机 NV8/NV6 - 

航天长峰 ACM812A CE 

普博科技 
治疗型呼吸机 Boaray 5000D、Boaray 5000C、Boaray 3000C/D、Boaray 

2000C/D 和便携式呼吸机 Boaray 1000A/B/C/D 
CE 

舒普思达 S1200、S1600、S1100 CE、TUV 

思瑞德 R30、R50、R55 TUV 

鱼跃医疗 YH560 APAP、YH580 APAP、Bi-level PAP、YH830 Bi-level PAP CE、EUA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近期，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 2020 年第 5 号《关于有序开

展医疗物资出口的公告》：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起，出口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

医用口罩、医用防护服、呼吸机、红外体温计的企业向海关报关时，须提供书面

或电子声明，承诺出口产品已取得我国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书，符合进口国（地

区）的质量标准要求。海关凭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书验

放。目前公告的具有呼吸机出口资质的企业名单如下： 

 

图 8、具有呼吸机出口资质的企业名单 

 
资料来源：NMPA，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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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抗击海内外疫情，呼吸机缺口巨大 

2.1、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呼吸机需求 

重症及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需要使用呼吸机来得到生命支持。重症患者肺部受到

病毒中伤，无法自主呼吸，肺部产生大量黏液，体内氧含量下降，必须通过使用

呼吸机来进行体外输送氧气，保证血液中的氧气含量，以此来维持患者的生命活

动需求，为临床治疗手段争取时间。国家卫健委联合各医院在 2 月份发布的《重

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诊疗与管理共识》（以下简称《共识》）将新冠肺炎重症

患者分为具有发展为重症的高危因素的普通型、重型和危重型，其中对于重症及

危重症病人治疗的推荐意见中提到：重症患者需使用无创呼吸机进行治疗，而危

重症患者则需要使用有创呼吸机甚至体外膜肺氧合（ECMO）进行治疗。此外，

《共识》对重症病区的病床数以及呼吸机配置情况做出相应指导。 

 

表 6、新冠肺炎重症病区配置 

 
重症病区 危重症病区 

病床数（张） 50 30 

呼吸机配置要求 
有创呼吸机（台） - 15 

无创呼吸机（台） 20 20 

资料来源：《重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诊疗与管理共识》，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湖北省内疫情严重程度高于国内其他地区，重症医学科室资源紧张。截至 2019

年 4 月 11 日，湖北省内确诊新冠肺炎感染病例 67803 人，占全国确诊病例的

81.30%，湖北省确诊病例占湖北省常住人口的 0.11%；全国除湖北以外的确诊病

例 15597 人，占全国除湖北以外总人口的 0.001%。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武汉地区

重症监护床位在疫情爆发后扩充至 9000 张。假设湖北省内 ICU 床位新增比例与

武汉市相当，则湖北省重症监护床位需扩增至约 4.8 万张。 

 

表 7、湖北省作为新冠爆发中心所需重症监护床位数测算 

省市 
常住人口

（万人） 

人口/武汉常

住人口 

重症监护所需床位

数（张） 

湖北省（除武汉外） 4806 428.72% 38585 

武汉 1121 100.00% 9000 

湖北省合计扩张数量 5927 528.72% 47585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根据中国-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专家考察组的统计，本次新冠肺炎轻症、重症和危重

患者的比例分别是 80%、13%和 6%左右，还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若湖北省重症

患者和危重症患者比例与全国类似，则按照《共识》的指导计算，湖北省需建设

重症病区病床 3.3 万张，危重症病区病床 1.5 万张；共需有创呼吸机 7514 台，无

创呼吸机 2.3 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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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 4 月 11 日，全国除湖北以外累计确诊病例 15597 人，我们认为全国

除湖北以外的重症医学科室资源没有湖北紧张，因此不使用全国（除湖北）人口

与湖北人口的比例来计算需要新增的 ICU 床位数。若全国其他地区重症患者和危

重症患者比例与湖北类似，分别为 13%和 6%，则按照《共识》的指导计算，其

他地区需建设重症病区病床 2028 张，危重症病区病床 936 张；共需有创呼吸机

468 台，无创呼吸机 1435 台。因此，在疫情中，全国对呼吸机的总需求量约为

3.2 万台。 

 

表 8、全国除湖北省以外新冠肺炎呼吸机需求量测算 

  
重症病区 

（68.42%） 

危重症病区 

（31.58%） 
合计 

需扩增床位数（张） 2028 936 2964 

需扩增呼吸机数 
有创呼吸机（台） - 468 468 

无创呼吸机（台） 811 624 1435 

资料来源：《重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诊疗与管理共识》，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表 9、国内新冠肺炎对呼吸机的需求估计 

地区 呼吸机需求量（台） 

湖北省 
有创呼吸机 7514 

无创呼吸机 23041 

湖北省以外其他地区           有创呼吸机 468 

                             无创呼吸机 1435 

全国总计 32458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根据工信部今年 4 月 8 日公布的数据，自今年 2 月以来，我国呼吸机生产企业累

计向全国供应近 2.9 万台呼吸机，其中向湖北供应近 1.8 万台，含有创呼吸机 3000

台。 

2.2、国外新冠肺炎疫情呼吸机需求 

2019 年 3 月以来，海外疫情爆发并迅速蔓延。截至 2019 年 4 月 10 日，全球累计

确诊病例达到了 169.6 万人，现存病例 121.7 万人。其中，美国的疫情最为严重，

累计确诊病例 49.9 万人，现存病例 45.2 万人。根据我们使用 SIR 模型对于海外疫

情的预测，美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国家预计在 4 月底前达到感染峰值，

英国预计在 5 月底前达到峰值，但是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疫情还要更久时间达

到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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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全球新冠肺炎爆发情况 

 
资料来源：John Hopkins University，lewuathe.com，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备注：统计数据截至 2020 年 4 月 10 日 

 

图 10、意大利新冠疫情 SIR 模型预测 图 11、西班牙新冠疫情 SIR 模型预测 

  

数据来源：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

研究院整理 

数据来源：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

究院整理 

 

图 12、法国新冠疫情 SIR 模型预测 图 13、英国新冠疫情 SIR 模型预测 

  

数据来源：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

研究院整理 

数据来源：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

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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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在疫情期间，业内人士统计我国呼吸机存量大约是 8 万台，对应人口为 14

亿，相当于每 10 万人拥有呼吸机约 6 台；而欧美国家人均拥有呼吸机数量较高，

英国拥有呼吸机存量 8 千台，对应的人口为 6648 万，相当于每 10 万人拥有呼吸

机约 12 台，是我国的 2 倍。因此，分别以中国和英国现有人均呼吸机存量作为对

照，计算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呼吸机的存量，则目前全球除中国以外其他地区

的呼吸机存量约为 43 万台。 

 

表 10、国外呼吸机存量估计 

国家/地区 人口（万人） 呼吸机存量（台） 

发展中国家 
中国 140005 80000 

发展中国家（除中国） 498391 284785 

发达国家 
英国 6648 8000 

发达国家（除英国） 114383 137645 

合计（全球除中国以外所有地区） 619422 430430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美国疫情爆发后，美国医学院协会预计将有多达 96 万美国人需要使用呼吸机，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 2018 年的一份报告称，美国拥有的呼吸机存量约

为 16 万台，根本无法满足需求。有统计称，欧盟呼吸机缺口至少高达 2.5 万台。

据美国《财富》杂志报道，全球范围内，对呼吸机的需求量是目前医疗机构拥有

量的 10 倍。假设全球除中国以外所有国家和地区的高峰确诊人数为目前的 2 倍，

那么国外为应对疫情至少需要 133 万台呼吸机，缺口高达 90 万台。 

 

表 11、国外应对新冠肺炎呼吸机缺口估计 

国家/地区 确诊病例（人） 
应对新冠肺炎高峰呼

吸机需求量（台） 

现有呼吸机存

量（台） 

呼吸机缺口数

量（台） 

中国 82941 34231 80000 - 

全球（除中国以外） 3226396 1331582 430430 901152 

资料来源：John Hopkins University，lewuathe.com，公开资料，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备注：统计数据截至 2020 年 4 月 10 日 

 

随着疫情在全球快速蔓延，国外对医疗装备尤其是有创呼吸机的需求急剧增长。

我国有创呼吸机生产企业共 21 家，其中 8 家的主要产品（周产能约 2200 台）取

得了欧盟强制性 CE 认证，约占全球产能 1/5。目前已签订国际订单约 2 万台，但

大量的意向订单每天都在洽谈中。根据工信部 4 月 8 日公布的数据，国内生产企

业向国外供应的呼吸机达到近 1.8 万台，其中有创呼吸机达到 4000 多台，但这对

于全球巨大的需求量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国外方面，瑞士呼吸机品牌 Hamilton Medical 占据了全球呼吸机产量的 1/4，2019

年全年产量为 1500-2000 台，平均每月 100 多台，而如果该公司全力生产，月产

能或可达到 1500-2000 台。美敦力已宣布将呼吸机产能和供应增加一倍，以此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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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新冠疫情下全世界患者和医疗体系的紧急需求。 

 

表 12、全球部分呼吸机生产厂商产能情况 

厂商品牌 日均产能 

迈瑞医疗 133 台，5 月有望提升至 166 台 

鱼跃医疗 700 台 

帝迈生物 1000 台 

BMC 怡和嘉业 1200 台 

瑞士 Hamilton 80 台 

荷兰 Phillips 140 台-280 台，前三季度末扩充至 640 台 

意大利 Siare Engineering 17 台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备注：统计数据截至 2020 年 4 月 10 日 

 

假设全球疫情持续到 9 月末，我们对相关上市公司的呼吸机销售额及对净利润的

增厚做出如下测算： 

 

表 13、呼吸机对于相关上市公司的利润增厚测算 

  迈瑞医疗（有创呼吸机） 鱼跃医疗（医用无创呼吸机） 

产量 月份 3 月 4 月 5 月—9 月 3 月 4 月—9 月 

月产量（台） 3000 4000 5000 15000 21000 

合计产量（台） 32000 141000 

出厂价（万元） 10 1 

销售额（万元） 320000 141000 

 净利率 30% 30% 

净利润（万元） 96000 42300 

净利润增厚比例 20.51% 56.59%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备注：净利润增厚比例=净利润/2019 年归母净利润×100%；出厂价格为估计值；产量来自草根调研数据 

3、国内朝阳性行业，中长期市场空间广阔 

3.1、国内外呼吸机市场规模 

据 QY Research 研究中心数据，2016 年全球呼吸机收入近 58.8 亿美元，产量约为

660 万台，复合增速为 7.2％。美国地区是呼吸机的最大生产基地，2016 年生产市

场份额近 43％，欧洲是呼吸机第二大产地，2016 年生产市场份额近 20％；从消

费角度来看，美国是消费最大的地区，2016 年消费市场份额接近 43％，欧洲以

23％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二。 

 

近年来，随着我国居民收入不断提高，人们的健康意识有了较大增长，再加上国

家对医疗机构的设备配置要求逐步提升并落实到位，我国医用呼吸机产量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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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均持续走高，年增长率在 15%左右。2018 年，我国医用呼吸机市场规模达到 24.3

亿人民币。 

 

图 14、我国 2012-2018 年医用呼吸机产量 图 15、我国 2012-2018 年医用呼吸机产品销售情况 

  

数据来源：智研咨询，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数据来源：智研咨询，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 16、我国 2012-2018 年医用呼吸机市场规模情况 

 
数据来源：智研咨询，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高端化发展是呼吸机行业的重要发展趋势。2012-2018 年期间，我国医用呼吸机

市场内高端机型的规模占比逐渐增加，并在 2018 年达到 55.97%。根据草根调研

数据，高端有创呼吸机市场终端价格每台一般在 40 万元以上，中端有创呼吸机价

格每台一般在 20-40 万，低端有创呼吸机一般在 20 万以下。  

 

图 17、我国 2012-2018 年医用呼吸机结构 

 
数据来源：智研咨询，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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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我国呼吸机需求测算 

呼吸机的需求并不是疫情带来的短期一过性的，而是长期存在，且有较大增长空

间。我国的人均呼吸机保有量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我国无创

呼吸机 2018 年的采购量约为 8000 台左右，根据 5-7 年的更替速度估计，目前我

国的呼吸机保有量在 8 万台以内，对应每百万人拥有的呼吸机数量约为 60 台；美

国的呼吸机保有量约为 16 万台，对应的百万人拥有呼吸机数量为 485 台，中国百

万人口呼吸机人均保有量仅为美国的 12.4%。 

 

2009 年，原卫生部正式宣布在《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中增加“重症医学科”

诊疗科目，并发布了《重症医学科建设与管理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指南》）。

《指南》要求，全国二级以上综合医院需设立至少一个 ICU，且三级综合医院重

症医学科床位数应占医院病床总数的 2％~8％。2010 年-2018 年国内卫生机构拥

有的重症医学科床位数由 13192 张增长至 52568 张，CAGR=18.10%。  

 

图 18、国内医疗机构重症医学科床位数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卫生统计年鉴，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呼吸机行业过去偏小众，医疗机构的需求有限。去年全年国内呼吸机销量不到 2

万台，根据调研数据，三级医院 ICU 保有量约十几台，二级医院则不超过 5 台，

且一台呼吸机使用寿命通常在 6 年以上，更新换代的周期也比较长。在此，我们

假设 2018 年全国三级医院的呼吸机平均保有量为 10 台，更新周期为 6 年；二级

医院呼吸机平均保有量为 3 台，更新周期相对更长，约为 10 年。经测算，2018

年我国 ICU 科室呼吸机保有量约为 51398 台，2019 年达到 57925 台。预计疫情之

后我国 ICU 建设逐步落实到位，医疗机构呼吸机配置更为合理，预计 2020 年总

增量需求为 15342 台，同比增长 30.15%，预计到 2021 年我国 ICU 呼吸机总保有

量将达到 82412 台。 

 

表 14、ICU呼吸机需求量测算 
 项目 2018 2019 2020E 2021E 2022E 

 

 

 

医院数量（家） 2498 2681 2815 2928 3015 

YOY（%） 8.09% 7.33% 5.00% 4.00% 3.00% 

平均保有量（台） 10 11 15 2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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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级 医

院 

总保有量（台） 24980  29491  42226  58553 75387  

平 均 更 新 周 期

（年） 

6 6 6 6 6 

更新量 4163 4915 7038 9759 12565 

新增量 1870 2013 2011  2252  2196 

 

 

 

 

 

二 级 医

院 

医院数量（家） 8806 9478  10047  10549  10971  

YOY（%） 6.29% 7.63% 6.00% 5.00% 4.00% 

平均保有量（台） 3 3 4 5 6 

总保有量（台） 26418 28434 40187 52745  65826 

平 均 更 新 周 期

（年） 

10 10 10 10 10 

更新量 2642 2843  4019  5275  6583 

新增量 1563 2016  2275 2512 2532 

总保有量 51398 57925  82412  111298  141213  

YOY（%）  12.70% 42.27% 35.05% 26.88% 

更新量 6805 7759  11056  15033  19147  

YOY（%）  14.01% 42.50% 35.97% 27.36% 

新增量 3433 4029  4285 4764  4728 

总增量需求（台） 10238  11788 15342  19797  23875  

YOY（%）  15.13% 30.15% 29.04% 20.60%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除 ICU 科室外，二级及以上医院其他科室也有呼吸机新增需求。根据国家卫健委

2016 年颁布的《县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基本标准》，共有神经外科、呼吸内科、心

血管内科、胸外科、麻醉科、儿科、急诊医学科、重症医学科等 8 个科室明确要

求配置呼吸机。 

 

随着分级诊疗改革继续深入，医疗资源配置进一步向基层下沉。2018 年 7 月 2 日，

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进一步提升创伤救治能力的通知》，至此，“五大医疗中心”

建设与管理指导文件已全部发布。不到两年时间，国家卫健委连发六文，明确推

动二级及以上医院建立五大医疗中心，并且下发了建设与管理标准，对个别医疗

中心明确了必要的设备配置清单，呼吸机是必配设备。 

 

表 15、五大医疗中心设备配置标准 

 
数据来源：卫健委，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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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发布《关于开展“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

的通知》，同时发布了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标准（2018 年版）和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服务能力标准（2018 年版），对于这两类医疗机构的设备配置做出明确要求，

力争使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服务能力达到基本标准，部分服务能力

较强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达到推荐标准，这意味着 3.7 万的乡镇卫

生院和 3.5 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加快实现达标建设，医疗设备配置也成为重中

之重，其中呼吸机是达标的重要配置设备。 

 

表 16、乡镇卫生院设备配置标准（2018 年版） 

设备配置标准 

【C】参照《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卫医发〔1994〕第 30 号）要求配备相关设备，配备

必要的中医药服务设备。 

【B】符合“C”，并配备 DR、彩超、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血凝仪、十二导联心电图机、空气消

毒机、麻醉机、胃镜、呼吸机以及与诊疗科目相匹配的其它设备。 

【A】符合“B”，并配备 CT、急救型救护车、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等设备。 

数据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表 17、社区服务中心设备配置标准（2018年版） 

设备配置标准 

【C】参照《关于印发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基本标准的通知》（卫医发〔2006〕240 号）

要求配备相关设备，配备必要的中医药服务设备。 

【B】符合“C”，并（1）配备与诊疗科目相匹配的其它设备。（2）DR、彩超、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血凝仪、十二导联心电图机、心电监测仪、远程心电监测。（3）配备一定数量基于信息化

的便携式出诊设备和出诊交通工具。 

【A】符合“B”，并空气消毒机、呼吸机、动态心电监测仪、动态血压监测仪等设备仪器。 

数据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根据标准的要求，全国乡镇卫生院与社区服务中心必须完成 95%以上的 C档条款、

50%以上的 B 档条款以及 20%以上的 A 档条款达标建设，否则将会被认定为不合

格。此外，《通知》要求达到基本标准或推荐标准的机构按程序可以向省级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申请审核，达到推荐标准的乡镇卫生院，符合相关条件的可参加二级

医院评审。 

 

表 18、乡镇卫生院与社区服务中心能力结果要求 

类别 
基本条款 推荐条款 

C 档 B 档 A 档 C 档 B 档 A 档 

达到 

推荐标准 
100% ≥60% ≥30% ≥90% ≥60% ≥30% 

达到 

基本标准 
≥95% ≥50% ≥20% / / / 

数据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假设我国二级医院以下的基层医疗机构均新增呼吸机 1 台，且平均更新周期为 10

年。经测算，预计未来 2-3 年每年基层医疗机构以及五大中心的新增需求在 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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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以上。  

 

此外，随着经济发展，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人们健康保健意识不断增强，以及

在传统的医院健康护理模式下家庭保健模式的发展，带动了家用医疗器械的高速

发展。家用呼吸机在治疗呼吸暂停、鼾声、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中枢性睡眠呼

吸暂停、低通气现象、吸暂停时间监测、呼吸暂停发生时血氧饱和度下降、血氧

饱和度恢复、降低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消除舌体后缀、呼吸紊乱等治疗方

面都有很好的疗效作用。 

 

总部位于圣地亚哥的家用呼吸机龙头企业瑞思迈 ResMed（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

RMD，澳洲证券交易所代码：RMD）2018 年单品全球销售额约 30 亿美元，飞利

浦一个品种全球销售额约 16 亿美元左右。在中国，飞利浦 2018 年销售额大约 5

亿人民币，瑞思迈约 4 亿，鱼跃医疗大约只有不到 2 亿，随着国内产品进步以及

对于无创呼吸机适应症的推广，未来家用呼吸机在国内的增长空间广阔。 

4、投资标的 

4.1、迈瑞医疗 

公司概况：迈瑞医疗成立于 1991 年，2006 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2016 年完

成私有化退市，2018 年 10 月正式登陆 A 股创业板。公司主要从事医疗器械的研

发、制造、营销及服务，主要产品涵盖三大领域：生命信息与支持、体外诊断以

及医学影像，其他产品还包括骨科和硬镜。公司拥有国内同行业中最全的产品线，

以安全、高效、易用的“一站式”整体解决方案满足临床需求，是中国最大、全

球领先的医疗器械以及解决方案供应商。目前，迈瑞的产品及解决方案已经应用

于 190 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全球领先医疗机构的长期伙伴。公司拥有覆盖全球

的售后服务体系，在北美、欧洲、亚洲、非洲、拉美等地区的超过 30 个国家设有

39 家境外子公司，北美和欧洲是主要的境外市场。 

 

迈瑞医疗呼吸机情况：2012 年公司推出 SynoVent E 系列呼吸机以来，经过多次的

更新换代和产品升级，目前公司在院用有创呼吸机领域已经具备和国际顶尖厂商

一较高下的实力。2015 年中高端呼吸机 SV300 获得上市批文，2017 年高端重症

呼吸机 SV800/SV600 获得国内上市批文。其中本次疫情中使用的主要型号呼吸机

SV300 是国内第一款电动涡轮呼吸机，是中国、北欧、北美研发团队合作研究的

结晶。通过一系列技术方案，突破核心技术，实现流速的精准控制和稳定，解决

了噪声与散热的矛盾，具备超过世界一流电动涡轮呼吸机的恒流 VCV，低噪音，

均达到了世界前沿水平，比常见的独立涡轮变速控制呼吸机，SV300 对患者的吸

气响应更快，系统控制也更加稳定。SV300 拥有 ICU 全面的通气模式，还支持

NIV（无创通气）以及持续增氧功能；除了常规监测参数外，还能够监测气道死

腔、肺泡通气量等高级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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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 20 年的布局，公司在美国市场已有近 500 人的本地员工团队，并已积累了

大量的以高端教学医院、大型医院集团、IDN 医联体客户为主导的客户群。据公

司统计，迈瑞的监护仪、麻醉机在美国的市场地位为第三，已具备一定的品牌影

响力。而麻醉机在产品属性方面和呼吸机有极强的协同性，公司在北美地区的麻

醉机团队中不乏专业的呼吸治疗师，能够向医院提供呼吸机的安装调配、培训、

临床支持、售后服务等关键性的支持。2020 年 3 月 28 日，迈瑞医疗医用呼吸机

获得了美国食药监局（FDA）的 EUA（紧急使用授权）认证，此前，迈瑞医疗的

呼吸机除中国外，主要销往 ROW 国家中低端市场，未打开欧美市场。通过这次

疫情，公司拓展海外高端客户，建立品牌影响力，将公司开拓全球市场的时间缩

短至少 5 年时间。今年 3 月，公司呼吸机的产能约为 3000 台，目前提升到 4000

台，5 月有望提升至 5000 台，公司对原材料积极进行战略储备，限制产能的因素

已经逐步得到解决。 

 

盈利预测与评级：我们维持在此前两篇医疗器械行业深度报告《黄金十年，谁执

牛耳》和《规则趋于重构，龙头即将腾飞》中的总体观点，国产医疗器械面临多

方面发展机遇，公司作为我国医疗器械行业的绝对领导者，也是中国医疗器械国

际化经营典范，我们看好公司的强大的研发与销售能力，随着分级诊疗政策的推

进以及国家政策对国产设备的倾斜，迈瑞的多条强势产品线加速进口替代，维持

对于公司的盈利预测，预计公司 2020-2022 年的 EPS 分别为 4.67 元、5.66 元、6.90

元，2020 年 4 月 16 日股价对应 PE 分别为 56X、46X、38X，维持“审慎增持”

评级。  

 

风险提示：疫情不确定性风险；国内外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风险；产品研发风险；

汇率波动风险；中美贸易摩擦相关风险；经销商销售模式的风险。 

4.2、鱼跃医疗 

公司概况：公司为我国家用医疗器械行业龙头企业，产品主要集中在呼吸供氧、

康复护理、 医疗急救、手术器械、中医器械、护理类耗材、药用贴膏及高分子卫

生辅料及提供医院消毒感染控制解决方案等领域。公司在家用医疗器械板块深耕

多年，在多年的技术积累和扩张下，从最初的个别产品发展成为家用器械产品线

全面、品牌影响力显著的家用医疗器械平台。 

 

鱼跃医疗呼吸机情况：2020 年 4 月 1 日，鱼跃医疗收到 FDA 签发的 EUA，获得

疫情期间在美国销售公司无创呼吸机的准入资格。产品名称为 Bi-level PAP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Units（双水平正压通气治疗机/无创呼吸机），供患有睡眠

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的成人患者在医院或家庭中进行双水平无创通气治疗用。

公司上述产品收到 FDA 签发的 EUA，是在疫情期间用于患者临床治疗的临时紧

急授权，如果在紧急情况终止后，公司仍希望在美国市场销售该产品，则需要完

成已在进行中的相应 FDA 注册工作。此前，公司无创呼吸机产品已取得了中国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并完成了欧盟 CE 认证，同时在国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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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抗击疫情的工作中，其性能与品质也得到了良好的验证。 

 

目前公司收到了大量的呼吸机海外订单，由于呼吸机产品技术较为复杂、品控要

求严格，上游供应商产能爬升需要一定时间，预计呼吸机订单排队情况还将持续， 

为了满足欧美各国抗疫需要，鱼跃医疗的医用无创呼吸机产品的产量也剧增，从

疫情之前的日产 300 台，已经提升到极限日产 700 台以上。经过国内疫情的战斗

后，鱼跃医疗原材料供货上面已经得到了保证，上游厂商都已经恢复生产，目前

已经能全力保证鱼跃医疗针对海外市场的订单需求。本次疫情过后，鱼跃医疗将

扩充公司产品上游产业链，以便在未来对抗突发情况。 

 

盈利预测与评级：公司作为以家庭医疗器械和医用高值耗材为主导业务的医疗器

械企业，在家用医疗器械方面渠道优势明显，品种布局齐全，而经过过去几年的

研发并购其临床产品线也已渐成规模。未来随着新产品的逐步放量，临床销售渠

道的日益完善以及外延整合的逐步推进，公司业绩将持续稳健增长。维持对于公

司的盈利预测，预计公司 2020-2021 年 EPS 分别为 1.04、1.30 元，2020 年 4 月 16

日股价对应 PE 分别为 37、29 倍，维持“审慎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产品销售低于预期；新品种推广进度低于预期，外延整合低于预期。  

 

5、风险提示 

疫情进展不确定性风险；海外宏观环境变化风险；原材料供应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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