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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指南 

目的 
本报告旨在为有能力提供呼吸道护理设备的供应商提供初步参考，同时也希望帮助采购方对其感兴趣的产品

供应商进行初步评估。每种产品都包括了供应商列表、需要考虑的主要技术规格以及产品价格范围。 

编写本报告源于预测新冠肺炎大流行对氧气和呼吸道护理产品的需求会有增加，但报告所涵盖的产品也与非

新冠肺炎临床氧气供应相关。报告涉及的产品信息包括制氧机、氧气瓶、氧气输送接口配件、手持式脉搏血氧

仪、病人监护仪和真空/变压吸附(PSA)制氧机。  

        认为本报告对其有帮助的潜在采购方包括各国政府采购部门如卫生部、区域采购平台和多边机构等全球采购

方。采购方可利用本报告提供的信息，为产品选择和配置提供参考，更好地了解产品供应和定价，同时获得特定

供应商的信息，如质量和产能。  

可能从市场报告受益的受众还包括与供应商密切合作的分销商、批发商以及供应商本身，他们可通过本报告

更深入地了解其产品的竞争状况。 

本报告内容主要侧重于中国的呼吸道设备制造商，因为在此次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初，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对

该市场的潜在供应商表示出极大的不确定性，唯一的例外是 PSA 制氧机，该类产品反映了全球有代表性的供应

商。本报告今后更新时将扩大产品的地域范围，以反映更多国家的供应商。报告信息最初收集于 2020 年 3 月-8

月之间，随着新信息的获得而定期更新，我们并未从任何特定的供应商收集常规数据
i

。 报告中的任何资料应仅

被视为指示性信息，采购方应在购买过程的不同阶段直接与某个供应商确认。 

此外，应根据流行病学模型和其它可用氧气供应源的预期峰值氧气需求评估报告信息，了解所需呼吸道护理

产品的数量和类型。 

欲了解更多有关制定采购标准的参考资料，即 WHO 关于采购氧疗设备的最新指南，请链接此处。 

 

 

 

 

更新于 2020 年 12 月 
 

 

 
i 每种产品描述结束前会显示收集信息的日期。 

https://www.who.int/medical_devices/priority/Tech_Specs_O2_Therapy_monitoring_final_draft.pdf?u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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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指南 
本指南概述了报告中包含的每种产品特定的信息。产品描述遵循相同的结构，即有四个主要标题:（1）产品

配置注意事项；（2）产品选择注意事项；（三）确定的供应商；（4）综合价格范围。  

产品配置注意事项 

我们概述了每种产品的潜在用途以及该产品如何适用于持续的呼吸道护理。  

通常，考虑一种产品如何配置关键要了解产品引入的环境。采购方应根据每种产品的预期用途以及诊断和治

疗输送系统的要求，仔细考虑所需产品的规格和选项，并要求供应商提供产品合格的相关文件。 

我们还鼓励采购方制定在新冠肺炎大流行后如何使用该产品的计划，尤其是使用那些寿命长的产品。  

产品选择注意事项 

对每一种产品，我们确立了五个选择标准：即（1）质量；（2）服务市场的能力；（3）功能要求；（4）操

作要求；（5）价格。报告中所有产品的描述都包括这五点，但各章中的产品选择标准都是根据每种产品的具体

情况而定的。 

建议采购方首先审查产品标准，确定与其产品最相关的标准，再要求供应商确认和提供具体文件，以确定所

选产品型号符合规格，该过程可在意向书或投标阶段进行。  

总之，许多参数可被制造商视为基础型号的“可选配置”。因此，在采购方处理订单时，应注意确保投标过

程和最终采购订单要求的参数正确。  

此外，许多供应商可能未完成所要求的规格测试，因为他们通常服务的市场和客户并不一定需要这种测试。

在此情况下，供应商不太可能声称其产品符合某个规范，但如果能安排适当的测试，他们也会接受。建议如个别

规格产品的阈值无法调整且无其它缓和策略，则可要求那些接近于合规的产品供应商采用其它方式进行测试，以

完成针对产品的快速评估。 

某些情况下，特别是认为产品特点或质量特性至关重要时，采购方可能希望考虑第三方测试。有时某一特定

产品型号的独立分销商也会对具体的技术特性提出不同要求。 

本报告中“高质量供应商”的定义指那些有能力交付满足其目标用途的关键指标产品的，其产品符合认证的

质量保证标准的供应商。这类供应商可通过收集详细的技术和质量证明文件，并对照 WHO 规范和/或内部技术规

范对其进行审定后加以确定。 

确定的供应商 

对每种产品的主要供应商，我们是根据其质量标准和产能予以介绍，某些情况下也根据其产品设计和技术规

格列出。随着市场报告的更新，我们将扩展这些章节以涵盖更广泛的地域范围。  

综合价格范围 

对于每种产品，我们提供了确定的供应商的匿名价格范围，可能的情况下可根据产品特性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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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列出的价格仅为指示性价格，实际价格会因订单的紧急程度、所需产品数量、对各种国际监管规范或

认证的要求以及其它相关因素而有所不同。个别情况下，可能有很大的空间实现产品价值最大化，并根据上述因

素调整供应商初始报价。关键要注意，除 PSA 制氧机外，每种产品的价格仅仅反映了中国公司的情况，未能反映

全球范围内更广泛的定价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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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氧机供应商概况 

产品配置注意事项 
制氧机是新冠肺炎病例管理中的优先医疗设备1。该设备为电动医疗设备，

用于浓缩周围空气中的氧并通过鼻套管将氧输送给患者。氧气需在低压下，通

常在 3 公升/分钟(LPM)到 15 公升/分钟之间连续输送。虽然该设备的各种配置在

市场上可以买到，但本节所述的制氧机输出流量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

技术规范的要求达到 5 公升/分钟、8 公升/分钟和 10 公升/分钟。 

产品选择注意事项 
为确定到底采购哪些产品，可考虑下述选择标准： 

• 质量：具备 ISO 13485、ISO 80601-2-69、IEC 60601-1-11 标

准认证；SRA市场注册，如 CE 和 FDA 认证以及供应国的出口许可。 

• 服务市场的能力：指产能，和根据采购需求量扩大生产和分配生产的能力，以及配套的备件、配件和保

修能力。 

• 功能要求：为设备使用的环境确定关键因素的优先顺序，包括但不限于： 

o 氧纯度 

o 输出压力 

o 电源效率 

o 过滤系统 

o 可用备件的必要特性（如监视器、插座、轮组和警报） 

• 操作要求：在特定的温度和相对湿度范围内使用的能力以及基本功率要求，应根据具体的地理和使用背

景来确定。  

• 价格：在全球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价位，所提供关键产品的特性、预付款要求以及向每位供应商要求的

潜在采购量。 

根据收集的信息，以下产品要求可能影响所采购型号的数量： 

• 流量（以 LPM为单位）：由于较低的消费需求，能提高流速的型号通常提供的数量较低，并且由于所需

的额外尺寸和生产复杂性导致交货期延长。许多供应商根据不同流量提供几种型号。  

• 相对湿度大于 65%下运行的能力：所有确定的型号都能在 20%-65%的湿度环境下运行，有些型号能在高

达 95%的湿度环境下运行。采购方应仔细考虑操作环境，确定温度和湿度所需的操作范围，因为较高的

要求会影响选择适合的型号。  

• 音频/视频报警器：有满足各种音频和/或视频报警器组合的产品型号，如适用于低氧浓度（低于

82%）、电池电量不足、电源故障、高温、低-/高-/无流量和/或低压/高压。然而，很少有基本的产品

型号能提供所有前述警报。可要求增加额外的警报器，但需另行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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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超过 35°C的环境温度下工作的能力：确定的所有型号都能在 10-35°C之间工作，其中许多型号能

够在高达 40°C的环境温度下工作。 

• 保修：多数供应商能提供一年保修，许多供应商能够提供三年保修，但需增加费用。 

• 备件和配件：多数供应商都有一份详细的备件和配件清单，备件和配件可以与氧气浓缩器配套使用，

包括过滤器、加湿器瓶、喷雾器、备件和分流器。  

 

确定的供应商 
下列十家公司拥有充足的产能和必要的质量认证，可验证其符合国际质量标准。所有十家公司均可提供符合

条件的 5LPM 型，两家公司提供符合条件的 8LPM 型，三家公司提供符合条件的 10LPM 型。表 1 概述了根据收集

的最新信息了解到的现有产能。 

 

表 1.  SRA-注册的制氧机主要供应商及现有产能汇总 

供应商 
CE 

认证 
ISO 

13485 
主要国际市场 

预计每月产

能 

10 LPM 制氧机     30,000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87 个国家，包括美国、 哥伦比亚，印度，墨西哥，斯里兰卡  12,000  

保定迈卓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是 是 160 多个国家，有 10 年出口历史，包括非洲、南亚、中美洲  8,000  

沈阳海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否 是 50 多个国家，包括北美、欧洲、东南亚、中东、非洲  10,000  

佛山市顺德区键合电子有限公司 是 是 国外市场包括印度、南美、东南亚  10,000*  

8 LPM 制氧机     6,200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87 个国家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印度、墨西哥、斯里兰卡  3,200  

沈阳海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是 是 50+国家包括北美、欧洲、东南亚、中东、非洲  15,000  

江苏康尚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是 是 国外市场，包括美国、斯里兰卡、哥伦比亚、印度  3,000  

5 LPM 制氧机     55,740  

北京神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是 是 

20 多个国家，包括印度、伊朗、智利、泰国、也门、格鲁吉

亚、阿根廷、斯洛文尼亚、阿曼、马来西亚、约旦、孟加拉

国、阿尔及利亚、肯尼亚 

 3,600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87 个国家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印度、墨西哥、斯里兰卡  12,000  

江苏富林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是 是 东南亚、欧洲、美洲  4,000  

保定迈卓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是 是 160 多个国家，有 10 年出口历史、包括非洲、南亚、中美洲  8,000  

沈阳爱尔泰科技有限公司 是 是 前三大国外市场：南亚、东亚、非洲  1,740  

沈阳海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是 是 50+国家包括北美、欧洲、东南亚、中东、非洲  15,000  

沈阳新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国外市场包括美国、印度、斯里兰卡  8,400  

佛山市顺德区键合电子有限公司 是 是 国外市场包括印度、南美、东南亚  10,000*  

江苏康尚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是 是 国外市场，包括美国、斯里兰卡、哥伦比亚、印度  2,800  

郑州奥利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是 是 全球 120 个国家，包括南美、非洲、南亚  1,200  

设备总数     91,940 

*所有制氧机总产能  

缩略语： CE-欧盟认证；LPM-公升/每分钟； SRA-严格监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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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收集的信息，确定的供应商在国际市场上，包括中低收入国家都具有丰富的经验，并具有足够的产能。采

购协议的优先顺序基于交货数量、交货时间以及本节所述个别产品的注意事项来确定。  

综合价格范围 
此处列出的仅仅是指示性价格。根据所需产品的紧急程度、数量和其它相关因素价格变化会很大。最初收到

的报价中，5LPM 型制氧机价格在 230-400 美元之间，8LPM 型价格在 390-480 美元之间，10LPM 型价格在 480-

560 美元之间。图 1 显示了从 5LPM、8LPM 到 10LPM 型优先级供应商的匿名价位数据。确定的型号提供了所有

关键特性，但在基本价位上所提供的备件及配件会有差异。 

图 1.  5、8 和 10 LPM 型制氧机供应商提供的综合价格范围 

 
x=平均数，线=中位数，框=四分位间距，Whiskers=最小值和最大值。 

缩写：LPM-公升/分钟 

 

更新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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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气瓶供应商概况 

产品配置注意事项 

氧气瓶是新冠肺炎病例管理中优先使用的医疗设备 1，是专

用的可重复充装容器，用于在高压、非液体状态下保存氧气/医

用气体，在卫生保健系统内及其之间存储和运送医用氧气，并且

可连接用于管道分配，也可用于病房床位直接向患者提供氧气。  

产品选择注意事项 

本报告考虑了卫生保健系统常用的下列尺寸，以标准温度和

压力下气态氧的体积表示（L 公升）： 

• D: 340 L 

• E: 680 L 

• F: 1360 L 

• G: 3400 L 

• J: 6800 L 

要决定采购哪些产品，可考虑以下选择标准： 

• 质量：从医疗设备供应商采购时应了解产品是否具备 ISO 13485认证，或提供与医用氧气储存和运

输有关的认证（如 ISO 9809-1，7866，9001，BS[英国标准]和 EN[欧洲标准]1975，CEN[欧洲

标准化委员会]EN 12245，DOT[运输部-3AA)，SRA市场注册（即 CE和/或 FDA）以及供应商所在

国的出口许可。 

• 服务市场的能力：指产能，和根据采购需求量扩大生产和分配生产的能力，以及配套的配件和保修。 

• 功能要求：根据使用情况确定关键因素的优先次序，包括但不限于： 

o 阀型 

o 材料 

o 标称压力 

o 与连接设备的兼容性 

• 操作要求：在特定的温度范围，相对湿度和海拔范围内使用，并具有满足当地气体储存标准的颜色编

码。所有这些应基于特定的地理条件和使用环境。 

• 价格：在全球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价格、提供关键产品的特性、预付款要求以及在每个供应商的潜在采

购量。 

根据收集的信息，以下产品要求可能影响采购的型号数量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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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欧盟认证/美国药监局认证（CE/FDA）标识： 氧气瓶不作为医疗器械受到监管，无需独立的监管批

准。而美国 FDA和欧洲药品管理局将氧气瓶作为药品容器/封闭系统来管理，此处指医用气体。此外，

可能需要满足美国或欧洲现行的 GMP（良好生产规范），这取决于供应商所处的地理位置。 

• 材料：氧气瓶通常由钢、铝、碳纤维或其它复合材料制成。各种材料的使用有不同的取舍。例如，钢、

铝制成的氧气瓶比碳纤维大大节省成本，但会增加重量。 

• 阀门类型：整体式和标准式阀门成本不同。中国制造商基于成本和其它考虑，通常不提供整体式阀门，

而是通过托管协议由制氧机供应商提供。如选择标准阀门，购买方可能希望确保符合 ISO国际质量标准

和美国标准（例如，针孔阀 ISO 407/BS EN 850/CGA[压缩气体协会]870阀门，CGA 540阀门，

5/8英寸[英国标准管道]BSP[F]Bullnose BS 341阀门），以及根据钢瓶尺寸/压力和任何适用规范

进行选择。多数中国制造商生产符合 WHO规格的针孔阀和牛头阀产品。 

• 包含的配件（即压力调节器、流量计、压力计、加湿器、压力表和符合国际标准的多种配件）：配件功

能可通过连接单个装置，配置在单个复合装置中或整合到氧气瓶的基本结构中来实现。需要对配件进行

单独检查，确保其符合功能和质量要求。氧气瓶制造商经常会提供这些配件，也可提供为特定使用环境

设计的预制件。 

• 与充装和分配氧气的兼容性： 氧气瓶必须适用于通用配置以满足充装或运输，如充装站和分配歧管。应

仔细检查未来使用产品的场所的要求，以确认连接兼容，包括与直径指数安全系统的连接和 6毫米倒刺

出口。采购方在表达采购意向或投标过程中应要求供应商提供文件，证明提供的氧气瓶符合当地要求。 

• 安全防护：应提供特定的 ISO，ANSI 和其他国际氧气瓶的颜色代码，还包括安全超压释放阀。 

采购方应根据氧气瓶的预期用途和现有灌装和输送系统要求仔细选择所需规格和选项，并要求供

应商提供符合技术规范的文件。 

确定的供应商 

下列 9 家公司拥有必要的质量认证，以验证其产品符合国际质量标准。其中 6 家公司提供了满足 CE 认证的

合格的氧气瓶。表 2 概述了根据收集的最新信息了解到的现有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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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确定的氧气瓶供应商概况 

供应商 质量认证 预计每月产能 

江苏鑫易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ISO 13485 1,200–2,000* 

上海贝恩高压容器有限公司 ISO 9001  8,000  

沈阳斯林达安科新技术有限公司 
EN 1975 

EN 12245, CE 
 2,000  

山东必一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ISO 9809, ISO 9809-1,ISO 

9809-3 DOT-3AA 
 12,000  

江苏民诺特种设备有限公司 ISO 9001  352–900*  

辽宁奥斯福科技有限公司 ISO7866  20,000  

南京海洋工业有限公司 CFS, ISO 13485  1,000  

涿鹿高压容器有限公司 ISO 9809-3  2,000  

沈阳中复科金压力容器有限公司 ISO 7866, TPED 30,000 

产品总计  33,888 

*视氧气瓶大小而定 

缩写： CE-欧盟认证； CF-商品流动性调查； DOT-交通部； EN-欧洲标准；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TPED-移动式压力设备指令。 

 

根据所收集的信息，采购协议的优先顺序基于交货数量、交货时间以及本节所述个别产品的注意事项来确

定。 

综合价格范围 

此处列出的仅仅是指示性价格。根据所需产品的紧急程度、数量、不同的国际标准配置或认证要求和其它相

关因素价格变化会很大，确定的供应商初始报价为 J 或同等尺寸（6800 公升标称含量/氧容量）在 54-229 美元之

间，中位数为 71 美元。 

 

 

 

 

更新于 2020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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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气输送辅具供应商概况 

产品配置注意事项 

三种氧气输送辅具被认为是治疗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优

先医疗设备：即鼻氧管（鼻套管）、可调式氧气面罩和储气

袋氧气面罩 1,2。它们以多种方式向患者输送氧气：鼻套管为

一次性用品、非无菌设备，连接氧源后通过鼻腔输送氧气；

可调式氧气面罩以预先规定的吸入氧分率提供总吸气流量；

储气袋氧气面罩直接将高浓度氧气输送到患者的上呼吸道 3。

本节提供了 WHO 技术规范中所有三种产品的市场概况 4。 

产品选择注意事项 

由于此处要检查的产品缺乏标准规格，供应商通常可根

据采购方要求的多种规格生产氧气输送辅具。此外，多数供应商来自缺乏监管的国家，采购方与供应商接洽前应

准备详细的技术规格，以便减少了解和采购所需产品的时间。 

为了决定要采购哪些产品，可以使用以下选择标准： 

• 质量：有 ISO 13485 认证，在 SRA 市场注册（如 CE 和/或 FDA 认证），以及供应商所在国的出口

许可（如适用）。 

• 服务市场的能力：指产能，和根据采购需求量扩大生产和分配生产的能力，以及提供配套的产品、配件

和保修的能力。 

• 功能 要求：指为要使用设备的环境确定关键元素的优先级—特别是对于输送辅具—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因

素： 

o 与标准连接兼容 

o 低阻设计  

o 流通能力 

o 可调性 

• 操作要求：在特定温度范围、相对湿度和海拔范围内使用的能力；具有适当的尺寸、材料和配件（包括

阀门、连接器等）以及氧浓度/氧与空气混合物的相容性。这些都应基于具体的地理和使用环境。 

• 价格： 全球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价格、所提供关键产品的特性、预付款要求以及供应商的潜在购买量。 

根据收集的信息，CE/FDA 标识的要求可能会影响某种型号的采购数量。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辅具

交付属于 CE 和 FDA 认证是自我认证和/或可选的产品类别。 

供应商目录未明确列出所有可能的辅具组合和配置，尤其是与尺寸有关的组合配置。然而，多数供应商声称

其产品尺寸在国内和国际市场通用。  

 

https://www.iso.org/standard/597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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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供应商 

下列八家公司拥有充足的产能。所有产品均通过了 ISO13485 认证以及 CE 和 FDA 认证。根据收集的信息，所

有供应商都有丰富的国际市场经验，包括中低收入国家市场的经验。许多供应商表示他们的出口和国际销售，包

括监管批准均外包给了国际分销商。在此情况下，无出口许可和证书的制造商可能会有出口代理和分销商，能代

表供应商迅速提供大量产品。表 3 概述了根据最近信息估计的总产能。 

 

表 3.  SRA-注册的氧气输送辅具主要供应商及现有产能汇总 

供应商 CE 认证 FDA 认证 主要的国际市场 产品 估计每月产能 

 

宁波蓝柏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是 是 20 多年经验 ，销往 100 多个国家 

东南亚：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  

非洲：南非，利比亚，埃及，肯尼亚，纳米

比亚，加蓬 

中东 

鼻套管-成人  1,600,000  

是 是 鼻套管-儿科  1,600,000  

是 是 储气袋氧气面罩-成人  1,600,000  

是 是 储气袋氧气面罩-儿科  1,600,000  

是 是 可调式氧气面罩-成人  1,600,000  

是 是 可调式氧气面罩-儿科  1,600,000  

是 是 氧气管  4,000,000  

 

江苏伟康医疗

器械股份有限

公司 

是 是 

出口美国、英国、德国等 68 个国家 

鼻套管-成人  600,000  

是 是 鼻套管-儿科  600,000  

是 是 储气袋氧气面罩-成人  200,000  

是 是 储气袋氧气面罩-儿科  200,000  

是 是 可调式氧气面罩-成人  80,000  

是 是 可调式氧气面罩-儿科  80,000  

是 是 氧气管  600,000  

 

杭州京冷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是 是 

主要销往美国、欧洲 

鼻套管-成人  30,000  

是 是 储气袋氧气面罩-成人  30,000  

是 是 可调式氧气面罩-成人  30,000  

是 是 氧气管  30,000  

 

斯莱达医疗用

品(惠州)有限

公司 

 

是 是 

出口巴基斯坦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 

鼻套管-成人  80,000  

是 是 鼻套管-儿科  80,000  

是 是 储气袋氧气面罩-成人  40,000  

是 是 储气袋氧气面罩-儿科  40,000  

是 是 可调式氧气面罩-成人  80,000  

是 是 可调式氧气面罩-儿科  80,000  

是 是 氧气管  200,000  

 

杭州超德斯实

业有限公司 

是 是 

 

30 多个国家，包括美国、欧洲、中东、亚洲、南美 

鼻套管-成人  240,000  

是 是 鼻套管-儿科  240,000  

是 是 储气袋氧气面罩-成人  50,000  

是 是 储气袋氧气面罩-儿科  50,000  

是 是 可调式氧气面罩-成人  50,000  

是 是 可调式氧气面罩-儿科  50,000  

是 是 氧气管  240,000  

 

绍兴简成医疗

用品有限公司 

是 是 

欧盟市场，东南亚，中东，非洲，美洲 

鼻套管-成人  200,000  

是 是 储气袋氧气面罩-成人  200,000  

是 是 可调式氧气面罩-成人  40,000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59481641134241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59481641134241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59481641134241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59481641134241
https://www.baidu.com/link?url=cf66TfPqY7mU7LEVTeeq8KHeCHvP-DB1LDpBGcFRSOJw4ATE1mwFGT5a32SO4z9Ud6HBes4FjBWRKsdENPwXwK&wd=&eqid=f13c6c5a0043bc2d000000035ff19044
https://www.baidu.com/link?url=cf66TfPqY7mU7LEVTeeq8KHeCHvP-DB1LDpBGcFRSOJw4ATE1mwFGT5a32SO4z9Ud6HBes4FjBWRKsdENPwXwK&wd=&eqid=f13c6c5a0043bc2d000000035ff19044
https://www.baidu.com/link?url=cf66TfPqY7mU7LEVTeeq8KHeCHvP-DB1LDpBGcFRSOJw4ATE1mwFGT5a32SO4z9Ud6HBes4FjBWRKsdENPwXwK&wd=&eqid=f13c6c5a0043bc2d000000035ff19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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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 CE 认证 FDA 认证 主要的国际市场 产品 估计每月产能 

是 是                     氧气管  320,000 

深圳源泰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是 是 

无信息 

储气袋氧气面罩-成人  40,000  

是 是 可调式氧气面罩-成人  40,000  

是 是 氧气管  132,000  

常州市环康医

疗器械有限公

司 
是 是 

出口欧洲，东南亚，中东，南美，非洲 鼻套管-成人  400,000 

缩写: SRA-严格监管机构 

综合价格范围 

此处列出的仅仅是指示性价格，该价格将根据所需产品的紧急程度、数量和其它相关因素会有很大变

化。初步报价范围如下： 

• 鼻套管： 0.14-0.39 美元/每件 

• 储气袋氧气面罩：0.38-1.43 美元/每个  

• 可调式氧气面罩：0.43-1.57 美元/每个 

• 氧气管：0.12-0.43 美元/每件 ii 

图 2 显示从每种产品的优先级供应商收集的匿名定价数据。 

  

 
ii 通常在 1.5-2.0 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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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种氧气输送辅具供应商提供的综合价格范围 

 
X= 平均数， 线 = 中位数， 框 = 四分间距， Whiskers = 最小值和最大值 缩写：LPM- 公升/分钟 

更新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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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式脉搏血氧仪供应商概况 

产品配置注意事项 
脉搏血氧仪已被列为优先医疗设备 1，用于监测新冠肺炎病例管理。脉搏

血氧仪通过体积描记法经皮监测患者血氧饱和度(SpO2)水平。脉搏血氧仪用

于筛查确定患者是否需要氧疗，同时监测正在接受氧疗的病人。本节仅涉及

手持脉搏血氧仪 5。 

脉搏血氧仪和病人监护仪供应商可能是同一家公司，发出同时采购两

种产品的订单可能有利于增加谈判筹码，提高基于数量的定价折扣，以便

更有效的采购和缩短交货流程。 

产品选择注意事项 
高质量的供应商指有能力交付具有其目标用途的关键特性的产品型号。 通过收集详细的技术和质量证明文

件并对照 WHO 规范和/或一套内部技术规范进行审核可以确定供应商的能力。为了决定采购哪些产品，可以考虑

以下选择标准： 

• 质量：获得 ISO 13485、ISO 80601-2-69 和 IEC 60601-1-11 证书；在 SRA 市场注册（如： CE 

和/或 FDA 认证）以及供应商所在国的出口许可。 

• 服务市场的能力：指产能，和根据采购需求量扩大生产和分配生产的能力，以及所能提供的配套的备件、配

件和保修。 

• 功能要求：确定关键因素的优先次序，包括但不限于： 

o 与 SpO2和脉率测量范围和精度有关的特性 

o 适用于患者监护的警报 

o 用于成人和儿童患者不同尺寸的探针 

o 包含体积描记器的显示器。 

• 操作要求：可在特定温度和相对湿度范围内使用，电池电源可更换或可充电。操作要求应基于特定的地理位

置和使用环境。 

• 价格：基于在全球市场内具有竞争力的定价和提供关键产品特性的能力。 

根据收集的信息，以下产品需求可能影响所采购的型号数量。 

• 防护等级 (IP)评级（保护电气外壳免受外来物体侵害）：所有型号都提供了 IPX1或更高的防潮等

级。 

• 设备重量：确定的所有型号重量在 400-500 克之间。  

• 在 75%以上的相对湿度下工作的能力：所有已确定的型号都能在低于 75%的湿度下工作，有些型号甚至能

在高达 90%的湿度下工作。 

https://www.iso.org/standard/59752.html
https://www.iso.org/standard/59978.html
https://www.iso.org/standard/655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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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修：所有确定的供应商都能提供一年保修。许多公司可以提供两年标准保修期，但需额外付费。 

• 备用探头 ：探头的寿命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成为产品成本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应计入总成

本。 

确定的供应商 

下列六家公司拥有相当的产能和必要的质量认证，可验证其是否有能力达到国际质量标准。表 4 概述了根据

最近信息了解的现有产能。 

表 4.  具备 SRA-注册的手持式脉搏血氧仪主要供应商及产能汇总 

供应商 产品型号 CE 认证 ISO 13485 主要国际市场 估计每月产能 

重庆如泰科技

有限公司 
UT100 是 是 

欧洲、南美洲、非洲、澳

大利亚 5,000 

深圳市理邦精

密仪器股份有

限公司 

H100B 是 是 

全球 163 个国家，包括美国

和欧洲；非洲占销售额的 6% 3,000 

深圳迈瑞生物

医疗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PM60 是 是 

190 多个国家，在 32 个国家

设有子公司、包括美洲、亚

洲、非洲 

 2,800 

广东宝莱特医

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M800 是 是 

160 多个国家，有 10 年出口

历史，包括非洲、南亚、中美

洲 
9,000 

康泰医学系统

（秦皇岛）股

份有限公司 

CMS60C 是 是 

欧洲、北美洲、西亚非洲、印

度  2,000 

北京超思电子

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MD300M 是 是 

美国、欧洲、印度、非洲、中

国，在美国有 25 万平米仓

库，提供指尖脉搏血氧仪网上

及零售采购服务 

1,500  

合计      17,100 

缩写：CE-欧盟认证； SRA-严格监管机构   

根据收集的信息，所有确定的供应商在国际市场，包括中低收入国家市场具有丰富的经验和足够的产能。采

购协议的优先次序可根据所购数量及交货时间及上述个别产品注意事项来确定。 

综合价格范围 
此处列出的仅仅是指示性价格，该价格将根据所需产品的紧急程度、数量和其它相关因素会有很大变

化。最初收到的报价为每件产品 80-217 美元不等，中位数为 100 美元。图 3 显示了从优先级供应商收

集的匿名报价，且该报价在遇有特定技术要求时会受到影响。  

http://yqk.39.net/zh/yaochang/967d4.html
http://yqk.39.net/zh/yaochang/967d4.html
http://yqk.39.net/zh/yaochang/967d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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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确定的供应商提供的综合报价范围 

 
X= 平均数， 线 = 中位数， 框 = 四分位间距， Whiskers = 最小值和最大值  

缩写：IP-保护等级 

 

处于低端价格范围的型号提供了除一项以外的所有关键功能，而具体缺失的功能在每种情况下各不相同： 

• 调查的七种产品中有两种有 IPX2保护或更好的保护效果。 

• 调查的七种产品中有四种能在 10%-90%的湿度范围内工作。 

• 关键的价格差异主要存在于可提供至少两年保修期的产品中，每件产品平均价格要提高 17 美元。 

 

 

更新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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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监护仪供应商概况 

产品配置注意事项 

不同配置的病人监护仪是监测新冠肺炎患者的优先医疗设备 1。病人监护

仪测量、计算和显示生理参数（包括生命体征），用于连续监测重症住院患者

和重症监护室的危重患者。虽然市场上有不同配置的设备，本节涵盖了 WHO

技术规范中所述参数配置涉及的“基本”和“高端”的产品 2。 

脉搏血氧仪和病人监护仪供应商可能是同一家公司，发出同时采购两

种产品的订单可能有利于增加谈判筹码，提高基于数量的定价折扣，以便

更有效的采购和缩短交货流程。 

产品选择注意事项 

高质量的供应商指有能力交付具有其目标用途的关键特性的产品型号。 通过收集详细的技术和质量证书并

对照 WHO 规范和/或一套内部技术规范进行审核可确定供应商的能力。根据 WHO 指南（见 WHO 氧气装置技术

规范第 3.5 节 6），本节对两类产品进行了优先排序：   

 多参数高端病人监护仪 有七个所需测量参数：心电图、二氧化碳、有创血压、动脉血氧饱和度、脉搏率、

呼吸频率和温度。 

 多参数基本病人监护仪 有五个所需测量参数：无创血压、动脉血氧饱和度、脉搏率、呼吸频率和温度。 

为了决定采购哪些产品，可以考虑以下选择标准： 

• 质量：有 ISO 13485, ISO 80601-2-69 和 IEC 60601-1-11 认证， 有 SRA 市场注册（如， 

CE 和/或 FDA 认证） 以及供应商所在国的出口许可。 

• 服务市场的能力：指产能，和根据采购需求量扩大生产和分配生产的能力，以及可提供的配套备件、配

件和保修。 

• 功能要求：根据使用情况确定关键因素的优先次序，包括但不限于： 

o 与测量性能所需参数的能力有关的特性。 

o 用于病人监护报警的装置适宜、可调。 

o 适当的显示功能。 

• 操作要求： 能够在特定的温度和相对湿度范围内使用，有可更换或可充电的电池电源，适当的输入功

率，以及对除颤仪放电和高频电刀的保护。操作要求应基于特定的地理位置和使用环境。 

• 价格：在全球市场内具有竞争力的定价和关键产品特性。根据收集的信息，以下产品要求可能影响采购

的型号数量： 

• 屏幕尺寸：根据收集的信息，12 英寸屏幕的监护仪基本包含了应用程序中最关键的功能参数的产品范

围，适用于更广泛的应用（只包含基本参数的小型监护仪除外）。也可确保足够大的屏幕尺寸，以便临

https://www.iso.org/standard/59752.html
https://www.iso.org/standard/59978.html
https://www.iso.org/standard/655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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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医生在需要时短距离监测患者。但应注意许多供应商可提供其它的屏幕尺寸（如 10 英寸和 14 英

寸），同时也会影响价格。 

• 与起搏器的兼容性：采购方应考虑监护仪与起搏器使用的兼容性，如为起搏器患者使用单独的型号和/或

能自动检测的起搏器。尽管由于增强了安全措施自动起搏器通常较受欢迎，但提供自动起搏器检测功能

的型号在中国市场上并不多见，表 5所列的型号均未具备该功能。 

• 在大于 85%相对湿度下的运转能力：所有已确定的型号都能在低于 85%的湿度下运行，有些型号能在高

达 90%的湿度下运行。 

• 保修：所有确定的供应商都能提供两年保修。许多公司可以提供长达五年的保修，但需额外付费。 

• 备件和配件：多数供应商备有详细的备件和配件清单，这些备件和配件可与监护仪配套采购。所需备件

和配件应在采购订单中单独列出，因其可能在基本产品之外产生费用。特别是探针，其寿命有限并随着

时间的推移将成为产品成本的一部分，应计入总成本。 

基本的监护仪都有无创血压测量，也具备一定的测量范围。多数供应商的产品在 30-300 毫米汞柱范围；但

有些型号的范围与该标准略有不同（如，10-270 毫米范围）。 

确定的供应商 

下列五家公司拥有充足的产能和必要的质量认证，以验证其有能力达到国际质量标准。表 5 概述了基于最新

资料了解到的现有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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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SRA-注册的高端和基本病人监护仪主要供应商及产能汇总 

供应商 产品类别 产品型号 屏幕尺寸 CE 认证 ISO 13485 主要国际市场 估计每月产能 

重庆如泰科技

有限公司 

高端型 
PM5000 8 项参

数 
12.0'' 是 是 

欧洲，南美洲，

非洲，澳大利亚 

 1,000  

基本型 
PM5000 6 项目

参数 
12.0'' 是 是  1,000  

深圳市理邦精

密仪器股份有

限公司 

高端型 

X12 可选有创

血压，EtCO2 

和 12 导联心

电图 

12.1" 是 是 

全球 163 个国

家，包括美国和

欧洲；非洲占销

售额的 6% 

 5,000  

基本型 X12 12.1" 是 是  5,000  

康泰医学系统

（秦皇岛）股

份有限公司 

高端型 CMS9000 12.1" 是 是 
欧洲、北美、亚

洲、非洲、印度 

 500  

基本型 CMS8000 12.1" 是 是  1,000  

广东宝莱特医

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高端型 Q5 12.1" 是 是 160 多个国家，

有 10 年出口历

史，包括非洲，

南亚，中美洲 

 31,000  

基本型 S12 12.1" 是 是  20,000  

深圳迈瑞生物

医疗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高端型 EPM12M 12.0" 是 是 190 多 个 国
家。在32个国
家 设 有 子 公
司 ， 包 括 美
洲、亚洲、非
洲 

 

 3,000  

基本型 UMEC15 15.0" 是 是  400  

高端病人监护仪小计 
 7,000  

基本病人监护仪小计 
 12,400  

总计 
 19,400 

缩写：CE-欧盟认证；ISO-国际标准化组织；SRA-严格监管机构 

根据收集的信息，所有确定的供应商都在国际市场包括中低收入国家市场具有丰富的经验，并具有足够的产

能。采购协议的优先次序可根据采购数量和交货时间及本节所述的个别产品注意事项来确定。 

综合价格范围 

此处列出的仅仅是指示性价格，该价格将根据所需产品的紧急程度、数量和其它相关因素会有很大变化。 

高端病人监护仪的初步报价在 849-2600 美元之间，基本病人监护仪在 395-1100 美元之间，所有价格都包括备件

和配件，但供应商之间的价格会因采购的确切数量和型号有所不同。图 4 显示了从优先级供应商收集到的匿名定

价数据以及具体的技术要求对价格范围的影响。  

  

http://yqk.39.net/zh/yaochang/967d4.html
http://yqk.39.net/zh/yaochang/967d4.html
http://yqk.39.net/zh/yaochang/967d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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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基本和高端病人监护仪供应商的综合价格范围 

 
X= 平均数，线= 中位数， 框= 四分位间距， Whiskers = 最小值和最大值  

缩写 ：ICU-重症监护室  

 

所确定的型号提供了所有关键功能，但基于基本价格提供的备件和配件会有差异。主要的价格驱动因素如

下： 

• 有起搏器兼容性使基本型号的平均价格提高了 93 美元/台，高端型号的平均价格提高了 188 美元/台。 

• 有在湿度大于 90%的情况下运行能力加上起搏器的兼容性使基本型号的平均价格提高了 126美元/台，

高端型号的平均价格提高了 305美元/台。 

 

 

 

 

更新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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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变压吸附制氧机供应商概况 

产品配置注意事项 

  氧气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各级卫生保健系统

都需要的基本药物。变压吸附（PSA）制氧机被设

计用于大规模生产医用级氧气，不同流速的氧气通

过管道直接输送至临床应用，或经压缩后充入钢瓶

供储存和分配。本节提供了 WHO技术规范所述的

PSA大型制氧机供应商的全球市场概况 7。 

  在配置 PSA 制氧机时，除选择供应商外，采

购方应考虑产品配置的生态环境，包括但不限于： 

• 明确服务的内容： 许多制造商可直接或通

过第三方服务供应商安装和维护 PSA 大型

制氧机，但每位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水平和

质量存在很大差异。考虑到 PSA 制氧机的

维护和管理需要，更要详细了解谁在提供

服务，服务基于何处，以及可提供服务的

水平，这些对于区分产品供应至关重要。  

• 所有权和经营模式： 明确制造商提供的一套更详细的产品所有权模式可以帮助评估供应商。如选择租赁

模式而非直接购买 PSA 装置可能会引起采购方的兴趣。除所有权选择外，供应商还可以为下游活动提供

服务和支持，如在某地经营制氧工厂。PSA 制氧机有相当大的运营成本，但如维护和管理得当，可以使

用长达 20年或更长时间。因此，应仔细考虑产品的预期寿命。 

• 与传输系统的兼容性：采购方应考虑氧气输送给病人的方法。与基于钢瓶的运输和存储解决方案相比，

管道系统提供了各种折衷方案。应仔细考虑 PSA装置与任一系统的兼容，并有必要详细审查其它产品，

如氧气压缩机和氧气瓶。可简要回顾上述氧气瓶一章的内容。 

• 配套基础设施：如制氧机不是集装箱式，还可能包括适合的厂房、设备运行时所需连续电源（3相）iii

或钢瓶灌装设备 iv（如适用），还包括一台氧气压缩机。 

此外，采购方还应考虑在大流行期间以及大流行后，需求将会如何变化。如可以制定计划，在需求高峰后将

过量的氧气输送到附近卫生保健系统，为更广泛的医疗保健设施服务。 

 
iii 与单相电源不同，带有电机（如 PSA）的医疗设备可能需要三相连续供电，以实现恒功率。 

iv PSA 装置需要氧气管道、氧气瓶和/或氧气罐直接向患者输送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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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供应商注意事项  

高质量的供应商指有能力交付供其目标使用的具有关键特性的产品型号。可以通过收集详细的技术和质量证

书并审核证书是否符合 WHO 规范和/或一套内部技术规范来确定供应商的能力。PSA 大型制氧机供应商通常有较

强的制造能力，因此对各种产品进行直接比较可能具有挑战性。为了进行比较，根据立方米/小时(M3/HR)考虑了

三种从中到高氧需求的使用案例： 

• 30 m3/小时 

• 45 m3/小时 

• 90 m3/小时 

  定义特定的使用案例是为了比较，对制造商的成本、产量和交货期进行更细致的评估。制造商会有不同的预

定型号，有些可能会受到限制，只能提供容量低于 45 米/小时的型号。不过，建议采购方根据产品预计服务的病

人数量和每位病人的氧需求量进行定制。这种需求量还会因许多因素而变化，包括设施水平和需要氧气供应的病

房。 

  为了决定采购哪种产品，可以考虑以下选择标准： 

• 质量：获得相关 ISO认证（如，13485、9001、7396-1、8573-1、8573-2和 8573-4、5011和

21969）和 IEC认证，在 SRA的注册（如，欧盟认证、技术检验协会和/或美国 FDA），以及供应商所

在国家的出口许可。 

• 功能要求：根据使用情况确定关键因素的优先次序，包括但不限于： 

o 产生 93%或更高纯氧的能力。 

o 温度、压力、氧气水平、电源和系统故障的声光报警。 

o 活性储备源和露点。 

o 连续输出压力为 44－87PSI的医院管道或供应氧气压缩机充气瓶的能力。 

o 能撬装或集装箱化，便于快速设置和安装。 

• 运行要求：在特定的温度范围，相对湿度和海拔范围内使用的能力以及基本功率要求对于 PSA 制氧机运

行特别关键。如海拔 300米的高度会直接影响压缩机进气，应考虑具体的地理和使用环境。 

• 服务市场的能力：指产能，和根据采购需求量扩大生产和分配生产的能力，提供所有权和运营模式的替

代方案，以及在中低收入国家提供售后安装和维护服务的能力及交货时间。 

• 耐用年限：优先考虑较长的使用寿命，并提供至少两年保修期。 

• 价格：在全球市场具有竞争力的定价，关键产品特性的提供，预付款要求以及每位供应商的潜在采购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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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收集的信息，以下产品要求可能会影响采购产品的数量、交货时间或价格： 

• 撬装/集装箱化：通常，采购方必须考虑在可撬装和集装箱化之间进行选择，并在成本和移动性之间权

衡。制造商报告说，即使该装置根据采购方要求的结构建造，也不可能在超过一定尺寸阈值（如，超过

90米/小时）的情况下实现 PSA 装置可撬装或集装箱式可移动。 

• 包括氧气压缩机、氧气瓶和其它配件：特定的供应商可能在成本中包括氧气压缩机，要求单独购买，或

配套来自另一供应商的氧气压缩机，需另行收费。 

• 交货期和装运期：美国和欧洲供应商报告的生产周期往往比中国同行更长。许多情况下，供应商将更长

的交货期归因于氧气压缩机短缺，因为他们仅依赖一家公司，即美国 RIX 氧气压缩机，RIX在美国和欧

洲市场上一直保持主导地位。中国供应商的氧气压缩机来源于国内，不依赖 RIX。因此，美国和欧洲的

一些公司需要 12周或更长的生产时间，而运输则需要 30天到 8周不等。中国公司报告的平均交货期要

快得多，预计运输时间为 4－6周。然而，所有交货时间和运输时间应仅作为参考，最后将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采购订单所述的细节。 

• 安装/维护的价格和类型：所有制造商都表示能提供安装和维护服务，尽管有些供应商将此包括在产品价

格中，而其他供应商则要求单独付费。此外，有些制造商还提供远程安装和维护支持。 

• 目标场地条件：虽然所有制造商都承诺能满足温度、湿度和海拔要求，但多数制造商都提到需要关于具

体现场条件的信息，以确保 PSA 制氧机按照要求建造。供应商通常认为海拔高度会影响价格和空气压缩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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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供应商 

下面列出的 16 家公司拥有充足的产能和必要的质量认证，用以验证其达到国际质量标准的能力。根据最近

的资料，需要考虑的技术和操作特点见表 6。 

表 6.  全球 PSA制氧机供应商质量和技术规范概述 

供应商 国家 
撬装和/或集

装箱选项 

（是否提
供？）安
装和维护 

耐用年限 

 

环境：温
度、湿度
和海拔规

格 

 

警报（声光

警报器 vi） 

质量 

 
10 年寿命 48 个月保修 

AirSep 亚适

公司 
美国   

工厂安装、
启动、调试
和员工培训
都包含在价
格中。工厂
-在国家或
地区培训/
授权的
AirSep 经
销商提供技
术支持。 

 

  

自启动之日起

1 年或自装运

起 18 个月。

提供延长保修

。 

    
CE, ISO 

13485 

北京中成航宇

空分设备有限

公司 

中国   

在非洲、亚洲

和欧洲提供免

费远程指导或

现场服务 

        

CE、医疗产品
出口的其他证
明（中国） 

 

G. Samaras 希腊   

否。经销商
负责安装和
维护保养 

无回复  
24 个月，可

选择延长 
    

CE、基于欧盟药

典的 ISO  

湖南一特电子

医用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 

可提供高达

45 m3的撬装

式 

可提供远程或

现场服务。 
  

可选最长 48

个月保修。 
  

是。也有短

信转电话报

警 

ISO 14001 

/13485/9001 

Hydrogaz 波兰   是   
是。依据服务 

协议 
  

是。也有短

信转电话报

警 

CE、EN 

ISO 

7396-

1:2016 

及欧洲药典 

江阴市东鹏净

化设备有限公

司 

中国   

是。免费安

装、维护。机

票、食宿除外 

        
CE 、ISO 

9001/14001 
 

Novair 法国   
是。直接或通

过当地供应商 
  

 12 个月，可

选择延长。 
    

CE、ISO 

7396-1 并符
合 US/EU 药典 

OGSI 美国 
是。但不是重

点尺寸 

是。包含在
系统成本
中，机票和
食宿除外 

  
12 个月，可

选择延长。 
    ISO 质量证书 

Oxymat 斯洛伐克   

是。技术员
收费，具体
取决于安装
的国家/地
区 

  

12 个月，
可选择延长
。 

    

CE 认证 

ISO 

7396-1 - 

EU 药典 

Oxywise 斯洛伐克   

技术员可全
球调试和提
供培训 

  
是。根据服务

协议。 
    

TUV, CE,  EN 

ISO 

9001:2015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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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 国家 
撬装和/或集

装箱选项 

（是否提
供？）安
装和维护 

耐用年限 

 

环境：温
度、湿度
和海拔规

格 

 

警报（声光

警报器 vi） 

质量 

 
10 年寿命 48 个月保修 

 EN ISO 

13485:2012  

Pneumatech 

Medical 

Gas 

Solution 

德国 
撬装： 无； 

集装箱式：有 

是。派遣工程

师或提供在线

服务培训 

  

12 个月，如

只采购原始服

务部件，可延

长 24 个月。 

    CE, ISO  

山东美迪宇能

医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 

可提供最多

30 m3 的集装

箱 

远程或现场安

装 
        

CE,、TUV、  
ISO 

13485/8359/ 

10083 

苏州恒大净化

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   

是，现场 100

美元/天。 
        

CE，其它

药品出口证

明产品 

Sysadvance 葡萄牙   

是。拉丁美
洲，非洲的
合作伙伴
（代理商，
分销商和供
应商）和 

亚洲。 

 

  

 

是。以服务合

同为准。 
    CE 

缩写： CE－欧盟认证； EN－欧洲标准；EU－欧盟；ISO－国际标准化组织； TUV－技术监督协会。 

 

根据收集的信息，所有确定的供应商都在国际市场，包括中低收入国家市场具有丰富的经验，并具有足够的

产能。采购协议的优先次序可根据采购数量和交货时间以及本节前述个别产品的注意事项来确定。 

综合价格范围 
  此处列出的仅仅是指示性价格，该价格将根据所需产品的紧急程度、数量和其它相关因素会有很大变化。在

可能的情况下，采购方可通过评估每单位 PSA 产能的成本直接比较产品，不过一些公司表示价格将取决于订单规

模。下图 5 显示了以单位产能成本表示的价格，按小型、中型和大型产能排列。注意：操作、维修和维护以及人

力资源在 PSA 装置的使用寿命中占了很大一部分成本。每个变量的比例不同，应仔细考虑总成本。还应考虑一次

性成本，包括运输、安装或远程安装技术支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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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确定的供应商不同产能的综合价格范围（美元，立方米/小时） 

 
X=平均数，线 =中位数，框= 四分位间距， Whiskers = 最小值和最大值   

缩写：m3/hr－每小时立方米；PSA－变压吸附装置 

  在容量较大的情况下，尽管每单位平均价格相似，但价格的差异显著增加。其它主要价格驱动因素包括但不

限于： 

• 供应商原产国，来自中国供应商的型号每立方米/小时低于平均价格 1,498 美元。 

• 如要包括集装箱，平均价格每立方米/小时增加了 2,794 美元。 

 

 

更新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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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更多信息，请链接 path.org/programs/market-dynamics/covid-19-and-oxygen-resource-library 

联系我们：oxygen@path.org   

 

http://path.org/programs/market-dynamics/covid-19-and-oxygen-resource-library
mailto:oxygen@pat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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