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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口金科：产业链知识图谱-疫情物资】近百万企业，11

大类疫情物资产业链图谱全景分析

（完整版）

在本次新冠肺炎病毒爆发的疫情期间，突显了部分医用相关物资短期市场供应不足的情

况，道口金科发挥自身所拥有的 1.8 亿企业大数据优势，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和算法，统计分

析了医疗耗材、消毒药品、医疗器械三个领域共 11 大类，16 小类商品的生产商、经销商，

及部分商品生产所需原材料的上游供应商，试图为大家展示目前市场紧缺物资相关企业的整

体情况及地域分布。希望在全面抗“疫”时期，为相关企业在特殊时期的转型生产、寻找供

应商、经销商，为金融机构精准信贷支持，以及政府重点扶持企业等方面，提供大数据和智

力支持。

领域分类 大类商品 细分商品

医疗耗材

口罩
医用类口罩

其他类口罩

防护服 医用类防护服

隔离衣、帽
隔离衣

隔离帽

隔离护罩
隔离眼镜（罩）

隔离面罩

足部防护用品
隔离鞋

隔离鞋套

手部防护用品 手套

消毒药品
消毒液 消毒液

医用酒精 医用酒精

医疗器械

体温枪 体温枪

试剂盒 试剂盒

紫外线消毒设备
紫外线消毒车

其他紫外线消毒设备

一、口罩

作为本次疫情市场最紧俏的商品，口罩毫无质疑的登上了“热搜排行榜”第一位。不仅

是目前各医疗机构的急缺物资，也成为了全民的生活必需物资，市场需求急速攀升。而口罩

本是日常生活（保暖、防尘、防霾）、医疗活动、工业生产、食品加工及特种行业等多领域

的常见商品，但是根据使用场景对口罩的需求不同，采用了不同的原材料和工艺加工生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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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按照口罩的材质大体可以分为无纺布（又称不织布/非织造布）、塑料、纸、棉、纱布、

丝等种类。在本次疫情中主要短缺的是以无纺布为核心原材料的医用类口罩。据道口金科不

完全统计，全国生产/经销口罩的企业接近 10 万家，其中医用类口罩的生产商 1,000 多家，

经销商接近 1 万家，其他类口罩的生产商接近 7,000 家,经销商逾 76,000 家。

1、医用类口罩

1.1 生产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医用类口罩生产商主要分布在江苏、河南、湖北、广东、山东

等省份，其中江苏省的医用类口罩生产商最多，超过 170 家。

图 1-1：全国各省医用类口罩生产商数量 Top20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

按照各省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排在首位的是河南省，占全国年销售总规

模的比例达到 21%。湖北、江苏和广东三省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占比均达到 10%以上。

图 1-2：全国各省医用类口罩生产商年销售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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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 1,000 余家医用类口罩生产商中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不到

10 万元的企业占比超过 62%，年销售规模在 1,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占比达到 16%，共计 160

余家。

图 1-3：医用类口罩生产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1-1：医用类口罩生产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江苏省 扬州洋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 江苏省 江苏华东医疗器械实业有限公司

3 河南省 圣光医用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4 河南省 河南曙光健士医疗器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湖北省 湖北金士达医用产品有限公司

6 湖北省 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7 广东省 广州健朗医用科技有限公司

8 山东省 青岛海诺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9 江西省 江西益康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10 浙江省 金华市景迪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1.2 经销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医用类口罩经销商主要来自广东、江苏、山东等省份。其中广

东省的医用类口罩经销商超过 1,00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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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全国各省医用类口罩经销商数量 Top20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

按照各省经销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排在首位的是北京市，较全国同类产品年

销售规模的占比达到 30%，广东和江苏两省的销售规模占比也均达到 10%以上。

图 1-5：全国各省医用类口罩经销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医用类口罩经销商共计 9,800 多家，其中相关商品的年销

售规模不到 1 万元的企业占比接近 75%，年销售规模在 1,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不到 10 家，

年销售规模在 1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占比总共不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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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医用类口罩经销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1-2：医用类口罩经销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广东省 广东英达尔药业有限公司

2 广东省 广东康卫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 江苏省 南京润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4 江苏省 苏州市欧卡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 山东省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山东有限公司

6 山东省 山东宏腾药业有限公司

7 四川省 成都泉源堂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8 浙江省 海宁爱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9 上海市 上海钧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0 北京市 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1.3 供应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医用类口罩供应商主要来自江苏、湖北和河南等省份。其中江

苏省的医用类口罩供应商超过 600 家，远超其他省份。

图 1-7：全国各省医用类口罩供应商数量 Top20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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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各省供应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排在首位的是河南省，年销售规模占全国

同类产品年销售规模的比例达到了 31%，而湖北省也达到了 20%，其他省份占比较低。

图 1-8：全国各省医用类口罩供应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医用类口罩供应商共计 3,300 余家，其中相关商品年销售

规模不到 10 万元的企业占比逾 46%，销售规模在 1,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占比约为 5%，共有

160 多家。

图 1-9：医用类口罩供应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1-3：医用类口罩供应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江苏省 南通潮涌纺织有限公司

2 江苏省 泰州市毅立纺织品有限公司

3 湖北省 仙桃市通达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

4 河南省 宁陵金豪纺织有限公司

5 浙江省 长兴美迪康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

6 广东省 南海南新无纺布有限公司

7 上海市 上海题桥纺织染纱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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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山东省 山东华业无纺布有限公司

9 河北省 鸡泽县协佳纺织有限公司

10 四川省 大英县天骄纺织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2、其他类口罩

2.1 生产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其他类口罩生产商主要分布在江苏、广东和山东等省份，其中

江苏省的其他类口罩生产商超过 2,000 家，排在第二、三位的广东省和山东省的其他类口罩

生产商均不到 1,500 家。

图 1-10：全国各省其他类口罩生产商数量 Top20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按照各省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排在首位的是江苏省，销售规模占比达到

23%，上海市和湖北省的销售规模占比均达到 15%以上。

图 1-11：全国各省其他类口罩生产商年销售规模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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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将近 7,000 家其他类口罩生产商中，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

不到 1万元的企业占比超过 65%，销售规模在 1,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占比不足 0.5%，仅有

不到 40 家。

图 1-12：其他类口罩生产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1-4：其他类口罩生产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湖北省 仙桃市云华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2 湖北省 武汉华世达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3 江苏省 苏州市奥健医卫用品有限公司

4 江苏省 圣华盾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山东省 山东康力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6 河南省 亿信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7 广东省 佛山市南海康得福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8 上海市 美迪科（上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9 河北省 际华三五零二职业装有限公司

10 浙江省 山东康力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2.2 经销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其他类口罩经销商主要来自江苏省，省内相关产品经销商数量

超过 11,000 家，远远高于排在第二、三位的广东省和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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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全国各省其他类口罩经销商数量 Top20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按照各省经销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上海、广东、江苏等三地的相关产品年销

售规模占全国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的比例均超过 10%。

图 1-14：全国各省其他类口罩经销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 7,600 余家其他类口罩经销商中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不到

1万元的企业占比超过 72%，而年销售规模在 100 万元以上的企业总共占比还不到 0.6%，共

计约为 55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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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其他类口罩经销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1-5：其他类口罩经销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江苏省 张家港保税区康之源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

2 江苏省 南通邦道尔贸易有限公司

3 江苏省 徐州诚润商贸有限公司

4 广东省 优唯斯（广州）安全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5 广东省 东莞博德日用品有限公司

6 上海市 上海述源商贸有限公司

7 上海市 上海天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8 山东省 临沂恒安劳动保护用品有限公司

9 山东省 枣庄矿业集团物资供销有限公司

10 浙江省 杭州城东劳动保护用品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二、防护服

防护服的应用领域也较为广泛，包括了消防/灭火、电焊/焊接、机械制造、特殊人群（如

孕妇）、医疗卫生、生物化学等多个领域。根据使用场景需求及核心原材料特征，可作为医

疗卫生领域使用的防护服产品，是医护人员穿着的职业防护衣，能阻隔来自患者的病毒通过

空气、液体向医务人员传播，其主要由无纺布、机织布以及复合材料加工制作而成。其中，

医用一次性防护服主要以无纺布为基材，通过加工制成聚丙烯纺粘无纺布、聚酯纤维/木浆

复合水刺无纺布或 SMS 无纺布等作为原材料，也可以配合聚乙烯透气膜、聚四氟乙烯微孔膜

等材料通过覆膜技术制成复合材料作为原材料。而医用可重复使用防护服主要以机织布为基

材，通过加工制成高聚物涂层织物、高密织物及层压织物等作为原材料。据道口金科不完全

统计，可应用于医用类的防护服生产商共计 1,600 余家，经销商超过 1万家。为医用类防护

服生产企业提供无纺布、各类透气膜（微孔膜）和聚丙烯、聚乙烯类等原材料的供应商合计

约为 3,30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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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产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医用类防护服生产商主要分布在湖北、江苏、山东等省份，其

中湖北省和江苏省的医用类防护服生产商均超过 220 家。

图 2-1：全国各省医用类防护服生产商数量 Top20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

按照各省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排在首位的是河南省，其年销售规模占全

国比重达到了 27%，北京、浙江和湖北三地的销售规模比也均达到 10%以上。

图 2-2：全国各省医用类防护服生产商年销售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医用类防护服生产商共计 1,600 余家，其中相关商品年销

售规模不到 10 万元的企业占比超过 70%，年销售规模在 1,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占比不足

3%，共计 40 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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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医用类防护服生产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2-1：医用类防护服生产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湖北省 湖北瑞康医用耗材有限公司

2 湖北省 武汉华世达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3 江苏省 苏州市奥健医卫用品有限公司

4 江苏省 圣华盾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山东省 山东康力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6 河南省 亿信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7 广东省 佛山市南海康得福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8 上海市 美迪科（上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9 河北省 际华三五零二职业装有限公司

10 浙江省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2、经销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医用类防护服经销商主要分布在江苏、山东及上海等地。其中

江苏省的医用类防护服经销商达到 1,600 家，山东省和上海市的医用类防护服经销商也均超

过 1,00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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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全国各省医用类防护服经销商数量 Top20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

按照各省经销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上海市、广东省、北京市、江苏省和山东

省前五名的年销售规模累计占比超过全国的 60%。

图 2-5：全国各省医用类防护服经销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 1 万余家医用类防护服经销商中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不到

1万元的企业占比超过 64%，年销售规模在 1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占比约为 1.5%，共计 150 多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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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医用类防护服经销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2-2：医用类防护服经销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江苏省 溧阳市三明劳动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2 江苏省 苏州工品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 山东省 潍坊雷克兰劳保用品有限公司

4 山东省 潍坊发达劳保用品有限公司

5 上海市 上海聚鼎安全防护科技有限公司

6 上海市 上海孟诺实业有限公司

7 广东省 中山市广安劳动保护用品有限公司

8 北京市 北京乐萱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9 浙江省 绍兴托美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10 天津市 天津特能荣盛安全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3、供应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医用类防护服供应商主要来自浙江、江苏及湖北等省份。其中

浙江省和江苏省的医用类防护服供应商均超过 500 家，紧随其后的是湖北省，拥有医用类防

护服供应商 400 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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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全国各省医用类防护服供应商数量 Top20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按照各省供应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排在首位的是湖北省，年销售规模占比达

到 35%，排名第二的河南省年销售规模占比为 15%。这两个省份占去全国年销售规模的一半。

图 2-8：全国各省医用类防护服供应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医用类防护服供应商共有 3,300 余家，其中相关商品年销

售规模不到 10 万元的企业占比接近 50%，年销售规模在 1,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占比约为 4%，

共有 13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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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医用类防护服供应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2-3：医用类防护服供应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浙江省 南六企业（平湖）有限公司

2 浙江省 海宁市锦泰针织有限公司

3 江苏省 江阴百瑞佳无纺布有限公司

4 江苏省 普杰无纺布（中国）有限公司

5 湖北省 武汉鑫宝翔无纺布有限公司

6 山东省 山东惠程无纺制品有限公司

7 广东省 南海南新无纺布有限公司

8 河南省 长垣虎泰无纺布有限公司

9 上海市 爱思开综合化学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10 河北省 蔚县信和纺织制品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三、隔离衣、帽

隔离衣、帽作为医疗卫生领域常见的医用耗材，主要用于门诊、病房及检查等活动中，

起到普通隔离的作用，多以无纺布为主要原材料，且一次性使用。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

全国隔离衣产品的产业链相关企业共计 5,000 余家，而隔离帽产业链相关企业接近 5,000

家。

1、隔离衣

（1）生产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隔离衣生产商主要分布在湖北、河南、江苏等省份，其中湖北

省拥有 170 多家隔离衣生产商，遥遥领先于其他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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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全国各省隔离衣生产商数量 Top20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

按照各省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山东和河南两省的年销售规模累计占全国

比例超过 50%。

图 3-2：全国各省隔离衣生产商年销售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隔离衣生产商共计 700 余家，其中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不

到 10 万元的企业占比接近 47%，年销售规模在 1,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占比不足 2%，共计

10 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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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隔离衣生产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3-1：隔离衣生产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山东省 山东康力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2 山东省 威海威高医用材料有限公司

3 河南省 河南省安邦卫材有限公司

4 河南省 河南祥禾卫材有限公司

5 湖北省 咸宁爱科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6 广东省 深圳市兴业卓辉实业有限公司

7 江西省 南昌翔翊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8 浙江省 世源科技（嘉兴）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9 江苏省 苏州健宇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0 四川省 四川恒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2）经销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隔离衣经销商主要分布在山东省和上海市，共计约 280 家。

图 3-4：全国各省隔离衣经销商数量 To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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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

按照各省经销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安徽省的年销售规模就占全国总销售规模

的 44%，Top3 的省份累计占全国总量的比例约为 70%，集中度较高。

图 3-5：全国各省隔离衣经销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 1,900 多家隔离衣经销商中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不到 1

万元的企业占比超过 64%，年销售规模在 1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占比约为 1.5%，共计 150 多家。

图 3-6：隔离衣经销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3-2：隔离衣经销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山东省 山东美健健康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2 山东省 山东海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 上海市 挞普医疗器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4 上海市 上海萍思宝颖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5 江苏省 江苏柯莱斯克新型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6 广东省 广东通域医药有限公司

7 河南省 高贝斯卫生防护用品（濮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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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北京市 北京亚泰医联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9 四川省 成都市恒达纺织品有限公司

10 浙江省 绍兴托美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3）供应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隔离衣供应商主要分布在江苏、湖北、浙江、山东、河南、广

东及上海等 7 地，其中江苏省共有 400 多家隔离衣供应商。

图 3-7：全国各省隔离衣供应商数量 Top20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按照各省供应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排在首位的是湖北省，年销售规模占比达

到 31%，排名第二的河南省年销售规模占比为 18%。这两个省份占去全国年销售规模的一半。

图 3-8：全国各省隔离衣供应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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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隔离衣供应商近 2,400 家，其中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不到

10 万元的企业占比约为 40%，年销售规模在 1,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占比约为 5.6%，共有 130

多家。

图 3-9：隔离衣供应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3-3：隔离衣供应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江苏省 常熟市佳通纤维制品有限公司

2 江苏省 常州市戴溪不织布有限公司

3 湖北省 稳健医疗（崇阳）有限公司

4 湖北省 恒天嘉华非织造有限公司

5 浙江省 浙江嘉鸿非织造布有限公司

6 山东省 山东华业无纺布有限公司

7 河南省 安阳凯旋纺织有限公司

8 广东省 广州多琳凯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

9 上海市 上海枫围服装辅料有限公司

10 河北省 长垣虎泰无纺布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2、隔离帽

（1）生产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隔离帽生产商主要集中在湖北省，约 180 家。其他，河南、江

苏等省份，均有 80 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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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全国各省隔离帽生产商数量 Top20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

按照各省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河南省一个省的年销售规模就占全国的

41%，Top5 的省份累计销售规模占比高达 91%。

图 3-11：全国各省隔离帽生产商年销售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 600 余家隔离帽生产商中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不到 10 万

元的企业占比接近 55%，年销售规模在 1,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占比约为 12%，共计 80 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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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隔离帽生产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3-4：隔离帽生产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湖北省 仙桃瑞鑫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2 湖北省 湖北康宁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3 湖北省 武汉协卓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4 河南省 河南曙光健士医疗器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河南省 河南亚太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6 江苏省 无锡市恒通医药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7 江苏省 江苏康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8 江西省 江西贝诺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9 广东省 广东宏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0 浙江省 绍兴福清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2）经销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隔离帽经销商主要分布在山东、江苏、广东、上海和北京等地，

分布较为平均，山东省拥有的经销商也不到 20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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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全国各省隔离帽经销商数量 Top20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

按照各省经销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仅湖北省的年销售规模就占全国总销售规

模的 43%，Top3 的省份累计占全国总量的比例约为 77%，集中度较高。

图 3-14：全国各省隔离帽经销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 1900 多家隔离帽经销商中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不到 1 万

元的企业占比约为 84%，年销售规模在 1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占比不到 1%。隔离帽经销企业整

体销售规模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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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隔离帽经销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3-5：隔离帽经销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山东省 威海安辰贸易有限公司

2 山东省 济南新富嘉商贸有限公司

3 江苏省 东台福门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4 江苏省 常州市莱洁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5 广东省 珠海市椿海科技有限公司

6 广东省 广州器化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7 上海市 上海精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8 上海市 上海天铭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9 北京市 北京优特格尔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10 北京市 北京奥瑞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3）供应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隔离帽供应商主要分布在江苏、湖北、浙江等省，其中江苏省

共有约 400 家隔离帽供应商。

图 3-16：全国各省隔离帽供应商数量 To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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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按照各省供应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排在首位的是湖北省，年销售规模占比达

到 28%，其次是河南省，占比达到 19%。

图 3-17：全国各省隔离帽供应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隔离帽供应商 2,300 余家，其中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不到

10 万元的企业占比约为 41%，年销售规模在 1,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占比约为 6%，共有 130

多家。

图 3-18：隔离帽供应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3-6：隔离帽供应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江苏省 连云港柏兴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

2 江苏省 南通洪集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3 湖北省 湖北三羊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浙江省 杭州滋森无纺制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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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河南省 滑县双阳棉纺织厂

6 广东省 东莞市兢业纺织品有限公司

7 上海市 崇明星平织布厂

8 山东省 淄博清驰布业有限公司

9 安徽省 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

10 北京市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四、隔离护罩

隔离护罩主要分为隔离眼镜（罩）和隔离面罩两大类，均在多个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如

电焊/气焊、体育运动、医疗卫生等。其中，以医疗卫生为代表的应用场景所使用的隔离护

罩类产品主要以有机玻璃/塑料为主要原料。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隔离护罩类商品

产业链相关企业数量合计将近 5 万家，其中隔离眼镜（罩）企业 37,000 余家，隔离面罩企

业 12,000 余家。

1、隔离眼镜（罩）

（1）生产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隔离眼镜生产商主要分布在江苏、广东、山东等省份，其中江

苏省有将近 450 家，广东有 300 多家。

图 4-1：全国各省隔离眼镜生产商数量 Top20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

按照各省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江西省年销售规模占比达到 50%，山东省

紧随其后，占比也达到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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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全国各省隔离眼镜生产商年销售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隔离眼镜生产商共计 2,700 余家，其中相关商品年销售规

模不到 10 万元的企业占比超过 95%，年销售规模在 1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占比不足 2%。

图 4-3：隔离眼镜生产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4-1：隔离眼镜生产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江苏省 苏州派克顿科技有限公司

2 江苏省 江苏亚华救生装备有限公司

3 广东省 广州市同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4 广东省 广州慧名纤维制品有限公司

5 山东省 新华手术器械有限公司

6 山东省 青岛金泽瑞安全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7 上海市 上海天鸣安全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8 上海市 卫利净化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9 浙江省 金华市帅达工具厂

10 浙江省 永康市巨立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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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2）经销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隔离眼镜经销商主要分布在江苏省，共计约 5,100 余家。

图 4-4：全国各省隔离眼镜经销商数量 Top20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

按照各省经销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广东、上海、浙江及北京四地的年销售规

模占全国总销售规模的比例均超过 10%。其中，广东省年销售规模占比达到 19%。

图 4-5：全国各省隔离眼镜经销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 6,100 多家隔离眼镜经销商中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不到 1

万元的企业占比约为 87%，年销售规模在 10 万元以上的企业占比不到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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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隔离眼镜经销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4-2：隔离眼镜经销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江苏省 南京博仕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 江苏省 南京亚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 广东省 优唯斯（广州）安全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4 广东省 广东职安健安全防护装备有限公司

5 上海市 上海聚鼎安全防护科技有限公司

6 上海市 上海浦星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7 山东省 济南林凯赛福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8 山东省 青州市发达劳保洗涤有限公司

9 浙江省 台州市路桥渊达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10 北京市 北京粤之龙商贸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3）供应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隔离眼镜的供应商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广东、上海和山东

等五地，其中，江苏和浙江两省的供应商数量均超过 350 家。

图 4-7：全国各省隔离眼镜供应商数量 Top20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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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各省供应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江苏省年销售规模占比达到 22%，浙江、

山东和上海三地年销售规模占比均超过 10%。

图 4-8：全国各省隔离眼镜供应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隔离眼镜供应商超过 2,400 家，其中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

不到 10 万元的企业占比超过 60%，年销售规模在 1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占比约为 10%，共有

240 多家。

图 4-9：隔离眼镜供应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4-3：隔离眼镜供应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江苏省 苏州恒瑞科迪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

2 江苏省 常州市化工轻工材料总公司

3 浙江省 浙江明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浙江省 宁波远欣石化有限公司

5 广东省 长龙化工（深圳）有限公司

6 上海市 上海皆佳塑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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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山东省 山东君鲁塑料有限公司

8 北京市 北京北清联科纳米塑胶有限公司

9 河北省 河北盛华化工有限公司

10 天津市 天津台正科技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2、隔离面罩

（1）生产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隔离面罩生产商主要集中在江苏和山东省，共计将近 300 家。

图 4-10：全国各省隔离面罩生产商数量 Top20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

按照各省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浙江省和江苏两省两地年销售规模累计占

全国总销售规模的 49%。

图 4-11：全国各省隔离面罩生产商年销售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版权归北京道口金科科技有限公司

33 / 78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 1,000 余家隔离面罩生产商中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不到

10 万元的企业占比超过 88%，年销售规模在 1,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占比约为 2.3%，共计

20 余家。

图 4-12：隔离面罩生产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4-4：隔离面罩生产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江苏省 苏州乐天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2 江苏省 泰州市美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 山东省 青岛科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4 山东省 泰安市康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5 浙江省 绍兴瑞凯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6 广东省 广东毅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 上海市 3M 中国有限公司

8 河北省 黄骅市康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9 湖北省 咸宁兆舒美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10 安徽省 安徽宜美健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2）经销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隔离面罩经销商主要来自江苏省，将近 1,000 家。其他主要分

布在山东、上海、广东和浙江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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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全国各省隔离面罩经销商数量 Top20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

按照各省经销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山东省年销售规模占比达到了 21%，浙江、

江苏、上海等三地的年销售规模占比也超过 10%。

图 4-14：全国各省隔离面罩经销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 6,100 余家隔离面罩经销商中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不到 1

万元的企业占比约为 84%，年销售规模在 1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占比不到 1%。隔离面罩经销企

业整体销售规模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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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5：隔离面罩经销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4-5：隔离面罩经销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江苏省 苏州工品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 江苏省 南京赛优航商贸有限公司

3 江苏省 南京小山驭翔贸易有限公司

4 山东省 威海合气通力五金电气有限公司

5 山东省 烟台金姆格经贸有限公司

6 上海市 上海洁适比贸易有限公司

7 上海市 上海畅为实业有限公司

8 广东省 深圳市居安思劳保用品有限公司

9 广东省 深圳市联成劳保用品有限公司

10 浙江省 永康市盾泰工贸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3）供应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隔离面罩供应商主要分布在江苏、上海两地，供应商数量均超

过 600 家。

图 4-16：全国各省隔离面罩供应商数量 To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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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按照各省供应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排在首位的是新疆自治区，年销售规模占

比达到 64%。

图 4-17：全国各省隔离面罩供应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隔离面罩供应商 4,800 余家，其中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不

到 10 万元的企业占比超过 73%，而年销售规模在 1 亿元以上的企业有 10 余家。

图 4-18：隔离面罩供应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4-6：隔离面罩供应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江苏省 泰兴市泰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2 江苏省 江苏长园华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3 上海市 上海秦鑫塑料有限公司

4 上海市 上海延海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5 广东省 东莞市万嘉新材料有限公司

6 广东省 广东佰利源化工有限公司

7 浙江省 宁波乐金甬兴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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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浙江省 温州中楚化工有限公司

9 山东省 东营市海科新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0 河北省 河北盛华化工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五、足部防护用品

足部防护用品分为隔离鞋（即胶鞋）和隔离鞋套两大类。胶鞋主要以天然橡胶/乳胶、

丁腈橡胶、氯丁橡胶等作为主要原材料。而鞋套与隔离衣帽等产品的材质较为近似，均为无

纺布类加工产品。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隔离鞋的生产商约为 1,000 多家，经销商不

到 9,000 家，供应商超过 5,200 家。而隔离鞋套生产商也约为 1,100 家，经销商将近 9,000

家，供应商不到 5,000 家。

1、隔离鞋

1.1 生产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隔离鞋生产商主要来自湖北和江苏两个省，共计 400 余家。排

在第三位的广东省仅有约 100 家。

图 5-1：全国各省隔离鞋生产商数量 TOP20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

按照各省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江苏省年销售规模占比达到 40%，重庆市

和浙江省占比分别达到 18%和 17%。Top3 的地区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占全国的累计比例达

到了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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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全国各省隔离鞋生产商年销售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隔离鞋生产商共计 1,100 余家，其中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

不到 1万元的企业占比超过 90%，年销售规模在 1,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仅有 10 多家。

图 5-3：隔离鞋生产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5-1：隔眼鞋生产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湖北省 湖北立昇工业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2 湖北省 武汉恒运劳保用品有限公司

3 江苏省 淮安市佳禾鞋业有限公司

4 江苏省 江苏开元众鑫鞋业有限公司

5 广东省 中山市鹏德鞋材有限公司

6 山东省 泰安永安劳保用品有限公司

7 浙江省 杭州富阳杰鑫鞋业有限公司

8 上海市 上海回力鞋业有限公司

9 安徽省 安徽省双安安全防护装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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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河南省 河南荣光鞋业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1.2 经销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隔离鞋经销商主要来自江苏省，共计约 5,100 余家。

图 5-4：全国各省隔离鞋经销商数量 TOP20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

按照各省经销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广东省占全国的比重达到了 45%，加上重

庆和浙江两地，累计占比达到了 75%。

图 5-5：全国各省隔离鞋经销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接近 9,000 家隔离鞋经销商中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不到

10 万元的企业占比接近 95%，年销售规模在 1,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占比不到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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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隔离鞋经销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5-2：隔离鞋经销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江苏省 南京兴登宝百货贸易有限公司

2 江苏省 徐州龙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3 河南省 三门峡弘顺劳动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4 河南省 河南神火国贸有限公司

5 安徽省 安徽省傲神劳保用品有限公司

6 安徽省 安徽嘉珑凯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7 山东省 临沂市华恩商贸有限公司

8 浙江省 嘉兴市瑞迪斯通商贸有限公司

9 广东省 深圳市协恩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10 上海市 威富服饰（上海）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1.3 供应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隔离鞋的供应商主要来自江苏省，有将近 1,000 家。上海、广

东等地供应商共计 1,300 余家。



版权归北京道口金科科技有限公司

41 / 78

图 5-7：全国各省隔离鞋供应商数量 TOP20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按照各省供应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上海、广东、浙江等地的年销售规模较大，

累计占全国年销售规模的 44%。

图 5-8：全国各省隔离鞋供应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隔离鞋供应商超过 5,200 家，其中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不

到 10 万元的企业占比超过 83%，年销售规模在 100 万元以上的企业约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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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隔离鞋供应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5-3：隔离鞋供应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江苏省 江苏华兰药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 江苏省 徐州市耐力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

3 上海市 上海荣南科技有限公司

4 上海市 上海科邦医用乳胶器材有限公司

5 广东省 深圳市友创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6 广东省 佛山市楷得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7 浙江省 浙江三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8 浙江省 瑞安市大新塑胶厂

9 山东省 青岛天源橡胶助剂有限公司

10 河北省 雄县同旭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2、隔离鞋套

1.1 生产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隔离鞋套生产商主要集中在湖北省，接近 300 家。江苏、广东

省的生产商均超过 10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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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全国各省隔离鞋套生产商数量 TOP20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

按照各省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仅湖北省年销售规模占比就高达 47%。江

苏、河南、安徽三省占比也均超过 10%。

图 5-11：全国各省隔离鞋套生产商年销售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 1,100 余家隔离鞋套生产商中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不到

10 万元的企业占比超过 80%，年销售规模在 1,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占比不到 1%，不足 1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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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隔离鞋套生产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5-4：隔离鞋套生产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湖北省 仙桃市瑞锋卫生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2 湖北省 仙桃市洁美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3 江苏省 苏州新区金桥工贸有限公司

4 江苏省 扬州启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5 广东省 佛山市康复医疗设备厂

6 广东省 佛山市南海康得福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7 上海市 上海净宜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8 山东省 海氏海诺倍适威医疗用品（青岛）有限公司

9 安徽省 合肥高贝斯医疗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10 浙江省 华昊无纺布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1.2 经销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隔离鞋套经销商主要来自江苏省，将近 1,600 余家。企业数量

超过 1,000 家的还有上海和广东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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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全国各省隔离鞋套经销商数量 TOP20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

按照各省经销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湖北省年销售规模占全国的比例达到 32%，

上海和江苏两地的年销售规模占比均超过 10%。

图 5-14：全国各省隔离鞋套经销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 9,300 余家隔离鞋套经销商中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不到 1

万元的企业占比超过 87%，年销售规模在 1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占比不到千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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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5：隔离鞋套经销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5-5：隔离鞋套经销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江苏省 南京健怡贸易有限公司

2 江苏省 苏州优诺塑业有限公司

3 上海市 上海圆迈贸易有限公司

4 上海市 上海天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5 广东省 深圳市比亚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6 广东省 深圳市君康劳保用品有限公司

7 浙江省 台州市东翔贸易有限公司

8 山东省 济南万诺商贸有限公司

9 北京市 北京天平伟业科贸有限公司

10 天津市 天津市地吉特尔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1.3 供应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隔离鞋套供应商主要分布在江苏、上海、广东和浙江等四地，

其中江苏省供应商数量超过 800 家，其他三省均在 500 家以上。

图 5-16：全国各省隔离鞋套供应商数量 TO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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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按照各省供应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湖北省年销售规模占到全国的 26%，浙江、

河南和广东三省的占比也均超过 10%。

图 5-17：全国各省隔离鞋套供应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 4,900 余家隔离鞋套供应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不到

10 万元的企业占比接近 60%，而年销售规模在 1,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占比约 3%，共计 150

余家。

图 5-18：隔离鞋套供应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5-6：隔离鞋套供应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江苏省 连云港柏兴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

2 江苏省 江阴百瑞佳无纺布有限公司

3 上海市 上海精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4 上海市 上海雅慧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5 广东省 广州多琳凯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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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广东省 南海南新无纺布有限公司

7 浙江省 杭州国臻实业有限公司

8 浙江省 浙江弘扬无纺新材料有限公司

9 湖北省 仙桃市万鑫无纺布有限公司

10 山东省 临沂凯航无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六、手部防护用品

手部防护用品主要指以橡胶/乳胶为原材料的手套（下文所述手套均指此类手套）。据道

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相关手套产品的生产商共计 7,400 余家，经销商超过 5.8 万家，供

应商不到 3.3 万家。

1、生产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手套生产商主要来自江苏省，共计约 1,300 家。山东、广东、

上海等地的手套生产商数量均超过 500 家。

图 6-1：全国各省手套生产商数量 TOP20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

按照各省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江西、河南、江苏、广东、上海五省年销

售规模占比均超过了 10%，生产商分布较为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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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全国各省手套生产商年销售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 7,400 余家手套生产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不到 10 万元

的企业占比接近 87%，年销售规模在 1,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占比约为 1.5%，共计不到 120

家。

图 6-3：手套生产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6-1：手套生产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江苏省 南京润京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2 江苏省 镇江华扬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3 江苏省 江苏华东医疗器械实业有限公司

4 山东省 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

5 山东省 山东玉源乳胶手套有限公司

6 广东省 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

7 广东省 广州市加明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8 上海市 上海科邦医用乳胶器材有限公司

9 浙江省 浙江卓亿工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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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湖北省 荆州市金神手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2、经销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手套经销商主要来自江苏省，共计约 8,500 余家。来自上海、

山东和广东等地的经销商数量均在 4,000-5,000 家左右。

图 6-4：全国各省手套经销商数量 TOP20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

按照各省经销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上海市的年销售规模占比达到了 29%，广

东和江苏两省的占比分别达到 19%和 18%。

图 6-5：全国各省手套经销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 58,00 余家手套经销商中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不到 1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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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企业占比接近 95%，年销售规模在 1,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占比不到千分之一。

图 6-6：手套经销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6-2：手套经销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江苏省 无锡欣佰特商贸有限公司

2 江苏省 易买服科采购服务有限公司

3 上海市 上海精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4 上海市 上海盈坤橡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 山东省 济南千司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6 山东省 济南林凯赛福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7 广东省 阳江市阳东创兴橡胶工贸有限公司

8 浙江省 杭州城东劳动保护用品有限公司

9 北京市 北京梦巍宏业经贸有限公司

10 四川省 四川省泓健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3、供应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手套的供应商主要来自江苏省，有 4,600 余家。来自上海、广

东、山东和浙江四地的手套供应商累计达到 1 万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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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全国各省手套供应商数量 TOP20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按照各省供应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山东、上海、江苏和浙江等四地的年销售

规模占全国的年销售规模的比重均在 10%以上，四地累计占比约为 50%。

图 6-8：全国各省手套供应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手套供应商共计 32,800 余家，其中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

不到 10 万元的企业占比接近 80%，年销售规模在 100 万元以上的企业约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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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9：手套供应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6-3：手套供应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江苏省 镇江南帝化工有限公司

2 江苏省 盛禧奥聚合物（张家港）有限公司

3 上海市 恩福商业（上海）有限公司

4 上海市 上海普惠橡胶有限公司

5 广东省 新安天玉有机硅有限公司

6 广东省 茂名市通宝橡胶物资有限公司

7 浙江省 浙江新安物流有限公司

8 浙江省 浙江三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9 河北省 河北新东达工贸有限公司

10 河南省 汝州天瑞物资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七、消毒液

消毒液种类较多，根据目前疫情可以使用的消毒液主要包括 84 消毒液、免洗手消毒液、

过氧乙酸消毒液、活力碘消毒液、邻苯二甲醛消毒液、季铵盐消毒液等品种（常见的酒精/

乙醇类消毒液在医用酒精商品中做具体分析）。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范围呢生产上

述类型消毒液的企业超过 2,000 家，经销商超过 2.2 万家。

1、生产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消毒液生产商主要来自山东和江苏省，合计约 460 家企业。上

海、广东、湖北、北京等地生产商均不超 20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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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全国各省消毒液生产商数量 Top20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按照各省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上海市的年销售规模占比达到 35%，紧随

其后的山东和北京两地累计占比达到 32%。

图 7-2：全国各省消毒液生产商年销售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 2,000 余家消毒液生产商中，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不到

10 万元的企业占比超过 85%，年销售规模在 1,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占比不到千分之 6，仅有

十几家。



版权归北京道口金科科技有限公司

55 / 78

图 7-3：消毒液生产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7-1：消毒液生产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山东省 山东消博士消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山东省 德州默霖消毒科技有限公司

3 江苏省 南京红石日化有限公司

4 江苏省 江苏今日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5 上海市 上海利康消毒高科技有限公司

6 广东省 泰华施清洁用品（广东）有限公司

7 湖北省 武汉市雪环医用消毒用品有限公司

8 北京市 北京长江脉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9 安徽省 安徽康迪消毒药业有限公司

10 河南省 开封联昌药业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2、经销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消毒液经销商主要来自江苏省，共计约 2,800 余家。山东、上

海和北京三地的经销商数量也均在 1,500 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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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全国各省消毒液经销商数量 Top20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按照各省经销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上海市的年销售规模占比达到了 24%，广

东、北京和江苏三地的占比均超过 10%。

图 7-5：全国各省消毒液经销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 22,00 余家消毒液经销商中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不到 1

万元的企业占比超过 80%，年销售规模在 1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占比仅千分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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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消毒液经销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7-2：消毒液经销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江苏省 苏州市豪盛工业品有限公司

2 江苏省 无锡洁百丽贸易有限公司

3 山东省 青岛紫光药业有限公司

4 山东省 山东宏腾药业有限公司

5 上海市 上海述源商贸有限公司

6 上海市 上海圆迈贸易有限公司

7 北京市 北京市佰益盛通商贸中心

8 北京市 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9 四川省 成都普济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10 广东省 广州安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八、医用酒精

医用类酒精除酒精本身外还可以包括酒精棉球、酒精棉片、酒精棉签等多种以酒精为主

的延伸产品，均广泛应用在医疗卫生领域中。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生产酒精及相关商品

的企业超过 6000 家，经销商超过 3.9 万家。

1、生产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医用酒精生产商主要来自江苏和广东省，共计约 1,700 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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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全国各省医用酒精生产商数量 Top20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

按照各省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山东省年销售规模占比达到 20%，江苏、

吉林、河南和黑龙江等四省的年销售规模占比也均超过 10%。

图 8-2：全国各省医用酒精生产商年销售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 6,000 余家医用酒精生产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不到 10

万元的企业占比超过 80%，年销售规模在 1,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占比约为 2.6%，共计约 160

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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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医用酒精生产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8-1：医用酒精生产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江苏省 太仓新太酒精有限公司

2 江苏省 泰兴金江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3 广东省 江门谦信化工发展有限公司

4 广东省 中山市华士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 山东省 山东振龙生物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6 上海市 上海先马实业有限公司

7 浙江省 浙江红雨医药用品有限公司

8 湖北省 襄阳德邦化工有限公司

9 四川省 资中县银山鸿展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10 河南省 郑州吉尔康消毒制品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2、经销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医用酒精经销商主要来自江苏省，共计约 5,900 余家。来自广

东、上海和山东等三地的经销商数量均超过 3,00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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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全国各省医用酒精经销商数量 Top20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

按照各省经销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江苏、山东、吉林三省累计年销售规模正

好是全国整体年销售规模的一半。

图 8-5：全国各省医用酒精经销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近 40,000 家医用酒精经销商中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不到

10 万元的企业占比约 89%，年销售规模在 1,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占比约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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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医用酒精经销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8-2：医用酒精经销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江苏省 镇江金港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 江苏省 新沂新亚化工有限公司

3 广东省 深圳中泰化学有限公司

4 上海市 上海运德工贸有限公司

5 山东省 济南新富嘉商贸有限公司

6 浙江省 宁波久经贸易有限公司

7 北京市 北京凯运天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8 四川省 成都博瑞信商贸有限公司

9 辽宁省 库利艾特国际贸易（大连）有限公司

10 湖北省 黄梅鑫雅景商贸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九、体温枪

在本次疫情中，非接触式体温枪作为测量体温的常规设备被广泛应用，其中以额温、耳

温测试为主，通过红外线的方式进行测试。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非接触式体温枪的生产

商不到 400 家，经销商超过 3600 家。

1、生产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体温枪生产商主要来自广东省，逾 100 家，占全国生产商数量

的 20%多。



版权归北京道口金科科技有限公司

62 / 78

图 9-1：全国各省体温枪生产商数量 Top20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按照各省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广东省年销售规模达到了 59%，北京和江

苏两地年销售规模占比分别达到了 19%和 13%，三地累计占比超过 90%。

图 9-2：全国各省体温枪生产商年销售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不到 400 家消毒液生产商中，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不到

10 万元的企业占比接近 78%%，年销售规模在 1,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占比约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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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体温枪生产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9-1：体温枪生产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广东省 深圳市家康科技有限公司

2 广东省 广州市倍尔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 广东省 深圳市百乐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 江苏省 昆山热映光电有限公司

5 浙江省 温州友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6 北京市 北京神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7 山东省 东阿阿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8 上海市 上海海尔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9 河北省 廊坊市康弘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0 湖北省 湖南可孚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2、经销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体温枪经销商主要来自广东省，近 400 家。江苏、浙江、四川、

上海及山东等地的体温枪经销商均超过 20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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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全国各省体温枪经销商数量 Top20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按照各省经销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广东、北京、湖南、江苏和浙江等地的年

销售规模占比均超过 10%，累计占比达到 66%。

图 9-5：全国各省体温枪经销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 3,600 余家体温枪经销商中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不到 10

万元的企业占比接近 90%，年销售规模在 1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占比不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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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6：体温枪经销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9-2：体温枪经销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广东省 广州市福恒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 广东省 茂名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

3 江苏省 江苏亚邦医药物流中心有限公司

4 江苏省 三六零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5 浙江省 杭州烨晟贸易有限公司

6 浙江省 杭州博野贸易有限公司

7 四川省 成都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

8 四川省 四川海棠医药有限公司

9 上海市 鑫爵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10 上海市 爱安德技研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十、测试盒

截止目前，各地陆续公布已成功研发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的企业及科研机构上

百家，包括了华大生物科技（武汉）有限公司、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捷诺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山大学达安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伯

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国药集团等。而国内病毒/细菌核酸检测相关的试剂盒生产商，据道

口金科不完全统计接近 250 家，经销商更是超过 1500 家。随着技术的不断升级和普及，相

信在确诊流程上的核酸快速检测的问题将很快被解决。

1、生产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测试盒生产商主要来自广东省，约 40 家，其他测试盒生产商

主要分布在江苏、北京和上海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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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全国各省测试盒生产商数量 Top20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按照各省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上海市年销售规模占比达到了 47%，排名

第二位的江苏省仅为 19%。

图 10-2：全国各省测试盒生产商年销售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 200 多家测试盒生产商中，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不到 10

万元的企业占比仅有约 50%，年销售规模在 1,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占比超过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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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3：测试盒生产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10-1：测试盒生产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广东省 凯杰生物工程（深圳）有限公司

2 广东省 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江苏省 苏州天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 江苏省 江苏默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北京市 北京博晖创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6 北京市 北京鑫诺美迪基因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7 上海市 罗氏诊断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8 上海市 上海仁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 浙江省 杭州德同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0 山东省 山东艾克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2、经销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测试盒经销商主要来自上海、北京和广东三地，合计企业数量

约为 570 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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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4：全国各省测试盒经销商数量 Top20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按照各省经销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上海年销售规模占比最高，达到 32%，广

东和北京两地年销售规模占比均超过 10%。

图 10-5：全国各省测试盒经销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 1,500 余家测试盒经销商中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不到 10

万元的企业占比接近 58%，年销售规模在 1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占比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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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6：测试盒经销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10-2：测试盒经销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上海市 上海翊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 上海市 上海医药血液技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3 北京市 北京探针科技有限公司

4 北京市 北京瑞天贸易有限公司

5 广东省 广州市科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6 广东省 广州弘恩医疗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7 山东省 烟台志恒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8 浙江省 杭州普安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9 江苏省 苏州英芮诚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10 福建省 福州唯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十一、紫外线消毒设备

紫外线消毒设备作为此次疫情中的辅助设备，尤其以紫外线消毒车的需求最为急切，据

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我国生产/经销紫外线消毒车的企业共计约 950 家，其他紫外线消毒

设备（包括消毒灯、消毒柜等）生产/经销商共计 4,000 余家。

1、紫外线消毒车

1.1 生产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紫外线消毒车生产商主要来自江苏、山东、广东和浙江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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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全国各省紫外线消毒车生产商数量 Top20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按照各省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江苏省以 80%的占比独占鳌头，上海市以

11%排名第二，其他省份的年销售规模占比非常有限。

图 11-2：全国各省紫外线消毒车生产商年销售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 100 多家紫外线消毒车生产商中，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不

到 1 万元的企业占比超过 80%，年销售规模在 1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占比超仅有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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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紫外线消毒车生产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11-1：紫外线消毒车生产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江苏省 江苏巨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 江苏省 江苏申星光电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 江苏省 江阴市飞扬器械有限公司

4 山东省 青岛鑫升实业有限公司

5 山东省 山东博科生物产业有限公司

6 广东省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 广东省 潮州市潮安区彩塘雅思医疗设备器械厂

8 浙江省 杭州栋方医疗仪器有限公司

9 浙江省 杭州东方医用仪器厂

10 上海市 上海跃进医用光学器械厂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1.2 经销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紫外线消毒车经销商主要来自上海、江苏、广东、山东、浙江

和北京等地，分布较分散，其中上海市的紫外线消毒车经销商也仅 80 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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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全国各省紫外线消毒车经销商数量 Top20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按照各省经销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上海市占全国的比例高达 34%，而排在第

二位的贵州省仅占 8%。

图 11-5：全国各省紫外线消毒车经销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 800 余家紫外线消毒车经销商中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不到

1万元的企业占比超过 58%，年销售规模在 10 万元以上的企业仅有 1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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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紫外线消毒车经销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11-2：紫外线消毒车经销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上海市 上海恒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 上海市 上海爱教实业有限公司

3 江苏省 江阴圣菲德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4 江苏省 南京医药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5 广东省 广东康卫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6 广东省 广州器化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7 山东省 临沂市康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8 山东省 济南顺兴发经贸有限公司

9 浙江省 嘉兴市嘉信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10 北京市 北京奥瑞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2、其他紫外线消毒设备

1.1 生产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其他紫外线消毒设备生产商主要分布在江苏、广东、山东和上

海等地，其中江苏和广东两省企业数量合计超过 30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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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7：全国各省其他紫外线消毒设备生产商数量 Top20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按照各省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广东省年销售规模占全国的比重达到 20%，

天津、福建、北京和江苏等地的年销售规模占比也均达到 10%及以上。

图 11-8：全国各省其他紫外线消毒设备生产商年销售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 1,100 多家其他紫外线消毒设备生产商中，相关商品年销

售规模不到 1 万元的企业占比约 55%，年销售规模在 1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占比不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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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9：其他紫外线消毒设备产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11-3：其他紫外线消毒设备生产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江苏省 宜兴市鹏发环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2 江苏省 江苏帕萨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3 广东省 深圳浩然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 广东省 广州金川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5 山东省 山东沅丰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6 山东省 山东良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 上海市 上海熊猫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8 上海市 上海品兴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9 北京市 北京科安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10 浙江省 舟华（绍兴）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1.2 经销商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其他紫外线消毒设备经销商主要分布在北京、江苏、广东和上

海等地，其中北京、江苏和广东的企业数量均超过 30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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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0：全国各省其他紫外线消毒设备经销商数量 Top20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按照各省经销商的相关产品年销售规模来看，北京市年销售规模占比最高，达到 28%。

广东和河北两省的全国占比均达到 10%以上。

图 11-11：全国各省其他紫外线消毒设备经销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据道口金科不完全统计，全国接近 30,000 家其他紫外线消毒设备经销商中相关产品年

销售规模不到 1万元的企业占比约为 65%，年销售规模在 10 万元以上的企业接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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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2：其他紫外线消毒设备经销商相关商品年销售规模分箱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

表 11-4：其他紫外线消毒设备经销商名录（部分）

序号 省/直辖市 公司名称

1 北京市 北京润美康医药有限公司

2 北京市 北京图森园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3 江苏省 蓝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江苏省 扬州绿都环境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5 广东省 广州博仕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6 广东省 广州三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7 上海市 上海良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8 浙江省 杭州欧利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9 山东省 青岛京东昌益得贸易有限公司

10 四川省 德阳市翔虹商贸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道口金科（详细数据请见 xinghe.daokoujinke.com）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春节前夕爆发，而春节作为我国传统节日，期间绝大多数工厂停产、

物资流动放缓，使得疫情相关物资短期出现紧缺现象。但随着充足的原材料供应保障，中央

及各地方政府陆续已颁布的相关扶持政策的落地执行，各类金融机构对相关重点行业的资金

支持，以及相关近似商品转产、上下游信息链的打通，相信物资短缺的情况将在有限的时间

内得到极大缓解。古有百万雄师过大江，今有百万企业共扛“疫”，战胜疫情，我们全力以

赴。（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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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道口金科

道口金科是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互联网金融实验室孵化的金融科技平台，平台

专注于企业大数据集聚，并依靠强大的数据分析技术和人工智能算法，实现从产业链图

谱刻画到企业经营状况的深度挖掘，为金融机构及金融监管部门提供从精准营销、企业

评级、智能风控、监控预警到运营服务的全流程信贷解决方案，致力于成为中小微企业

金融服务创新引领者。

公司官网：http://www.daokoujinke.com/

http://www.daokoujink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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