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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贝格全球医疗器械报告2022》着眼研究了业绩表现优于领先股市指数
的医疗器械企业并展开探讨。

医疗器械企业们通过开发产品与提供服务的方式，针对疾病进行预防和诊
疗。与此同时，他们通过事实证明，即便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尤其是医疗系
统陷入混乱的情况下，其仍然能实现强劲的业务增长。2022年，虽然众多医
疗器械公司面临较高的原材料成本，持续上升的通货膨胀和供应链等相关问
题，以及一些结构性变化带来的难题；但在此情形下，大多数医疗器械公司依
旧展现出稳定的收入增长和利润水平。

我们分析了从2018至2021年超过100多家上市的全球医疗器械企业，从而
去了解影响业绩的关键差异因素。罗兰贝格分析发现，那些医疗器械“优胜
者”的企业都具备强劲与可持续保持高利润增长；与之相对应的，他们在研发
方面的投资比那些“表现不佳者”的企业更多（研发投入分别占比约8.5%比
6.5%的营业额）。其次，“优胜者”在资本分配方面也明显比“表现不佳者”
企业更有效率（平均COGS分别为42.0%与51.7%，平均SG&A分别为28.6%
与34.4%），同时其平均市值是“表现不佳者”企业的两倍。此外，“优胜者”
企业在并购方面也会比“表现不佳者”企业更加积极（平均交易数量分别为
4.9笔与3.5笔）。

总部位于美国的医疗器械企业通常展现出优异的利润收入水平，背后原因主
要是此类公司能够更加便捷地接触到利润丰厚的美国市场，且他们的息税折
旧摊销前利润率（EBITDA）平均比欧洲或亚洲市场地医疗器械企业高出5个
百分点。除此之外，总部位于亚洲的医疗器械企业（大部分为中国企业）的营
业额普遍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而位于欧洲的医疗器械企业却受到来自欧盟
新发布的《医疗器械条例》的较大影响。

通过研究医疗器械行业的七个细分市场会发现，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和定制
化个性化医疗的发展趋势，催化了检验中心和体外诊断领域的蓬勃发展（年均
收入增长超20%，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率（EBITDA）增长超过7个百分点）。因
此，基于我们的分析结果，医疗器械公司中的“优胜者”具备一下四个特点：
业务领导力、战略一致性、规模效应、较好的财务状况以及执行能力。拥有以
上这些特质的公司能够更好的迎接医疗器械行业的结构性变化。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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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行业面临巨大机遇和挑战

医疗器械（MedTech）公司开发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可以用于诊断、监测、治疗以

及预防疾病。对世界卫生保健系统来说，医疗器械企业在患者旅程中的每个环节均

展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能够有效维护人类的健康与福祉。过去几年里，该行业

的增长速度超过了许多其他行业。但近来出现的新冠肺炎、高通货膨胀和能源成本

飙升的情况也为其发展带来了更多挑战。

本研究对该行业以及其细分市场进行了及时性且全面性的研究，从分析医疗器

械企业面临的趋势和问题开始，进而确定了该行业的主要优胜者（即拥有高收入增

长和盈利能力的公司）。在归纳它们的共同特征的同时，也考虑到Covid-19（新冠

疫情）、供应链中断和通货膨胀导致的成本增加的影响。最后，该报告对医疗器械

企业在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展望。

罗兰贝格（Roland Berger）分析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00多家上市医疗器械企业，

并将他们划分在7个细分板块下：

1）电子医疗与设备公司，如Carl Zeiss、Siemens Healthineers和Philips等

2）手术器械与器具制造商，如Coloplast、Zimmer Biomet和ConvaTec等

3）检验中心和诊断公司，如Thermo Fisher、Qiagen和bioMérieux等

4）医疗援助和设备公司，如Sonova、Dexcom和Smith&Nephew等

5）医疗服务提供商，如Fresenius Medical Care、DaVita和Oak Street Health

等

6）医疗耗材供应商，如Paul Hartmann、Owens&Minor和Hogy Medical等

7）多元化参与者，如J&J, Medtronic, Beckton & Dickinson, B. Braun, 

Abbott等

罗兰贝格通过编制关键绩效指标（如股东总回报率（TSR）和收入复合年增长率

（CAGR））来评估每家企业的财务绩效。通过对这些指标的深入对比，发掘该类

公司成功开展业务、达到更高回报和实现更优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与之相对应的

是，我们可以针对这些关键战略特征向公司管理层面提供建议，从而实现或保持其

在医疗器械行业的领先地位。

医疗器械行业呈现显著的区域差异

近年来，医疗器械和服务的需求和利润率不断上升，且医疗器械领域的财务表现一

直领先于全球股市。1 分析显示，在过去的四年半中，医疗器械企业的平均总股东回

报率（TSR）为99%，MSCI世界股市指数的回报仅为21%。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

世界各地医疗系统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和挑战的情况下，医疗器械行业也

展现了亮眼的表现，这绝非一项小的成就。  A

通过对收入和利润增长的深入研究。我们发现了总部位于北美的公司与总部位

于欧洲以及亚太地区的公司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区域差异。与此同时，这也进一步表

明医疗器械行业下各细分领域的表现存在差异。

1/

2/

1)  股东总回报（TSR）定义为：（期末股价–期初股价+股息）/期初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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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医疗器械市场总览 （2018年第1季度至2022年第2季度）
医疗器械行业一直跑赢全球股市

资料来源：罗兰贝格，IQ资本

多年来，总部位于北美的医疗器械公司展现出远高于欧洲和亚太地区竞争对手

的营业利润率，这是由于前者能够更好地接触到更具利润性的美国市场。与之相

反，欧洲地区因为全民医保系统导致医疗器械企业面临较大的定价压力；而亚太区

域医疗器械领域的医保报销力度通常低于北美，因此也存在较大的定价压力。

尽管北美和亚太地区玩家的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率（EBITDA）在新冠疫情期

间仍然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欧洲医疗器械企业的营业利润率却在2020年下降了

两个百分点，这是欧洲市场在过去15年来最强烈的下降。但值得一提的是，随着

非必须手术数量的恢复，欧洲公司的盈利能力(即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率（EBIT-

DA）)在2021年得到提升。  B

在过去15年里，医疗器械公司的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率（EBITDA）平均约为

22%，这个数字优于工业和汽车等传统制造业，后者的营业利润率通常低于10%。然

而，医疗器械行业的发展仍滞后于制药行业，两者之间的利润率差距超过了25%2。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三年中，欧洲医疗器械企业的盈利能力已经低于行业长

期的平均水平。随着欧盟医疗器械条例（EU MDR）的实施，欧洲法规近期变得更加

2)   基于100多家上市制药公司的精选样本——罗兰贝格制药优胜者基准数据库

股东总回报 （指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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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自2021年5月以来，新的医疗器械产品必须依照新规进行注册。而依照旧的

医疗器械指令（MDD）所注册的所有产品都需要在2024年5月前进行重新认证，这

对于欧洲企业来说，不得不投入在注册申请与质量控制环节投入额外的资源。

通过一项针对小型医疗器械公司的调查，我们发现成本影响约为销售额的5%-

10%3。此外，我们注意到，总部位于欧洲的公司目前较多的支出用于解决软件和硬

件的研发，以此来更新和维持现有产品，但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创新及变革性产

品的开发。  C

2022年，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使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并加剧了通货膨胀，这对

医疗器械企业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其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率（EBITDA）从2021

至2022年下降了6.8%。此外，在研究分析的100多家公司中，9家公司的息税折旧摊

销前利润率（EBITDA）在2022年上半年为负，面临着巨大的盈利压力。对比之下，

上半年行业整体收入增长了15.6%，这主要是由美国企业在上半年21.5%的增长水

平所推动，亚洲企业去年由于新冠疫情的严格封锁和运输成本飙升，呈现出零增长

的趋势。  D

注： N = 105;  资料来源：罗兰贝格, IQ资本

B / 医疗器械企业关键绩效指标历史数据
医疗器械行业的平均年利润约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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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德国医疗保健软件公司Climedo Health进行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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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电 子 医 疗 和 设 备 制 造 商一直保 持 约 2 0 % 的 息 税 折 旧 摊 销 前 利 润 率

（EBITDA）水平。该细分市场包括创新型的高利润细分市场(如机器人)，但与此也

包含了利润压力较大的产品(如起搏器、支架和血管介入设备)。在未来，该细分领域

发将倾向于使用人工智能的应用，通过人工智能解读诊断结果，通过虚拟现实技术

帮助用户进行远程监控，例如在起搏器和ICD领域的应用。

2019年至2021年，尽管手术器械和器具制造商的平均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率

（EBITDA）徘徊在24%左右，但其年收入增速仅为2.5%。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

间，非必须手术数量急剧减少，使得该领域受到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在发达市

场，手术器械的销售量通常与医院病例数趋势成正相关。因此，未来该领域的发展

和驱动因素主要在器械数字化、机器人使用以及微创型器械等领域。 

在上述的七个细分市场中，检验中心和诊断公司近年来表现最优。该细分领域平均

营业利润率从2019年的24.2%上升至2021年的31.4%，且营业收入年平均增速达

23.4%。该领域包括用于检测SARS-CoV-2病毒和其他疾病的体外诊断产品，预计

未来将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而市场发展的驱动因素将转变为个性化医疗的发展、

疾病诊断体验的优化以及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C /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率和收入对比（2021H1对比2021H2）
尽管收入不断增长，但最近医疗器械企业利润率呈下降趋势

资料来源：罗兰贝格，IQ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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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研究发现医疗援助和设备公司近期的利润率呈现回升的趋势，已经恢复

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该细分领域的增长主要由主要医疗市场的人口老龄化趋势所

推动，这进一步催化了未来眼睛护理和听力设备的产品创新趋势。除了硬件方面的

产品开发(如助听器的小型化)以外，软件也逐渐成为关键的差异化因素。

医疗健康服务提供商实现了相对平缓的收入增长(平均每年4.1%)，同时利润率存在

下降的趋势。因为美国医疗保险报销额度的削减以及企业内部业务熟练员工的留存

率问题，该细分领域领先玩家如费森尤斯医疗 （Fresenius Medical Care）和达维

塔（DaVita）正面临着巨大压力。在2021，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率（EBITDA）下

降至约14.5%水平，由此可见医保报销额度削减带来的压力之大。

医疗技术中利润最低的细分领域是医疗耗材供应商。细分领域内玩家呈现出较低

的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率水平(约为8%)，这是由于产品差异化较小所带来的结果。

因此，该细分领域玩家需要更加关注产品性能和效率相关维度，以构建自身的竞争

优势。

多元化参与者的案例表示表明，活跃于不同的医疗器械细分领域并非一定会带来

劣势。2019年至2021年，多元化市场参与者实现约8.8%年平均增长率，利润率从

25.9%上升至28.1%。美敦力（Medtronic）和丹纳赫（Danaher）等公司凭借清

晰的绩效指标与创新能力成为该细分领域的领导者。

D / 医疗器械企业关键绩效指标情况（按细分领域划分）[2021-2022]
大多数医疗器械企业表现出较强盈利能力，其中检验中心与诊断公司的盈利水平显著提高

注： N = 105;  资料来源： 罗兰贝格, IQ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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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的分析显示，医疗器械行业不同细分市场的收入增长和盈利能力存在较

大差异。但我们可以看到，产品创新与差异化将推动更高的利润率。另一方面，专注

于一次性用品和医疗耗材的玩家呈现出较低的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率水平(低于

10%)。这表明追求创新突破的玩家在短期内会面临更高的风险和资本支出，但从长

远来看，他们可以收获更高的利润率和可持续的增长空间。

部分医疗器械企业表现始终优于其他企业

接下来将聚焦于单个医疗器械企业如何为股东创造价值。2018年至2021年期间，

实现了年均35%TSR且排名靠前的公司，我们称之为“优胜者”；而排名在最后四分

之一的，一般年均股东回报率仅为6%，这类企业将被定义为“表现不佳者”。通过

针对“优胜者”与“表现不佳者”差异性研究，我们明确了以下三个要点，持续超越

同行的企业有哪些、TSR保持行业领先驱动因素有哪些以及“优胜者”的战略属性

是什么。

我们针对优胜者分析采取了业绩诊断工具，通过该工具可有效理解一家企业过

去的经营表现（经通胀调整），而这些经营活动也是这些企业未来战略和执行的蓝

图。除此此外，我们也将投资资本回报率（ROIC）和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之

间的差异作为风险调整盈利能力的最佳衡量标准。

投资者的计算方式与我们的方式与存在一定差异，前者将不含通胀调整的收入

作为增长指标，将息税前利润作为盈利指标，而不将投资资本（IC）和资金成本作

为作为风险因素。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可以看到两家企业销售额均为1000美元、息

税前利润率也为10%；但是却无法区分其投资需求的差异，其中一家需要2000美元

的年投资额，而另一家仅需200美元。

通过对于TSR的深入研究可发现，收入增速高但盈利能力较低的公司对比收入

增速低但盈利水平较高的公司展现出更优的业绩表现。但投资者并未看到后者企

业为了更高利润水平而牺牲了收入增速，这将影响投资者而无法做出最优的投资决

策。我们在对TSR进行分析后形成如下四种企业原型：

1）  少数低增长、低盈利的企业，应考虑进行战略改革，提高收入增长和盈利能力；

2) 利润水平高、收入增长率较低的企业，应考虑在研发（R&D）、产品组合增长和市场

扩张方面投入更多资金，以此实现投资者对高增长和盈利能力组合回报的最大化；

3) 高增长（每年超过20%）、利润水平低的公司，需要考虑进行业绩和生产力优化以

实现持续的高利润增长；

4) 高收入增长、高利润水平的公司应继续通过研发支出、产品数字化、以平台为基础

的制造、全渠道销售以及与客户的合作等方式，并利用数据来开发产品的经济价

值，继续加强竞争力。  E, F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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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罗兰贝格, IQ资本 

注：N = 105;  资料来源：罗兰贝格, IQ资本

E / 财务绩效矩阵 [2018–2021]
医疗器械行业的 “优胜者”遍布世界各个行业和地区

F / 各细分市场的财务表现 [2018–2021]
检验中心和诊断、医疗辅助和设备细分领域的优胜者占比最高

按产品部门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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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医疗器械细分领域相比其他细分领域孕育了更多的优胜者 

•	 电子医疗和设备细分领域的情况好坏参半，该细分领域下优胜者占据很高的

市场份额，而无利可图者所占的市场份额却很低。但该细分领域的市场增速如

果要高于整个医疗器械市场的增速，将面临较大的的挑战，例如在心脏病设备

领域(如起搏器、除颤器和支架)。其中，医保报销额度的减少和其经济价值证

明压力的提升则是影响该细分领域增长的关键因素。

• 有趣的是，手术器械和用具细分领域中表现不佳者的比例最高，这是由于新型

冠状病毒导致非必须手术量的下降，进而导致市场的增长速度减慢。然而，较

低的盈利能力也表明企业在将研发投资成功转化为高利润产品过程中将面临

极大的挑战。

• 发展最快的是检验中心和诊断公司细分市场。新型冠状病毒和定制化诊疗服

务将持续推动该细分领域的增长，并进一步证明为何该细分领域的优胜者份

额最高而无利可图的企业也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

• 医疗援助和设备细分领域的优胜者企业比例也很高，主要集中在助听器和眼

科产品领域。医疗器械企业在这两个领域的展现出高于平均水平的盈利能力。

同时，伴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和医疗健康服务日益普及，医疗器械企业的盈利

能力将会进一步呈现增长趋势。

• 另一方面，医疗服务提供商一直呈现较大幅度的规模增长，但利润水平并不

高。其中透析护理细分领域的大企业正面临增长问题。与此同时，主要从事门

诊护理和家庭护理的玩家很在未来很可能会展现出更高的收入增长趋势。

• 医疗耗材供应商细分领域中，表现不佳企业的比例很高。这表明该领域玩家

难以从差异化产品组合中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

• 多元化参与者细分市场的分散程度较高，且增长率较低和较高领域均有相应

的玩家参与。因此，公司业绩高度依赖于企业的战略。该领域的优胜者、现金

产生者、无利可图的公司和表现不佳者分布最为均匀。  G 

亚太地区整体的优胜者和现金产生者的相对份额最高，而表现不佳者的相对份额

最低-超过三分之一的公司属于顶级公司，且其中多数公司位于中国。这些市场玩家

往往比北美和欧洲的对手竞争对手更为年轻，并展现出更快的成长速度。

而欧洲和北美的玩家必须找到方法来维持自身的领先地位，以此来对抗这些来

自亚洲的竞争对手。总部位于欧洲和北美的企业中，业绩不佳和无利润的公司占据

较大比例，这表明总部位于这两个地区的医疗器械企业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结构性

改革。

整体分析表明，早期北美区域展现出更高的的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率（EBIT-

DA），并市场平均水平由规模较大、利润率较高的玩家所推动。进一步的分析表

明，盈利能力高于平均水平的医疗器械企业中，44%位于北美，38%位于欧洲，而亚

太地区仅占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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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细分领域均存在优胜者且呈现四点共性

尽管不同细分领域存在差异，但我们从各细分领域的优胜者当中总结出四点共

性。所有医疗器械企业的成功均建立在：业务领导力、战略一致性、规模和财务状

况，以及执行计划的能力。  H

G / 各区域医疗器械企业财务表现 [2018–2021]
欧洲和亚太地区的优胜者比例高于北美地区

资料来源： 罗兰贝格, IQ资本

资料来源：罗兰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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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领导力

您的企业能否在所参与的
细分市场中表现出领导力？

技术领导、行业洞见领导

2
战略一致性

你的投资组合中是否有一
致性的策略？

清晰的战略侧重点、差异化
的价值主张

3
规模和财务状况 

就规模、财务表现与技术领域
而言，您的企业在市场上是否

具备吸引资本的能力？

受信任的资本市场合作伙伴、
具备说服力的融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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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战略举措并获得缓慢地

结果？

反应时间短、以业绩为导向
的文化

H / 优胜者的特点 
优胜医疗器械企业呈现四大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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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胜者特征–类似方法  
推动不同细分医疗器械业务增长

1. 商业领导力
优胜者是各自细分领域的领导者，他们占据了市场上前三名的位置以及构建了自身

独一无二的销售主张，这使他们能够制定价格并展现一定的溢价权。优胜者对各细

分业务成功所需的核心能力形成了深刻的认知。此外，差异化和独特的商业模式使

他们能够为客户创造价值并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优胜者关注业务的持续性增长以及经常性的收入。这些收入来源和其他高增

长细分市场的涉足使它们能够从市场增长中受益，并降低业绩波动的风险。与此同

时，优胜者通常专注于其存在产品组合优势的细分市场。他们的商业领导地位来自

于对创新研发的关注，这能帮助他们创造出有计划性的产品和服务。相比之下，表

现不佳者通常只投资于增量开发，这仅仅足以维持现有的产品组合。  I

2. 战略一致性
战略一致性与企业清晰的战略愿景与价值主张息息相关，这些为企业的员工与客户

设立了一个总体目标，并定义了这家企业。对于一家成功的企业来说，在其业务经营

过程中遵循一致的战略目标比实现协同效应更为重要。

优胜者企业通过大量正在进行的并购交易以实现积极的投资组合管理。如果其

并购的企业在业务领导潜力、收入增长、运营利润率或整体企业愿景方面与最初的

战略目标不符，优胜者企业也会倾向于再次快速出售该公司。

同时，优胜者也在创新研发上投入了大量资金。研究表明，优胜者企业的研发投

入占比约为其营业收入的8.5%，而表现不佳的企业研发投入占比仅为6.5%左右。

以“优胜”公司为例，我们分析了一家专
注于高增长，且在检验中心、诊断与生物技术
细分领域的领先玩家。该公司通过坚定的并
购（M&A）战略奠定了业务领先地位，其策略
聚焦于具有前三市场地位、强大的独特卖点
或技术领先潜力的企业。凭借其持续性的高
份额收入（超过70%），自2016年以来，该公
司实现超20%的年增长率，在2021年其收入
几乎翻了三倍达(约35亿欧元)。与此同时，其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率（EBITDA）增长至30%
以上，远高于医疗切器械行业整体的平均盈
利水平。

自2016年以来，该公司完成了14次并购
交易，这展现出其具备战略一致性，并通过并

购策略以加强其在检验中心、诊断和生物技
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它侧重选择高增长的细
分市场，并相应集中地开展业务。通过整合并
购，该企业规模大幅增长，并于两三年内实现
了盈利目标。该公司60%的年收入分布于美
洲与亚洲，这使得其能够在美国这类成熟的
市场和中国这类增长型市场发挥自身主导作
用。

该公司制定了较为激进的发展目标(基于
目前收入水平制定15%以上的增速目标)，并
且成功落地实现了该目标。此外，该公司的首
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经验丰富且任期较
长，这也进一步巩固了投资者的信心。

案例研究： 结合领导力、战略、规模
和执行力的典型优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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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来说，优胜者企业的营业收入规模将会高于表现不佳企业，因此其研发支出的

绝对值也比表现不佳的企业高出约26%。  J, K

多元化参与者企业是一个具备明确价值观与良好执行力的例子，他们积极参与

不同的细分市场，且企业重点关注“四个P”维度，即人员、流程、计划和绩效。他们

通过采取绩效标准积极且有效地管理其大量并购交易

下构建的业务组合。

他们采取了一种“删减化”的商业模式，以设备销售

为起点，之后专注于常规耗材的销售。这有效帮助其获

得75%以上的经常性收入，同时避免了对单个客户的过

度依赖。这种商业模式的聚焦为其业绩的增长提供了分

析框架。除此之外，这种模式确保了公司在不同行业以

及细分领域各自的聚焦，并保证他们实现超越其他玩家

的长期成功。这表明建立在明确的战略支柱之上的多元

化业务能够获得成功，因为其传达了明确的目的并且能

够满足市场的持续期望。

3. 规模和财务状况
医疗器械企业的业务规模和财务状况至关重要，优胜

企业市值通常是表现不佳企业的两倍以上，这使它们在

全球领先的股市指数中占有一席之地，且更容易获得投

资。  L

I / 不同百分位企业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率（EBITDA）情况[2018年-2021年]
收入较高的医疗器械企业通常有更高的利润水平

J / 并购交易案例数量分布[2018
年1月-2022年8月]
优胜者完成更多并购交易

资料来源：罗兰贝格, IQ资本

资料来源：罗兰贝格, IQ资本

11,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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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落地执行能力
医疗器械企业通过严格的资本分配、高效的资源配置以及清晰的沟通与落地证明

其战略执行的能力。我们的优胜者分析排名以企业的历

史收入增长和投资资本回报为基础。可以看到，为了实

现行业领先水平的投资回报率，医疗器械企业必须战略

性选择投资，并极其高效地部署资源。

在效率层面，优胜企业比企业表现更好。优胜企业

的销售、一般和行政费用（SG&A）均较低（28.6%与

3 4.4%），这是因为其业务流 程更加数 字化 。由于效

率更高，优胜企业的销售成本（COGS）通常也会更低

（42.0%对51.7%）。  M

医疗器械行业的玩家应专注于行业优胜者的四个共

同特点。如果他们应用了最佳实践，所有的企业都有机

会实现优秀的股东回报率。罗兰贝格所使用的评估网能

够帮助各企业衡量自身的业务发展情况，并明确需要采

取行动的具体板块。  N 

K / 优胜企业与表现不佳企业平均研发费用对比[2018年-2021年]*
表现不佳企业研发投入费用比优胜企业低

L / 平均市值水平[2018年-2021年]
优胜者利用大量市场资本推进收入和利润
的增长[十亿欧元]

资料来源：罗兰贝格, IQ资本 
*仅考虑所披露出研发支出的公司

收入百分比[%] 绝对支出 [EUR k]

优胜者 表现不佳者

8.5% 353.2

6.5% 260.6

优胜者 表现不佳者

-23.7% -26.2%

资料来源：罗兰贝格, IQ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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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医疗器械企业必须准备迎接行业结构性挑战

理解医疗器械行业成功的驱动因素有助于企业衡量自身的地位，解决自身业务短

板，甚至是构建行业龙头的成长计划。目前医疗器械行业处于不确定时期，对于行

业玩家来说制定正确的战略的优先级尤为重要。

医疗器械公司必须持续性解决供应链弹性、通货膨胀和持续的新冠疫情等紧迫

挑战。其次，医疗器械企业也面临着重要的结构性变化。

医疗技术行业正在往以下方面发展：

1. 自动化数字流程
数字化正在改变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工作方式和患者的互动方式。传统意义上，医疗

设备基本上是相对独立且不相连的，医疗服务的流程整体基于纸面开展。但现在，

医疗器械行业有望提供自动化与数字化产品，例如医疗设备的远程监控等功能，市

场上的这类需求迫使医疗器械企业进一步掌握新兴领域的研发技术。 

2. 基于价值的定制化医疗护理服务费
医疗健康系统在传统意义上是基于医保报销的服务收费模式，但由于更好的数据

可得性，目前正在向基于价值的个性化护理模式转变。

3. 住院、门诊护理与更多疾病预防
医院历来是医疗器械企业的最大客户。然而，新的门诊医疗模式和疾病预防重要度

日益提升，这也意味着产品和服务必须更加便捷以让患者和其亲属更容易使用。

M / 平均SG&A和COG占总收入情况[2018年-2021年]
优企业对比表现不佳企业能更有效地分配资源

资料来源： 罗兰贝格, IQ资本

SG&A [%] COGS [%]

优胜者 表现不佳者

28.6 42.0

51.7

优胜者 表现不佳者

+20.3% +23.1%34.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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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医疗器械企业的战略重点
优胜企业在四个方面存在共性

资料来源： 罗兰贝格

4. 产品的临床价值与解决方案的经济价值
医疗器械产品更专注于为患者提供临床价值。如今，产品和解决方案的经济价值重

要程度正逐渐在更加卓越的临床表现中体现出来。同时，鉴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

导致医疗保健成本上升，只有能够产生卓越临床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医疗器械产品和

解决方案才能获得成功。  

5. 独立医院到全球网络和全渠道销售
销售医疗器械产品正变得更加复杂，因此需要更广泛的技能以助于在销售周期中最

优解决潜在客户的问题。随着综合交付网络（IDN）、团体采购组织（GPO）和其他

对研发和产品创新的高度重视

对单一客户或细分市场的依赖性

具备明显协同效应的投资组合

稳定且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

积极的投资组合管理与大量的
并购交易数量

明确的愿景和价值主张，包括
ESG议程

战略意图的清
晰沟通和执行

注重资
源的有效
配置

对公司成功的相关性

持续增长的重点

具有经常性收入来源
的商业模式

具有差异化机会的组合

高于平均水平的财务业绩

全球市场的参与度，参与当地
的增长机会 严格的资本

分配

1
业务领导力

3
规模和财务状况

2
战略连贯性

4
经证实的执行能力

努力争取每个产品的领
先市场地位

新产品的思想领导力

健康的资本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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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的医院对网络的依赖性日益增加，医疗器械企业需要更加集中的销售渠道以

将其产品价值传递给关键客户。数字工具和基于算法的个性化消息传递方式也将变

得越来越重要，并且将引领医疗器械的销售模式从传统的细分市场策略模式中转

移。

6. 创新研究与产品研发增量

分析表明，日益复杂的产品组合和客户需求阻碍了医疗器械企业针对创新技术研发

的投资。大部分研发费用仍用于创新与现有产品组合的维持，例如应对MDR等新

法规的带来影响。但行业玩家只有通过其全球生产及研发平台来成功管理其业务组

合，并且将大部分研发资源分配给创新发展后，才能取得后续的成功。 

医疗器械企业高管需要迅速回答的五个核心问题
鉴于所有这些挑战，医疗器械企业高管需要考虑以下关键问题：

▪ 我的公司在细分市场中是否具有商业领导地位？它是细分市场的前三大玩家，还是在这一
领域拥有差异化的产品组合？

▪ 我的公司是否表现出战略一致性？其战略是否明确制定？ 它是否在追求突破性创新方面
投入了足够的资金，而不仅仅只是维持研发水平？

▪ 我的公司在积极管理其业务组合方面是否表现出战略一致性？如果并购的企业表现不佳，
我的公司是否也准备好进行再次出售？

▪ 我的公司是否具备比行业平均水平更好的规模和财务状况？它是否有足够的资本为其增
长野心提供资金？ 

▪ 我的公司是否有经证实的执行能力？他是否清晰地将各类资源与资本进行优先级划分，以
实现企业自身战略的高效落地？ 

在罗兰贝格，我们帮助客户解决这些战略问题，使他们能够在行业中保持领先地

位。医疗器械企业必须解决当前的挑战、战略问题和结构性问题，以继续发挥其在

全球医疗健康市场的关键作用。只有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医疗器械企业才能进一

步助力于各类疾病地检测和治疗工作，以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展望未来， 医疗技术行业将经历结构性的变化……

从…      …到

非连接，有纸化流程… …自动化，数字化流程

按项目付费…  …价值导向和定制化医疗服务

关注住院病人…  …更关注门诊和院外预防市场

产品的临床价值…  …解决方案的临床和经济价值

分散的… …医院渠道的进一步整合，以及全渠道销售的增长需求

渐进式与可持续性研发… …变革性且创新技术导向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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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行业细分领域业务模式

O / 优胜分析方法

附录6/

电子医疗和设备：专注于制造和供应耐用、高科技医疗设备和投资产品的公司，如起搏器、神经刺激、机器人、MRI扫描仪、X射
线、超声波、手术台/照明设备等领域 

检验中心和诊断公司：专注于制造和供应与医学检验和体外诊断相关系统产品（一次性用品和仪器）的公司 

手术器械与器具制造商：专注于制造和供应手术器械、手术解决方案和医疗工具的公司，例如光学工具、引导导管、引流、微创治
疗器械等领域

医疗服务提供商：专注于在医院运营管理与门诊护理中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公司，例如输液服务、肠外营养、透析服务、急性护
理服务、临床实验室等领域

医疗援助和设备公司： 专注于植入产品和自我护理解决方案制造与供应的公司，例如关节置换、牙科和听力植入物和可穿戴设备
等领域

医疗耗材供应商： 专注于一次性用品的制造和供应的公司，如绷带、排水管、膏药、针头、注射器、窗帘、管子等

多元化参与者：不专门从事上述任何一个领域，但涉及上述两个或多个领域，且在总收入中占有重要份额的公司

无利可图者

表现不佳者

优胜者

÷ +x[( () )]x ÷

现金产生者收
入

增
长

风险调整后的可盈利性（经济利润差）

低 高

增长
利润

低 高

增长
利润

税后净营业利润 投入资本 股权成本 股权 债务税后成本 债务 投资资本

ROIC
投资资本回报率

WACC
加权平均资金成本

低 高

增长
利润

低 高

增长
利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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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智库│专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东西智库，专注于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研究，主要涵盖新一代

信息技术、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船舶与海工、轨道交

通、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医疗器

械等制造强国战略十大领域，并提供战略咨询、规划编制、项目

咨询、产业情报、品牌宣传等服务。

欢迎加入东西智库小密圈，阅览更多制造业精选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