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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疗养院康复性环境景观设计原则

（1）功能性原则

（2）生态性原则

（3）人文性原则

（4）无障碍化原则

（5）美学性原则

（6）简洁性原则

（7）多样性原则

（8）整体性原则

7.3.3疗养院康复性环境景观的空间环境营造

（1）合理的选址

（2）整体氛围的营造

（3）交往空间的营造

（4）以绿化为主的自然环境营造

（5）色彩环境

（6）人性化的细部设计

（7）采光和通风

7.4疗养院康复性环境景观设计案例分析

7.4.1伊丽莎白和诺那文斯疗养花园

7.4.2成都市干部疗养院

（1）城市背景

（2）项目选址

（3）项目概况

（4）成都市干部疗养院康复性环境景观分析

7.5疗养院康复性环境景观设计发展趋势

7.5.1贴近自然的场所

7.5.2社会交流的场所



7.5.3适于运动的场所

7.5.4艺术化和庭院化的场所

 

第八章中国疗养院行业重点区域分析

8.1疗养院行业区域分布特征

8.1.1疗养院数量分布特征

（1）区域分布

（2）省市分布

8.1.2疗养院床位数分布特征

（1）区域分布

（2）省市分布

8.2辽宁省疗养院发展现状分析

8.2.1辽宁省疗养院发展环境

（1）辽宁省经济增长情况

（2）辽宁省居民收入水平

（3）辽宁省居民参保情况

（4）辽宁省旅游业发展情况

8.2.2辽宁省疗养区分布情况

8.2.3辽宁省疗养院发展现状

（1）疗养院数量变化情况

（2）疗养院床位数变化情况

8.2.4辽宁省重点疗养院分析

8.2.5辽宁省疗养院发展展望

8.3江苏省疗养院发展现状分析

8.3.1江苏省疗养院发展环境

（1）江苏省经济增长情况

（2）江苏省居民收入水平

（3）江苏省居民参保情况

（4）江苏省旅游业发展情况

8.3.2江苏省疗养区分布情况

8.3.3江苏省疗养院发展现状

（1）疗养院数量变化情况



（2）疗养院床位数变化情况

8.3.4江苏省重点疗养院分析

8.4浙江省疗养院发展现状分析

8.4.1浙江省疗养院发展环境

（1）浙江省经济增长情况

（2）浙江省居民收入水平

（3）浙江省居民参保情况

（4）浙江省旅游业发展情况

8.4.2浙江省疗养区分布情况

8.4.3浙江省疗养院发展现状

（1）疗养院数量变化情况

（2）疗养院床位数变化情况

8.4.4浙江省重点疗养院分析

8.4.5浙江省疗养院发展展望

8.5广东省疗养院发展现状分析

8.5.1广东省疗养院发展环境

（1）广东省经济增长情况

（2）广东省居民收入水平

（3）广东省居民参保情况

（4）广东省旅游业发展情况

8.5.2广东省疗养区分布情况

8.5.3广东省疗养院发展现状

（1）疗养院数量变化情况

（2）疗养院床位数变化情况

8.5.4广东省重点疗养院分析

8.6山东省疗养院发展现状分析

8.6.1山东省疗养院发展环境

（1）山东省经济增长情况

（2）山东省居民收入水平

（3）山东省居民参保情况

（4）山东省旅游业发展情况

8.6.2山东省疗养区分布情况



8.6.3山东省疗养院发展现状

（1）疗养院数量变化情况

（2）疗养院床位数变化情况

8.6.4山东省重点疗养院分析

8.6.5山东省疗养院发展展望

8.7吉林省疗养院发展现状分析

8.7.1吉林省疗养院发展环境

（1）吉林省经济增长情况

（2）吉林省居民收入水平

（3）吉林省居民参保情况

（4）吉林省旅游业发展情况

8.7.2吉林省疗养区分布情况

8.7.3吉林省疗养院发展现状

（1）疗养院数量变化情况

（2）疗养院床位数变化情况

8.7.4吉林省重点疗养院分析

8.8河北省疗养院发展现状分析

8.8.1河北省疗养院发展环境

（1）河北省经济增长情况

（2）河北省居民收入水平

（3）河北省居民参保情况

（4）河北省旅游业发展情况

8.8.2河北省疗养区分布情况

8.8.3河北省疗养院发展现状

（1）疗养院数量变化情况

（2）疗养院床位数变化情况

8.8.4河北省重点疗养院分析

8.8.5河北省疗养院发展展望

8.9福建省疗养院发展现状分析

8.9.1福建省疗养院发展环境

（1）福建省经济增长情况

（2）福建省居民收入水平



（3）福建省居民参保情况

（4）福建省旅游业发展情况

8.9.2福建省疗养区分布情况

8.9.3福建省疗养院发展现状

（1）疗养院数量变化情况

（2）疗养院床位数变化情况

8.9.4福建省重点疗养院分析

8.1安徽省疗养院发展现状分析

8.10.1安徽省疗养院发展环境

（1）安徽省经济增长情况

（2）安徽省居民收入水平

（3）安徽省居民参保情况

（4）安徽省旅游业发展情况

8.10.2安徽省疗养区分布情况

8.10.3安徽省疗养院发展现状

（1）疗养院数量变化情况

（2）疗养院床位数变化情况

8.10.4安徽省重点疗养院分析

8.11云南省疗养院发展现状分析

8.11.1云南省疗养院发展环境

（1）云南省经济增长情况

（2）云南省居民收入水平

（3）云南省居民参保情况

（4）云南省旅游业发展情况

8.11.2云南省疗养区分布情况

8.11.3云南省疗养院发展现状

（1）疗养院数量变化情况

（2）疗养院床位数变化情况

8.11.4云南省重点疗养院分析

 

第九章中国疗养院行业关联产业分析

9.1护理院行业供求分析



9.1.1护理院数量规模统计

（1）护理院数量增长情况

（2）护理院分布结构统计

1）按城乡分布

2）按经济类型

3）按主办单位

9.1.2护理院床位数量统计

9.1.3护理院卫生人员统计

（1）护理院卫生人员数量

（2）护理院卫生人员构成

（3）护理院执业医师构成

9.1.4护理院设备台数统计

（1）护理院设备价值增长

（2）护理院设备台数构成

9.1.5护理院建筑面积统计

（1）护理院房屋建筑面积

（2）护理院建筑面积构成

9.1.6护理院资产负债规模

9.1.7护理院收入支出规模

9.1.8护理院服务需求现状

（1）护理院门诊服务分析

（2）护理院住院服务分析

（3）护理院床位利用分析

9.2康复医院行业供求分析

9.2.1康复医院数量规模统计

（1）康复医院数量增长情况

（2）康复医院分布结构统计

1）按城乡分布

2）按经济类型

3）按主办单位

9.2.2康复医学科床位数统计

9.2.3康复医院卫生人员统计



（1）康复医院卫生人员数量

（2）康复医院卫生人员构成

9.2.4康复医院设备台数统计

（1）康复医院设备价值增长

（2）康复医院设备台数构成

9.2.5康复医院建筑面积统计

（1）康复医院房屋建筑面积

（2）康复医院建筑面积构成

9.2.6康复医院资产负债规模

9.2.7康复医院收入支出规模

9.2.8康复医院服务需求现状

（1）康复医院门诊服务分析

（2）康复医院住院服务分析

（3）康复医院床位利用分析

9.3职业病医院行业供求分析

9.3.1职业病医院数量规模统计

（1）职业病医院数量增长情况

（2）职业病医院分布结构统计

1）按城乡分布

2）按经济类型

3）按主办单位

9.3.2职业病科床位数统计

9.3.3职业病医院卫生人员统计

（1）职业病医院卫生人员数量

（2）职业病医院卫生人员构成

9.3.4职业病医院设备台数统计

（1）职业病医院设备价值增长

（2）职业病医院设备台数构成

9.3.5职业病医院建筑面积统计

（1）职业病医院房屋建筑面积

（2）职业病医院建筑面积构成

9.3.6职业病医院资产负债规模



9.3.7职业病医院收入支出规模

9.3.8职业病医院服务需求现状

（1）职业病医院门诊服务分析

（2）职业病医院住院服务分析

（3）职业病医院床位利用分析

9.4精神病医院行业供求分析

9.4.1精神病医院数量规模统计

（1）精神病医院数量增长情况

（2）职业病医院分布结构统计

1）按城乡分布

2）按经济类型

3）按主办单位

9.4.2精神病科床位数统计

9.4.3精神病医院卫生人员统计

（1）精神病医院卫生人员数量

（2）护理院卫生人员构成

9.4.4精神病医院设备台数统计

（1）精神病医院设备价值增长

（2）精神病医院设备台数构成

9.4.5精神病医院建筑面积统计

（1）精神病医院房屋建筑面积

（2）精神病医院建筑面积构成

9.4.6精神病医院资产负债规模

9.4.7精神病医院收入支出规模

9.4.8精神病医院服务需求现状

（1）精神病医院门诊服务分析

（2）精神病医院住院服务分析

（3）精神病医院床位利用分析

 

第十章中国疗养院行业投资与前景预测

10.1疗养院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10.1.1疗养院行业政策变动风险



10.1.2疗养院行业环境变化风险

10.1.3疗养院行业经营管理风险

10.2疗养院行业投资现状分析

10.2.1疗养院投资规模分析

10.2.2疗养院投资资金来源

10.2.3疗养院投资主体构成

10.2.4疗养院项目建设情况

10.2.5疗养院新建、扩建和改建投资

10.3疗养院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10.3.1医学模式转变给疗养院发展带来契机

（1）突出以疗养学科为特色的专业技术建设

（2）重视疗养因子对亚健康人群的良好效应

（3）积极开展自我保健医学的研究与普及

10.3.2疗养院行业发展趋势

（1）附属疗养院发展趋势

（2）民办疗养院发展趋势

（3）疗养院行业投资趋势

10.3.3疗养院行业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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