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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激振器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一章。首先

介绍了中国激振器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中国激振器 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激振器

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激振器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中国激振器做了

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 析了中国激振器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激振器

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激振器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激振器在国民经济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并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激振器的发展充实了振

动利用工程学科的内涵，说明人们已经由认识振动发展到利用振动来改造世界、改善生活、

创造价值。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 

    随着国内下游产业的陆续投产，国产激振器凭借灵活的价格机制、稳定的产品质量将逐渐

取代部分高端进口产品。利用中国的人力和资源，结合国外的先进技术，我国激振器行业将

迎来广阔的市场前景。 报告目录： 第一章2014-2015年世界激振器市场运行形势分析 1

第一节2014-2015全球激振器行业发展概况 1

第二节 世界激振器行业发展走势 3

二、全球激振器行业市场分布情况 3

三、全球激振器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4

第三节 全球激振器行业重点国家和区域分析 5

一、北美 5

二、亚洲 5

三、欧盟 5 第二章2014-2015年中国激振器产业发展环境分析 7

第一节2014-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7

一、GDP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7

二、固定资产投资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16

三、2015年中国经济发展预测分析 18

第二节 激振器行业主管部门、行业监管体 21

第三节 中国激振器行业主要法律法规及政策 28

第四节2014-2015年中国激振器产业社会环境发展分析 30

一、人口环境分析 30

二、教育环境分析 30

三、文化环境分析 31



四、生态环境分析 33

五、消费观念分析 35 第三章2014-2015年中国激振器产业发展现状 40

第一节 激振器行业的有关概况 40

一、激振器概述定义 40

二、激振器的分类 40

第二节激振器产业链分析 43

一、产业链模型介绍 43

二、激振器行业产业链分析 47

第三节上下游行业对激振器行业的影响分析 47

第四节 激振器行业生命周期分析 48

一、行业生命周期概述 48

二、激振器行业所属的生命周期 50     1.判断依据

      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都会循着一条产业生命周期曲线展开：首先是技术和市场具有高度

不确定性的初创期；其次是市场容量和利润空间迅速增长的增长期；再次是 市场容量基本稳

定、利润趋薄的成熟期；最后是市场容量萎缩、利润微薄的衰退期。判断产业生命周期的主

要指标，包括市场增长率、需求增长率、产品品种、竞争 者数量、进入及退出壁垒、技术变

革、用户购买行为等。 行业生命周期主要特征列表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产业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征，具体分析如下。

      初创期：这一时期的市场增长率较高，需求增长较快，技术变动较大，产业中的企业主要

致力于开辟新用户、占领市场，但此时技术上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产品、 市场、服务等策

略上有很大的余地，对产业特点、产业竞争状况、用户特点等方面的信息掌握不多，企业进

入壁垒较低。

    成长期：这一时期的市场增长率很高，需求高速增长，技术渐趋定型，产业特点、产业竞

争状况及用户特点己比较明朗，企业进入壁垒提高，产品品种及竞争者数量增多。

    成熟期：这一时期的市场增长率不高，需求增长率不高，技术上己经成熟，产业特点、产

业竞争状况及用户特点非常清楚和稳定，买方市场形成，产业盈利能力下降，新产品和产品

的新用途开发更为困难，产业进入壁垒很高。

    衰退期：这一时期的市场增长率下降，需求下降，产品品种及竞争者数目减少。

      目前，我国激振器行业处于发展期。在这一时期，拥有一定市场营销和财务力量的企业逐

渐主导市场，这些企业往往是较大的企业，其资本结构比较稳定，因而它们 开始定期支付股

利并扩大经营。在发展期，新行业的产品经过广泛宣传和消费者的试用，逐渐以其自身的特

点赢得了大众的欢迎或偏好，市场需求开始上升，新行业 也随之繁荣起来。与市场需求变化



相适应，供给方面相应地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由于市场前景良好，投资于新行业的厂商大

量增加，产品也逐步从单一、低质、高 价向多样、优质和低价方向发展。因而新行业出现了

生产厂商和产品相互竞争的局面。这种状况会持续数年或数十年。由于这一原因，这一阶段

有时被称为投资机会 时期。这种状况的继续将导致生产厂商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发展和产品

产量的不断增加而相应增加，市场的需求日趋饱和。生产厂商不能单纯地依靠扩大生产量，

提 高市场份额来增加收入，而必须依靠追加生产，提高生产技术，降低成本，以及研制和开

发新产品的方法来争取竞争优势，战胜竞争对手和维持企业的生存。但这种 方法只有资本和

技术力量雄厚、经营管理有方的企业才能做到。那些财力与技术较弱，经营不善，或新加入

的企业(因产品的成本较高或不符合市场的需要)则往往 被淘汰或被兼并。因而，这一时期企

业的利润虽然增长很快，但所面临的竞争风险也非常大，破产率与被兼并率相当高。在发展

期的后期，由于行业中生产厂商与产 品竞争优胜劣汰规律的作用，市场上生产厂商的数量在

大幅度下降之后便开始稳定下来。由于市场需求基本饱和，产品的销售增长率减慢，迅速赚

取利润的机会减 少，整个行业开始进入稳定期。 

    在发展期，虽然行业仍在增长，但这时的增长具有可测性。由于受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较少

，行业的波动也较小。此时，投资者蒙受经营失败而导致投资损失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因此

，他们分享行业增长带来的收益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第五节 中国激振器行业技术发展分析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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