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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精密伺服行星减速机市场运营状况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

报告》介绍了精密伺服行星减速机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精密伺服行星减速机产业运行环境、

分析了中国精密伺服行星减速机行业的现状、中国精密伺服行星减速机行业竞争格局、对中

国精密伺服行星减速机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精密伺服行星减速机产业发展

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精密伺服行星减速机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精密伺服行

星减速机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精密伺服行星减速机，该系列减速器具有性价比高，精度中等、高钢性、高负载、高效率

、低惯性、低振动、低噪音、低温升、外观及结构设计轻小等特点,模块化的法兰和轴衬设计,

适用于国内外任何厂商和形式的电机产品。 

    伺服减速机可直接安装到交流和直流伺服马达上，广泛应用于中等精度程度的工业领域。

如：印刷机床、火焰切割、激光切割、数控机床、工具机械，食品包装、自动化产业、工业

机器人、和自动化的机电产品行业。 

    性能和特点:AD/AE系列伺服行星减速机提供了高性价比，应用广泛、经济实用、寿命长等

优点，在伺服控制的应用上，发挥了良好的伺服刚性效应，准确的定位控制，在运转平台上

具备了中低背隙，高效率，高输入转速，高输入扭矩，运转平顺，低噪音等特性，外观及结

构设计轻小。使用终身免更换的润滑油，及无论安装在何处 ,都可以免维修操作全封闭式设计

，并且具有IP65的保护程度，因此工作环境差时亦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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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品定位策略分析 

三、企业宣传策略分析 

第三节 提高精密伺服行星减速机企业竞争力的策略 

一、提高中国精密伺服行星减速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对策 

二、精密伺服行星减速机企业提升竞争力的主要方向 



三、影响精密伺服行星减速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因素及提升途径 

四、提高精密伺服行星减速机企业竞争力的策略 

第四节 对我国精密伺服行星减速机品牌的战略思考 

一、精密伺服行星减速机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二、精密伺服行星减速机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三、我国精密伺服行星减速机企业的品牌战略 

四、精密伺服行星减速机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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