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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卧式加工中心行业市场运营状况分析与行业前景调研分

析报告》介绍了卧式加工中心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卧式加工中心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

卧式加工中心行业的现状、中国卧式加工中心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卧式加工中心行业做了

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卧式加工中心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卧式加工中

心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卧式加工中心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第一章  卧式加工中心行业相关概述　　1.1  加工中心行业概况　　　　1.1.1  加工中心的定义

　　　　1.1.2  加工中心的功能特点　　　　1.1.3  加工中心的分类情况　　　　　　1、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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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程度　　　　2.1.3  行业利润水平及变动趋势　　2.2  进入本行业的主要障碍　　　

　2.2.1  资金准入障碍　　　　2.2.2  市场准入障碍　　　　2.2.3  技术与人才障碍　　　

　2.2.4  其他障碍　　2.3  行业的周期性、区域性　　　　2.3.1  行业周期分析　　　　2.3.2  行

业的区域性　　2.4  行业与上下游行业的关联性　　　　2.4.1  行业产业链模型　　　　2.4.2  

上游产业分布　　　　2.4.3  下游产业分布　　　　 第三章  2015-2017年中国卧式加工中心行

业发展环境分析　　3.1  卧式加工中心行业政治法律环境　　　　3.1.1  行业管理体制分析　

　　　3.1.2  《循环经济投资前景及近期行动计划》　　　　3.1.3  《“数控一代”装备创新工

程行动计划》　　　　3.1.4  《“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科技重大专项知识产权管理

实施细则》　　　　3.1.5  机床行业进出口相关支持政策　　　　3.1.6  “十三五”工业转型升

级规划　　3.2  卧式加工中心行业经济环境分析　　　　3.2.1  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3.2.2  宏观经济环境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3.3  卧式加工中心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3.3.1  卧式加工中心产业社会环境　　　　3.3.2  社会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3.4  卧式加工中

心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3.4.1  卧式加工中心技术分析　　　　3.4.2  卧式加工中心技术水

平　　　　3.4.3  行业主要技术发展趋势　　　　3.4.4  技术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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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全球卧式加工中心行业发展现状　　　　4.1.2  全球卧式加工中心行业发展特征

　　　　4.1.3  全球卧式加工中心行业市场规模　　4.2  2015-2017年全球主要地区卧式加工中



心行业发展状况　　　　4.2.1  欧洲卧式加工中心行业发展情况概述　　　　4.2.2  美国卧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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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7.2.3  市场需求分析　　　　7.2.4  市场潜力分析　　7.3  华东地区卧式加工中心市

场　　　　7.3.1  市场发展现状概述　　　　7.3.2  市场规模分析　　　　7.3.3  市场需求分析

　　　　7.3.4  市场潜力分析　　7.4  华南地区卧式加工中心市场　　　　7.4.1  市场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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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华中地区卧式加工中心市场　　　　7.5.1  市场发展现状概述　　　　7.5.2  市场规模分

析　　　　7.5.3  市场需求分析　　　　7.5.4  市场潜力分析　　7.6  西南地区卧式加工中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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