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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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训练健身器材行业市场运营状况分析研究与投资规划建

议咨询报告》介绍了训练健身器材行业相关概述、中国训练健身器材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

中国训练健身器材行业的现状、中国训练健身器材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训练健身器材行业

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训练健身器材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训练健

身器材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训练健身器材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

第1章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定义及外部影响因素分析1.1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界定和分类1.1.1 行业

界定1.1.2 行业属性（1）行业所处的生命周期（2）行业对经济周期的反应1.2 训练健身器材行

业产业链分析1.2.1 行业产业链结构及价值环节（1）行业产业链结构（2）行业价值链分

析1.2.2 行业上游供应分析（1）钢材供应分析1）钢铁行业产销分析2）钢铁行业价格走势分

析3）钢铁行业进出口分析（2）紧固件供应分析（3）有色金属材料供应分析（4）其他复合

材料供应分析1.2.3 行业下游需求分析（1）家庭健身器材需求分析（2）健身房健身器材需求

分析（3）社区健身器材需求分析（4）学校健身器材需求分析（5）其他健身器材需求分析1.3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外部影响因素分析1.3.1 行业管理规范（1）行业管理体制（2）行业发展政

策及法律法规（3）行业标准1.3.2 国内外宏观经济走势分析（1）国外宏观经济走势分析1）国

际宏观经济现状2）国际宏观经济预测（2）国内宏观经济走势分析1）国内宏观经济现状2）

国内宏观经济预测1.3.3 社会健身理念及健身习惯分析1.3.4 行业技术更新分析1.4 报告研究单位

与研究方法1.4.1 研究单位介绍1.4.2 研究方法概述 第2章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分

析2.1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发展现状分析2.1.1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发展总体概况2.1.2 训练健身器材

行业发展主要特点（1）行业成长空间巨大（2）缺乏自主品牌和自主设计（3）外资企业占据

主导地位2.1.3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规模及财务指标分析（1）训练健身器材行业规模分析（2）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盈利能力分析（3）训练健身器材行业运营能力分析（4）训练健身器材行

业偿债能力分析（5）训练健身器材行业发展能力分析2.2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经济指标分

析2.2.1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主要经济效益影响因素2.2.2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经济指标分析2.2.3 不

同规模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比重变化情况分析2.2.4 不同地区企业经济指标分析2.3 训练健身器材

行业供需平衡分析2.3.1 全国训练健身器材行业供给情况分析（1）全国训练健身器材行业总产

值分析（2）全国训练健身器材行业产成品分析2.3.2 全国训练健身器材行业需求情况分析（1

）全国训练健身器材行业销售产值分析（2）全国训练健身器材行业销售收入分析2.3.3 全国训

练健身器材行业产销率分析2.4 2017年训练健身器材行业发展现状分析2.4.1 2017年训练健身器



材行业产业规模分析2.4.2 2017年训练健身器材行业资本/劳动密集度分析2.4.3 2017年训练健身

器材行业产销分析2.4.4 2017年训练健身器材行业成本费用结构分析2.4.5 2017年训练健身器材

行业盈亏分析2.5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进出口市场调研2.5.1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进出口状况综

述2.5.2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出口市场调研（1）行业出口整体情况（2）行业出口产品结构分析

（3）行业内外销比例分析2.5.3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进口市场调研（1）行业进口整体情况（2）

行业进口产品结构（3）国内市场内外供应比例分析2.5.4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进出口前景及建议

（1）训练健身器材行业出口前景及建议（2）训练健身器材行业进口前景及建议2.6 2018-2023

年中国训练健身器材行业趋势预测分析2.6.1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发展的驱动因素分析2.6.2 训练

健身器材行业发展的障碍因素分析2.6.3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发展趋势2.6.4 2018-2023年训练健身

器材行业趋势预测分析（1）行业规模预测（2）行业经营情况预测（3）行业进出口情况预测 

第3章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及集中度分析3.1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竞争结构波特五力

模型分析3.1.1 现有竞争者之间的竞争3.1.2 关键要素的供应商议价能力分析3.1.3 消费者议价能

力分析3.1.4 行业潜在进入者分析3.1.5 替代品风险分析3.1.6 结论3.2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国际竞争

格局分析3.2.1 国际训练健身器材市场发展状况3.2.2 国际训练健身器材顶级品牌分析3.2.3 国际

训练健身器材市场发展趋势分析3.2.4 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布局及销售分析（1）美

国ICON公司（2）美国力健（life）（3）乔山健康（JOHNSON）（4）西班牙BH集团（必艾

奇）3.2.5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竞争策略分析3.3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国内竞争格局分析3.3.1 国内训

练健身器材行业市场规模分析3.3.2 国内训练健身器材行业竞争现状分析3.3.3 国内训练健身器

材行业竞争格局分析3.4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集中度分析3.4.1 行业销售收入集中度分析3.4.2 行业

利润集中度分析3.4.3 行业工业总产值集中度分析 第4章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细分市场潜力分

析4.1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产品定义及分类4.1.1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产品定义4.1.2 训练健身器材行

业产品分类4.2 按使用场合分类训练健身器材行业细分市场潜力分析4.2.1 家用健身器材市场潜

力分析（1）家用健身器材市场发展现状（2）家用健身器材市场容量预测（3）家用健身器材

市场潜力分析4.2.2 商用健身器材市场潜力分析（1）商用健身器材市场发展现状（2）商用健

身器材市场容量预测（3）商用健身器材市场潜力分析4.2.3 户外健身器材市场潜力分析（1）

户外健身器材市场发展现状（2）户外健身器材市场容量预测（3）户外健身器材市场潜力分

析4.3 按使用人群分类训练健身器材行业细分市场潜力分析4.3.1 儿童健身器材市场潜力分析

（1）儿童健身器材市场发展现状（2）儿童健身器材市场容量预测（3）儿童健身器材市场潜

力分析4.3.2 成年男性健身器材市场潜力分析（1）成年男性健身器材市场发展现状（2）成年

男性健身器材市场容量预测（3）成年男性健身器材市场潜力分析4.3.3 成年女性健身器材市场

潜力分析（1）成年女性健身器材市场发展现状（2）成年女性健身器材市场容量预测（3）成

年女性健身器材市场潜力分析4.3.4 老年人健身器材市场潜力分析（1）老年人健身器材市场发



展现状（2）老年人健身器材市场容量预测（3）老年人健身器材市场潜力分析4.4 按锻炼目的

分类训练健身器材行业细分市场潜力分析4.4.1 有氧健身器材市场潜力分析（1）有氧健身器材

总体市场潜力分析（2）跑步机市场潜力分析（3）健身车市场潜力分析（4）椭圆机市场潜力

分析（5）登山机市场潜力分析（6）划船器市场潜力分析（7）按摩椅市场潜力分析4.4.2 无氧

健身器材市场潜力分析（1）无氧健身器材总体市场潜力分析（2）杠铃市场潜力分析（3）哑

铃市场潜力分析（4）拉力器市场潜力分析（5）综合训练机市场潜力分析4.5 按地理区域分类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细分市场潜力分析4.5.1 一线城市健身器材市场潜力分析（1）一线城市健身

器材市场发展现状（2）一线城市健身器材市场容量预测（3）一线城市健身器材市场潜力分

析4.5.2 二、三线城市健身器材市场潜力分析（1）二、三线城市健身器材市场发展现状（2）

二、三线城市健身器材市场容量预测（3）二、三线城市健身器材市场潜力分析4.5.3 农村健身

器材市场潜力分析（1）农村健身器材市场发展现状（2）农村健身器材市场容量预测（3）农

村健身器材市场潜力分析 第5章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销售渠道及营销策略分析5.1 训练健身器材

行业销售渠道分析5.1.1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销售模式5.1.2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销售渠道5.1.3 训练

健身器材行业现有渠道模式存在的问题5.1.4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渠道构建策略5.2 训练健身器材

行业营销策略分析5.2.1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营销模式分析（1）服务营销（2）顾问式营销（3）

赞助营销（4）体验式营销（5）差异化营销（6）产品生命周期营销（7）互动营销5.2.2 训练

健身器材行业营销策略（1）加强销售人员队伍的建立（2）提高企业质量监管（3）拓展销售

渠道（4）加强器材商直营店面的设计5.2.3 品牌销售突破瓶颈手段（1）重建回馈渠道（2）不

断更新购物激励措施（3）提升客服标准（4）关注每一个新鲜的点子（5）更好地利用定期邮

件（6）开展公益营销（7）加快企业网站内容的更新速度 第6章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领先制造

商生产经营分析6.1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制造商排名分析6.1.1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制造商工业总产

值排名6.1.2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制造商销售收入排名6.1.3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制造商利润总额排

名6.2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领先制造商生产经营分析6.2.1 福建省美隆菲运动用品有限公司经营情

况分析（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2）企业产销能力分析（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4）企业运

营能力分析（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7）企业组织架构分析（8）企

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9）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10）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6.2.2 大东

傲胜保健器（苏州）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2）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6）企业发展能力

分析（7）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8）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9）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

析（10）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6.2.3 乔山健康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1）企业

发展简况分析（2）企业产销能力分析（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5）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7）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8）企业销售渠



道与网络（9）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6.2.4 山西达康科工贸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2）企业产销能力分析（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7）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8）企业

销售渠道与网络（9）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6.2.5 厦门钢宇工业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2）企业产销能力分析（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7）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8）企业

销售渠道与网络（9）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第7章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投资分析及预测7.1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及细分市场吸引力评价7.1.1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吸引力评价7.1.2 训练健身器

材行业细分市场吸引力评价7.2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投资特性分析7.2.1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进入壁

垒分析7.2.2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盈利模式分析7.2.3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盈利因素分析7.3 训练健身

器材行业投资兼并与重组整合分析7.3.1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投资兼并与重组整合概况7.3.2 训练

健身器材行业投资兼并与重组整合趋势分析7.4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投资机会与投资前景分

析7.4.1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投资机会分析7.4.2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投资前景分析7.5 训练健身器材

行业投资建议7.5.1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投资价值7.5.2 训练健身器材行业可投资方向7.5.3 训练健

身器材行业投资建议 图表目录图表1：行业按生命周期分类 图表2：2015-2017年训练健身器材

行业销售收入增长率（单位：%） 图表3：行业按对经济周期的反应分类 图表4：2015-2017年

中国训练健身器材行业市场规模增长速度与GDP增速对比图（单位：%） 图表5：训练健身器

材行业产业链结构图 图表6：训练健身器材行业价值链各环节利润率对比图（单位：%） 图

表7：2015-2017年全球粗钢产量走势（单位：百万吨，%） 图表8：2015-2017年全球分国家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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