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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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货架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货架行业相

关概述、中国货架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货架行业的现状、中国货架行业竞争格局、对

中国货架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货架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货

架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货架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2014年以来，虽然工业经济增长的下降抑制了一部分货架市场需求，但受仓储业投资大幅

增加的影响，中国货架市场需求整体上仍处于中速增长阶段。根据监测和不完全调查统计

，2015年全年货架出货量超过94亿元，同比增长16.3%，其中仓库改造及立体库建设的大型货

架系统项目所占比重大幅增加，立体库（含一般立体仓库和自动化立体仓库）的货架预计占

比超过80%。

     前几年中国物流装备行业的叉车、托盘、货架出现联动发展态势，普通的工业货架市场受

叉车和托盘市场的快速增长而增长。但是，2011年以来，叉车行业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

平均增长幅度出现下降，普通工业货架的增长也趋于缓和。但是，受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面对高涨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和仓储租金的快速上涨，企业愿意采用机械化和自动化设

备取代人工的物流作业，愿意上马高架立体库而提升土地利用率，愿意增加货架系统而提升

仓库空间利用率，这都需要货架系统配套，因此，货架系统的增长速度高于叉车与托盘的市

场增长速度。

     2015年在传统的货架需求领域，烟草行业物流配送工程建设项目不断涌现，市场需求增长

稳定，是中高端货架市场的主力军；医药行业受新医改政策影响，医药配送中心建设步伐加

快，医药企业与医药流通企业自动化立体库建设步伐加快，也是货架需求的的主要行业；服

装行业与快速消费品行业对货架需求也越来越多，此外机械、汽车、电子等行业增长平稳，

也是货架市场主要应用行业。

     货架市场需求最具增长潜力的行业主要还有冷库建设、服装物流和物资管理领域。冷库建

设领域，近几年受食品安全影响，国家加快了冷链物流建设，冷库建设步伐加快，带动了冷

库系统的货架市场需求有较大幅度增长，并成为一个具有较大增长潜力和销售利润比较高的

行业。服装物流领域，服装企业配送中心建设这两年开始起步，增长速度加快，未来也具有

较大增长潜力；传统的大宗生产资料企业的物资管理领域，企业物资管理向物流管理转型，

大宗生产资料生产企业规模大，物资采购与储存量大，仓储改造与建设的未来潜力巨大。中

国货架产地主要还集中在长三角一带，在珠三角和环渤海也有一些货架企业，但所占比例还

不高。近两年环渤海地区和华中地球货架市场需求增长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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