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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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飞轮总成行业市场运营状况分析研究与行业前景调研分

析报告》介绍了飞轮总成行业相关概述、中国飞轮总成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飞轮总成

行业的现状、中国飞轮总成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飞轮总成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及中国飞轮总成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飞轮总成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

资飞轮总成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第一部分 行业发展现状 第一章 飞轮总成发展概述 　　第一节 飞轮总成概述 　　　　一、飞

轮总成的概念 　　　　二、飞轮总成的分类 　　　　三、飞轮总成的功能构造 　　　　四、

飞轮总成的工作原理 　　第二节 飞轮总成技术发展 　　　　一、飞轮总成技术发展 　　　

　二、车用飞轮未来新技术 　　　　三、2016年国外飞轮总成技术分析 　　　　四、2017年

国内飞轮总成技术分析 　　第三节 中国飞轮总成行业的产业环境概况 　　　　一、中国汽车

行业保持快速发展 　　　　二、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发展处于关键时期 　　　　 第二章 全

球飞轮总成行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世界飞轮总成行业发展分析 　　　　一、2016年世界飞

轮总成行业发展分析 　　　　二、2017年世界飞轮总成行业发展分析 　　　　三、2017年飞

轮总成国外市场竞争分析 　　第二节 全球飞轮总成市场调研 　　　　一、2017年全球飞轮总

成需求分析 　　　　二、2017年欧美飞轮总成需求分析 　　　　三、2017年中外飞轮总成市

场对比 　　第三节 2015-2017年主要国家或地区飞轮总成发展分析 　　　　一、2015-2017年

美国飞轮总成行业调研 　　　　二、2015-2017年日本飞轮总成行业调研 　　　　三

、2015-2017年欧洲飞轮总成行业调研  第三章 国内外汽车行业调研 　　第一节 2015-2017年国

际汽车工业现状 　　　　一、世界汽车行业的供应链结构分析 　　　　二、世界汽车行业发

展现状 　　　　三、金融危机对全球汽车产业的影响 　　　　四、全球汽车制造业新趋向 　

　第二节 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分析 　　　　一、改革开放30年民族汽车工业的发展 　　　　二

、中国汽车行业回顾及其展望 　　　　三、我国汽车产销及进出口分析 　　　　四、我国汽

车行业产量数据分析 　　　　五、汽车工业重点企业经济效益 　　　　六、金融危机与汽车

行业的分析 　　　　 第四章 2015-2017年我国飞轮总成行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2015-2017年

中国飞轮总成行业发展状况 　　　　一、飞轮总成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二、中国飞轮

总成行业发展动态 　　　　三、飞轮总成行业经营业绩分析 　　　　四、我国飞轮总成发展

热点 　　第二节 2015-2017年中国飞轮总成市场供需状况 　　　　一、中国飞轮总成行业供

给能力 　　　　二、中国飞轮总成市场供给分析 　　　　三、中国飞轮总成市场需求分析 　

　　　四、中国飞轮总成产品价格分析 　　第三节 2015-2017年我国飞轮总成市场调研 　　



　　一、2015年飞轮总成市场调研 　　　　二、2016年飞轮总成市场调研 　　　　三、2017

年轮总成市场调研 　　　　四、2017年主流飞轮总成市场的发展 　　　　五、2018年飞轮总

成市场的走向分析 　　　　 第五章 2015-2017年飞轮总成产业经济运行分析 　　第一节

2015-2017年中国飞轮总成产业工业总产值分析 　　　　一、2015-2017年中国飞轮总成产业工

业总产值分析 　　　　二、不同规模企业工业总产值分析 　　　　三、不同所有制企业工业

总产值比较 　　第二节 2015-2017年中国飞轮总成产业市场销售收入分析 　　　　一

、2015-2017年中国飞轮总成产业市场总销售收入分析 　　　　二、不同规模企业总销售收入

分析 　　　　三、不同所有制企业总销售收入比较 　　第三节 2015-2017年中国飞轮总成产

业产品成本费用分析 　　　　一、2015-2017年中国飞轮总成产业成本费用总额分析 　　　　

二、不同规模企业销售成本比较分析 　　　　三、不同所有制企业销售成本比较分析 　　第

四节 2015-2017年中国飞轮总成产业利润总额分析 　　　　一、2015-2017年中国飞轮总成产业

利润总额分析 　　　　二、不同规模企业利润总额比较分析 　　　　三、不同所有制企业利

润总额比较分析 　　　　 第六章 2015-2017年我国飞轮总成产业进出口分析 　　第一节 我国

飞轮总成产品进口分析 　　　　一、2015年进口总量分析 　　　　二、2015年进口结构分析 

　　　　三、2015年进口区域分析 　　第二节 我国飞轮总成产品出口分析 　　　　一、2016

年出口总量分析 　　　　二、2016年出口结构分析 　　　　三、2016年出口区域分析 　　第

三节 我国飞轮总成产品进出口预测 　　　　一、2017年进口分析 　　　　二、2017年出口分

析 　　　　三、2018年进口预测 　　　　四、2018年出口预测 　　　　 第七章 飞轮总成市

场需求分析 　　第一节 轿车飞轮总成需求分析 　　　　一、2015-2017年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2015-2017年市场需求情况分析 　　　　三、2015-2017年市场规模情况分析 　　

　　四、2015-2017年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五、2018-2023年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二

节 MPV飞轮总成需求分析 　　　　一、2015-2017年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

、2015-2017年市场需求情况分析 　　　　三、2015-2017年市场规模情况分析 　　　　四

、2015-2017年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五、2018-2023年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三节

SUV飞轮总成需求分析 　　　　一、2015-2017年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2015-2017年

市场需求情况分析 　　　　三、2015-2017年市场规模情况分析 　　　　四、2015-2017年行业

竞争格局分析 　　　　五、2018-2023年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四节 皮卡飞轮总成需求分

析 　　　　一、2015-2017年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2015-2017年市场需求情况分析 

　　　　三、2015-2017年市场规模情况分析 　　　　四、2015-2017年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五、2018-2023年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五节 轻卡飞轮总成需求分析 　　　　一

、2015-2017年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2015-2017年市场需求情况分析 　　　　三

、2015-2017年市场规模情况分析 　　　　四、2015-2017年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五



、2018-2023年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六节 大中型卡车飞轮总成需求分析 　　　　一

、2015-2017年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2015-2017年市场需求情况分析 　　　　三

、2015-2017年市场规模情况分析 　　　　四、2015-2017年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五

、2018-2023年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七节 轻客飞轮总成需求分析 　　　　一、2015-2017

年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2015-2017年市场需求情况分析 　　　　三、2015-2017年市

场规模情况分析 　　　　四、2015-2017年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五、2018-2023年行业发

展趋势分析 　　第八节 大中型客车飞轮总成需求分析 　　　　一、2015-2017年行业发展现

状分析 　　　　二、2015-2017年市场需求情况分析 　　　　三、2015-2017年市场规模情况分

析 　　　　四、2015-2017年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五、2018-2023年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二部分 行业竞争格局 第八章 飞轮总成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行业竞争结构分

析 　　　　一、现有企业间竞争 　　　　二、潜在进入者分析 　　　　三、替代品威胁分析

　　　　四、供应商议价能力 　　　　五、客户议价能力 　　第二节 行业集中度分析 　　

　　一、市场集中度分析 　　　　二、企业集中度分析 　　　　三、区域集中度分析 　　第

三节 行业国际竞争力比较 　　　　一、生产要素 　　　　二、需求条件 　　　　三、支援

与相关产业 　　　　四、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状态 　　　　五、政府的作用 　　第四节 

飞轮总成制造业主要企业竞争力分析 　　　　一、重点企业资产总计对比分析 　　　　二、

重点企业从业人员对比分析 　　　　三、重点企业全年营业收入对比分析 　　　　四、重点

企业出口交货值对比分析 　　　　五、重点企业利润总额对比分析 　　　　六、重点企业综

合竞争力对比分析 　　第五节 2015-2017年飞轮总成竞争格局分析 　　　　一、2017年飞轮总

成制造业竞争分析 　　　　二、2017年中外飞轮总成产品竞争分析 　　　　三、2015-2017年

国内外飞轮总成竞争分析 　　　　四、2015-2017年我国飞轮总成市场竞争分析 　　　　五

、2015-2017年我国飞轮总成市场集中度分析 　　　　六、2018-2023年国内主要飞轮总成企业

动向 　　　　 第九章 飞轮总成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第一节 飞轮总成市场竞争策略分析 　

　　　一、2018年飞轮总成市场增长潜力分析 　　　　二、2018年飞轮总成主要潜力品种分

析 　　　　三、现有飞轮总成产品竞争策略分析 　　　　四、潜力飞轮总成品种竞争策略选

择 　　　　五、典型企业产品竞争策略分析 　　第二节 飞轮总成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一、金融危机对飞轮总成竞争格局的影响 　　　　二、金融危机后飞轮总成竞争格局的变

化 　　　　三、2018-2023年我国飞轮总成市场竞争趋势 　　　　四、2018-2023年飞轮总成竞

争格局展望 　　　　五、2018-2023年飞轮总成竞争策略分析 　　　　六、2018-2023年飞轮总

成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第十章 主要飞轮总成企业竞争分析 　　第一节 十堰兴升工贸

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5-2017年经营

状况 　　　　四、2018-2023年投资前景 　　第二节 江西江铃汽车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5-2017年经营状况 　　　　四

、2018-2023年投资前景 　　第三节 绵阳市新兴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5-2017年经营状况 　　　　四、2018-2023年投资前

景 　　第四节 济南复强动力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5-2017年经营状况 　　　　四、2018-2023年投资前景 　　第五节 怀化市恒裕

实业有限公司汽车零部件厂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

、2015-2017年经营状况 　　　　四、2018-2023年投资前景 　　第六节 东风朝阳思益有限责

任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5-2017年经营状

况 　　　　四、2018-2023年投资前景 　　第七节 湖北丹江口志成铸造有限公司 　　　　一

、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5-2017年经营状况 　　　　四

、2018-2023年投资前景 　　第八节 长春市安泰非标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

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5-2017年经营状况 　　　　四、2018-2023年

投资前景 　　第九节 国营第二二八厂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5-2017年经营状况 　　　　四、2018-2023年投资前景 　　第十节 上海圣德曼

铸造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5-2017年

经营状况 　　　　四、2018-2023年投资前景 　　　　 第三部分 市场趋势调查 第十一章 飞轮

总成发展趋势分析 　　第一节 2018年发展环境展望 　　　　一、2018年宏观经济形势展望 　

　　　二、2017年政策走势及其影响 　　　　三、2018年国际行业走势展望 　　第二节 2018

年飞轮总成发展趋势分析 　　　　一、2017年技术发展趋势分析 　　　　二、2017年产品发

展趋势分析 　　　　三、2018年行业竞争格局展望 　　第三节 2018-2023年中国飞轮总成市场

趋势分析 　　　　一、2015-2017年飞轮总成市场趋势总结 　　　　二、2018-2023年飞轮总成

发展趋势分析 　　　　三、2018-2023年飞轮总成市场发展空间 　　　　四、2018-2023年飞轮

总成产业政策趋向 　　　　五、2018-2023年飞轮总成技术革新趋势 　　　　六、2018-2023年

飞轮总成价格走势分析 　　　　 第十二章 未来飞轮总成发展预测 　　第一节 2018-2023年国

际飞轮总成市场预测 　　　　一、2018-2023年全球飞轮总成行业产值预测 　　　　二

、2018-2023年全球飞轮总成市场需求前景 　　　　三、2018-2023年全球飞轮总成市场价格预

测 　　第二节 2018-2023年国内飞轮总成市场预测 　　　　一、2018-2023年国内飞轮总成行

业产值预测 　　　　二、2018-2023年国内飞轮总成市场需求前景 　　　　三、2018-2023年国

内飞轮总成市场价格预测 　　　　 第四部分 投资规划建议研究 第十三章 飞轮总成行业投资

现状分析 　　第一节 2016年飞轮总成行业投资情况分析 　　　　一、2016年总体投资及结构 

　　　　二、2016年投资规模情况 　　　　三、2016年投资增速情况 　　　　四、2016年分

行业投资分析 　　　　五、2016年分地区投资分析 　　　　六、2016年外商投资情况 　　第



二节 2017年飞轮总成行业投资情况分析 　　　　一、2017年总体投资及结构 　　　　二

、2017年投资规模情况 　　　　三、2017年投资增速情况 　　　　四、2017年分行业投资分

析 　　　　五、2017年分地区投资分析 　　　　六、2017年外商投资情况 　　　　 第十四章

飞轮总成行业投资环境分析 　　第一节 经济发展环境分析 　　　　一、2015-2017年我国宏

观经济运行情况 　　　　二、2018-2023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三、2018-2023年投

资前景及其影响预测 　　第二节 政策法规环境分析 　　　　一、2017年飞轮总成行业政策环

境 　　　　二、2017年国内宏观政策对其影响 　　　　三、2017年行业产业政策对其影响 　

　第三节 社会发展环境分析 　　　　一、国内社会环境发展现状 　　　　二、2017年社会环

境发展分析 　　　　三、2018-2023年社会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第四节 汽车行业振兴规划 

　　　　一、汽车行业振兴规划概述 　　　　二、汽车行业振兴规划细则 　　　　三、汽车

行业振兴规划三大任务 　　　　四、汽车行业振兴规划六大工程 　　　　五、汽车行业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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