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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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企业级交换机行业市场运营状况分析研究与行业前景调

研分析报告》介绍了企业级交换机行业相关概述、中国企业级交换机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

中国企业级交换机行业的现状、中国企业级交换机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企业级交换机行业

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企业级交换机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企业级

交换机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企业级交换机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

       程控交换机，全称为存储程序控制交换机（与之对应的是布线逻辑控制交换机，简称布控

交换机），也称为程控数字交换机或数字程控交换机。通常专指用于电话交换网的交换设备

，它以计算机程序控制电话的接续。程控交换机是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完成控制、接续等

工作的电话交换机。

 

     程控交换机的基本功能主要为：用户线接入，中继接续，计费，设备管理等。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企业级交换机行业市场运营状况分析研究与行业前景

调研分析报告》表明：2018年我国程控交换机累计产量达1006.6万线，比上年累计增长6.6%。 

       指标   2018年12月   2018年11月   2018年10月   2018年9月   2018年8月   2018年7月       程控交换

机产量当期值(万线)   105.6   107.3   104   64.3   280   105.6       程控交换机产量累计值(万线)   1006.6

  901   793.7   662.5   809.3   529.3       程控交换机产量同比增长(%)   13.1   36   122.7   -33.8   262.7  

44.5       程控交换机产量累计增长(%)   6.6   5.9   2.9   -8.6   28.9   -3.9  

第一章 企业级交换机产品概述 

第一节 产品定义 

第二节 产品用途与特点 

第三节 行业生命周期分析 

 

第二章 企业级交换机行业环境分析 

第一节 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分析 

一、中国GDP分析 

二、固定资产投资 

三、城镇人员从业状况 

四、恩格尔系数分析 



五、2018-2023年我国宏观经济发展预测 

第二节 我国企业级交换机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企业级交换机行业政策分析 

二、相关产业政策影响分析 

第三节 国家&quot;十三五&quot;规划解读 

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 

二、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三、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四、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 

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第四节 我国企业级交换机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一、我国企业级交换机技术发展概况 

二、我国企业级交换机产品工艺特点或流程 

三、我国企业级交换机行业技术发展趋势 

 

第三章 企业级交换机行业上、下游产业链分析 

第一节 企业级交换机产业链分析 

一、产业链模型介绍 

二、企业级交换机产业链模型分析 

第二节 上游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一、2015-2017年主要原料产量分析 

二、2018-2023年主要原料产量预测 

第三节 下游产业发展情况分析 

一、2015-2017年主要下游产品消费量分析 

二、2018-2023年主要下游产品消费量预测 

 

第四章 中国企业级交换机市场调研 

第一节 企业级交换机市场现状分析及预测 

一、2015-2017年我国企业级交换机行业总产值分析 

二、2018-2023年我国企业级交换机行业总产值预测 

第二节 企业级交换机产品产量分析及预测 

一、2015-2017年我国企业级交换机产量分析 



二、2018-2023年我国企业级交换机产量预测 

第三节 企业级交换机市场需求分析及预测 

一、2015-2017年我国企业级交换机市场需求分析 

二、2018-2023年我国企业级交换机行业现状分析 

第四节 企业级交换机进出口数据分析 

一、2015-2017年我国企业级交换机进出口数据分析 

二、2018-2023年国内企业级交换机产品未来进出口情况预测 

 

第五章 中国企业级交换机市场规模分析 

第一节 2015-2017年中国企业级交换机市场规模分析 

第二节 2017年我国企业级交换机区域结构分析 

第三节 中国企业级交换机区域市场规模分析 

一、2015-2017年东北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二、2015-2017年华北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三、2015-2017年华东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四、2015-2017年华中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五、2015-2017年华南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六、2015-2017年西部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第四节 2018-2023年中国企业级交换机市场规模预测 

 

第六章 企业级交换机价格趋势分析 

第一节 2015-2017年我国企业级交换机市场价格分析 

第二节 国内产品当前市场价格及评述 

第三节 国内产品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第四节 2018-2023年我国企业级交换机市场价格预测 

 

第七章 企业级交换机主要生产厂商介绍 

第一节 思科系统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企业产品介绍 

三、企业财务指标分析 

四、企业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五、企业成长性分析 

六、企业成本费用 

七、投资前景 

第二节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企业产品介绍 

三、企业财务指标分析 

四、企业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五、企业成长性分析 

六、企业成本费用 

七、投资前景 

第三节 杭州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企业产品介绍 

三、企业财务指标分析 

四、企业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五、企业成长性分析 

六、企业成本费用 

七、投资前景 

第四节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企业产品介绍 

三、企业财务指标分析 

四、企业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五、企业成长性分析 

六、企业成本费用 

七、投资前景 

第五节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企业产品介绍 

三、企业财务指标分析 

四、企业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五、企业成长性分析 

六、企业成本费用 

七、投资前景 

第六节 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企业产品介绍 

三、企业财务指标分析 

四、企业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五、企业成长性分析 

六、企业成本费用 

七、投资前景 

 

第八章 企业级交换机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2015-2017年中国企业级交换机行业集中度分析 

第二节 企业级交换机国内外SWOT分析 

第三节 2018-2023年中国企业级交换机行业竞争格局预测分析 

 

第九章 2015-2017年中国企业级交换机行业总体发展状况 

第一节 中国企业级交换机行业规模情况分析 

一、行业单位规模情况分析 

二、行业人员规模状况分析 

三、行业资产规模状况分析 

四、行业市场规模状况分析 

五、行业敏感性分析 

第二节 中国企业级交换机行业产销情况分析 

一、行业生产情况分析 

二、行业销售情况分析 

三、行业产销情况分析 

第三节 中国企业级交换机行业财务能力分析 

一、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二、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四、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第十章 中国企业级交换机行业投资的建议及观点 

第一节 2018-2023年中国企业级交换机行业行业前景调研分析 

一、市场竞争风险 

二、原材料压力风险分析 

三、技术风险分析 

四、政策和体制风险 

五、外资进入现状及对未来市场的威胁 

第二节 行业前景调研分析 

一、同业竞争风险 

二、市场贸易风险 

三、行业金融信贷市场风险 

四、产业政策变动的影响 

第三节 行业应对策略 

一、把握国家投资的契机 

二、竞争性战略联盟的实施 

三、企业自身应对策略 

第四节 市场的重点客户战略实施 

一、实施重点客户战略的必要性 

二、合理确立重点客户 

三、对重点客户的营销策略 

四、强化重点客户的管理 

五、实施重点客户战略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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