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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轮胎压力监测系统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

介绍了轮胎压力监测系统行业相关概述、中国轮胎压力监测系统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

轮胎压力监测系统行业的现状、中国轮胎压力监测系统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轮胎压力监测

系统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轮胎压力监测系统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

若想对轮胎压力监测系统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轮胎压力监测系统行业，本报告是

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TPMS全称轮胎压力监测系统，是&ldquo;tire pressure monitoring system&rdquo;的缩写，TPMS

的作用是在汽车行驶过程中对轮胎气压进行实时自动监测，并对轮胎漏气和低气压进行报警

，以确保行车安全。作为汽车重要的组成部分，轮胎性能的主要考量的因素是轮胎的气压，

轮胎的气压过低或者过高都会影响轮胎的使用性能并且降低其使用寿命，最终影响到行车安

全。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轮胎压力监测系统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

》表明：2018年我国橡胶轮胎外胎销售量累计值达81402.8万条，期末库存比上年累计增

长7.3%。       指标   2018年第四季度   2018年第三季度   2018年第二季度   2018年第一季度       橡

胶轮胎外胎销售量累计值(万条)   81402.8   64261.3   42755.6   19362.7       橡胶轮胎外胎产销率累

计值(%)   99.8   99.3   98.2   100.7       橡胶轮胎外胎产销率比上年同期增减(百分点)   -0.7   0.3   1.1  

-3.3       橡胶轮胎外胎期末库存比年初增减(%)   7.3   6.6   7.5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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