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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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智能家居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智

能家居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智能家居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智能家居行业的现状、中国

智能家居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智能家居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智能家居产

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智能家居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智能家居行业，

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2016年我国智能家居渗透率只有0.1%，远远落后于美国的5.8%、日本的1.3%、瑞士的1.3%和

德国的1.2%。不过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我国的智能家居渗透率将会快速提升，虽然仍

落后于发达国家，但是在市场规模上将会十分庞大。2018年我国的智能家居市场将会超过千

亿规模，到2020 年渗透率也将会上升至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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