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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汽车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

介绍了汽车电动助力转向系统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汽车电动助力转向系统产业运行环境、分

析了中国汽车电动助力转向系统行业的现状、中国汽车电动助力转向系统行业竞争格局、对

中国汽车电动助力转向系统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汽车电动助力转向系统产

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汽车电动助力转向系统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汽

车电动助力转向系统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汽车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

》表明：2019年我国汽车产量累计值达2552.8万辆，期末产量比上年累计下降8%。             指标 

 2019年12月   2019年11月   2019年10月   2019年9月   2019年8月   2019年7月   2019年6月       汽车产

量当期值(万辆)   270.5   260.8   227.9   222   200   185.4   196       汽车产量累计值(万辆)   2552.8  

2285.8   2029.3   1808.7   1592.4   1435   1214       汽车产量同比增长(%)   8.1   3.7   -2.1   -6.9   -0.6  

-11.5   -15.2       汽车产量累计增长(%)   -8   -9.6   -11.1   -12   -12.5   -12.8   -14.2

 

 报告目录：

 第.1章：中国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发展综述

 1.1中国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发展概述

 1.1.1汽车转向系统的定义及分类

 （1）汽车转向系统的定义

 （2）汽车转向系统的分类

 1.1.2汽车动力转向系统的划分

 （1）液压动力转向系统（HPS）

 （2）电控液压动力转向系统（EHPS）

 （3）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

 （4）线控转向系统（SBW）

 1.1.3汽车动力转向系统相关零部件产品概述

 （1）转向器

 （2）转向管柱

 （3）转向油泵及油管

 （4）转向横拉杆



 （5）转向摇臂

 1.2中国汽车转动系统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1.2.1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1）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政策回顾整理

 （2）《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1-2020）》解读

 1.2.2行业经济环境分析

 （1）国际宏观经济分析

 （2）国内宏观经济分析

 （3）行业宏观经济分析

 1.2.3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1）液压动力转向技术分析

 （2）电动助力转向技术分析

 （3）线控转向技术分析

 1.2.4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1）&ldquo;低碳经济&rdquo;与可持续投资前景

 （2）降低石油依存度开发新能源

 （3）中国车市进入汽车消费时代

  

 第2章：中国汽车及零部件行业市场深度分析

 2.1中国汽车行业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2.1.1中国汽车市场产销规模分析

 （1）中国乘用车市场产销规模分析

 （2）中国商用车市场产销规模分析

 2.1.2中国汽车市场产业调整与格局分析

 （1）&ldquo;四大四小&rdquo;汽车产业格局分析

 （2）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市场发展分析

 （3）中国二、三线汽车市场发展分析

 （4）中国汽车出口市场发展分析

 2.1.3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及前景展望

 （1）中国新能源汽车&ldquo;三纵三横&rdquo;产业布局

 （2）中国混合动力汽车市场发展分析

 （3）中国电动汽车市场发展分析



 （4）中国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趋势预测展望

 2.2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2.2.1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发展现状

 （1）汽车零部件采购全球化

 （2）汽车零部件进口替代化

 （3）汽车行业竞争整合持续

 2.2.2中国汽车零部件市场规模分析

 （1）中国汽车零部件配套市场规模分析

 （2）中国汽车零部件售后市场规模分析

 （3）中国汽车零部件出口市场规模分析

 2.2.3中国汽车零部件再制造市场发展分析

 （1）中国汽车零部件再制造市场发展现状

 （2）中国汽车零部件再制造市场规模预测

  

 第3章：中国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3.1国际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3.1.1主要国家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发展现状

 （1）美国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发展现状

 （2）日本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发展现状

 （3）欧洲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发展现状

 3.1.2国际汽车转向系统及零部件企业在华投资布局

 （1）美国天河（TRW）在华投资布局

 （2）美国德尔福（DERPHI）在华投资布局

 （3）日本捷太格特（JLETK）在华投资布局

 （4）日本恩斯克（NSK）在华投资布局

 （5）德国采埃孚（ZFfriedrichafen）在华投资布局

 3.1.3国际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1）亚太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2）北美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3）欧洲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4）南美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3.2中国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3.2.1中国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1）中国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发展规模分析

 （2）中国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市场集中度分析

 （3）中国汽车转向系统行业企业盈利分析

 （4）中国汽车转向系统行业运营模式分析

 3.2.2中国汽车转向系统行业SWOT分析

 （1）行业发展优势分析

 （2）行业发展劣势分析

 （3）行业发展机会分析

 （4）行业发展威胁分析

 3.2.3中国汽车转向系统细分市场规模分析

 （1）中国机械液压动力转向系统市场规模分析

 （2）中国电控液压动力转向系统市场规模分析

 （3）中国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市场规模分析

  

 第4章：中国汽车转向系统行业重点区域分析

 4.1东北地区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4.1.1长春市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1）长春市汽车工业&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

 （2）长春市汽车产业开发区建设现状

 （3）长春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链完善分析

 （4）长春市汽车转向系统及零部件市场预测

 4.1.2吉林市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1）吉林市&ldquo;长吉一体化&rdquo;建设规划

 （2）吉林市汽车工业园区建设现状

 （3）吉林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链完善分析

 （4）吉林市汽车转向系统及零部件市场预测

 4.2京津地区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4.2.1北京市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1）北京市汽车工业&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

 （2）北京市汽车产业开发区建设现状

 （3）北京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链完善分析



 （4）北京市汽车转向系统及零部件市场预测

 4.2.2天津市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1）天津市汽车工业&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

 （2）天津滨海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建设现状

 （3）天津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链完善分析

 （4）天津市汽车转向系统及零部件市场预测

 4.3华中地区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4.3.1武汉市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1）武汉市汽车工业&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

 （2）武汉市汽车零部件工业园区建设现状

 （3）武汉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链完善分析

 （4）武汉市汽车转向系统及零部件市场预测

 4.3.2襄樊市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1）襄樊市汽车工业&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

 （2）襄樊市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建设现状

 （3）襄樊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链完善分析

 （4）襄樊市汽车转向系统及零部件市场预测

 4.3.3长沙市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1）长沙市汽车工业&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

 （2）长沙市汽车产业开发区建设现状

 （3）长沙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链完善分析

 （4）长沙市汽车转向系统及零部件市场预测

 4.4华东地区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4.4.1南京市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1）南京市汽车工业&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

 （2）南京市汽车零部件工业园区建设现状

 （3）南京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链完善分析

 （4）南京市汽车转向系统及零部件市场预测

 4.4.2苏州市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1）苏州市汽车工业&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

 （2）苏州市汽车零部件工业园区建设现状

 （3）苏州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链完善分析



 （4）苏州市汽车转向系统及零部件市场预测

 4.4.3杭州市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1）杭州市汽车工业&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

 （2）杭州市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建设现状

 （3）杭州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链完善分析

 （4）杭州市汽车转向系统及零部件市场预测

 4.4.4宁波市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1）宁波市汽车工业&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

 （2）宁波市汽车产业开发区建设现状

 （3）宁波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链完善分析

 （4）宁波市汽车转向系统及零部件市场预测

 4.4.5上海市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1）上海市汽车工业&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

 （2）上海市汽车产业开发区建设现状

 （3）上海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链完善分析

 （4）上海市汽车转向系统及零部件市场预测

 4.4.6芜湖市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1）芜湖市汽车工业&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

 （2）芜湖市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建设现状

 （3）芜湖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链完善分析

 （4）芜湖市汽车转向系统及零部件市场预测

 4.5华南地区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4.5.1广州市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1）广州市汽车工业&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

 （2）广州市汽车零部件工业园区建设现状

 （3）广州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链完善分析

 （4）广州市汽车转向系统及零部件市场预测

 4.5.2深圳市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1）深圳市汽车工业&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

 （2）深圳市汽车零部件工业园区建设现状

 （3）深圳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链完善分析

 （4）深圳市汽车转向系统及零部件市场预测



 4.5.3东莞市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1）东莞市汽车工业&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

 （2）东莞市汽车零部件工业园区建设现状

 （3）东莞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链完善分析

 （4）东莞市汽车转向系统及零部件市场预测

 4.5.4柳州市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1）柳州市汽车工业&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

 （2）柳州内江汽车零部件工业园区建设现状

 （3）柳州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链完善分析

 （4）柳州市汽车转向系统及零部件市场预测

 4.6西南地区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4.6.1重庆市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1）重庆市汽车工业&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

 （2）重庆内江汽车零部件工业园区建设现状

 （3）重庆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链完善分析

 （4）重庆市汽车转向系统及零部件市场预测

 4.6.2成都市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1）成都市汽车工业&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

 （2）成都市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建设现状

 （3）成都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链完善分析

 （4）成都市汽车转向系统及零部件市场预测

  

 第5章：中国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发展状况分析

 5.1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发展概况分析

 5.1.1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简要概述

 （1）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研发

 （2）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分类

 （3）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优点

 5.1.2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关键部件

 （1）转角/转矩传感器

 （2）车速传感器

 （3）助力电动机



 （4）减速机构

 （5）电控单元

 5.1.3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研究现状

 （1）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国外研究现状

 （2）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国内研究现状

 5.2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应用现状及趋势

 5.2.1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应用现状分析

 （1）转向柱式电动助力转向系统（C-EPS）

 （2）小齿轮式电动助力转向系统（P-EPS）

 （3）双小齿轮式电动助力转向系统（D-EPS）

 （4）齿条式电动助力转向系统（R-EPS）

 5.2.2电动助力转向系统技术趋势分析

 5.3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市场发展分析

 5.3.1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市场规模分析

 （1）国际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市场规模分析

 （2）中国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市场规模分析

 5.3.2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市场竞争分析

 （1）自主品牌汽车应用市场调研

 （2）合资品牌汽车应用市场调研

 5.3.3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市场发展趋势

  

 第6章：中国汽车转向系统零部件行业市场调研

 6.1液压动力转向系统零部件行业市场调研

 6.1.1动力转向器行业市场调研

 （1）齿轮齿条式转向器市场调研

 （2）蜗杆曲柄销式转向器市场调研

 （3）循环球式转向器市场调研

 （4）齿轮齿条液压助力转向器市场调研

 6.1.2转向管柱行业市场调研

 （1）转向管柱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2）转向管柱行业市场竞争分析

 （3）转向管柱行业市场前景分析



 6.1.3液压助力泵行业市场调研

 （1）液压助力泵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2）液压助力泵行业市场竞争分析

 （3）液压助力泵行业市场前景分析

 6.2电动助力转向系统零部件行业市场调研

 6.2.1传感器行业市场调研

 （1）传感器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2）传感器行业市场竞争分析

 （3）传感器行业市场前景分析

 6.2.2电控单元行业市场调研

 （1）电控单元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2）电控单元行业市场竞争分析

 （3）电控单元行业市场前景分析

 6.2.3助力电动机行业市场调研

 （1）助力电动机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2）助力电动机行业市场竞争分析

 （3）助力电动机行业市场前景分析

  

 第7章：中国汽车转向系统行业企业经营分析（企业可自选）

 7.1江苏罡阳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7.1.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7.1.2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7.1.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8.1.4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7.2芜湖恒隆汽车转向系统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7.2.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7.2.2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7.2.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7.2.4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7.3 江门市兴江转向器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7.3.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7.3.2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7.3.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7.3.4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7.4佛山市恒威汽车动力转向器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7.4.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7.4.2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7.4.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7.4.4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7.5沙市久隆汽车动力转向器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7.5.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7.5.2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7.5.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7.5.4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第8章：2020-2026年中国汽车转向系统行业投资机会及趋势分析分析

 8.1中国汽车转向系统行业投资前景

 8.1.1行业政策风险分析

 8.1.2行业技术风险分析

 8.1.3行业供求风险分析

 8.1.4行业经济波动风险

 8.1.5行业关联产业风险

 8.1.6行业产品结构风险

 8.1.7行业区域风险分析

 8.2中国汽车转向系统行业投资特性

 8.2.1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8.2.2行业盈利模式分析

 8.2.3行业盈利因素分析

 8.3中国汽车转向系统行业市场前景分析

 8.3.1汽车转向系统及零部件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8.3.22020-2026年汽车行业产销规模市场预测

 8.3.32020-2026年汽车转向系统及零部件规模预测

  

 部分图表目录：



 图表1 机械式液压助力正视结构图

 图表2 电控液压动力转向系统图

 图表3 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图

 图表4  叶片式转向油泵

 图表5  2011-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及增长速度分析

 图表6 2013-2019年居民消费价格月度涨跌幅度

 图表7 2019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涨跌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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