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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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汽车氧传感器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汽

车氧传感器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汽车氧传感器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汽车氧传感器行业

的现状、中国汽车氧传感器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汽车氧传感器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

分析及中国汽车氧传感器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汽车氧传感器产业有个系统的

了解或者想投资汽车氧传感器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汽车氧传感器是电喷发动机控制系统中关键的反馈传感器，是控制汽车尾气排放、降低汽

车对环境污染、提高汽车发动机燃油燃烧质量的关键零件，氧传感器均安装在发动机排气管

上。汽车氧传感器是电喷发动机控制系统中关键的反馈传感器，是控制汽车尾气排放、降低

汽车对环境污染、提高汽车发动机燃油燃烧质量的关键零件，氧传感器有二氧化锆和二氧化

钛两种。氧传感器是利用陶瓷敏感元件测量各类加热炉或排气管道中的氧电势，由化学平衡

原理计算出对应的氧浓度，达到监测和控制炉内燃烧空燃比，保证产品质量及尾气排放达标

的测量元件，广泛应用于各类煤燃烧、油燃烧、气燃烧等炉体的气氛控制。

 氧传感器用于电子控制燃油喷射装置的反馈控制系统，用来检测排气中的氧浓度与空燃比的

浓稀，在发动机内进行理论空燃比（14.7：1）燃烧的监控，并向电脑输送反馈信号。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汽车氧传感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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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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