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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水位传感器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

报告》介绍了水位传感器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水位传感器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水位传

感器行业的现状、中国水位传感器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水位传感器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

状况分析及中国水位传感器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水位传感器产业有个系统的

了解或者想投资水位传感器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传感器（英文名称：transducer/sensor）是一种检测装置，能感受到被测量的信息，并能将

感受到的信息，按一定规律变换成为电信号或其他所需形式的信息输出，以满足信息的传输

、处理、存储、显示、记录和控制等要求。

    物联网作为信息通信技术的典型代表，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可穿戴设备、

智能家电、自动驾驶汽车、智能机器人等设备与应用的发展促使数以百亿计的新设备将接入

网络，万物互联的时代正在加速来临。

      到2025年，物联网带来的经济效益将在2.7万亿到6.2万亿美元之间，其中传感器作为物联网

技术最重要的数据采集入口，将迎来广阔的发展空间。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

水位传感器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报告》表明：近年来中国传感器市场

规模保持较快增长，自2015年开始，年均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2020年市场规模接近2000亿元

。

          时间   中国传感器市场规模及增速(亿元)   增速（%）       2015年   995   　       2016年   1126  

13.17       2017年   1300   15.45       2018年   1472   13.23       2019年   1691   14.88       2020年   1953   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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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全球水位传感器行业市场评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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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相关水位传感器行业标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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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国水位传感器进出口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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