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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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微信打印机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

报告》介绍了微信打印机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微信打印机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微信打

印机行业的现状、中国微信打印机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微信打印机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

状况分析及中国微信打印机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微信打印机产业有个系统的

了解或者想投资微信打印机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打印机是计算机的输出设备之一，是将计算机的运算结果或中间结果以人所能识别的数

字、字母、符号和图形等，依照规定的格式印在纸上的设备。随着互联网络的飞速发展，打

印机的应用领域也越来越规范，零售业、物流业对打印机的需求占比越来越大。打印机正向

轻、薄、短、小、低功耗、高速度和智能化方向发展。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在线教育及在家办公人员增加，文件打印等需求激增，促进打印

机销量的增长，打印机消费市场整体出货量同比增长率高达153.2%。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微信打印机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

析报告》表明：2020年，我国打印机进口384.2万台，同比下降22.7%。         时间   中国打印机

进口量及增长趋势(万台)   增速（%）       2014年   625.9   　       2015年   548.2   -12.41       2016年  

532.8   -2.81       2017年   548.4   2.93       2018年   566.9   3.37       2019年   497   -12.33       2020年   384.2  

-22.70   

2020年，我国打印机出口1521.8万台，同比下降11.74%。                                时间   中国打印机出口

量及增长趋势(万台)   增速（%）     2014年   2111.3   　     2015年   1831.1   -13.27     2016年   1917.1  

4.70     2017年   2010.2   4.86     2018年   1934.4   -3.77     2019年   1724.2   -10.87  2020年1521.8-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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