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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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高尔夫伞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高尔夫

伞行业相关概述、中国高尔夫伞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高尔夫伞行业的现状、中国高尔

夫伞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高尔夫伞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高尔夫伞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高尔夫伞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高尔夫伞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高尔夫伞最常见的有直杆手开高尔夫伞，直杆自动高尔夫伞，也有二折自开高尔夫伞等，

由于伞大，往往比较兜风，一阵大风过后，力气小点的，往往拿不稳，越来越人性化的设计

，将这难题较好的得到了解决，在高尔夫伞面上做了改良，常见的做法是把伞面做成双层，

下面的一层伞面的顶端透空，然后上面的一层盖在下面的一层上面，比透风的孔大一些，刚

好盖住，上下两层少量针线缝合，正常使用的时候，雨水进入不了伞里面，风吹过来的时候

，顺差透空的顶被排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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