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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铜牙拉链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报

告》介绍了铜牙拉链行业相关概述、中国铜牙拉链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铜牙拉链行业

的现状、中国铜牙拉链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铜牙拉链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

国铜牙拉链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铜牙拉链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铜

牙拉链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拉链（zipper） 是依靠连续排列的链牙，使物品并合或分离的连接件，现大量用于服装、包

袋 、帐篷等。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铜牙拉链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

报告》表明：2010年以来，中国拉链行业市场保持平稳发展，2019年我国拉链行业市场规模

达466亿元，2020年受疫情影响，拉链行业市场规模为455亿元，同比下降2.36%。         时间   中

国拉链市场规模及增速(亿元)   增速（%）       2010年   345   　       2011年   384   11.30       2012年  

389   1.30       2013年   430   10.54       2014年   446   3.72       2015年   448   0.45       2016年   453   1.12      

2017年   452   -0.22       2018年   458   1.33       2019年   466   1.75       2020年   455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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