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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雪地胎市场分析与行业调查报告》介绍了雪地胎行业相

关概述、中国雪地胎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雪地胎行业的现状、中国雪地胎行业竞争格

局、对中国雪地胎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雪地胎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

您若想对雪地胎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雪地胎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

具。

    适合在雪天使用的轮胎，橡胶轮胎有金属钉，可以增加抓地力，在较为寒冷且容易积雪的

地方，人们冬天会使用这种轮胎，比如俄罗斯。

    未显示数据请查阅正文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雪地胎市场分析与行业调查报告》表明：2022年我国

橡胶轮胎外胎产量累计值达85600.3万条，期末总额比上年累计下降5%。           指标   2022年12

月   2022年11月   2022年10月   2022年9月   2022年8月   2022年7月       橡胶轮胎外胎产量当期值(万

条)   6990.8   7481.2   7321.6   7545.4   7226.5   7479.9       橡胶轮胎外胎产量累计值(万条)   85600.3  

78792   71286.7   63931.7   56422.1   49243.4       橡胶轮胎外胎产量同比增长(%)   -15.2   -7   -0.2   9.2  

-2.2   2.5       橡胶轮胎外胎产量累计增长(%)   -5   -4   -3.7   -4.1   -5.6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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