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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喝咖啡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无论在家里、办公室、还是各种社交场合，人们都在品着咖啡
：它逐渐与时尚、现代生活联系在一起，成为了潮流的代名词和新兴生活方式的象征。虽然全球经济不
景气，但在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各大国外品牌咖啡馆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中国咖啡市场竞争日趋激
烈。
中国咖啡市场具有巨大发展空间。近年来，中国咖啡消费人群和消费市场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其
人均年消费量以30%的速度递增，远远超过世界咖啡消费年增长率，预计到**年，中国将成为相当于日
本的世界咖啡消费大国。因此，看清其中的各类影响因素，对各大咖啡巨大抢滩中国市场而言都是极为
重要的。
在过去**年内，中国咖啡馆的数量几乎实现了翻番。**年，中国大约有15898家咖啡馆，到**年便增
加至31783家。截至**中国的咖啡消费约为700亿人民币，而全世界咖啡消费市场为12万亿人民币，其
消费市场十分广阔。
咖啡馆的数量和消费的增加有赖于去咖啡馆在中国正成为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根据城市消费调查
的结果，超过十分之一受访者过去**年内至少去过一次咖啡馆，近一半的人去过两次、三次或更多，更
有五分之一受访者在过去**年内至少去过5次咖啡馆，而仅有5%的人称没有在任意一家咖啡馆消费过任
何产品。习惯的改变必定会带来巨大的商机，在这种商机诱惑之下，谁抓得了先机，就会赢得钵满盆满
。于是，各大国外品牌咖啡公司集体向中国咖啡市场砸钱圈地，战火逐渐从一线城市蔓延到二三线城市
。
在中国最成功的西方品牌莫过于美国的星巴克，其在中国一线城市的每一条主要街道上都设有连锁
店，截至**大约拥有700家门店，计划到**年达到1500家，中国大陆将成为其全球第二大市场。英国的
COSTA更是要迎头而上，声称“干不掉星巴克就回家”，其已在中国多个城市开了200家门店，计划在
**年达到2500家门店。而来自香港的太平洋咖啡截至**在内地门店达到100家，宣布逐渐辐射二线城市
，来自台湾的上岛系列咖啡也以其连锁加盟的商业模式，门店快速发展至3000家。此外还有日本的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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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德国的沏宝 、美国的戴奇、加拿大的第二杯、日本的真锅咖啡等，也都在竞相争夺中国的咖啡消费
市场。
在速溶咖啡方面，食品集团雀巢在中国的销量已占到其全球总销量的三分之二。虽然从全球咖啡的
消费结构来看，将由过去偏好饮用速溶咖啡逐步转向消费现磨咖啡。但世界速溶咖啡消费大户都是传统
上的饮茶大户，比如日本和英国，而中国更堪是茶叶大国，其消费市场前景显而易见。
第1章 咖啡机产品概述
第一节 产品定义
第二节 产品特点分析
第三节 产品生命周期分析
第四节 产品波特五力模型分析
第2章 咖啡机行业环境分析
第一节 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分析
一、中国GDP分析
三、固定资产投资
三、城镇人员从业状况
四、恩格尔系数分析
五、2018-2025年我国宏观经济发展预测
第二节 我国咖啡机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产业政策分析
二、相关产业政策影响分析
三、进出口政策分析
第四节 我国咖啡机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一、我国咖啡机技术发展概况
二、我国咖啡机产品工艺特点或流程
三、国内外咖啡机技术比较分析
四、我国咖啡机行业技术发展趋势
第3章 全球咖啡机市场分析
第一节 全球咖啡机市场概述
第二节 亚洲地区主要国家的咖啡机市场概况
第三节 欧洲地区主要国家的咖啡机市场概况
第四节 美洲地区主要国家的咖啡机市场概况
第五节 咖啡机产品产量分析及预测
一、2013-2017年全球咖啡机产量分析
二、2018-2025年全球咖啡机产量预测
第三节 咖啡机市场需求分析及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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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3-2017年全球咖啡机市场需求分析
2015 version of the Chinese coffee marke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research Trend Analysis Report
二、2018-2025年全球咖啡机市场需求预测
第4章 中国咖啡机市场分析
第一节 咖啡机市场现状分析及预测
一、2013-2017年我国咖啡机市场规模分析
二、2018-2025年我国咖啡机市场规模预测
第二节 咖啡机产品产量分析及预测
一、2013-2017年我国咖啡机产量分析
二、2018-2025年我国咖啡机产量预测
第三节 咖啡机市场需求分析及预测
一、2013-2017年我国咖啡机市场需求分析
二、2018-2025年我国咖啡机市场需求预测
第四节 咖啡机价格趋势分析
一、2013-2017年我国咖啡机市场价格分析
二、2018-2025年我国咖啡机市场价格预测
第五节 咖啡机进出口数据分析
一、2013-2017年我国咖啡机进出口数据分析
二、2018-2025年国内咖啡机产品未来进出口情况预测
第5章 咖啡机行业上、下游产业链分析
第一节 咖啡机产业链分析
一、产业链模型介绍
二、咖啡机产业链模型分析
第二节 上游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第三节 下游产业发展情况分析
第6章 咖啡机主要生产厂商介绍
一、厦门灿坤实业股有限公司
（一）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二）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二、广东新宝电器股有限公司
（一）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二）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研究傾向分析レポートの中国のコーヒー市場の状況と開発の見通しの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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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三、北美电器（ACA）
（一）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二）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伊莱克斯（Electrolux）
（一）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二）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飞利浦
（一）企业偿债能力分析_咨询热线:40０6128668
（二）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7章 咖啡机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咖啡机国内拟在建项目分析
第二节 2013-2017年中国咖啡机行业集中度分析
一、咖啡机市场集中度
二、咖啡机生产企业分布
第三节 2013-2017年中国咖啡机行业竞争现状分析
一、咖啡机技术竞争分析
二、咖啡机价格竞争
三、咖啡机国内外SWOT分析
第四节 2018-2025年中国咖啡机行业竞争策略分析
第8章 咖啡机行业未来发展预测及投资前景分析
第一节 当前行业存在的问题
第二节 未来咖啡机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三节 2018-2025年咖啡机行业运行状况预测
一、2018-2025年咖啡机行业工业总产值预测
二、2018-2025年咖啡机行业销售收入预测
2015 bǎn zhōngguó kāfēi jī shìchǎng xiànzhuàng diàoyán yǔ fāzhǎn
qiánjǐng qūshì fēnxī bàogào
三、2018-2025年咖啡机行业总资产预测
第四节 未来咖啡机行业投资前景分析
三、重点投资区域分析
四、重点投资产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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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咖啡机行业投资风险及防范措施
第一节 2018-2025年咖啡机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宏观调控风险
二、行业竞争风险
三、供需波动风险
四、技术风险
五、经营管理风险
六、其他风险
第二节 2018-2025年咖啡机行业投资建议分析
一、投资产品建议
二、投资区域建议
三、投资方式建议
第三节 济 研咨 询:济研：2018-2025年咖啡机行业投资策略分析
一、企业经营战略策略
二、兼并及收购策略
三、融资方式选择策略
四、海外资本市场的运作
图表 1 我国咖啡机行业所处生命周期示意图
图表 2 波特五力模型结构示意图
图表 3 2013-2017年我国季度GDP增长率（%）
图表 4 2013-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月度累计同比增长率（%）
图表 7 2018-2025年全球咖啡机行业产量预测图
图表 9 2013-2017年全球咖啡机行业需求及增长对比
图表 10 2018-2025年全球咖啡机行业需求预测图
图表 11 2013-2017年我国咖啡机行业资产合计及增长情况
图表 12 2013-2017年我国咖啡机行业资产合计及增长对比
图表 13 咖啡机行业工业产值在第二产业中的占比
图表 14 咖啡机行业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
图表 19 2013-2017年我国咖啡机行业需求及增长对比
图表 20 2018-2025年我国咖啡机行业需求预测图
图表 21 2013-2017年我国咖啡机行业出口及增长情况
图表 22 2013-2017年我国咖啡机行业出口及增长对比
图表 23 2018-2025年我国咖啡机行业出口预测图
图表 24 近3年厦门灿坤实业股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图表 25 近3年厦门灿坤实业股有限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图表 26 近3年厦门灿坤实业股有限公司已获利息倍数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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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7 近3年厦门灿坤实业股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图表 28 近3年厦门灿坤实业股有限公司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29 近3年厦门灿坤实业股有限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30 近3年厦门灿坤实业股有限公司销售毛利率变化情况
图表 31 近3年广东新宝电器股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图表 32 近3年广东新宝电器股有限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图表 33 近3年广东新宝电器股有限公司已获利息倍数变化情况
图表 34 近3年广东新宝电器股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图表 35 近3年广东新宝电器股有限公司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36 近3年广东新宝电器股有限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37 近3年广东新宝电器股有限公司销售毛利率变化情况
图表 38 近3年北美电器（中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图表 39 近3年北美电器（中国）有限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图表 40 近3年北美电器（中国）有限公司已获利息倍数变化情况
图表 41 近3年北美电器（中国）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图表 42 近3年北美电器（中国）有限公司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43 近3年北美电器（中国）有限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44 近3年北美电器（中国）有限公司销售毛利率变化情况
图表 45 近3年伊莱克斯（中国）电器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2015版中國咖啡機市場現狀調研與發展前景趨勢分析報告
图表 46 近3年伊莱克斯（中国）电器有限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图表 47 近3年伊莱克斯（中国）电器有限公司已获利息倍数变化情况
图表 48 近3年伊莱克斯（中国）电器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图表 49 近3年伊莱克斯（中国）电器有限公司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50 近3年伊莱克斯（中国）电器有限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51 近3年伊莱克斯（中国）电器有限公司销售毛利率变化情况
图表 52 近3年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图表 53 近3年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图表 54 近3年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已获利息倍数变化情况
图表 55 近3年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图表 56 近3年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57 近3年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58 近3年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销售毛利率变化情况
表格 1 2018-2025年全球咖啡机行业产量预测结果
表格 2 2018-2025年全球咖啡机行业需求预测结果
表格 3 2018-2025年我国咖啡机行业产量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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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4 2018-2025年我国咖啡机行业需求预测结果
表格 6 近4年厦门灿坤实业股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表格 7 近4年厦门灿坤实业股有限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表格 8 近4年厦门灿坤实业股有限公司已获利息倍数变化情况
表格 9 近4年厦门灿坤实业股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表格 10 近4年厦门灿坤实业股有限公司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表格 11 近4年厦门灿坤实业股有限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表格 12 近4年厦门灿坤实业股有限公司销售毛利率变化情况
表格 13 近4年广东新宝电器股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表格 14 近4年广东新宝电器股有限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表格 15 近4年广东新宝电器股有限公司已获利息倍数变化情况
表格 16 近4年广东新宝电器股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表格 17 近4年广东新宝电器股有限公司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表格 18 近4年广东新宝电器股有限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表格 19 近4年广东新宝电器股有限公司销售毛利率变化情况
表格 20 近4年北美电器（中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表格 21 近4年北美电器（中国）有限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表格 22 近4年北美电器（中国）有限公司已获利息倍数变化情况
表格 23 近4年北美电器（中国）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表格 24 近4年北美电器（中国）有限公司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表格 25 近4年北美电器（中国）有限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在线阅读：http://www.360Baogao.com/2015-01/KaFeiJiXianZhuangDiaoChaFenXi.html
表格 26 近4年北美电器（中国）有限公司销售毛利率变化情况
表格 27 近4年伊莱克斯（中国）电器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表格 28 近4年伊莱克斯（中国）电器有限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表格 29 近4年伊莱克斯（中国）电器有限公司已获利息倍数变化情况
表格 30 近4年伊莱克斯（中国）电器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表格 31 近4年伊莱克斯（中国）电器有限公司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表格 32 近4年伊莱克斯（中国）电器有限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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