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溜冰鞋属于娱乐体育用品的一种，分为冰刀鞋，旱冰鞋，轮滑鞋三种。冰刀鞋鞋底是一片锋利的刀
片，旱冰鞋鞋底是两排四颗轮子，轮滑鞋鞋底是一排四颗轮子，利用滚动和滑行原理让人可以在高速下
滑行，做出各种华丽的动作。
2018-2025年中国溜冰鞋市场调查研究及发展前景趋势分析报告敦曾挖掘出古代滑冰的遗物——雪车上
的滑木。据考证，这块滑木是12世纪的东西。北欧人则是把骨制的滑行装置绑在脚上而从冰面上滑越过
去。
史书上有关滑冰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公元**年，因为那**年有一位荷兰滑冰爱好者在冰上遇害，从而给
人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大约在**年，荷兰历史上曾发生过荷兰人靠滑冰从水路和陆路击败西班牙人的
事实。一次，西班牙舰队与荷兰舰队相遇了，因天气骤变，两只舰队都因海面结冰而不能行动，这时
，荷兰人把会滑冰的士兵组成滑冰队，向敌人发起快速袭击，西班牙人措手不及，遭到惨败。另一次是
荷兰步兵滑冰队向屯驻在冰上的西班牙士兵发动进攻，西班牙士兵因不会滑冰而无还手之力，统统被杀
死，这时荷兰人采用的已是铁制滑冰工具了。 继铁制冰刀而起的就是今日的钢制冰刀。
《2018-2025年中国溜冰鞋市场调查研究及发展前景趋势分析报告》对溜冰鞋市场的分析由大入小
，从宏观到微观，以数据为基础，深入的分析了溜冰鞋行业在市场中的定位、溜冰鞋行业发展现状、溜
冰鞋市场动态、溜冰鞋重点企业经营状况、溜冰鞋相关政策以及溜冰鞋产业链影响等。
《2018-2025年中国溜冰鞋市场调查研究及发展前景趋势分析报告》还向投资人全面的呈现了各大
溜冰鞋公司和溜冰鞋行业相关项目现状、溜冰鞋未来发展潜力，溜冰鞋投资进入机会、溜冰鞋风险控制
、以及应对风险对策等。
第一章 2017年世界溜冰鞋运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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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溜冰鞋的发展简史
第二节 2017年世界溜冰鞋行业市场运行格局
一、世界溜冰鞋市场特征分析
二、世界溜冰鞋品牌市场竞争分布
三、世界溜冰鞋市场动态分析
四、世界溜冰鞋款式设计
第三节 2017年世界主要国家溜冰鞋市场运行分析
一、美国
二、日本
三、韩国
第四节 2018-2025年世界溜冰鞋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二章 2017年中国溜冰鞋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中国GDP分析
二、消费价格指数分析
2015-2020 nián zhōngguó liūbīng xié shìchǎng tiáo chá yánjiū jí fāzhǎn
qiánjǐng qūshì fēnxī bàogào
三、城乡居民收入分析
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六、进出口总额及增长率分析
第二节 2017年中国溜冰鞋市场政策环境分析
一、七大措施搞活流通扩大消费政策分析
二、冰鞋将出台国标
第三节 2017年中国溜冰鞋市场社会环境分析
一、中国人口规模及结构分析
二、居民消费观念
三、溜冰运动已经成为一种时尚
四、中国花样滑冰运动的民营力量崛起
第三章 2017年中国溜冰鞋行业市场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 2017年中国制鞋业简述
一、中国鞋业进入新一轮调整期
二、中国鞋业成为世界鞋业转移地
三、地区分布不平衡
四、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较强
第二节 2017年中国溜冰鞋产业现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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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旱冰鞋产业特点分析
二、中国旱冰鞋规模不断扩大
三、溜冰鞋质量分析
第三节 2017年中国溜冰鞋产业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设计能力低下，科技含量较低
二、缺乏名牌产品
第四章 2013-2017年中国溜冰鞋制造行业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13-2017年中国溜冰鞋制造行业规模分析
一、企业数量增长分析
二、从业人数增长分析
三、资产规模增长分析
第二节 2017年中国溜冰鞋制造行业结构分析
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1、不同类型分析
2、不同所有制分析
二、销售收入结构分析
1、不同类型分析
2、不同所有制分析
第三节 2013-2017年中国溜冰鞋制造行业产值分析
一、产成品增长分析
二、工业销售产值分析
三、出口 交货值分析
第四节 2013-2017年中国溜冰鞋制造行业成本费用分析
一、销售成本统计
2015--2020, China skates market research and trend analysis Prospects
二、费用统计
第五节 2013-2017年中国溜冰鞋制造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一、主要盈利指标分析
二、主要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第五章 2017年中国溜冰鞋业市场运行走势分析
第一节 2017年中国溜冰鞋市场运行动态
一、首款冰雪全息投影引发冰鞋销售高峰
二、美国CPSC对中国产儿童冰鞋实施召回
第二节 2017年中国溜冰鞋市场运行状况
一、溜冰鞋市场供给情况分析
二、溜冰鞋市场消费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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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响溜冰鞋市场消费的因素分析
第三节 2017年中国溜冰鞋市场价格分析
一、溜冰鞋价格走势分析
二、品牌溜冰鞋价格分析
第四节 2017年中国溜冰鞋租赁市场运行分析
第六章 2016-2017年中国溜冰鞋进出口贸易数据监测
第一节 2016-2017年中国溜冰鞋进出口贸易分析
一、中国溜冰鞋进出口贸易整体形态
二、溜冰鞋进出口市场分布
三、反倾销对中国鞋业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第二节 2013-2017年中国溜冰鞋进出口数据统计情况（95067010）
一、2013-2017年中国溜冰鞋出口量及金额统计
二、2013-2017年中国溜冰鞋进口量及金额统计
三、2013-2017年中国溜冰鞋进出口价格分析
2013-2017年中国溜冰鞋，包括装有冰刀的溜冰靴（95067010）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第三节 2013-2017年中国旱冰鞋进出口数据统计情况（95067020）
一、2013-2017年中国旱冰鞋出口量及金额统计
二、2013-2017年中国旱冰鞋进口量及金额统计
三、2013-2017年中国旱冰鞋进出口价格分析
第七章 2017年中国溜冰鞋市场消费全面调研
第一节 2017年中国溜冰鞋消费者基本情况
一、消费者年龄分布
二、溜冰鞋性别比例
三、对溜冰运动喜好程度及运动频率
第二节 2017年中国溜冰鞋消费行为调查分析
一、消费者购买溜冰鞋价格分析
二、消费者购买溜冰鞋渠道调查分析
三、消费者对已购买溜冰鞋满意度调查分析
四、2017年溜冰鞋前五大品牌购成
第三节 影响消费者购买溜冰鞋的因素分析
第八章 2017年中国溜冰鞋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2017年中国溜冰鞋行业竞争现状
一、外国品牌充斥中国市场
二、价格竞争分析
三、营销方式竞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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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2017年中国溜冰鞋集是度分析
一、市场集中度分析
二、区域集中度分析
第三节 2018-2025年中国溜冰鞋行业竞争趋势分析
第九章 2017年世界品牌溜冰鞋企业调研分析
2020年、中国は市場調査と傾向分析の展望スケート - 2015
第一节 米高MICRO旱冰鞋
一、企业概况
二、品牌竞争力分析
三、在华市场运行状况
四、国际化发展战略分析
第二节 K2-E3极速旱冰鞋
一、企业概况
二、品牌竞争力分析
三、在华市场运行状况
四、国际化发展战略分析
第三节 奥得赛旱冰鞋
一、企业概况
二、品牌竞争力分析
三、在华市场运行状况
四、国际化发展战略分析
第十章 2017年中国溜冰鞋重点企业调研分析
第一节 福建荔丰鞋业开发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二节 东莞台威运动用品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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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三节 亚旭塑胶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四节 东莞联欣运动器材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五节 温岭滕飞鞋业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六节 佛山市顺德区强健新启运动器材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七节 佛山市森海运动用品有限公司 （动感）
在线阅读
：http://www.360Baogao.com/List_FuZhuangFangZhiBaoGao/69/LiuBingXieChanYeXianZhua
ngYuFaZhanQianJing.html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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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八节 广州市蒙特莱运动器材有限公司 （美洲狮）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九节 中山玛浩体育用品厂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十节 宁波市北仑天鹅体育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天鹅）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_订阅′热′线′0′1′0′-6′6′18′1′0′９′9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十一章 2018-2025年中国溜冰鞋行业发展趋势与前景展望
第一节 2018-2025年中国溜冰鞋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一、中国体育用品产业前景展望
二、中国溜冰鞋市场前景预测分析
第二节 2018-2025年中国溜冰鞋款式流行趋势
第三节 2018-2025年中国溜冰鞋行业市场预测分析
一、溜冰鞋市场供需预测分析
二、溜冰鞋市场价格预测分析
第四节 2018-2025年中国溜冰鞋市场盈利预测分析
第十二章 2018-2025年中国溜冰鞋行业投资机会及风险分析
第一节 2018-2025年中国溜冰鞋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投资潜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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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吸引力分析
第二节 (济.研.咨.询)2018-2025年中国溜冰鞋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宏观调控政策风险
二、市场竞争风险
三、市场运营机制风险
图表目录
图表 福建荔丰鞋业开发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福建荔丰鞋业开发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福建荔丰鞋业开发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福建荔丰鞋业开发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福建荔丰鞋业开发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福建荔丰鞋业开发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福建荔丰鞋业开发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东莞台威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东莞台威运动用品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东莞台威运动用品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东莞台威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东莞台威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东莞台威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东莞台威运动用品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亚旭塑胶制品（深圳）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亚旭塑胶制品（深圳）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亚旭塑胶制品（深圳）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亚旭塑胶制品（深圳）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亚旭塑胶制品（深圳）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亚旭塑胶制品（深圳）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亚旭塑胶制品（深圳）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东莞联欣运动器材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东莞联欣运动器材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东莞联欣运动器材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2015-2020年中國溜冰鞋市場調查研究及發展前景趨勢分析報告
图表 东莞联欣运动器材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东莞联欣运动器材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东莞联欣运动器材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东莞联欣运动器材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温岭滕飞鞋业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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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温岭滕飞鞋业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温岭滕飞鞋业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温岭滕飞鞋业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温岭滕飞鞋业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温岭滕飞鞋业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温岭滕飞鞋业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佛山市顺德区强健新启运动器材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佛山市顺德区强健新启运动器材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佛山市顺德区强健新启运动器材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佛山市顺德区强健新启运动器材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佛山市顺德区强健新启运动器材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佛山市顺德区强健新启运动器材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佛山市顺德区强健新启运动器材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佛山市森海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佛山市森海运动用品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佛山市森海运动用品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佛山市森海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佛山市森海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佛山市森海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佛山市森海运动用品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广州市蒙特莱运动器材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广州市蒙特莱运动器材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广州市蒙特莱运动器材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广州市蒙特莱运动器材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广州市蒙特莱运动器材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广州市蒙特莱运动器材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广州市蒙特莱运动器材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中山玛浩体育用品厂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中山玛浩体育用品厂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中山玛浩体育用品厂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中山玛浩体育用品厂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中山玛浩体育用品厂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中山玛浩体育用品厂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中山玛浩体育用品厂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宁波市北仑天鹅体育用品制造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宁波市北仑天鹅体育用品制造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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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宁波市北仑天鹅体育用品制造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宁波市北仑天鹅体育用品制造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宁波市北仑天鹅体育用品制造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宁波市北仑天鹅体育用品制造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宁波市北仑天鹅体育用品制造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2018-2025年中国溜冰鞋市场盈利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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