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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自**年诞生，从**年开始快速增长，经过将近**年的持续增长后，产业规模和产销量增速
迅猛。但由于近几年国内市场逐渐饱和及各地相继出台的限摩限电政策的原因，截至**增速呈放缓的趋
势。近年来，随着特斯拉这个高端电动汽车走入我们的生活，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也正在静悄悄的慢热
，电池技术始终是电动汽车的发展的巨大瓶颈。而电动自行车对电池要求更低，更适应截至**的市场。
据统计，**年我国电动自行车生产3215万辆；累计同比增长4.4%，电动车行业正逐步的向“锂电化
”、“轻量化”、“智能化”的方向上发展。锂电池电动自行车逐渐走进大众的事业，成为电动车行业
新的突破口。**年，我国电动自行车累计完成产量3215万辆，累计同比增长4.4%，其中**月份当月完成
产量318.4万辆，同比增长7.6%。电动自行车主营业务收入1001.7亿元，同比增长9.2%，实现利润总
额56.3亿元，同比增长3.9%。
**-**年中国电动自行车总产量（单位：万辆）
2018-2025年中国电动自行车市场调查研究及发展趋势分析报告对我国电动自行车行业现状、发展
变化、竞争格局等情况进行深入的调研分析，并对未来电动自行车市场发展动向作了详尽阐述，还根据
电动自行车行 业的发展轨迹对电动自行车行业未来发展前景作了审慎的判断，为电动自行车产业投资者
寻找新的投资亮点。
2018-2025年中国电动自行车市场调查研究及发展趋势分析报告最后阐明电动自行车行业的投资空
间，指明投资方向，提出研究者的战略建议，以供投资决策者参考。
中国市场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5年中国电动自行车市场调查研究及发展趋势分析报告》是相关
电动自行车企业、研究单位、政府等准确、全面、迅速了解电动自行车行业发展动向、制定发展战略不
可或缺的专业性报告。
第一部分 行业发展现状
第一章 全球电动自行车市场分析
第一节 全球电动自行车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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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8年全球电动自行车行业现状
二、2018年全球电动自行车产销分析
三、2018年欧美电动自行车产销分析
四、2018年全球电动自行车产销预测
五、2018年全球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
第二节 美国电动自行车市场分析
一、2018年美国电动自行车销量分析
二、2018年美国电动自行车市场预测
三、2018年美国电动自行车销量预测
第三节 日本电动自行车市场分析
一、2018年日本电动自行车产量分析
二、2018年日本电动自行车销量分析
三、2018年日本电动自行车产销预测
第四节 其他国家电动自行车市场分析
一、2013-2018年印度电动自行车市场分析
二、2013-2018年越南电动自行车市场分析
三、2013-2018年印尼电动自行车市场分析
四、2013-2018年智利电动自行车市场分析
五、2013-2018年巴基斯坦电动自行车市场分析
六、2013-2018年委内瑞拉电动自行车市场分析
第二章 中国电动自行车市场发展分析
第一节 2013-2018年我国电动自行车市场分析
一、2018年电动自行车市场分析
……
……
四、2018年主流电动自行车市场的发展
五、2018年电动自行车市场的走向分析
第二节 2018年电动自行车市场销量分析
一、2018年前十大电动自行车销量排行榜
二、2018年我国电动自行车销量情况分析
三、2018年自主品牌电动自行车销量分析
四、2018年我国电动自行车销量数据分析
五、2018年我国电动自行车销量情况预测
第三节 2018年我国电动自行车进出口分析
一、2018年我国电动自行车进出口分析
二、2018年自主品牌电动自行车出口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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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8年电动自行车进口金额增长情况
四、2018年我国电动自行车出口南美情况
五、2018年中国电动自行车对俄出口形势
第三章 中国电动自行车产品供需分析
第一节 中国电动自行车需求与消费状况分析
一、中国目前电动自行车消费的主要特征分析
二、中国电动自行车消费者消费偏好调查分析
三、2013-2018年中国电动自行车历年消费量统计
四、中国电动自行车消费者对其价格的敏感度分析
第二节 中国电动自行车行业市场价格分析
一、2018年中国主要电动自行车产品价格趋向分析
二、2018年中国电动自行车行业平均价格趋向分析
三、2018年中国电动自行车行业价格趋向预测分析
四、2018年中国主要电动自行车产品价格趋向分析
第四章 2013-2018年中国电动自行车产业运行状况分析
第一节 2013-2018年中国电动自行车产业概述
一、2013-2018年中国电动自行车产业发展现状
二、2013-2018年中国电动自行车产业产量分析
三、2013-2018年中国电动自行车产业技术发展动向
四、2013-2018年中国电动自行车产业品牌发展分析
第二节 2013-2018年中国电动自行车产业市场供需状况分析
一、2013-2018年中国电动自行车产业产品供给能力分析
二、2013-2018年中国电动自行车产业市场需求状况分析
三、2013-2018年中国电动自行车产业市场供需总体态势
四、中国电动自行车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第五章 2013-2018年中国电动自行车产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第一节 2013-2018年中国电动自行车产业工业总产值分析
一、2013-2018年中国电动自行车产业工业总产值分析
二、不同规模企业工业总产值分析
三、不同所有制企业工业总产值比较
第二节 2013-2018年中国电动自行车产业市场销售收入分析
一、2013-2018年中国电动自行车产业市场总销售收入分析
二、不同规模企业总销售收入分析
三、不同所有制企业总销售收入比较
第三节 2013-2018年中国电动自行车产业产品成本费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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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3-2018年中国电动自行车产业成本费用总额分析
二、不同规模企业销售成本比较分析
三、不同所有制企业销售成本比较分析
第四节 2013-2018年中国电动自行车产业利润总额分析
一、2013-2018年中国电动自行车产业利润总额分析
二、不同规模企业利润总额比较分析
三、不同所有制企业利润总额比较分析
第二部分 行业竞争格局
第六章 电动自行车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行业竞争结构分析
一、现有企业间竞争
二、潜在进入者分析
三、替代品威胁分析
四、供应商议价能力
五、客户议价能力
第二节 行业集中度分析
一、市场集中度分析
在线阅读
：http://www.360Baogao.com/6/65/DianDongZiXingCheHangYeXianZhuan.html
二、企业集中度分析
三、区域集中度分析
第三节 中国电动自行车行业竞争格局综述
一、2018年电动自行车行业集中度
二、2018年电动自行车行业竞争程度
三、2018年电动自行车企业与品牌数量
四、2018年电动自行车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第四节 2013-2018年电动自行车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一、2013-2018年国内外电动自行车竞争分析
二、2013-2018年我国电动自行车市场竞争分析
三、2013-2018年我国电动自行车市场集中度分析
四、2018年国内主要电动自行车企业动向
第七章 电动自行车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第一节 电动自行车市场竞争策略分析
一、2018年电动自行车市场增长潜力分析
二、2018年电动自行车主要潜力品种分析
三、现有电动自行车产品竞争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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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潜力电动自行车品种竞争策略选择
五、典型企业产品竞争策略分析
第二节 电动自行车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一、金融危机对电动自行车行业竞争格局的影响
China's electric bicycle marke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rend analysis report from
2018 to 2025
二、金融危机后电动自行车行业竞争格局的变化
三、2018-2025年我国电动自行车市场竞争趋势
四、2018-2025年电动自行车行业竞争格局展望
五、2018-2025年电动自行车行业竞争策略分析
六、2018-2025年电动自行车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第八章 电动自行车市场营销研究
第一节 消费群体
一、性别
二、年龄
三、阶层
第二节 消费趋势研究
一、产品消费趋势定位
二、消费税的影响因素分析
第三节 营销策略观察
一、电动自行车产品的发展趋势观察
二、电动自行车产品的营销对策分析
第四节 消费者消费趋势研究
一、消费者因素分析
二、生产企业因素分析
第九章 电动自行车企业营销策略
第一节 电动车企业突出重围战略法则
一、产品集中法则
二、区域制胜法则
三、市场渐进法则
四、市场爆破法则
五、品牌超越法则
第二节 电动车企业的四大营销战略
一、广告战略
二、产品战略
三、展会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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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务战略
第三节 电动自行车销售渠道分析
一、电动自行车销售模式
二、电动自行车超市销售模式
三、电动自行车终端病症诊断根治
四、电动车专卖店研究
五、电动自行车企业渠道整合策略
第四节 电动自行车营销策略分析
一、电动自行车营销误区
二、电动自行车现代营销体系分析
三、电动自行车促销策略分析
四、电动自行车营销策略分析
五、电动自行车整合营销策略分析
六、电动自行车企业文化营销策略
第十章 主要电动自行车企业竞争分析
第一节 青岛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3-2018年经营状况
四、2018-2025年发展战略
第二节 南京大陆鸽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3-2018年经营状况
四、2018-2025年发展战略
第三节 金山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3-2018年经营状况
四、2018-2025年发展战略
第四节 上海永久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3-2018年经营状况
四、2018-2025年发展战略
第五节 捷安特（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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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3-2018年经营状况
四、2018-2025年发展战略
第六节 金华市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3-2018年经营状况
四、2018-2025年发展战略
第七节 天津富士达自行车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2018-2025年中國電動自行車市場調查研究及發展趨勢分析報告
三、2013-2018年经营状况
四、2018-2025年发展战略
第八节 山东英克莱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3-2018年经营状况
四、2018-2025年发展战略
第九节 天津飞鸽自行车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3-2018年经营状况
四、2018-2025年发展战略
第十节 北京新日电动车制造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咨,询电,话,０,1,0,-,6,6,18,1,0,9,9
三、2013-2018年经营状况
四、2018-2025年发展战略
第三部分 行业前景预测
第十一章 电动自行车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一节 2018年发展环境展望
一、2018年宏观经济形势展望
二、2018年政策走势及其影响
三、2018年国际行业走势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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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我国电动自行车行业前景与机遇分析
一、我国电动自行车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二、2018年电动自行车的发展机遇分析
三、金融危机为电动自行车带来的机遇
第三节 2018年电动自行车制造技术发展趋势分析
一、电动自行车制造行业技术现状
二、电动自行车企业技术改造方针
三、电动自行车技术改进途径分析
四、电动自行车技术发展趋势分析
第四节 2018-2025年中国电动自行车市场趋势分析
一、2013-2018年电动自行车市场趋势总结
二、2018-2025年电动自行车发展趋势分析
三、2018-2025年电动自行车市场发展空间
四、2018-2025年电动自行车产业政策趋向
五、2018-2025年电动自行车技术革新趋势
六、2018-2025年电动自行车价格走势分析
七、2018-2025年国际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第十二章 未来电动自行车行业发展预测
第一节 2018-2025年国际电动自行车市场预测
一、2018-2025年全球电动自行车行业产值预测
二、2018-2025年全球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前景
三、2018-2025年全球电动自行车市场价格预测
第二节 2018-2025年国内电动自行车市场预测
一、2018-2025年国内电动自行车行业产值预测
二、2018-2025年国内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前景
三、2018-2025年国内电动自行车市场价格预测
四、2018-2025年国内电动自行车行业集中度预测
第四部分 投资战略研究
第十三章 电动自行车行业投资现状分析
第一节 2018年电动自行车行业投资情况分析
一、2018年总体投资及结构
二、2018年投资规模情况
三、2018年投资增速情况
四、2018年分行业投资分析
五、2018年分地区投资分析
六、2018年外商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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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2018年电动自行车行业投资情况分析
一、2018年总体投资及结构
二、2018年投资规模情况
三、2018年投资增速情况
四、2018年分行业投资分析
五、2018年分地区投资分析
六、2018年外商投资情况
第十四章 电动自行车行业投资环境分析
第一节 经济发展环境分析
一、2013-2018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
二、2018-2025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三、2018-2025年投资趋势及其影响预测
第二节 政策法规环境分析
一、2018年电动自行车行业政策环境
二、2018年国内宏观政策对其影响
三、2018年行业产业政策对其影响
第三节 社会发展环境分析
一、国内社会环境发展现状
二、2018年社会环境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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