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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5年中国混凝土泵车行业发展现状调研与发展趋势分析报告认为
，混凝土机械主要分为泵车和泵、搅拌车和搅拌站四大类产品， 搅拌站将混凝土生产出来，再由搅拌车
运输到施工现场，通过泵车或者混凝土泵将混凝土泵送到浇筑地点。 混凝土机械下游需求主要是房地产
和各类基础设施建设，用 **年房地产业和基建固投完成额来估算下游需求占比，得出房地产/基建需求占
比分别为 55%/45%。
测算得 2018/2019/**年混凝土泵车更新需求分别为 2108/2567/3045 辆，更新需求高点将出现在
**年以后。 鉴于混凝土泵车仅有 **-**年保有量数据， 为了做更新需求测算，对 **-**年销量数据做了
估算， 估算过程如下： 1）对混凝土泵车 **-**年数据做趋势分析，发现 **-**年数据呈指数型增长
，**-**年数据呈对数型增长； 2） 对 **-**年保有量数据进行指数性拟合，倒推出 **-**年保有量数据
。 3）综合考虑泵车不当使用、不可抗力等因素和超负荷使用情况，结合当年商砼产量，给予不同年份
一定的损耗率，则当年销量=（当年保有量-上**年保有量） +当年保有量*损耗率。 混凝土泵车使用时
间较长，一般在 **-**年左右，部分可以使用至 **年及以上。将混凝土泵车更新换代周期设置为
10/11/12/13/14/**年以上 6 种情景，占比分别为 15%/25%/30%/15%/10%/5%， 测算得
2018/2019/**年混凝土泵车更新需求分别为 2108/2567/3045辆，更新需求高峰将出现在 **年以后。
2018-2025年中国混凝土泵车行业发展现状调研与发展趋势分析报告108/2567/3045 辆（单位：辆）
2018-2025年中国混凝土泵车行业发展现状调研与发展趋势分析报告对我国混凝土泵车行业现状、
发展变化、竞争格局等情况进行深入的调研分析，并对未来混凝土泵车市场发展动向作了详尽阐述，还
根据混凝土泵车行 业的发展轨迹对混凝土泵车行业未来发展前景作了审慎的判断，为混凝土泵车产业投
资者寻找新的投资亮点。
2018-2025年中国混凝土泵车行业发展现状调研与发展趋势分析报告最后阐明混凝土泵车行业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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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混凝土泵车行业发展现状调研与发展趋势分析报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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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混凝土泵车企业、研究单位、政府等准确、全面、迅速了解混凝土泵车行业发展动向、制定发展战
略不可或缺的专业性报告。
第一章 混凝土泵车行业相关概述
第一节 混凝土泵车行业相关概述
一、产品概述
二、产品性能
三、产品分类
四、产品用途
第二节 混凝土泵车所属行业经营模式分析
一、生产模式分析
二、采购模式分析
三、销售模式分析
第二章 混凝土泵车所属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2018年中国经济发展环境分析
一、中国GDP增长情况分析
二、工业经济发展形势分析
三、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四、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五、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分析
六、居民消费价格变化分析
七、对外贸易发展形势分析
第二节 中国混凝土泵车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行业监管管理体制
二、行业相关政策分析
三、行业相关标准分析
第三节 中国混凝土泵车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一、行业技术发展历程
二、行业技术发展现状
第四节 中国混凝土泵车盘点分析
一、中德混血C8系列混凝土泵车
二、中德混血HB60K混凝土泵车
三、全球首台LNG混凝土泵车
四、ZLJ5540THBB67-6RZ混凝土泵车
五、47 M5 XXT混凝土泵车
2018年から2025年までの中国のコンクリートポンプトラック産業発展状況調査および開発
動向分析レポー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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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恒天创丰55m混凝土泵车
七、KDK5151-21H型混凝土泵车
第三章 2013-2018年中国混凝土泵车所属行业市场供需分析
第一节 中国混凝土泵车市场现状分析
一、中国混凝土泵车市场概况
二、中国混凝土泵车竞争格局
第二节 中国混凝土泵车市场供给状况
一、2013-2018年中国混凝土泵车产量分析
二、2018-2025年中国混凝土泵车产量预测
2018-2025 nián zhōngguó hùnníngtǔ bèng chē hángyè fāzhǎn xiànzhuàng
diàoyán yǔ fāzhǎn qūshì fēnxī bàogào
第三节 中国混凝土泵车市场需求状况
一、2013-2018年中国混凝土泵车需求分析
二、2018-2025年中国混凝土泵车需求预测
第四节 中国混凝土泵车市场规模状况
一、2013-2018年中国混凝土泵车市场规模分析
二、2018-2025年中国混凝土泵车市场规模预测
第五节 2018年中国混凝土泵车市场价格分析
一、主要供应商产品价格
二、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第四章 中国混凝土泵车所属行业产业链分析
第一节 混凝土泵车行业产业链概述
第二节 混凝土泵车上游产业发展状况分析
一、产品配套系统
（一）液压系统
（二）电控系统
（三）高强度钢板
（四）泵车底盘
二、钢铁行业调研
（一）钢铁行业发展现状
（二）钢材行业产量分析
（三）钢材行业需求现状
（四）钢材市场价格分析
第三节 混凝土泵车下游应用需求市场调研
一、建筑业
（一）建筑行业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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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筑行业投资情况
（三）建筑行业前景分析
中国建筑业总产值预测
二、水利工程
（一）水利建设现状分析
（二）水利建设投资情况
（三）水利建设前景分析
三、路桥工程
（一）路桥工程现状分析
（二）路桥工程投资情况
（三）路桥工程前景分析
第五章 2013-2018年混凝土泵车所属行业进出口数据分析
第一节 2013-2018年中国混凝土泵车进口分析
一、中国混凝土泵车进口数量情况
二、中国混凝土泵车进口金额情况 咨询热线:400612８668
三、中国混凝土泵车进口来源分析
四、中国混凝土泵车进口均价分析
第二节 2013-2018年中国混凝土泵车出口分析
一、中国混凝土泵车出口数量情况
二、中国混凝土泵车出口金额情况
三、中国混凝土泵车出口流向分析
四、中国混凝土泵车出口均价分析
第六章 混凝土泵车行业用户使用关注影响因素
第一节 产品价格
第二节 产品品牌
第三节 产品性能
第四节 售后服务
第五节 经济性因素
第七章 混凝土泵车行业市场营销战略分析
第一节 混凝土泵车行业营销渠道模式分析
一、厂家直销模式
二、代理营销模式
三、网络销售模式
第二节 混凝土泵车行业市场营销策略分析
一、产品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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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场推广策略
三、品牌营销策略
四、人员推销策略
五、服务营销策略
第三节 混凝土泵车企业重点客户战略实施
一、重点客户战略的必要性
二、重点客户的鉴别与确定
三、重点客户的开发与培育
在线阅读
：http://www.360Baogao.com/7/87/HunNingTuBengCheShiChangQianJing.html
四、重点客户市场营销策略
第四节 混凝土泵车企业营销创新策略分析
一、体验营销策略
二、关系营销策略
三、合作营销策略
四、文化营销策略
五、差异化营销策略
第八章 混凝土泵车行业主要生产厂商调研分析
第一节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二节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三节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四节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China's concrete pump truck industry development status survey and development
trend analysis report from 2018 to 2025
三、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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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上海鸿得利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九章 2018-2025年中国混凝土泵车行业发展趋势与前景
第一节 2018-2025年中国混凝土泵车行业前景调研分析
一、混凝土泵车发展趋势分析
二、混凝土泵车市场前景分析
三、混凝土泵车投资机会分析
第二节 2018-2025年中国混凝土泵车行业投资前景分析
一、产业政策分析
二、原材料风险分析
三、市场竞争风险
四、技术风险分析
第三节 2018-2025年混凝土泵车行业投资前景研究及建议
第十章 混凝土泵车企业投融资战略分析
第一节 混凝土泵车企业投资前景规划背景意义
一、企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二、企业强做大做的需要
三、企业可持续发展需要
第二节 混凝土泵车企业战略规划制定依据
一、国家产业政策
二、行业发展规律
三、企业资源与能力
四、可预期的战略定位
第三节 济研 咨 询:混凝土泵车企业战略规划策略分析
一、战略综合规划
二、技术开发战略
三、区域战略规划
四、产业战略规划
五、营销品牌战略
六、竞争战略规划
图表目录
图表 1 臂架常见型式
图表 2 支腿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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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混凝土泵车行业生产模式示意图
图表 4 混凝土泵车行业销售模式流程示意图
图表 5 2013-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及增长变化趋势图
图表 6 2013-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构成及增长速度统计
图表 7 2018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及增长速度趋势图
图表 9 2013-2018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趋势图
图表 10 2013-201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增长速度趋势图
图表 11 2013-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增长趋势图
图表 12 2018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月度变化趋势图
图表 13 2013-201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趋势图
图表 14 外廓尺寸限值
图表 15 轴荷及设计总质量限值
图表 16 与输电线的最小距离
图表 17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项目
图表 18 中国混凝土泵车臂架高度刷新世界记录的时间表
图表 19 2013-2018年中国混凝土泵车重点企业产量及总产量
图表 20 2013-2018年中国混凝土泵车产量统计
图表 21 2018-2025年中国混凝土泵车产量统计
图表 22 2013-2018年中国混凝土泵车销量统计
图表 23 2018-2025年中国混凝土泵车销量统计
图表 24 2013-2018年中国混凝土泵车市场规模统计
图表 25 2018-2025年中国混凝土泵车市场规模统计
图表 26 混凝土泵车重点企业产品价格
图表 27 2013-2018年中国钢铁行业经济指标统计
图表 28 2013-2018年中国钢材产量统计
2018-2025年中國混凝土泵車行業發展現狀調研與發展趨勢分析報告
图表 29 2013-2016年上海北京广州螺纹钢HRB400 200MM价格走势图
图表 30 2013-2018年中国建筑业固定投资额统计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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