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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电压力煲，是传统电压力锅的升级换代产品，操作方便、功能多、省时、节能、环保，属

于智能型厨房电器。电压力煲内部由限压阀、浮子阀、压力开关、限温器、发热盘、防堵罩

等零件组成，通过内置电脑程序进行烹饪，可根据食物营养不同而设定多种烹饪程序，对食

物味道和营养的把控更加精细。电压力煲功能集电饭煲、压力锅、焖烧锅、电炖锅、烤箱于

一体，除了具备普通电压力锅蒸、煮、焖、炖等功能外，还设有特色烹饪功能，如无水焗、

煲汤、做蛋糕等。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电压力煲市场调研及发展机遇预测报告》共十四章。

首先介绍了电压力煲行业市场发展环境、电压力煲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电压力煲行

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电压力煲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电压力煲做了重点企

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电压力煲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电压力煲产业有

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电压力煲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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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16年不同所有制家用电力器具制造企业数据分析

图表：2014年不同规模家用电力器具制造企业数据分析

图表：2015年不同规模家用电力器具制造企业数据分析

图表：2016年不同规模家用电力器具制造企业数据分析

图表：2016年家用厨房电器具制造业经济指标全国合计

图表：2016年家用厨房电器具制造业经济指标北京市合计



图表：2016年家用厨房电器具制造业经济指标天津市合计

图表：2016年家用厨房电器具制造业经济指标河北省合计

图表：2016年家用厨房电器具制造业经济指标辽宁省合计

图表：2016年家用厨房电器具制造业经济指标上海市合计

图表：2016年家用厨房电器具制造业经济指标江苏省合计

图表：2016年家用厨房电器具制造业经济指标浙江省合计

图表：2016年家用厨房电器具制造业经济指标安徽省合计

图表：2016年家用厨房电器具制造业经济指标福建省合计

图表：2016年家用厨房电器具制造业经济指标山东省合计

图表：2016年家用厨房电器具制造业经济指标湖北省合计

图表：2016年家用厨房电器具制造业经济指标湖南省合计

图表：2016年家用厨房电器具制造业经济指标广东省合计

图表：2016年家用厨房电器具制造业经济指标广西区合计

图表：2016年家用厨房电器具制造业经济指标重庆市合计

图表：2016年家用厨房电器具制造业经济指标四川省合计

图表：2016年家用厨房电器具制造业经济指标青海省合计

图表：2016年2月家用厨房电器具制造业收入前十家企业

图表：2016年5月家用厨房电器具制造业收入前十家企业

图表：2016年8月家用厨房电器具制造业收入前十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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