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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研说明

中商情报网全新发布的《全球按摩器行业市场深度调查与2014-

2018年投资发展分析研究报告》主要依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中国海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协会、工商、税务、海关、国内外相关刊物的基础信息以及行

业研究单位等公布和提供的大量资料，结合深入的市场调研资料，由中商情报网的资深专

家和研究人员的分析。首先，报告对本行业的特征及国内外市场环境进行描述，其次，对

本行业的上下游产业链，市场供需状况及竞争格局等进行了细致的详尽剖析，接着报告中

列出数家该行业的重点企业，并分析相关经营财务数据。最后，对该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

，投资风险及投资策略给出科学的建议。本报告是行业生产、贸易、经销等企业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洞察市场先机，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



资时机和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了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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