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及中国床垫行业调研及投资前景预测分析报告2015-20
26

 

 

 

 

 

 

 

 

 

 

中国市场研究网

www.hjbaogao.com.cn

                              1 / 21

http://www.hjbaogao.com.cn


 

 

报告目录

印刷版￥19800 电子版￥19800 印刷+电子￥19800  

 

报告目录

1 行业综述

1.1 床垫 行业简介

1.2 床垫 主要分类和各类型产品的主要生产企业

1.3 床垫 下游应用分布格局

1.4 全球 床垫 主要生产企业概况

1.5 全球 床垫 行业投资和发展前景分析

1.6 全球 床垫 投资情况分析

1.6.1 投资结构

1.6.2 投资规模

1.6.3 投资增速

                              2 / 21



 

1.6.4 主要投资项目简介

1.6.5 中国市场主要投资项目简介

 

2 全球 床垫 供需状况及预测

2.1 全球 床垫 供需现状及预测（2015-2026年）

2.1.1 全球 床垫 产能、产量、产能利用率及发展趋势（2015-2026）

2.1.2 全球 床垫 产销概况及产销率（2015-2026年）

2.1.3 全球各类型 床垫 产量及预测（2015-2026年）

2.1.4 全球各类型 床垫 产值及预测（2015-2026年）

2.2 中国 床垫 供需现状及预测（2015-2026年）

2.2.1 中国 床垫 产能、产量、产能利用率及发展趋势（2015-2026）

2.2.2 中国 床垫 产销概况及产销率（2015-2026年）

2.2.3 中国各类型 床垫 产量及预测（2020-2026年）

2.2.4 中国各类型 床垫 产值及预测（2020-2026年）

 

3 全球 床垫 竞争格局分析（产量、产值及主要企业）

3.1 全球 床垫 主要企业产量、产值及市场份额

                              3 / 21



 

3.1.1 全球市场床垫主要企业产量数据（2018-2020）

3.1.2 全球市场床垫主要企业产值数据（2018-2020）

3.2 中国床垫主要企业产量、产值及市场份额

3.2.1 中国床垫主要企业产量数据（2018-2020）

3.2.2 中国床垫主要企业产值数据（2018-2020）

3.3 2020年床垫主要生产企业地域分布状况

3.4  床垫行业集中度

3.5  中国 床垫市场集中度分析

3.6 全球和中国市场动力学分析

3.6.1 驱动因素

3.6.2 制约因素

3.6.3 机遇

3.6.4 挑战

 

4 全球主要地区床垫行业发展趋势及预测

4.1 全球市场

4.1.1 全球 床垫 市场规模及各地区占比（2015-2026年）

                              4 / 21



 

4.1.2 全球 床垫 产值地区分布格局（2015-2026年）

4.2 中国市场床垫产量、产值及增长率 （2015-2026年）

4.3 美国市场床垫产量、产值及增长率 （2015-2026年）

4.4 欧洲市场床垫产量、产值及增长率 （2015-2026年）

4.5 日本市场床垫产量、产值及增长率 （2015-2026年）

4.6 东南亚市场床垫产量、产值及增长率 （2015-2026年）

4.7 印度市场床垫产量、产值及增长率 （2015-2026年）

 

5 全球 床垫 消费状况及需求预测

5.1 全球 床垫消费量及各地区占比（2015-2026年）

5.2 中国市场床垫消费量及需求预测（2015-2026年）

5.3 美国市场床垫消费量及需求预测（2015-2026年）

5.4 欧洲市场床垫消费量及需求预测（2015-2026年）

5.5 日本市场床垫消费量及需求预测（2015-2026年）

5.6 东南亚市场床垫消费量及需求预测（2015-2026年）

5.7 印度市场床垫消费量及需求预测（2015-2026年）

 

                              5 / 21



 

6 床垫价值链分析

6.1 床垫价值链分析

6.2 床垫产业上游市场

6.2.1 上游原料供给状况

6.2.2 原料供应商及联系方式

6.3 全球当前及未来对 床垫 需求量最大的下游领域

6.4 中国当前及未来对 床垫 需求量最大的下游领域

6.5 国内销售渠道分析及建议

6.5.1 当前的主要销售模式及销售渠道

6.5.2 国内市场 床垫 未来销售模式及销售渠道发展趋势

6.6 企业海外销售渠道分析及建议

6.6.1 欧洲、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地区 床垫 销售渠道

6.6.2 欧洲、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地区 床垫 未来销售模式发展趋势

 

7 中国床垫进出口发展趋势预测（2015-2026年）

7.1 中国床垫进出口量及增长率（2015-2026年）

7.2 中国床垫主要进口来源

                              6 / 21



 

7.3 中国床垫主要出口国

8 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市场大环境的影响

8.1 中国，欧洲，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国床垫行业整体发展现状

8.2 国际贸易环境、政策等因素

8.3 新冠肺炎疫情对床垫行业的影响

 

9 床垫 竞争企业分析

9.1 Serta Simmons Bedding

9.1.1 Serta Simmons Bedding
公司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以及市场地位

9.1.2 Serta Simmons Bedding 产品规格及特点

9.1.3 Serta Simmons Bedding
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5-2020）

9.1.4 Serta Simmons Bedding 市场动态

9.2 Tempur Sealy International

9.2.1 Tempur Sealy International
公司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以及市场地位

9.2.2 Tempur Sealy International 产品规格及特点

9.2.3 Tempur Sealy International

                              7 / 21



 

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5-2020）

9.2.4 Tempur Sealy International 市场动态

9.3 Sleep Number

9.3.1 Sleep Number
公司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以及市场地位

9.3.2 Sleep Number 产品规格及特点

9.3.3 Sleep Number 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5-2020）

9.3.4 Sleep Number 市场动态

9.4 Hilding Anders

9.4.1 Hilding Anders
公司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以及市场地位

9.4.2 Hilding Anders 产品规格及特点

9.3.4 Hilding Anders 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5-2020）

9.4.4 Hilding Anders 市场动态

9.5 Corsicana

9.5.1 Corsicana
公司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以及市场地位

9.5.2 Corsicana 产品规格及特点

9.5.4 Corsicana 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5-2020）

                              8 / 21



 

9.5.4 Corsicana 市场动态

9.6 Ruf-Betten

9.6.1 Ruf-Betten
公司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以及市场地位

9.6.2 Ruf-Betten 产品规格及特点

9.6.4 Ruf-Betten 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5-2020）

9.6.4 Ruf-Betten 市场动态

9.7 Recticel

9.7.1 Recticel
公司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以及市场地位

9.7.2 Recticel 产品规格及特点

9.7.4 Recticel 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5-2020）

9.7.4 Recticel 市场动态

9.8 Derucci

9.8.1 Derucci
公司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以及市场地位

9.8.2 Derucci 产品规格及特点

9.8.4 Derucci 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5-2020）

9.8.4 Derucci 市场动态

                              9 / 21



 

9.9 Sleemon

9.9.1 Sleemon
公司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以及市场地位

9.9.2 Sleemon 产品规格及特点

9.9.4 Sleemon 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5-2020）

9.9.4 Sleemon 市场动态

9.10 MLILY

9.10.1 MLILY
公司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以及市场地位

9.10.2 MLILY 产品规格及特点

9.10.4 MLILY 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5-2020）

9.10.4 MLILY 市场动态

9.11 Therapedic

9.12 Ashley

9.13 Breckle

9.14 King Koil

9.15 Pikolin

9.16 Mengshen

                             10 / 21



 

9.17 Lianle

9.18 Airland

 

10 研究成果及结论

 

图表目录

图 床垫产品图片

图 主要应用领域

图：全球 床垫 下游应用分布格局 2020

图：中国 床垫 下游应用分布格局2020

表：全球 床垫 产能、产量、产能利用率（2015-2026）

图：全球 床垫 产能、产量、产能利用率及发展趋势（2015-2026年）

表：全球 床垫 产销概况及产销率（2015-2026年）

图：全球 床垫 产销状况及产销率 （2015-2026年）

图：全球各类型 床垫 产量（2020-2026年）

图：全球各类型 床垫 产量占比（2020-2026年）

图：全球各类型 床垫 产值（2020-2026年）

                             11 / 21



 

图：全球各类型 床垫 产值占比（2020-2026年）

图：中国 床垫 产能、产量、产能利用率及发展趋势（2015-2026年）

表：中国 床垫 产销概况及产销率（2015-2026年）

图：中国 床垫 产销状况及产销率 （2015-2026年）

图：中国各类型 床垫 产量（2015-2026年）

图：中国各类型 床垫 产量占比（2020-2026年）

图：中国各类型 床垫 产值（2015-2026年）

图：中国各类型 床垫 产值占比（2020-2026年）

表：全球 床垫 主要企业产量（2018-2020）

表：全球 床垫 主要企业产量占比（2018-2020）

图：全球 床垫 主要企业产量占比 （2019-2020）

表：全球 床垫 主要企业产值（2018-2020）

表：全球 床垫 主要企业产值占比（2018-2020）

图：全球 床垫 主要企业产值占比 （2019-2020）

表：中国 床垫 主要企业产量（2018-2020）

表：中国 床垫 主要企业产量占比（2018-2020）

图：中国 床垫 主要企业产量占比 （2019-2020）

                             12 / 21



 

表：中国 床垫 主要企业产值（2018-2020）

表：中国 床垫 主要企业产值占比（2018-2020）

图：中国 床垫 主要企业产值占比 （2019-2020）

表： 床垫 厂商产地分布及商业化日期

表：全球TOP 5 企业产量占比

表：中国 床垫 生产地区分布

表：全球主要地区 床垫 产量占比

图：全球主要地区 床垫 产量占比

表：全球主要地区 床垫  产值占比

图：全球主要地区 床垫 产值占比

表：中国市场 床垫 产量及增长率 (2015-2026年)

图：中国 床垫 产量及增长率 (2015-2026年)

图：中国 床垫 产值及增长率 (2015-2026年)

表：美国市场 床垫 产量及增长率 (2015-2026年)

图：美国 床垫 产量及增长率 (2015-2026年)

图：美国 床垫 产值及增长率 (2015-2026年)

表：欧洲市场 床垫 产量及增长率 (2015-2026年)

                             13 / 21



 

图：欧洲 床垫 产量及增长率 (2015-2026年)

图：欧洲 床垫 产值及增长率 (2015-2026年)

表：日本市场 床垫 产量及增长率 (2015-2026年)

图：日本 床垫 产量及增长率 (2015-2026年)

图：日本 床垫 产值及增长率 (2015-2026年)

表：东南亚市场 床垫 产量及增长率 (2015-2026年)

图：东南亚 床垫 产量及增长率 (2015-2026年)

图：东南亚 床垫 产值及增长率 (2015-2026年)

表：印度市场 床垫 产量及增长率 (2015-2026年)

图：印度 床垫 产量及增长率 (2015-2026年)

图：印度 床垫 产值及增长率 (2015-2026年)

表：全球主要地区 床垫 消费量占比

图：全球主要地区 床垫 消费量占比

表：中国市场 床垫 消费量及增长率 (2015-2026年)

图：中国 床垫 消费量及增长率 (2015-2026年)

表：美国市场 床垫 消费量及增长率 (2015-2026年)

图：美国 床垫 消费量及增长率 (2015-2026年)

                             14 / 21



 

表：欧洲市场 床垫 消费量及增长率 (2015-2026年)

图：欧洲 床垫 消费量及增长率 (2015-2026年)

表：日本市场 床垫 消费量及增长率 (2015-2026年)

图：日本 床垫 消费量及增长率 (2015-2026年)

表：东南亚市场 床垫 消费量及增长率 (2015-2026年)

图：东南亚 床垫 消费量及增长率 (2015-2026年)

表：印度市场 床垫 消费量及增长率 (2015-2026年)

图： 床垫 价值链

表： 床垫 价值链

表： 床垫 上游原料供应商及联系方式列表

表：全球 床垫 各应用领域消费量（2015-2020年）

图：全球 床垫 下游应用分布格局（2019-2020）

表：中国 床垫 各应用领域消费量（2015-2020年）

图：中国 床垫 下游应用分布格局（2019-2020）

表：中国 床垫 市场进出口量（2015-2026年）

表：中国 床垫 主要进口来源国

表：中国 床垫 主要出口国 2019

                             15 / 21



 

表  基本信息

表 Serta Simmons Bedding
床垫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Serta Simmons Bedding 床垫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表 Serta Simmons Bedding
床垫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5-2020年）

表 Serta Simmons Bedding 床垫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20年）

表 Tempur Sealy International
床垫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Tempur Sealy International 床垫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表 Tempur Sealy International
床垫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5-2020年）

表 Tempur Sealy International 床垫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20年）

表 Sleep Number
床垫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Sleep Number 床垫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表 Sleep Number 床垫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5-2020年）

表 Sleep Number 床垫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20年）

表 Hilding Anders
床垫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16 / 21



 

表 Hilding Anders 床垫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表 Hilding Anders 床垫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5-2020年）

表 Hilding Anders 床垫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20年）

表 Corsicana
床垫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Corsicana 床垫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表 Corsicana 床垫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5-2020年）

表 Corsicana 床垫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20年）

表 Ruf-Betten
床垫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Ruf-Betten 床垫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表 Ruf-Betten 床垫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5-2020年）

表 Ruf-Betten 床垫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20年）

表 Recticel
床垫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Recticel 床垫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表 Recticel 床垫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5-2020年）

表 Recticel 床垫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20年）

表 Derucci

                             17 / 21



 

床垫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Derucci 床垫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表 Derucci 床垫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5-2020年）

表 Derucci 床垫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20年）

表 Sleemon
床垫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Sleemon 床垫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表 Sleemon 床垫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5-2020年）

表 Sleemon 床垫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20年）

表 MLILY
床垫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MLILY 床垫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表 MLILY 床垫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5-2020年）

表 MLILY 床垫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20年）

表 Therapedic
床垫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Therapedic 床垫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表 Therapedic 床垫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5-2020年）

表 Therapedic 床垫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20年）

                             18 / 21



 

表 Ashley
床垫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Ashley 床垫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表 Ashley 床垫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5-2020年）

表 Ashley 床垫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20年）

表 Breckle
床垫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Breckle 床垫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表 Breckle 床垫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5-2020年）

表 Breckle 床垫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20年）

表 King Koil
床垫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King Koil 床垫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表 King Koil 床垫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5-2020年）

表 King Koil 床垫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20年）

表 Pikolin
床垫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Pikolin 床垫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表 Pikolin 床垫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5-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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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Pikolin 床垫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20年）

表 Mengshen
床垫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Lianle
床垫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Airland
床垫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全球市场不同分类下床垫产量（2015-2020年）

表 全球市场不同分类下床垫产量预测（2021-2026年）

表 全球市场不同分类下床垫产量市场份额（2015-2026年）

表 全球市场不同分类下床垫产值（2015-2020年）

表 全球市场不同分类下床垫产值预测（2021-2026年）

表 全球市场不同分类下床垫产值市场份额（2015-2026年）

表 全球市场不同分类下床垫价格走势以及预测（2015-2026年）

表 中国市场不同分类下床垫产量（2015-2020年）

表 中国市场不同分类下床垫产量预测（2021-2026年）

表 中国市场不同分类下床垫产量市场份额（2015-2026年）

表 中国市场不同分类下床垫产值（2015-2026年）

表 中国市场不同分类下床垫产值市场份额（2015-20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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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中国市场不同分类下床垫价格走势以及预测（2015-2026年）

图 床垫产业链图

表 床垫上游原料供应商及联系方式列表

表 全球市场床垫主要应用领域消费量（2015-2020年）

表 全球市场床垫主要应用领域消费量预测（2021-2026年）

表 全球市场床垫主要应用领域消费量市场份额（2015-2026年）

图 2020年全球市场床垫主要应用领域消费量市场份额

表 全球市场床垫主要应用领域消费量增长率（2015-2026年）

表 中国市场床垫主要应用领域消费量（2015-2020年）

表 中国市场床垫主要应用领域消费量市场份额（2015-2026年）

表 中国市场床垫主要应用领域消费量增长率（2015-2026年）

表 中国床垫市场进出口，消费量（2015-2020年）

表 中国床垫市场进出口，消费量及发展趋势预测（2021-2026年）

表 中国市场未来发展的利弊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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