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2012年全球及中国钢琴行业研究报告

随着中国人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钢琴作为重要的文化娱乐消费品越来越受到

重视。目前世界钢琴生产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欧洲，欧洲地区为全球高端钢琴生产地重视。目前世界钢琴生产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欧洲，欧洲地区为全球高端钢琴生产地

，而中国钢琴产量排名世界第一，但超过九成是中低端钢琴。2010年世界钢琴总产

量约为45万架，其中亚洲钢琴总产量约42.7万架，占世界产量的94.89%，中国钢琴

产量约占世界钢琴产量的73.33%。产量约占世界钢琴产量的73.33%。

2011年度，中国主要企业钢琴总产量为351470架，同比增长6.5%，其中立式钢

琴产量 架 角钢琴 架 预计 年中国钢琴总产量有望达到 万琴产量332715架，三角钢琴18755架。预计2012年中国钢琴总产量有望达到36.28万

架。

水清木华研究中心《2011-2012年全球及中国钢琴行业研究报告》主要包括以

下内容：

• 全球及中国钢琴行业发展现状，竞争格局，供需状况，发展趋势；球及中国钢琴行 发展现状 竞争格局 供需状况 发展趋势；

• 中国钢琴行业进出口，价格分析，主要消费群体，问题及建议等；



• 中国乐器行业发展现状：重点研究了乐器制造业的经营情况和盈利能力，分析了提琴，民族乐器，西管

乐器，打击乐器和吉他细分乐器行业的发展概况；乐器，打击乐器和吉他细分乐器行业的发展概况；

• 全球3家主要钢琴生产企业和中国12家主要钢琴生产企业的经营情况，项目规划，前景预测等。

中国钢琴行业主要有以下几个运行特点：中国钢琴行业主要有以下几个运行特点：

◎行业集中度较高。2011年中国年产各类钢琴1万架以上的企业有6家，合计产量25.99万架，占中国钢琴年产

量的73.96%。

◎出口继续增长：中国生产的钢琴有20%左右出口到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是中国钢琴产品最大的进口

国。2011年共出口钢琴66011架，较上年增长11.33%。

◎价格主要集中在1-2万元：目前中国市场上60%-70%的立式钢琴售价在1-2万元的这个区间，其中国外品牌的

雅马哈和卡瓦依价格稍高，在2万元左右，国产的星海和珠江价格相对较低，均价在1.3万元左右。未来随着原材料

价格和人工成本的上涨，钢琴的价格将继续呈现小幅升高的趋势。

◎中国成为全球钢琴业生产中心：近年来，受原材料、劳动力成本及目标市场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欧洲、美国、

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纷纷对钢琴行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战略转移，几乎所有知名钢琴企业都在中国设立了生产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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