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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铰接式卡车是采矿业和各行业大规模建设中一种通用性很强的土石方运输机械，由于结构
的特殊性，它能适应恶劣的气候、极差的地形以及具有高的可用性。
铰接式卡车的关键在连接前后两个部分的铰接器，其原理类似于万向节。每一部分都有自
己的车架，前一部分布置发动机及其操作系统、驾驶室；后一部分布置车斗和自卸装置，通
过铰链接头将汽车的动力部分与载货部分连接起来，铰链接头直接与汽车前车架或者后车架
相连，接入垂直铰链和水平铰链后使车辆具有良好的行驶性能：汽车的一部分可以在水平面
内相对于另一部分向左或向右回转成45度角，甚至是&ldquo;折叠&rdquo;在一起。另外，前后
车架都可以在垂直于公共纵轴的平面内绕公共纵轴作独立的无限制转动。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铰接式卡车市场深度调研及未来发展前景策略
分析报告》。内容严谨、数据翔实，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
展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
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
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分析。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
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
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
重要工具。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是国内权威的市场调查、行业分析专家，主要服务有市场调查报告，行
业分析报告，投资发展报告，市场研究报告,市场分析报告,行业研究报告,行业调查报告,投资
咨询报告,投资情报，免费报告,行业咨询,数据等，是中国知名的研究报告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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