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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涂布机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二章。首先

介绍了中国涂布机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中国涂布机 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涂布机

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涂布机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中国涂布机做了

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 析了中国涂布机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涂布机

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涂布机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2013年国内涂布机行业市场规模达到57.2亿元，未来几年，随着生产技术创新力度的加强，

下游市场需求的拉动，我们预计2019年涂布机市场规模将达到140.3亿元。 2013-2019年我国涂

布机行业发展规模预测分析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随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市场经

济的逐步完善及入世后更为激烈的竞争，几乎所有的商家都在产品包装和宣传上投入更多资

本，以获取竞争的主动。因而加大涂布 机下游铜版纸（涂布纸）等一系列产品的不断增长，

而且势头不减。特别是中国的汽车业、房地产业、旅游业、日常消费品及饮料酒类品产业在

未来5～10年内仍 将处在高速增长期，这些行业的高速增长将需消耗大量的铜版纸（涂布纸）

用作广告宣传、说明书、标签等商业性的高质量印刷品。高档彩色印刷品的增长意味着铜 版

纸（涂布纸）需求量的增加，势必拉动国内涂布机的市场的发展。 报告目录： 第一章

2014-2015年世界涂布机行业市场运行形势分析1

第一节2014-2015年全球涂布机行业发展概况1     涂布机是一种专用的机械设备，它将涂布液均

匀的涂布到运动着的支持体上，使其具备一些新的用途或达到一些特殊的性能，并能使涂覆

产品的涂层厚度、涂层均匀度、涂层与支持体的粘接牢度等性能以及产品涂布的速度达到设

计要求。

涂布机的主要结构是通过支持体或者称之为基材在多个导辊上缠绕形成一定的片路，并由设

备产生一定的张力将基材张紧来运行的。如下图所示： 涂布机运行原理图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涂布装备主要是指涂布机及其相应的辅助系统，具体包括涂布机

、干燥系统、供收卷等辅助系统三大部分。 涂布装备三大部分                            系统             简介    

                          涂布机             涂布头是其重要部件，它的不同构造或形式决定了不同的涂布方式  

                            干燥装置             涂布工艺与干燥工艺是涂布工程先后连续进行的两个工艺过程。

这也组成了涂布设备的两大部分，涂布速度的快慢往往受干燥能力的限制，而干燥能力的大

小又以涂布机的最高车速为设计依据。当前主要采用空气干燥，即以经过处理的干空气为介

质进行干燥的形式                               辅助设备             主要包括供料系统、拖动系统、张力调节装

置、静电消除装置、调偏装置等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在涂布机中使基材运动的



源头是设备产生的张力以及张力控制系统，这是涂布设备能够正常生产和生产出合格产品的

主要因素之一。对张力系统的研究越深入，越能保证设备的良好使用。

    近年来随着造纸印刷、电子、光伏、纺织鞋材等产业的稳步发展，全球涂布机产业规模呈

现快速增长的态势，行业规模从2009年的近20亿美元增长至2013年的28.5亿美元。 2009-2013年

全球涂布机市场规模走势图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第二节 世界涂布机行业发展走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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