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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工业气体市场现状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一章

。首先介绍了中国工业气体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中国工业气 体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

中国工业气体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工业气体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

中国工业气体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 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工业气体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

测。您若想对工业气体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工业气体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

的重要工具。

    2012年全球工业气体市 场规模约为698亿美元，同比2011年增长4.6%，较2011年的增幅有所

减少，主要原因是中国钢铁企业普遍亏损，减少了产量，导致工业气体市场需求 减弱。2011

年全球工业气体供应和相关服务市场约为720亿美元，较2010年增长9%；2012年该数据增长

至764亿美元。     2013年全球工业气体市场规模约为755亿美元。2013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

复苏迹象明显，拉动中国经济，尤其是钢铁和重化工领域得以强劲复苏。与此同时2013年全

球工业气体供应和相关服务市场也增长至839亿美元，也超出此前的市场预期（830亿美元）

。

    全球工业气体规模最大的市场分别是亚洲、北美、西欧，数据显示，2012年市场规模分别

为196.7亿美元、161.7亿美元和132亿美元，合计占70%左右，亚洲成为工业气体增长引擎。

    未来5年亚太地区新兴工业经济体的工业气体市场需求在全球增长最快，尤其是中国和印度

两国；一些发达工业经济体的需求增速将较为缓慢；其它一些发展中地区（包括拉美、非洲

以及中东地区）的需求增速将超过全球平均水平。

    2015年前全球工业气体市场需求将以年均9%的速度快速增长，其中发达经济体市场需求将

以年均约6%的速度增长，而新兴经济体市场需求将以年均15%的速度增长。

    北 美和中国是未来工业气体的主要驱动市场，预计2014年全球工业气体市场规模将达820亿

美元左右，同比增速将继续回升。未来几年全球工业气体市场规模将 呈现逐年增长态势，

到2015年全球工业气体市场规模将达到890亿美元左右，到2019年其市场规模将达到1260亿美

元左右。 2013-2019年全球工业气体市场规模预测分析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报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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