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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和其他行业的用泵不同，石化泵必须具备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石化泵具有输送介质多、

易燃、易爆、有毒等特点，要求泵要有良好的防爆性和密封性。第二，石化管道输送介质多

样且有腐蚀性，要求石化泵选材严格、准确。第三，石化管道输送介质温度差异大，温

度-190℃～500℃，这就需要考虑温度对泵的性能和结构的影响。第四，某些液体介质中混有

固体颗粒，这就需要考虑泵对冲刷和磨损的耐受力。

    另外，石化工业长周期、连续化的生产，3~4年往往为一个检修周期，这就要求石化泵运转

可靠、寿命长；同时要求泵结构简单、维修方便、效率较高，并具有较好的综合效益。

    近年来，在国家重大装备项目的拉动下，许多泵类产品实现了替代进口，填补了国家的空

白。但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泵产品还存在着相当的差距。还需加强水力学研究、高效

水力元件的开发；叶轮制造、大型铸件的制造工艺还有待提高；国内泵行业应该由测绘仿制

过渡到自主设计；泵行业还需进一步整合提高。

    对石化泵产品的期待主要包括以下三点：第一，具备可靠性、长周期的特点。产品设计简

洁、操作可靠；可实现3~4年大修；高温泵密封性强。第二，设备大型化、产品标准化，以降

低客户的备件库存；提升主力供应商的供货及服务能力。第三，具备成套供应水平。

    目前石化行业急需国产化的产品包括液力透平、高温/低温屏蔽泵、大功率高速泵、大流量

高温油泵等。国内泵行业还需在这些产品上加大科研力度，提高供应能力。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石化泵行业市场监测与行业前景调研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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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前景，

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规划建议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博思数据是中国权威的产业研究机构之一，提供各个行业分析，市场分析，市场预测，行

业发展趋势，行业发展现状，及各行业产量、进出口，经营等统计数据，具体产品有行业分

析报告，市场分析报告，年鉴，名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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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2年我国化肥市场价格运行态势

四、2012年我国化肥市场价格改革回顾

五、2013年我国化肥市场价格持续下滑

第四节 2009-2013年中国化肥进出口分析

一、2012年我国化肥业进出口综况

二、2013年我国化肥行业进出口状况回顾

三、2013年1月我国化肥进出口状况

四、2013年我国化肥行业进出口前景看好

第五节 中国化肥行业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规模与技术水平不高，企业集中度低

二、生产与消费的区域平衡不合理

三、化肥产品结构严重失衡

四、化肥利用效率低



第六节 化肥行业发展的对策

一、中国化肥行业发展建议

二、化肥行业抵御外来竞争的策略

三、加强中国化肥行业国际竞争力的对策

四、提高化肥利用率的建议分析

第七节 化肥行业未来发展分析

一、化肥行业发展面临政策性机遇

二、我国化肥市场发展展望

三、化肥工业需求预测与发展目标

 

第十六章　橡胶助剂行业

第一节 橡胶助剂行业概况

一、中国橡胶助剂行业持续快速发展

二、橡胶助剂行业创新求生存

三、橡胶加工助剂产品的发展状况

第二节 2009-2013年橡胶助剂行业发展分析

一、2012年中国橡胶助剂行业发展特点

二、2013年我国橡胶助剂行业发展综述

三、2013年1月我国橡胶助剂行业发展状况简析

第三节 炭黑行业

一、金融危机下全球炭黑需求增速放缓

二、2012年中国炭黑市场行情综述

三、2013年我国炭黑行业发展简况

四、2013年12月我国炭黑产业运行状况

五、炭黑行业面临的问题及建议

第四节 橡胶促进剂行业

一、全球橡胶促进剂行业发展回顾

二、中国橡胶促进剂产业分析

三、2013年橡胶促进剂市场总体回顾

四、中国最大橡胶促进剂项目建成投产

五、中国促进剂存在问题及发展建议

第五节 橡胶助剂行业面临的问题



一、中国橡胶助剂业面临严峻挑战

二、橡胶助剂业急待跨越三大差距

三、中国橡胶助剂存在的三大危机

四、两橡胶助剂环保风险突出面临淘汰

第六节 橡胶助剂行业的发展对策分析

一、中国橡胶助剂未来发展对策

二、发展中国橡胶助剂工业清洁生产

三、中国橡胶助剂反倾销思考及策略

四、橡胶助剂防老剂RD的发展对策

第七节 橡胶助剂投资与未来发展分析

一、中国橡胶助剂前景分析及投资建议

二、中国橡胶助剂发展前途

三、2013年国内橡胶助剂行业生产能力预测

四、2013年中国橡胶助剂市场需求及预测

 

第十七章　化工原料行业

第一节 纯碱

一、建国以来中国纯碱工业发展成就

二、2013年纯碱产业发展简况

三、2013年我国纯碱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四、《纯碱行业准入条件》实施将优化行业发展

五、2011年我国纯碱行业发展预测分析

第二节 氯碱

一、中国氯碱行业发展简述

二、国内氯碱业突破专利壁垒的束缚

三、清洁生产使氯碱业面临发展良机

四、2013年中国氯碱行业运行特征

五、2013年国内氯碱企业生存状态透析

六、氯碱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七、能源政策将引导国内氯碱工业变革

第三节 乙烯

一、2013年世界乙烯行业发展回顾



二、改革开放30年我国乙烯行业的发展

三、2010年我国乙烯生产概况

四、我国乙烯工业应努力从生产大国转向强国

五、乙烯装置节能减排的措施

六、国内外乙烯工业趋势预测简析

第四节 聚氯乙烯

一、2013年国内聚氯乙烯产能及产量回顾

二、2013年我国聚氯乙烯进出口回顾

三、2013年中国聚氯乙烯市场行情

四、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对聚氯乙烯行业的影响

五、我国聚氯乙烯行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对策

六、2011年我国聚氯乙烯市场发展展望

第五节 丙烯

一、全球丙烯市场发展概况

二、2012年底中国丙烯市场供需平稳

三、2013年初国内丙烯市场走势疲软

四、未来中国丙烯市场格局与对策

 

第十八章　合成材料行业

第一节 2009-2011年中国合成材料制造业总体数据分析

一、2012年中国合成材料制造业总体数据分析

二、2013年中国合成材料制造业总体数据分析

三、2013年12月中国合成材料制造业总体数据分析

第二节 合成树脂

一、中国合成树脂行业的特点

二、2012年国内合成树脂总体回顾

三、2013年合成树脂发展简况

四、2011年我国合成树脂行业产需双双增长

五、浅析合成树脂价格与原油价格相互相应

第三节 合成纤维

一、全球合成纤维生产状况简述

二、中国合成纤维行业发展简述



三、2013年我国合成纤维行业发展总体回顾

四、2013年12月国内合成纤维产量出现明显增长

五、世界合成纤维市场前景好看

六、中国合成纤维未来市场特点

第四节 合成橡胶

一、国际合成橡胶产能简况

二、2008年我国合成橡胶供需情况

三、2012年我国合成橡胶产量概况

四、2013年我国合成橡胶产业快速复苏

五、中国合成橡胶工业竞争日趋激烈

六、国内合成橡胶新品及工艺走势分析

七、2013年我国合成橡胶发展趋势分析

 

第十九章 中国石化泵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一节 我国石化泵行业前景与机遇分析

一、我国石化泵行业趋势预测

二、我国石化泵发展机遇分析

三、2013年石化泵的发展机遇分析

第二节 2016-2022 年中国石化泵市场趋势分析

一、2009-2012年石化泵市场趋势总结

二、2016-2022 年石化泵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三、2016-2022 年石化泵市场发展空间

四、2016-2022 年石化泵产业政策趋向

五、2016-2022 年石化泵行业技术革新趋势

六、2016-2022 年石化泵价格走势分析

七、2016-2022 年国际环境对石化泵行业的影响

 

第二十章 中国石化泵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规划建议研究

第一节 石化泵市场发展潜力分析

一、市场空间广阔

二、竞争格局变化

三、高科技应用带来新生机



第二节 石化泵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品牌格局趋势

二、渠道分布趋势

三、消费趋势分析

第三节 石化泵行业发展战略研究

一、战略综合规划

二、技术开发战略

三、业务组合战略

四、区域战略规划

五、产业战略规划

六、营销品牌战略

七、竞争战略规划

第四节 对我国石化泵品牌的战略思考

一、企业品牌的重要性

二、石化泵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三、石化泵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四、我国石化泵企业的品牌战略

五、石化泵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第二十一章 2016-2022年中国石化泵行业发展预测

第一节 未来石化泵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未来石化泵发展分析 

二、未来石化泵行业技术开发方向 

三、总体行业&ldquo;十三五&rdquo;整体规划及预测 

第二节 2016-2022年石化泵行业运行状况预测 

一、2016-2022年石化泵行业工业总产值预测 

二、2016-2022年石化泵行业销售收入预测 

三、2016-2022年石化泵行业总资产预测

第三节 专家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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