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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橡胶促进剂是指橡胶硫化促进剂。橡胶硫化主要使用硫磺来进行，但是硫磺与橡胶的反应

非常慢，因此硫化促进剂应运而生。促进剂加入胶料中能促使硫化剂活化，从而加快硫化剂

与橡胶分子的交联反应，达到缩短硫化时间和降低硫化温度的效果。主要使用的硫化促进剂

按化学结构分主要有次磺酰胺类、噻唑类、秋兰姆类，还有部分胍类、硫脲类和二硫代氨基

甲酸盐类。其中次磺酰胺类综合性能最好、使用最广泛。

    用于天然橡胶、丁苯橡胶、丁腈橡胶、丁基橡胶、顺丁橡胶及胶乳的超促进剂和硫化剂。

通常用于制造电缆、胶布、胶鞋、内胎、艳色制品等。

2009-2015年中国橡胶促进剂（38121000）进出口数据统计表

  年份 出口（千克、千美元） 进口（千克、千美元）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2009年 35455305

89,108 16038706 62,684   2010年 69105552 196,708 16958421 79,626   2011年 67732819 217,860

15368748 80,484   2012年 61723694 185,691 13422376 72,906   2013年 89942586 278,853 14984436

73,919   2014年 ** ** ** **   2015年 ** ** ** **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博思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橡胶促进剂行业市场监测与战略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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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向、正确制定

企业战略和投资前景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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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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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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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思数据研究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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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经营状况等统计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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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