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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特种轮胎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特种轮

胎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特种轮胎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特种轮胎行业的现状、中国特种

轮胎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特种轮胎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特种轮胎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特种轮胎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特种轮胎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轮胎是在各种车辆或机械上装配的接地滚动的圆环形弹性橡胶制品。通常安装在金属轮辋

上，能支承车身，缓冲外界冲击，实现与路面的接触并保证车辆的行驶性能。轮胎常在复杂

和苛刻的条件下使用，它在行驶时承受着各种变形、负荷、力以及高低温作用，因此必须具

有较高的承载性能、牵引性能、缓冲性能。同时，还要求具备高耐磨性和耐屈挠性，以及低

的滚动阻力与生热性。世界耗用橡胶量的一半用于轮胎生产，可见轮胎耗用橡胶的能力。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特种轮胎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

报告》表明：2017年上半年我国橡胶轮胎外胎产量达48413.1万吨，累计增长7.7%。                       

               指标             2017年6月             2017年5月             2017年4月             2017年3月             2017年2月  

          2017年1月                               橡胶轮胎外胎产量_当期值(万条)             8964.3             8703.3            

8186.5             8536             ***             ***                               橡胶轮胎外胎产量_累计值(万条)            

48413.1             39448.8             30744.6             22554.7             14123.6             ***                               橡胶轮胎

外胎产量_同比增长(%)             3.3             4.1             4.7             7.3             ***             ***                               

橡胶轮胎外胎产量_累计增长(%)             7.7             8.7             10.1             12.2             1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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