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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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钢化玻璃行业市场运营状况分析与投资规划建议市场评

估报告》介绍了钢化玻璃行业相关概述、中国钢化玻璃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钢化玻璃

行业的现状、中国钢化玻璃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钢化玻璃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及中国钢化玻璃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钢化玻璃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

资钢化玻璃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钢化玻璃 （Tempered glass/Reinforced glass）   属于安全玻璃。钢化玻璃其实是一种预应力

玻璃，为提高玻璃的强度，通常使用化学或物理的方法，在玻璃表面形成压应力，玻璃承受

外力时首先抵消表层应力，从而提高了承载能力，增强玻璃自身抗风压性，寒暑性，冲击性

等。注意与玻璃钢区别开来。

     中国的钢化玻璃历史最初始于1955年，有上海耀华玻璃厂开始试制，1958年秦皇岛市钢化

玻璃厂试产成功。1965年秦皇岛耀华玻璃厂开始生产军工用钢化玻璃，20世纪70年代洛阳玻

璃厂首家引进了比利时钢化设备。同期沈阳玻璃厂化学钢化玻璃投入生产。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钢化玻璃行业市场运营状况分析与投资规划建议市场

评估报告》表明：2017年上半年我国钢化玻璃产量达28100.9万平方米，累计增长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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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化玻璃产量_当期值(万平方米)             5316.2             4959.5

            4703             4481.7             ***             ***                               钢化玻璃产量_累计值(万平方米)           

 28100.9             22328.2             17367             12337.3             7816.2             ***                               钢化玻璃产

量_同比增长(%)             10.1             8.1             2.5             -2.8             ***             ***                               钢化

玻璃产量_累计增长(%)             6.8             7.7             6.3             7.7             -7.3             ***  

第一章 2015-2017年世界钢化玻璃产业运行状况分析

　　第一节 2015-2017年世界钢化玻璃产业发展概况

　　　　一、国外研制出多功能的透明钢化建筑玻璃

　　　　二、世界钢化玻璃应用领域分析

　　　　三、世界钢化玻璃技术分析

　　第二节 2015-2017年世界主要国家钢化玻璃产业分析

　　　　一、美国  

　　　　二、德国

　　　　三、韩国



　　第三节 2018-2023年世界钢化玻璃产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二章 2015-2017年中国钢化玻璃产业运行环境分析

　　第一节 2015-2017年中国钢化玻璃产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半钢化玻璃国家新标准

　　　　二、钢化玻璃天然石板国家标准将出台

　　　　三、进出口政策分析

　　第二节 2015-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国民经济运行情况GDP(季度更新)

　　　　二、消费价格指数CPI、PPI（按月度更新）

　　　　三、全国居民收入情况（季度更新）

　　　　四、恩格尔系数（年度更新）

　　　　五、工业发展形势（季度更新）

　　　　六、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季度更新）

　　　　七、中国汇率调整（人民币升值）

　　　　八、对外贸易&amp;进出口

　　第三节 2015-2017年中国钢化玻璃产业社会环境分析

　　　　一、人口环境分析  

　　　　二、教育环境分析

　　　　三、文化环境分析

　　　　四、生态环境分析

　　　　五、中国城镇化率

　　　　六、居民的各种消费观念和习惯

　　　　 

第三章 2015-2017年中国钢化玻璃产业运行形势分析

　　第一节 2015-2017年中国钢化玻璃产业综述

　　　　一、钢化玻璃优缺点

　　　　二、钢化玻璃生产工艺

　　　　三、钢化玻璃与普通玻璃的区别

　　第二节 2015-2017年中国钢化玻璃产业运行动态分析

　　　　一、钢化玻璃价格行情分析

　　　　二、钢化玻璃进出口贸易分析



　　　　三、钢化玻璃企业经营策略分析  

　　第三节 2015-2017年中国钢化玻璃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第四章 2015-2017年中国钢化玻璃产业市场运行动态分析

　　第一节 2015-2017年中国钢化玻璃产业市场运行总况

　　　　一、钢化玻璃市场需求分析

　　　　二、云南钢化玻璃市场

　　　　三、钢化玻璃市场销售情况分析

　　第二节 2015-2017年中国钢化玻璃产业项目分析

　　　　一、太阳能用钢化玻璃项目

　　　　二、热弯钢化玻璃项目

　　　　三、平、弯钢化玻璃技改项目

　　第三节 2015-2017年中国钢化玻璃产业影响供给因素分析

　　　　 

第五章 2015-2017年中国技术玻璃制品制造行业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15-2017年中国技术玻璃制品制造行业规模分析

　　　　一、企业数量增长分析  

　　　　二、从业人数增长分析

　　　　三、资产规模增长分析

　　第二节 2015-2017年中国技术玻璃制品制造行业结构分析

　　　　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1、不同类型分析

　　　　2、不同所有制分析

　　　　二、销售收入结构分析

　　　　1、不同类型分析

　　　　2、不同所有制分析

　　第三节 2015-2017年中国技术玻璃制品制造行业产值分析

　　　　一、产成品增长分析

　　　　二、工业销售产值分析

　　　　三、出口交货值分析

　　第四节 2015-2017年中国技术玻璃制品制造行业成本费用分析

　　　　一、销售成本统计



　　　　二、费用统计

　　第五节 2015-2017年中国技术玻璃制品制造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一、主要盈利指标分析

　　　　二、主要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第六章 2015-2017年中国钢化玻璃产量统计分析

　　第一节 2015-2016年全国钢化玻璃产量分析

　　第二节 2017年主要省份钢化玻璃产量分析

　　第三节 2017年钢化玻璃产量集中度分析

　　　　 

第七章 2015-2017年中国车辆用钢化安全玻璃（70071190）进出口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15-2017年中国车辆用钢化安全玻璃进口数据分析

　　　　一、进口数量分析  

　　　　二、进口金额分析

　　第二节 2015-2017年中国车辆用钢化安全玻璃出口数据分析

　　　　一、出口数量分析

　　　　二、出口金额分析

　　第三节 2015-2017年中国车辆用钢化安全玻璃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第四节 2015-2017年中国车辆用钢化安全玻璃进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一、进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二、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第八章 2015-2017年中国其他钢化安全玻璃（70071900）进出口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15-2017年中国其他钢化安全玻璃进口数据分析

　　　　一、进口数量分析

　　　　二、进口金额分析

　　第二节 2015-2017年中国其他钢化安全玻璃出口数据分析

　　　　一、出口数量分析

　　　　二、出口金额分析

　　第三节 2015-2017年中国其他钢化安全玻璃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第四节 2015-2017年中国其他钢化安全玻璃进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一、进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二、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第九章 2015-2017年中国钢化玻璃产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2015-2017年中国钢化玻璃产业竞争现状分析

　　　　一、钢化玻璃产业竞争力分析  

　　　　二、重点企业集中度分析

　　　　三、蓉城钢化玻璃市场竞争分析

　　第二节 2015-2017年中国平弯钢化玻璃产业竞争分析

　　　　一、平弯钢化玻璃市场竞争力

　　　　二、平弯钢化玻璃市场占有份额

　　第三节 2015-2017年中国钢化玻璃提升竞争力策略分析

　　　　 

第十章 2015-2017年中国钢化玻璃产业生产企业竞争力分析

　　第一节 圣戈班韩格拉斯世固锐特玻璃上海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二节 上海耀皮工程玻璃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三节 福耀玻璃（重庆）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四节 佛山市旭板玻璃工业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五节 桂林皮尔金顿安全玻璃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六节 杭州和合玻璃工业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七节 山东红星百瑞特制造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八节 上海尚信玻璃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九节 安徽伟豪特种玻璃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十一章 2018-2023年中国钢化玻璃产业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第一节 2018-2023年中国钢化玻璃产业运行前景分析

　　　　一、钢化玻璃产业发展方向分析

　　　　二、钢化玻璃应用趋势分析

　　　　三、中国技术玻璃制品制造行业预测分析

　　第二节 2018-2023年中国钢化玻璃产业市场预测分析

　　　　一、钢化玻璃产量预测分析

　　　　二、钢化玻璃行业现状分析

　　　　三、钢化玻璃进出口预测分析

　　第三节 2018-2023年中国钢化玻璃产业市场盈利预测分析

　　　　 

第十二章 2018-2023年中国钢化玻璃产业投资机会与风险分析

　　第一节 2018-2023年中国钢化玻璃产业投资环境分析

　　　　一、玻璃市场产品趋势预测看好

　　　　二、玻璃品种发展趋势分析

　　第二节 2018-2023年中国钢化玻璃产业投资机会分析

　　第三节 2018-2023年中国钢化玻璃产业投资前景分析

　　　　一、市场竞争风险分析  

　　　　二、原材料风险分析 



　　　　三、进入退出风险分析

　　第四节 专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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