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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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夹层玻璃行业市场运营状况分析研究与发展投资调研报

告》介绍了夹层玻璃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夹层玻璃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夹层玻璃行业

的现状、中国夹层玻璃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夹层玻璃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

国夹层玻璃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夹层玻璃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夹

层玻璃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夹层玻璃作为一种安全玻璃在受到撞击破碎后，由于其两片普通玻璃中间夹的PVB膜的粘

接作用，不会像普通玻璃破碎后产生锋利的碎片伤人。同时，它的PVB中间膜所具备的隔音

、控制阳光的性能又使之成为具备节能、环保功能的新型建材：使用夹层玻璃不仅可以隔绝

可穿透普通玻璃的1000赫兹&mdash;2000赫兹的吻合噪声，而且它可以阻挡99%以上紫外线和

吸收红外光谱中的热量。作为符合新型建材性能的夹层玻璃势必将在安全玻璃的使用中发挥

巨大的作用。

     在欧美，大部分建筑玻璃都采用夹层玻璃，这不仅为了避免伤害事故，还因为夹层玻璃有

极好的抗震入侵能力。中间膜能抵御锤子、劈柴刀等凶器的连续攻击，还能在相当长时间内

抵御子弹穿透，其安全防范程度可谓极高。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夹层玻璃行业市场运营状况分析研究与发展投资调研

报告》表明：2017年上半年我国夹层玻璃产量达4547.1万平方米，累计增长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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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层玻璃产量_当期值(万平方米)             805             771.9             775.5 

           810             ***             ***                               夹层玻璃产量_累计值(万平方米)             4547.1            

3788.1             3017.6             2206.3             1388             ***                               夹层玻璃产量_同比增长(%)   

         13.7             5.8             3.7             5.4             ***             ***                               夹层玻璃产量_累计增

长(%)             8.6             9             10.1             9.4             12.4             ***  

第一章 2015-2017年世界夹层玻璃产业运行状况分析 

　　第一节 2015-2017年世界诶夹层玻璃产业发展概况 

　　　　一、国外夹层玻璃侧窗发展迅速 

　　　　二、夹层玻璃市场需求分析

　　　　三、夹层玻璃生产技术水平

　　第二节 2015-2017年世界主要地区夹层玻璃产业分析 

　　　　一、美国开发出新型夹层玻璃中间膜



　　　　二、欧洲车侧窗使用夹层玻璃分析 

　　　　三、日本夹层玻璃研发分析 

　　　　四、澳大利亚建筑夹层玻璃标准与法规 

　　第三节 2018-2023年世界夹层玻璃产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二章 2015-2017年中国夹层玻璃产业运行环境分析 

　　第一节 2015-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中国GDP分析

　　　　二、消费价格指数分析

　　　　三、城乡居民收入分析

　　　　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六、进出口总额及增长率分析

　　第二节 2015-2017年中国夹层玻璃产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夹层玻璃政策解读 

　　　　二、夹层玻璃国家标准 

　　　　三、进出口政策分析 

　　第三节 2015-2017年中国夹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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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2015-2017年中国玻璃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第一节 2015-2017年中国玻璃工业运行态势解析

　　　　一、改革开放推动我国玻璃工业快速发展

　　　　二、跨国玻璃公司在中国快速发展

　　　　三、我国玻璃行业发展状况

　　　　四、我国玻璃行业进入新一轮调整周期

　　第二节 2015-2017年中国玻璃行业的兼并重组分析

　　　　一、中国玻璃行业结构亟须兼并重组

　　　　二、中国玻璃行业兼并重组的动因



　　　　三、兼并重组是中国玻璃行业的出路

　　　　四、中国玻璃行业兼并重组趋势分析

　　　　五、玻璃行业重组整合势在必行

　　第三节 2015-2017年中国玻璃行业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我国玻璃行业的主要问题

　　　　二、玻璃行业的不利影响

　　　　三、玻璃行业投资产能风险大

　　第四节 2015-2017年中国玻璃行业发展对策分析

　　　　 

第四章 2015-2017年中国夹层玻璃产业运行形势分析 

　　第一节 2015-2017年中国夹层玻璃产品发展概况分析 

　　　　一、两片以上夹层玻璃类别分析 

　　　　二、夹层玻璃成为防盗网的最佳代替品 

　　　　三、夹层玻璃的工艺流程 

　　　　四、夹层玻璃侧窗市场发展迅速 

　　　　五、低辐射夹层防盗玻璃受到市场推崇 

　　第二节 2015-2017年中国夹层玻璃产业市场需求分析 

　　　　一、高质量夹层玻璃的需求是不断增加 

　　　　二、夹层玻璃市场销售最新资讯 

　　　　三、影响夹层玻璃市场需求的因素分析

　　　　四、夹层玻璃的市场机会

　　第三节 2015-2017年中国夹层玻璃产业运行动态分析

 

第五章 2015-2017年中国技术玻璃制造行业主要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15-2017年中国技术玻璃制造行业规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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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技术玻璃制造行业成本费用分析

　　　　一、销售成本分析

　　　　二、费用分析

　　第五节 2015-2017年中国技术玻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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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夹层玻璃产量统计分析

　　第一节 2015-2016年全国夹层玻璃产量分析

　　第二节 2017年主要省份夹层玻璃产量分析

　　第三节 2017年夹层玻璃产量集中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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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进口数量分析

　　　　二、进口金额分析

　　第二节 2015-2017年中国车辆用层压安全玻璃出口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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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2015-2017年中国其它层压安全玻璃（70072900）进出口数据监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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