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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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人造板行业市场运营状况分析研究与趋势预测咨询报告

》介绍了人造板行业相关概述、中国人造板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人造板行业的现状、

中国人造板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人造板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人造板产业

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人造板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人造板行业，本报告

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第一部分 行业发展分析第一章 人造板概述 第一节 人造板定义及分类 一、人造板定义 二、人

造板分类 第二节 人造板相关知识简介 一、人造板的鉴别 二、人造板的弯曲加工法 第三节 中

国人造板标准概述 一、我国人造板标准的分类 二、我国人造板标准类型 三、我国人造板标准

的标龄 四、中国人造板标准采标 第四节 人造板的甲醛问题分析 一、甲醛相关问题概述 二、

甲醛释放问题的探讨 三、甲醛释放问题解决时应注意的事项 四、应对甲醛释放问题的策略  

第二章 人造板行业调研 第一节 世界人造板行业调研 一、世界人造板发展历史 二、世界各国

争相开发非木质人造板 三、欧洲经济现状与人造板工业 四、北美建筑人造板产量分析 五、北

美结构人造板市场发展预测 第二节 中国人造板行业概况 一、国产人造板生产线成套设备简介

二、“十二五”期间我国人造板行业发展成就 三、中国人造板行业创新发展分析 四、国内人

造板业可持续发展与资源保障浅析 五、2018年北林大新发明攻克人造板甲醛污染关 六、中高

密度纤维板业发展态势 七、我国成功利用大豆蛋白生物胶生产无甲醛人造板 第三节 中国人造

板市场调研 一、人造板市场发展特点 二、国内人造板行业市场竞争分析 三、2017年国内人造

板市场回顾 四、2016年我国人造板市场概况 五、2017年我国人造板市场概况 六、2018年我国

人造板市场概况 第四节 2016-2018年中国人造板进出口分析 一、2017年中国人造板进出口分析

二、2018年中国人造板进出口分析 三、2018年我国人造板出口展望 第五节 秸秆人造板工业发

展分析 一、秸秆人造板的可行性 二、国内外农作物秸秆人造板的发展现状 三、我国秸秆人造

板重点发展技术和产品领域 四、加快我国秸秆人造板发展速度的建议 第六节 中国竹材人造板

发展分析 一、我国发展竹材人造板背景简述 二、中国竹材人造板发展概况 三、竹材应用领域

在我国将会不断拓展  第三章 中国人造板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第一节 中国人造板业发

展面临的挑战 一、我国人造板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隐患 二、我国人造板产业发展面临的挑

战 三、国内四大人造板生产基地面临的困境 四、四成木材加工业关停 人造板材出口退税待提

高 第二节 中国人造板行业发展对策 一、我国现代林业产业投资前景、途径及政策 二、我国

人造板产业结构调整策略 三、我国人造板行业发展应走循环之路 四、拓展人造板市场的策略 

五、人造板企业应对危机投资前景 第三节 提升中国人造板行业国际竞争力战略 一、人造板产



业竞争力分析概述 二、我国人造板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三、我国人造板产业国际竞争力

的提升策略  第四章 人造板产品产量分析 第一节 人造板产量分析 一、2017年主要省份人造板

产量分析 二、2018年主要省份人造板产量分析 第二节 胶合板产量分析 一、2017年主要省份胶

合板产量分析 二、2018年主要省份胶合板产量分析 第三节 纤维板产量分析 一、2017年主要省

份纤维板产量分析 二、2018年主要省份纤维板产量分析 第四节 刨花板产量分析 一、2017年主

要省份刨花板产量分析 二、2018年主要省份刨花板产量分析  第二部分 细分市场调研第五章 

胶合板 第一节 胶合板概述 一、胶合板定义及优缺点 二、胶合板防腐知识简介 三、胶合板的

阻燃法 第二节 国外胶合板行业发展动态 一、美国加州提高胶合板甲醛标准 二、英国胶合板

贸易发展现状 三、日本FSC认证胶合板发展浅析 四、2018年日本胶合板国内供应紧缺进口需

求增加 第三节 中国胶合板行业发展分析 一、中国胶合板行业发展浅析 二、国内胶合板市场

调研 三、中国环保阻燃人造板发展突破 第四节 中国胶合板产业集群发展探析 一、我国胶合

板产业集群发展简述 二、我国胶合板产业集群的演进与成因 三、产业集聚对胶合板产业格局

的影响 四、胶合板产业集群存在的问题 五、胶合板产业集群发展的对策 第五节 竹帘胶合板

的科技创新与发展方向 一、中国竹帘胶合板概述 二、竹胶合板模板的科技创新 第六节 胶合

板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中国胶合板行业存在的问题 二、中国胶合板出口壁垒 三、阻燃

胶合板的投资策略  第六章 刨花板 第一节 刨花板概述 一、刨花板的定义及优缺点 二、刨花板

的分类 三、刨花板应用举例 第二节 国际刨花板行业发展状况 一、2018年世界刨花板生产情

况 二、世界定问刨花板生产现状 三、俄罗斯定向刨花板市场概览 四、2018年全球刨花板产量

增幅达20% 第三节 中国刨花板行业调研 一、我国刨花板工业发展现状 二、我国刨花板主要生

产重点省区发展情况 三、2018年我国首部E0级刨花板标准出炉 四、中国定向刨花板行业发展

分析 五、中国刨花板设备发展状况 第四节 中国刨花板技术发展状况 一、我国空心植物纤维

刨花板技术取得突破 二、空心刨花板挤压法技术优势 三、中国非木材刨花板技术进展及其意

义 四、麦秸均质板生产技术及投资分析 第五节 刨花板的前景趋势 一、世界定向刨花板市场

前景分析 二、中国刨花板行业的前景 三、国内刨花板工业未来展望  第七章 纤维板 第一节 纤

维板概述 一、纤维板定义 二、纤维板的分类 三、纤维板的生产方法及制造工艺 第二节 中国

纤维板行业发展分析 一、我国纤维板产业为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二、中国纤维板生产能力

持续增长 三、我国纤维板产业布局东强西弱 四、纤维板生产装备水平不断提高 五、我国纤维

板行业技术发展概况 六、我国纤维板生产骨干企业现状 第三节 中密度纤维板 一、我国中高

密度纤维板行业发展强劲 二、现阶段我国中密度纤维板生产存在的问题 三、我国中密度纤维

板产业地域发展状况 四、我国中纤板进出口和国内需求分析 五、我国中纤板产业未来发展之

路 第四节 纤维板产业投资策略及前景 一、中密度纤维板企业的发展方向 二、中国纤维板产

业的发展趋势及前景  第八章 其他人造板 第一节 细木工板 一、细木工板定义及分类 二、细木



工板的特点与选购 三、细木工板的生产及工艺状况简介 四、细木工板市场状况 第二节 防火

板 一、防火板定义 二、防火板的特性及用途 三、混凝土防火板市场调研 第三节 饰面板 一、

饰面板的定义及分类 二、饰面板性能特征及其用途 三、UV饰面板市场调研  第九章 人造板行

业区域发展分析 第一节 江苏 一、江苏省人造板产量居全国首位 二、江苏邳州人造板发展状

况 三、江苏泗阳人造板发展状况 四、2018年第九届全国人造板工业发展研讨会在江苏泗阳县

开幕 第二节 河北 一、河北省人造板行业简况 二、河北吴桥秸杆人造板利用形成产业 三、河

北市场人造板仅26.7%合格 四、河北邢台市整治人造板行业措施得力，成效显著 第三节 广东 

一、广东省人造板产业发展迅速 二、广东人造板产量年增27% 三、广东德庆建成亚洲最大人

造板生产线 四、做大做强广东省家具业 下乡带动人造板生产 第四节 广西 一、广西人造板：

在改革中前行 二、广西人造板业进军西南市场 三、广西贺州林板纸一体化建设蓄势欲飞 四、

广西打造林业产业体系战略分析 第五节 浙江 一、绍兴人造板业存在的问题 二、嘉善胶合板

行业发展状况 三、德清人造板全面加快创建浙江区域名牌步伐 第六节 北京 一、北京市人造

板行业概况 二、北京人造板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北京人造板发展的主要措施 四、北京人

造板打造绿色家居业  第十章 人造板机械行业调研 第一节 国外人造板机械发展分析 一、集团

化提升核心竞争力 二、连续压机发展分析 三、新技术促进人造板机械发展 第二节 中国木工

及人造板机械发展分析 一、中国木工机械的崛起 二、中国木工机械的国际地位 三、发达国家

打开中国木工机械市场的策略 四、中国木工及人造板机械投资前景 第三节 木工及人造板机械

技术发展分析 一、全球木工及人造板机械技术发展模式 二、中国木工机械设计的发展分析 三

、中国人造板机械设计的发展分析 第四节 中国人造板机械制造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一、

我国人造板机械工业存在的问题 二、我国人造板机械制造业发展对策 三、对推进人造板机械

制造行业发展的几点思考  第三部分 人造板上市公司分析第十一章 人造板上市公司分析 第一

节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6-2018年公司经营状况 三、2016-2018年公司

财务数据 四、2018年公司发展展望及策略 第二节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6-2018年公司经营状况 三、2016-2018年公司财务数据 四、2018年公司发展展望及策略 

第三节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6-2018年公司经营状况 

三、2016-2018年公司财务数据 四、2018年公司发展展望及策略 第四节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

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6-2018年公司经营状况 三、2016-2018年公司财务数据 四

、2018年公司发展展望及策略  第四部分 发展趋势及投资前景研究第十二章 2018-2023年人造

板行业趋势预测及趋势 第一节 世界人造板工业发展趋势 一、人造板产品结构发生变化 二、

人造板产品性能水平更高 三、人造板工业发展规模化 四、人造板工业原料将是非木质和废弃

木质纤维 五、人造板产品在建筑业作用加大 六、人造板发展与环保相结合 第二节 中国人造

板行业趋势预测及趋势 一、“十三五”我国人造板行业发展方向 二、“十三五”我国人造板



行业市场前景 三、“十三五”我国人造板行业行业展望 四、“十三五”我国人造板行业行业

策略 五、中国人造板行业发展趋势 六、我国人造板产业趋势预测分析 七、无醛人造板产品趋

势预测乐观  第十三章 2018-2023年人造板行业投资前景研究 第一节 人造板行业投资环境 第二

节 投资机会 一、人造板涨价已成定局 二、人造板行业发展的新机遇 三、“十三五”中国商

品木材供需缺口将达1.5亿m3 四、中国人造板市场需求前景依然看好 第三节 投资前景及策略  

附录： 附录一：《人造板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 附录二：《新原木检验标准》 附录三：

《云南省林业厅林业产业项目与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图表目录：图表：我国现有人造板标准

分类 图表：我国人造板标准标龄情况 图表：“十三五”期间我国人造板年产量增长趋势图 图

表：2006-2018年我国主要人造板进出口量 图表：人造板工业的发展加速了我国人工面积增长 

图表：2017年全国人造板分月产量分析 图表：2017年主要省份人造板产量分析 图表：2017年

主要省份人造板表面装饰板产量分析 图表：2018年主要省份人造板产量分析 图表：2018年主

要省份人造板表面装饰板产量分析 图表：2017年全国胶合板分月产量分析 图表：2017年主要

省份胶合板产量分析 图表：2018年主要省份胶合板产量分析 图表：2017年全国纤维板分月产

量分析 图表：2017年主要省份纤维板产量分析 图表：2018年主要省份纤维板产量分析 图表

：2017年全国刨花板分月产量分析 图表：2017年主要省份刨花板产量分析 图表：2018年主要

省份刨花板产量分析 图表：全球刨花板产量变动情况 图表：北美和欧洲以外的地区刨花板生

产情况 图表：其他欧洲国家的刨花板工厂数和生产线条数 图表：2018年北美的刨花板产能、

每条生产线的平均产量、美国刨花板业的开工率 图表：欧盟15国刨花板工厂数和生产线条数 

图表：欧洲其他地区的刨花板工厂数和生产线条数 图表：北美未来产能变化情况 图表：欧

盟15国未来产能变化情况 图表：非欧盟15国未来产能变化情况 图表：北美和欧洲欧地区未来

产能变化 图表：双原料工艺流程 图表：麦秸均质板与木材刨花板的性能对比 图表

：2016-2018年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营构成表 图表：2016-2018年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流

动资产表 图表：2016-2018年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投资表 图表：2016-2018年大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固定资产表 图表：2016-2018年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无形及其他资产表 图表

：2016-2018年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负债表 图表：2016-2018年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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