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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木塑复合材料市场分析与行业调查报告》介绍了木塑复

合材料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木塑复合材料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木塑复合材料行业的现

状、中国木塑复合材料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木塑复合材料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及中国木塑复合材料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木塑复合材料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

或者想投资木塑复合材料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木塑复合材料是国内外近年蓬勃兴起的一类新型复合材料，指利用聚乙烯、聚丙烯和聚氯

乙烯等，代替通常的树脂胶粘剂，与超过50%以上的木粉、稻壳、秸秆等废植物纤维混合成

新的木质材料，再经挤压、模压、注射成型等塑料加工工艺，生产出的板材或型材。主要用

于建材、家具、物流包装等行业。将塑料和木质粉料按一定比例混合后经热挤压成型的板材

，称之为挤压木塑复合板材。

     喷涂机器人是可进行自动喷漆或喷涂其他涂料的工业机器人。喷漆机器人主要由机器人本

体、计算机和相应的控制系统组成，液压驱动的喷漆机器人还包括液压油源，如油泵、油箱

和电机等。喷漆机器人一般采用液压驱动，具有动作速度快、防爆性能好等特点，可通过手

把手示教或点位示数来实现示教。喷漆机器人广泛用于汽车、仪表、电器、搪瓷等工艺生产

部门。喷涂机器人具备四大优点，其一是柔性大。工作范围大大；其二是提高喷涂质量和材

料使用率；其三是易于操作和维护，可离线编程，大大的缩短现场调试时间；其四是设备利

用率高，利用率可达90%-95%。

     喷涂作业生产效率高，适用于手工作业及工业自动化生产，应用范围广主要有五金、塑胶

、家私、军工、船舶等领域，是现今应用最普遍的一种涂装方式。工业机器人凭借着效率高

，可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实现人工难以企及的精细化技艺和标准化操作，提高制造装配准确

度，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可从事危险和危害性工作，达到常人难以企及的境地等优点已经出

现在各行各业，而近年来国内机器人市场也一跃成为全国较大的市场。

     随着现代喷涂工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对喷涂机技术的改革也时刻进行着，而今自动化工

业生产的要求逐渐提高，安全生产、环保生产等原则的不断贯彻，喷涂机器人的出现就成为

了必然，而这种高科技的喷涂设备也能很好的迎合各种工件的这些要求。

     当前，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悄然而至，德国的工业4.0、美国的工业互联网

以及中国制造2025均是针对这次工业革命的战略构思。中国制造2025是自动化和信息化两化

融合的过程，工业机器人凭借其自动化、柔性化、智能化的生产特点，成为智能制造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部分。目前，喷涂机器人已经广泛用于汽车整车及其零部件、电子产品、家具的



自动喷涂。未来，以喷涂机器人为重要代表的新型设备与新型涂料、新工艺相互促进、相互

发展所引发的涂装技术变革，将会更好的服务于国民经济各个行业。与此同时，喷涂机器人

作为工业机器人中的一员，也会成为涂装领域自动化和信息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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