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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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硅单晶抛光片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硅

单晶抛光片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硅单晶抛光片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硅单晶抛光片行业

的现状、中国硅单晶抛光片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硅单晶抛光片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

分析及中国硅单晶抛光片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硅单晶抛光片产业有个系统的

了解或者想投资硅单晶抛光片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近年来，在我国新材料产业发展过程中，国家给予大力支持，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材

料产业体系。我国新材料产业呈现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在一些重点、关键新材料的制

备技术、工艺技术、新产品开发及节能、环保和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促进

了一批新材料产业的形成与发展。现阶段，我国新材料产业链条不断延伸，细分领域不断涌

现，产业上下游进一步融合。

     单晶硅是微电子工业的主要材料。6英寸和8英寸硅晶片的市场需求量增长率将超过20%以

上，产品市场前景广阔。8英寸硅单晶抛光片是当前世界集成电路产业的主流产品之一，在国

际半导体产业中占有较大比重。且随着国外产业升级换代，国内8英寸硅单晶抛光片的市场需

求将在未来几年将呈现爆发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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