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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钛白粉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钛白粉行

业相关概述、中国钛白粉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钛白粉行业的现状、中国钛白粉行业竞

争格局、对中国钛白粉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钛白粉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

测。您若想对钛白粉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钛白粉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

要工具。

    目前全球有约60%的钛白粉产量(290 万 吨)采用氯化法工艺进行生产。全球钛白产能从2011

年638万吨增长至2017年741万吨，市场高度寡头垄断，海外产能主要集中在杜邦(科慕)(116万

吨)、亨斯迈(90万吨)、科斯特(86万吨)、康诺斯55万吨)、特诺(46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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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钛白粉行业概述

 一、钛白粉行业概念及定义

 二、钛白粉行业主要产品分类

 第二节 钛白粉行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一、钛白粉行业赢利性

 二、钛白粉行业成长速度

 三、钛白粉行业附加值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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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钛白粉行业产业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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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2020-2026年影响钛白粉行业运行的稳定因素分析

 三、2020-2026年影响钛白粉行业运行的不利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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