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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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钢化玻璃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钢化玻

璃行业相关概述、中国钢化玻璃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钢化玻璃行业的现状、中国钢化

玻璃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钢化玻璃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钢化玻璃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钢化玻璃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钢化玻璃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钢化玻璃（Temperedglass/Reinforcedglass）属于安全玻璃。钢化玻璃其实是一种预应力玻璃

，为提高玻璃的强度，通常使用化学或物理的方法，在玻璃表面形成压应力，玻璃承受外力

时首先抵消表层应力，从而提高了承载能力，增强玻璃自身抗风压性，寒暑性，冲击性等。

注意与玻璃钢区别开来。

 钢化玻璃优缺点                           优点                               1             强度较之普通玻璃提高数倍，抗弯。 

                             2             使用安全，其承载能力增大改善了易碎性质，即使钢化玻璃破坏也呈无

锐角的小碎片，对人体的伤害极大地降低了。钢化玻璃的耐急冷急热性质较之普通玻璃有3~5

倍的提高，一般可承受250度以上的温差变化，对防止热炸裂有明显的效果。是安全玻璃中的

一种。为保障高层建筑提供合格材料安全性作保障。                               缺点                               1           

 钢化后的玻璃不能再进行切割，和加工，只能在钢化前就对玻璃进行加工至需要的形状，再

进行钢化处理。                               2             钢化玻璃强度虽然比普通玻璃强，但是钢化玻璃有自爆

（自己破裂）的可能性，而普通玻璃不存在自爆的可能性。                               3             钢化玻璃的

表面会存在凹凸不平的现象（风斑），有轻微的厚度变薄。变薄的原因是因为玻璃在热熔软

化后，在经过强风力使其快速冷却，使其玻璃内部晶体间隙变小，压力变大，所以玻璃在钢

化后要比在钢化前要薄。一般情况下4~6mm玻璃在钢化后变薄0.2~0.8mm，8~20mm玻璃在钢

化后变薄0.9~1.8mm。具体程度要根据设备来决定，这也是钢化玻璃不能做镜面的原因。          

                    4             通过钢化炉（物理钢化）后的建筑用的平板玻璃，一般都会有变形，变形程

度由设备与技术人员工艺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装饰效果（特殊需要除外）。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钢化玻璃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2020

年我国钢化玻璃产量累计值达53325.6万平方米，期末产量比上年累计下降1.8%。                           

            指标   2020年12月   2020年11月   2020年10月   2020年9月   2020年8月   2020年7月     钢化玻璃

产量当期值(万平方米)   5459.7   5157.4   4951   4945.4   4771.6   4316.6     钢化玻璃产量累计值(万平

方米)   53325.6   47714.7   42736.4   37601.3   32759.5   26300.3     钢化玻璃产量同比增长(%)   2.9   5.4 



 6.1   5.4   3.1   -5.7  钢化玻璃产量累计增长(%)-1.8-2.3-4.4-5-6-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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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钢化玻璃产量_累计值(万平方米)             钢化玻璃产量_同比增长(%)             钢化玻璃



产量_累计增长(%)                               2017年12月             4995             53633.1             4.2             3.8                

              2017年11月             5500.9             53723.7             5.2             6.8                               2017年10月            

5401.5             49019.6             6.5             8.1                               2017年9月             5503.8             43489.7            

9             7.3                               2017年8月             5306.3             38299.2             7.6             6.8                              

2017年7月             5206.7             33150             8             6.8                               2017年6月             5316.2            

28100.9             10.1             6.8                               2017年5月             4959.5             22328.2             8.1             7.7

                              2017年4月             4703             17367             2.5             6.3                               2017年3月          

  4481.7             12337.3             -2.8             7.7                               2017年2月             -             7816.2             -        

    -7.3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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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2020-2026年钢化玻璃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一节2020-2026年中国钢化玻璃市场前景分析

 一、2013-2019年我国钢化玻璃市场前景总结

 二、2020-2026年我国钢化玻璃发展趋势分析



 第二节2020-2026年钢化玻璃产品发展趋势分析

 一、2020-2026年钢化玻璃产品技术趋势分析

 二、2020-2026年钢化玻璃产品价格趋势分析

 第三节2020-2026年中国钢化玻璃行业供需预测

 一、2020-2026年中国钢化玻璃供给预测

 二、2020-2026年中国钢化玻璃需求预测

 第四节2020-2026年钢化玻璃行业规划建议

  

 第十三章钢化玻璃企业管理策略建议

 第一节市场策略分析

 一、钢化玻璃价格策略分析

 二、钢化玻璃渠道策略分析

 第二节销售策略分析

 一、媒介选择策略分析

 二、产品定位策略分析

 三、企业宣传策略分析

 第三节提高钢化玻璃企业竞争力的策略

 一、提高中国钢化玻璃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对策

 二、钢化玻璃企业提升竞争力的主要方向

 三、影响钢化玻璃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因素及提升途径

 四、提高钢化玻璃企业竞争力的策略

 第四节对我国钢化玻璃品牌的战略思考

 一、钢化玻璃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二、钢化玻璃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三、我国钢化玻璃企业的品牌战略

 四、钢化玻璃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略&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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