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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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离子膜烧碱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离子

膜烧碱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离子膜烧碱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离子膜烧碱行业的现状、

中国离子膜烧碱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离子膜烧碱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离

子膜烧碱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离子膜烧碱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离

子膜烧碱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离子膜烧碱就是采用离子交换膜法电解食盐水而制成烧碱（即氢氧化钠）。其主要原理是

因为使用的阳离子交换膜，该膜有特殊的选择透过性，只允许阳离子通过而阻止阴离子和气

体通过，即只允许H+、Na+通过，而Cl－、OH－和两极产物H2和Cl2无法通过，因而起到了

防止阳极产物Cl2和阴极产物H2相混合而可能导致爆炸的危险，还起到了避免Cl2和阴极另一

产物NaOH反应而生成NaClO影响烧碱纯度的作用。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离子膜烧碱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

：2019年我国烧碱产量累计值达1699.8万吨，期末产量比上年累计下降2.3%。                                   

指标   2020年6月   2020年5月   2020年4月   2020年3月   2020年2月     烧碱（折100％）产量当期值(

万吨)   294.3   299.3   286.4   300.4   　     烧碱（折100％）产量累计值(万吨)   1699.8   1408.6   1109.1

  822.9   523.7     烧碱（折100％）产量同比增长(%)   4.4   5.6   -3.4   1.5   　  烧碱（折100％）产量

累计增长(%)-2.3-3.4-5.6-9-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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