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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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氟橡胶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氟橡胶行

业相关概述、中国氟橡胶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氟橡胶行业的现状、中国氟橡胶行业竞

争格局、对中国氟橡胶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氟橡胶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

测。您若想对氟橡胶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氟橡胶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

要工具。

    氟橡胶（fluororubber）是指主链或侧链的碳原子上含有氟原子的合成高分子弹性体。氟原

子的引入，赋予橡胶优异的耐热性、抗氧化性、耐油性、耐腐蚀性和耐大气老化性，在航天

、航空、汽车、石油和家用电器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是国防尖端工业中无法替代的关键

材料。自从1943年以来，先后开发出聚烯烃类氟橡胶、亚硝基氟橡胶、四丙氟橡胶、磷腈氟

橡胶以及全氟醚橡胶等品种。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氟橡胶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2020年

上半年我国合成橡胶产量累计值达322.7万吨，期末产量比上年累计增长0.1%。                               

   指标   2020年6月   2020年5月   2020年4月   2020年3月   2020年2月     合成橡胶产量当期值(万吨)  

59.2   59.1   59   57.3   　     合成橡胶产量累计值(万吨)   322.7   263.8   206.7   148.4   92.5     合成橡胶

产量同比增长(%)   5   7.1   2.3   1.1   　  合成橡胶产量累计增长(%)0.1-0.9-5.1-3.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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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对我国氟橡胶品牌的战略思考

 一、氟橡胶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二、氟橡胶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三、我国氟橡胶企业的品牌战略

 四、氟橡胶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部分图表目录：

 图表：氟橡胶产业链分析

 图表：氟橡胶行业生命周期

 图表：2017-2019年中国氟橡胶行业市场规模

 图表：2017-2019年全球氟橡胶产业市场规模

 图表：2017-2019年氟橡胶重要数据指标比较

 图表：2017-2019年中国氟橡胶行业销售情况分析

 图表：2017-2019年中国氟橡胶行业利润情况分析

 图表：2017-2019年中国氟橡胶行业资产情况分析

 图表：2017-2019年中国氟橡胶竞争力分析

 图表：2017-2019年中国氟橡胶市场前景分析

 图表：2017-2019年中国氟橡胶市场价格走势预测

 更多图表见正文&hellip;&hellip;

  详细请访问：http://www.bosidata.com/report/728029NR8O.html

http://www.bosidata.com/report/728029NR8O.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