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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航空复合材料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航

空复合材料行业相关概述、中国航空复合材料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航空复合材料行业

的现状、中国航空复合材料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航空复合材料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

分析及中国航空复合材料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航空复合材料产业有个系统的

了解或者想投资航空复合材料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自20世纪70年代后，航空工业中复合材料的使用量正在不断地增加。制造飞机结构的传统

材料包括铝、钢和钛。复合材料的主要好处是减轻的重量和较简单的装配。性能优势和减轻

飞机结构重量是飞机复合材料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虽然商用飞机正日渐关注燃油经济性，但

是复合材料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不断减少生产和维护成本。复合材料也用于替换老旧飞机上

的金属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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