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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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玻璃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玻璃行

业相关概述、中国玻璃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玻璃行业的现状、中国玻璃行业竞争格局

、对中国玻璃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玻璃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

对玻璃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玻璃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玻璃是非晶无机非金属材料，一般是用多种无机矿物(如石英砂、硼砂、硼酸、重晶石、碳

酸钡、石灰石、长石、纯碱等)为主要原料，另外加入少量辅助原料制成的。它的主要成分为

二氧化硅和其他氧化物。普通玻璃的化学组成是Na2SiO3、CaSiO3、SiO2

或Na2O&middot;CaO&middot;6SiO2等，主要成分是硅酸盐复盐，是一种无规则结构的非晶态

固体。广泛应用于建筑物，用来隔风透光，属于混合物。另有混入了某些金属的氧化物或者

盐类而显现出颜色的有色玻璃，和通过物理或者化学的方法制得的钢化玻璃等。有时把一些

透明的塑料（如聚甲基丙烯酸甲酯）也称作有机玻璃。

    未显示数据请查阅正文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玻璃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2021

年上半年我国平板玻璃产量累计值达50840.8万重量箱，期末产量比上年累计增长10.8%。          

                        指标   2021年6月   2021年5月   2021年4月   2021年3月   2021年2月     平板玻璃产量当

期值(万重量箱)   8706.5   8812.9   8605.4   8512.1   　     平板玻璃产量累计值(万重量箱)   50840.8  

42191   33404.3   24772   16080.7     平板玻璃产量同比增长(%)   10.3   12.7   15.9   9.4   　  平板玻璃

产量累计增长(%)10.810.910.58.69.3

报告目录：

 第.一章 玻璃行业相关概述

 第.一节 各类玻璃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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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玻璃行业特征分析

 一、价格波动状况分析

 二、行业目前存在的问题

 三、行业周期性特点

 四、相关产业政策

 五、机遇与挑战

 第四节 2015-2019年建材工业所属行业经济运行情况综述

 一、2019年行业运行情况特点

 二、2019年行业运行存在的问题

 三、2019年建材行业运行状况分析

 四、2019年建材工业发展趋势和重点工作

 五、建材工业&ldquo;十三五&rdquo;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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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我国玻璃行业发展总体概况

 一、我国玻璃工业30年跨越式发展变化

 二、&ldquo;十二五&rdquo;时期我国玻璃行业保持健康发展态势

 三、玻璃加工产业进入快速增长发展时期

 四、2019年国内玻璃产业在低谷中前行

 第二节 2019年玻璃所属行业经济运行情况综述

 一、2019年玻璃行业市场运行状况分析

 二、2019年玻璃行业景气度分析

 三、2019年玻璃行业产品产量分析

 四、2019年玻璃行业产品销量分析

 五、2019年玻璃行业产品价格分析

 六、2019年玻璃行业经营情况分析

 （一）行业产品销售收入

 （二）销售成本及利润总额

 七、2019年玻璃行业热点研究

 第三节 2019年玻璃所属行业经济运行情况综述

 一、2019年玻璃行业产品产量分析

 二、2019年玻璃行业产品销量分析



 三、2019年玻璃行业产品价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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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2019年玻璃行业热点研究

 六、2019年玻璃行业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第四节 2019年我国玻璃所属行业市场状况分析

 一、2019年玻璃期现市场行情回顾

 二、2019年玻璃行业现货市场回顾

 三、2019年玻璃行业期现价差回顾

 四、2019年玻璃行业宏观环境分析

 五、2019年玻璃行业需求面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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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变动对行业盈利影响不容忽视，其中纯碱成本占比超过40%。结合招商化工组观点，

玻璃作为纯碱最重要的需求来源，玻璃产能温和扩张提升纯碱需求量、环保整治降低纯碱行

业开工率水平，纯碱价格有望再度走高。一般情况下，单重箱玻璃需要使用纯碱10kg左右，

纯碱价格上涨100元将增加玻璃成本1元/重箱，有望对玻璃价格形成较强支撑。

 玻璃库存数据情况

  

 九、2019年我国玻璃行业市场状况分析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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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2019年浮法玻璃市场现状分析

 五、2019年浮法玻璃后市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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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2019年重点联系玻璃企业生产运行分析



 一、2019年重点联系玻璃企业产、销、存、价分析

 二、2019年重点联系玻璃企业价格运行分析

 三、2019年重点联系玻璃企业主要原材料价格分析

 四、2019年重点联系玻璃企业产能运行分析

 第二节 2019年重点联系玻璃企业产、销、存、价分析

 一、2019年重点联系玻璃企业产、销、存分析

 二、2019年重点联系玻璃企业价格分析

 三、2019年我国重点联系玻璃企业有效产能分析

  

 第四章 2015-2019年我国玻璃所属行业进出口市场调研

 第.一节 2019年我国玻璃所属行业进出口市场调研

 一、2019年玻璃行业进口市场调研

 二、2019年玻璃行业出口市场调研

 三、2019年我国平板玻璃进出口市场调研

 第二节 2019年我国玻璃所属行业进出口市场调研

 一、2019年玻璃行业进口市场调研

 二、2019年玻璃行业出口市场调研

 三、2019年平板玻璃出口分析

  

 第五章 建筑玻璃

 第.一节 建筑玻璃的现状分析

 一、建筑玻璃新功能展示市场新热点

 二、建筑玻璃主要产品的市场需求量

 三、我国建筑玻璃市场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第二节 建筑玻璃的应用分析

 一、世界建筑的发展对玻璃的要求变化

 二、建筑玻璃的主要应用品种及特点

 三、建筑用玻璃容易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第三节 建筑微晶玻璃的发展

 一、建筑微晶玻璃简介

 二、世界建筑微晶玻璃的发展概况

 三、我国建筑微晶玻璃发展概况



 四、微晶玻璃的应用与趋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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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发展回顾

 二、&ldquo;十二五&rdquo;平板玻璃工业发展分析

 第二节 2015-2019年我国平板玻璃行业发展分析

 一、2019年沙河市成为全国最大平板玻璃生产基地

 二、2019年我国平板玻璃行业发展分析

 三、2019年平板玻璃产能过剩及对策

 四、2019年平板玻璃行业重点支持大企业名单发布

 五、2019年中国平板玻璃市场前景预测分析

 六、2019年美国高性能平板玻璃需求预测分析

 第三节 平板玻璃工业&ldquo;十三五&rdquo;发展规划

 一、发展现状调研

 二、发展环境

 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四、发展重点

 五、重点工程

 六、保障措施

 第四节 各地平板玻璃&ldquo;十三五&rdquo;发展规划

 一、陕西

 二、河南

 三、福建

 四、广东

  

 第七章 节能型玻璃

 第.一节 我国建筑能耗现状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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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我国建筑能耗呈现三个特点

 三、我国建筑能耗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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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发展节能玻璃产业技术是关键

 第三节 我国节能玻璃市场调研

 一、国内Low-e玻璃的应用普及率

 二、2019年全国最大节能玻璃生产线投产

 三、2019年节能玻璃市场分析

 四、2019年节能玻璃标准将出台

 五、2019年节能玻璃或成行业扭困突破口

 第四节 中空玻璃的节能发展分析

 一、中空玻璃的节能效果分析

 二、中空玻璃的趋势预测分析

  

 第八章 汽车玻璃第.一节 2019年我国汽车玻璃行业现状调研

 一、汽车玻璃的市场划分

 二、OEM市场和AM市场情况分析

 三、汽车产量的增长带动汽车玻璃制造业的发展

 四、汽车玻璃行业的发展现状和行业竞争状况分析

 五、浮法玻璃行业的发展现状和行业竞争状况分析

 六、行业政策

 第二节 汽车玻璃发展展望

 一、2019年康宁玻璃涉足汽车领域

 二、自主品牌玻璃基本满足国产汽车胃口

 三、汽车玻璃技术发展呈现多样性

 四、超吸热玻璃是汽车玻璃的新宠儿

 五、汽车玻璃技术趋势预测分析

  

 第九章 装饰玻璃

 第.一节 装饰玻璃相关概念

 一、装饰玻璃的定义

 二、装饰玻璃的特点和应用

 第二节 艺术装饰玻璃行业发展现状调研

 一、我国艺术玻璃的行业现状调研



 二、艺术玻璃企业面临的问题

 第三节 2019年艺术装饰玻璃的市场机遇

 一、中国艺术玻璃市场竞争趋势发展与预测分析

 二、玻璃渐成室内装饰行业新宠

 三、新型艺术玻璃&mdash;&mdash;LED光源与玻璃的完美结晶

 四、玻璃制品成新型时尚装饰材料

 五、艺术玻璃的革命性变革：激光内雕玻璃

 第四节 我国装饰玻璃发展方向与对策

 一、装饰玻璃的发展方向

 二、装饰玻璃发展对策

  

 第十章 玻璃纤维第.一节 玻璃纤维行业概述

 一、中国玻璃纤维产业雄居世界首位

 二、&ldquo;十二五&rdquo;玻璃纤维行业发展回顾

 三、玻璃纤维行业准入条件

 第二节 2015-2019年我国玻璃纤维发展现状调研

 一、2019年全球玻璃纤维生产形势

 二、2019年玻纤行业经济运行情况分析

 三、2019年玻璃纤维拉开涨价序幕

 四、2019年玻纤行业景气度分析

 五、2019年包头瑞光万吨玻璃纤维项目试产

 六、2019年河南首条玻璃纤维生产线在安阳开工建设

 七、2019年埃克塞德研发新型玻璃纤维电池技术

 第三节 &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玻璃纤维行业发展展望

 一、指导思想

 二、行业目标（国内）

 三、产品需求预测分析

 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技术水平

 五、深化制品加工、开发更多新产品

 六、开发玻纤制品应用领域

 七、巩固国际市场、全方位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八、强化管理和协调



  

 第十一章 其他玻璃

 第.一节 安全玻璃

 一、安全玻璃的概念

 二、安全玻璃逐渐成为玻璃市场主流

 三、国际汽车安全玻璃发展动向

 四、高性能安全玻璃市场发展概况和前景

 五、2019年安全玻璃强制性认证实施

 六、2019年全国钢化玻璃产量

 第二节 电子玻璃

 一、我国电子玻璃产业发展回顾

 二、2019年河南海川电子玻璃项目开工

 三、2019年南玻集团开工建超薄电子玻璃项目开工建设

 四、2019年信义超薄电子玻璃生产线成功点火

 第三节 日用玻璃

 一、2019年日用玻璃产量同比增长

 二、2019年日用玻璃行业情况分析

 三、2019年日用玻璃产品线争取实现新突破

 四、日用玻璃行业的发展建议

 第四节 真空玻璃

 一、真空玻璃新技术简析

 二、2019年真空玻璃被列入工信部新材料十三五规划

 三、2019年金融业助力真空玻璃行业发展

 四、未来真空玻璃将现爆发式增长

  

 第十二章 设备及原料所属行业调研

 第.一节 玻璃机械设备所属行业调研

 一、我国玻璃机械设备行业现状调研

 二、2019年玻璃机械生产巨头落户上海

 三、玻璃机械企业应走品牌发展之路

 第二节 玻璃原材料所属行业调研

 一、玻璃硅质原料资源情况分析



 二、玻璃硅质原料地理分布

 三、玻璃硅质原料资源特点

 四、我国硅质原料资源的开发利用现状调研

 第三节 玻璃原材料所属行业发展分析

 一、我国成功研发彩色玻璃新原料

 二、玻璃纳米透明隔热涂料前景三、玻璃瓶原料纯碱行业开工率回升

  

 第十三章 玻璃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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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2019年世界最大浮法节能玻璃生产线凤阳点火

  

 第十四章 行业重点企业分析

 一、公司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四、公司发展展望及策略

 五、公司发展展望及策略

 第二节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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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四、公司发展展望及策略

 第四节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四、公司发展展望及策略

 第五节 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四、公司发展展望及策略

 第六节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四、公司发展展望及策略

 第七节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四、公司发展展望及策略



 第八节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四、公司发展展望及策略

  

  

 第十五章 2021-2027年玻璃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2021-2027年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2019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形势分析

 二、2019年宏观经济运行形势对玻璃行业的影响

 第二节 2021-2027年玻璃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重点政策及重大事件分析

 二、政策投资预测及策略

 第三节 2021-2027年玻璃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一、行业发展社会环境概述

 二、具体社会环境分析

 第四节 2021-2027年玻璃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一、行业主要技术术语及简要解释

 二、行业生产工艺技术

 三、行业技术投资预测预测分析

  

 第十六章 2021-2027年玻璃产业链发展分析及其影响

 第节 玻璃行业产业链介绍

 第二节 2019年玻璃行业上游产业分析

 一、2019年纯碱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二、2019年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第三节 上游行业对玻璃行业的影响分析

 第四节 2019年玻璃行业下游产业分析

 一、房地产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一）2015年全国房地产市场成交状况分析

 （二）2015年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



 （三）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四）新开工面积，库存替代指标

 （五）2021-2027年我国房地产市场预测分析二、汽车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第五节 下游行业对玻璃行业的影响分析

  

 第十七章 2021-2027年行业趋势预测与趋势预测分析

 第.一节 周期性发展中的玻璃市场前景调查

 一、我国玻璃行业周期性发展历程回顾

 二、2019年我国玻璃行业周期性趋势预测分析

 三、&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我国玻璃行业周期性趋势预测分析

 第二节 我国建筑玻璃发展趋势预测

 一、我国建筑玻璃市场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二、我国玻璃品种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 我国防火玻璃和装饰玻璃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一、我国防火玻璃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二、我国装饰玻璃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第十八章 2021-2027年行业投资前景与防范措施分析

 第.一节 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一、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二、风险防范措施

 第二节 政策风险

 一、政策风险

 二、风险防范措施

 第三节 供求风险

 一、供求风险

 二、风险防范措施

 第四节 原材料压力风险分析

 一、原材料压力风险

 二、风险防范措施

 第五节 产品结构风险

 一、产品结构风险



 二、风险防范措施

 第六节 兼并重组风险

 一、兼并重组风险

 二、风险防范措施

  

 第十九章 2021-2027年行业投资趋势分析分析

 第.一节 2021-2027年玻璃行业投融资情况分析

 一、行业资金渠道分析

 二、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三、行业投资特点分析

 四、行业投资发展方向

 第二节2021-2027年玻璃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2019年玻璃业投资机会分析

 二、&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玻璃行业投资机会

 三、玻璃基板材料投资机会

 四、超薄玻璃市场前景分析

 五、超白玻璃市场前景分析

 六、中国装饰艺术玻璃市场前景看好

 七、低辐射夹层防盗玻璃受到市场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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