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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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

趋势前景分析报告》介绍了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建筑绿色节能保温

新材料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行业的现状、中国建筑绿色节能

保温新材料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及中国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

料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

要工具。

第一章 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行业发展综述

 　　第一节 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的定义

 　　第二节 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的分类

　　　　一、绿色可回收节能新材料

　　　　二、绿色植物研制的节能新材料

　　　　三、碳素纤维节能建筑新材料

　　　　四、抑菌节能建筑新材料

　　第三节 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在建筑施工中的应用

　　　　一、在屋顶施工中的应用分析

　　　　二、在建筑墙体施工中的应用

　　　　三、在门窗中的施工应用分析

　　　　四、在其他施工方面应用分析

　　第四节 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行业经营模式分析

　　　　一、生产模式

　　　　二、采购模式

　　　　三、销售模式 

第二章 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中国GDP增长情况分析

　　　　二、工业经济发展形势分析

　　　　三、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四、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五、全国居民收入增长分析

　　　　六、居民消费价格变化分析

　　　　七、对外贸易发展形势分析

　　第二节 中国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行业政策法规环境分析

　　　　一、行业主管部门

　　　　二、行业监管体制

　　　　三、行业相关政策规划

　　第三节 中国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一、国内社会环境分析

　　　　二、社会环境对行业发展的影响

　　第四节 中国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一、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行业相关技术

　　　　二、技术环境对行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第三章 中国建筑业发展概览

 　　第一节 中国建筑业发展情况分析

 　　第二节 中国建筑业总体规模分析

　　　　一、中国建筑行业企业数量分析

　　　　二、中国建筑业总产值增长分析

　　　　三、中国建筑业增加值增长分析

　　　　四、中国建筑业房屋施工面积

　　　　五、中国建筑业房屋竣工面积

　　第三节 中国建筑业企业效益分析

　　　　一、建筑业企业资产总额

　　　　二、建筑业企业负债总额

　　　　三、建筑业企业所有者权益

　　　　四、中国建筑业企业收入分析

　　　　五、中国建筑业利润总额分析

　　　　六、中国建筑业签订合同额分析

　　第四节 中国建筑业技术装备状况分析

　　　　一、中国建筑施工机械设备状况分析

　　　　二、中国建筑企业技术装备状况分析

　　　　三、中国建筑业劳动生产率分析 



第四章 中国新材料产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新材料产业发展概况

　　　　一、新材料产业总体发展情况分析

　　　　二、新材料产业未来发展重点分析

　　　　三、中国新材料产业发展存在问题

　　　　四、中国新材料产业发展对策措施

　　第二节 中国新材料行业发展现状调研

　　　　一、新材料产业区域集聚态势明显

　　　　二、新材料研究水平进一步提高

　　　　三、新材料产业发展成就令人瞩目

　　第三节 中国新材料产业规模分析

　　　　一、中国新材料产业规模分析

　　　　二、中国新材料产业发展特点

　　　　三、新材料产业开发区发展分析

　　第四节 政策重点支持的新材料领域分析

　　　　一、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

　　　　二、高温合金

　　　　三、高端装备用特种合金

　　　　四、先进半导体材料

　　　　五、新型显示材料

　　　　六、增材制造材料

　　　　七、稀土新材料

　　　　八、石墨烯

　　第五节 新型建筑材料

　　　　一、中国新型建筑材料概述

　　　　二、新型建材与传统建材的区别

　　　　三、国内外新型建筑材料发展情况分析

　　　　四、中国新型建筑材料发展历程

　　　　五、中国新型建筑材料需求分析

　　　　六、中国新型建材行业发展促进措施 

第五章 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行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发展历程



 　　第二节 中国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一、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行业总体发展情况分析

　　　　二、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行业市场规模

　　　　三、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行业运营情况分析

　　第三节 中国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第四节 中国常用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发展情况分析

 　　第五节 中国珍珠岩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发展情况分析

　　　　一、中国珍珠岩行业发展概况

　　　　二、珍珠岩保温材料应用分析

　　　　三、珍珠岩保温材料性能比较

　　　　四、新型珍珠岩保温系统分析 

第六章 中国常见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工艺技术及产品性能分析

 　　第一节 有机类产品

　　　　一、苯板系

　　　　　　（一）产品类别及生产工艺

　　　　　　（二）产品参数性能

　　　　　　（三）产品应用状况分析

　　　　二、聚氨酯

　　　　　　（一）产品类别及生产工艺

　　　　　　（二）产品参数性能

　　　　　　（三）产品应用状况分析

　　　　三、酚醛泡沫

　　　　　　（一）产品类别及生产工艺

　　　　　　（二）产品参数性能

　　　　　　（三）产品应用状况分析

　　第二节 无机类产品

　　　　一、泡沫玻璃

　　　　　　（一）产品类别及生产工艺

　　　　　　（二）产品参数性能

　　　　　　（三）产品应用状况分析

　　　　二、岩棉板

　　　　　　（一）产品类别及生产工艺



　　　　　　（二）产品参数性能

　　　　　　（三）产品应用状况分析

　　　　三、珍珠岩

　　　　　　（一）产品类别及生产工艺

　　　　　　（二）产品参数性能

　　　　　　（三）产品区域分布

　　　　　　（四）产品应用状况分析

　　第三节 复合材料类产品

　　　　一、夹芯板

　　　　　　（一）产品类别及生产工艺

　　　　　　（二）产品参数性能

　　　　　　（三）产品应用状况分析

　　　　二、玻化微珠

　　　　　　（一）产品类别及生产工艺

　　　　　　（二）产品参数性能

　　　　　　（三）产品应用状况分析 

第七章 中国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整体市场发展分析

 　　第一节 中国常见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市场结构分析

　　　　一、苯板系产品市场调研

　　　　二、聚氨酯产品市场调研

　　　　三、酚醛类产品市场调研

　　　　四、珍珠岩产品市场调研

　　　　五、泡沫玻璃产品市场调研

　　　　六、岩棉板产品市场调研

　　第二节 中国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市场竞争分析

　　　　一、整体竞争情况分析

　　　　二、产品竞争情况分析

　　　　三、地域市场竞争

　　第三节 2021-2027年中国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第八章 中国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重点企业分析

 　　第一节 山东联创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



　　　　二、企业产品结构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投资前景及前景

　　第二节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

　　　　二、企业产品结构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投资前景及前景

　　第三节 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

　　　　二、企业产品结构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投资前景及前景

　　第四节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

　　　　二、企业产品结构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投资前景及前景

　　第五节 湖南江盛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

　　　　二、企业产品结构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投资前景及前景

　　第六节 上海大道包装隔热材料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

　　　　二、企业产品结构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投资前景及前景

　　第七节 滕州市华海新型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

　　　　二、企业产品结构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投资前景及前景

　　第八节 苏州优尼科绝热技术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

　　　　二、企业产品结构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投资前景及前景 

第九章 中国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市场营销决策分析

 　　第一节 中国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行业常见营销模式及渠道

 　　第二节 中国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市场主要营销策略分析

 　　第三节 2021-2027年中国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营销模式变化趋势预测分析

 　　第四节 2021-2027年中国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营销策略建议

 第十章 2021-2027年中国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市场风险及策略分析

 　　第一节 中国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市场投资特性分析

　　　　一、进入退出壁垒

　　　　二、投资价值分析

　　　　三、投资吸引力分析

　　　　四、盈利影响因素分析

　　第二节 2021-2027年中国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市场投资前景分析

　　　　一、宏观经济风险

　　　　二、产业政策风险

　　　　三、市场竞争分析

　　　　四、技术研发风险

　　第三节 2021-2027年中国膨胀珍珠岩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市场经营风险分析

　　　　一、替代风险

　　　　二、政策风险

　　　　三、竞争风险

　　　　四、原材料风险

　　第四节 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风险规避及控制策略

 第十一章 2021-2027年中国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行业投资规划建议分析

 　　第一节 2021-2027年中国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市场规模预测分析

 　　第二节 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行业发展行业前景调研分析

　　　　一、无机保温材料行业前景调研



　　　　二、有机保温材料行业前景调研

　　　　三、有机无机复合保温材料行业前景调研

　　第三节 中国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行业战略综合规划

　　　　一、技术开发战略

　　　　二、业务组合战略

　　　　三、区域战略规划

　　　　四、产业战略规划

　　　　五、营销品牌战略

　　　　六、竞争战略规划

　　第四节 对我国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品牌的战略思考

　　　　一、企业品牌的重要性

　　　　二、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三、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四、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第五节 2021-2027年建筑绿色节能保温新材料行业投资规划建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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