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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混凝土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混凝土行

业相关概述、中国混凝土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混凝土行业的现状、中国混凝土行业竞

争格局、对中国混凝土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混凝土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

测。您若想对混凝土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混凝土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

要工具。

    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水泥品种多样、砂石集料质量千差万别、混凝土服役环境差异大，加

上施工企业和商品混凝土搅拌站现场技术人员水平参差不齐，因此混凝土外加剂生产企业复

配技术水平、现场技术服务质量是产品达到预期效果的关键。由于外加剂在混凝土成本中仅

占 2%-3%，但却对改善混凝土性能至关重要，在原材料质量变差背景下，服务需求提升，在

产业链上话语权提升。

     混凝土，简称为&quot;砼（t&oacute;ng）&quot;：是指由胶凝材料将集料胶结成整体的工程

复合材料的统称。通常讲的混凝土一词是指用水泥作胶凝材料，砂、石作集料；与水（可含

外加剂和掺合料）按一定比例配合，经搅拌而得的水泥混凝土，也称普通混凝土，它广泛应

用于土木工程。

    未显示数据请查阅正文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混凝土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2022年

我国水泥产量累计值达211794.9万吨，期末总额比上年累计下降10.8%。           指标   2022年12月

  2022年11月   2022年10月   2022年9月   2022年8月   2022年7月       水泥产量当期值(万吨)   16843.5  

19171.9   20383.7   20861.9   18808.2   19218.1       水泥产量累计值(万吨)   211794.9   195010   175888.5 

 156277.1   135485.1   116394.6       水泥产量同比增长(%)   -12.3   -4.7   0.4   1   -13.1   -7       水泥产量

累计增长(%)   -10.8   -10.8   -11.3   -12.5   -14.2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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