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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按键uv涂料属于紫线固化涂料，主要由合成树脂、光引发剂、助剂等原料组成，是一种节能、
无污染，快速成膜，施工方便，涂膜丰满、光滑、硬度高、耐磨性强、耐候性极佳、对抗对刮损性极高
的一种高端科技产品，产品具有较高的硬度和良好的耐磨性能。使产品表面光泽更持久，从而起来保护
产品表面的作用。喷涂后经紫外光照射可迅速固化成膜，主要适用于手机、相机、摄像机、化妆品，通
讯产品，视听产品等高档电子产品外壳的表面装饰及保护。
中国の携帯電話のUVコーティング産業市場調査と開発の予測の報告書（ 2015年版）
第一部分 UV涂料运行背景透析
第一章 UV涂料相关概述
第一节 UV涂料的组成
一、活性稀释剂
二、低聚物
三、光引发剂
四、助剂
第二节 UV涂料的特点
一、固化速度快
二、常温固化
三、节约能源
四、节省占地面积
五、不污染环境
六、提升产品性能
第三节 手机涂料性能指标
第四节 UV涂料的发展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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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2017年世界涂料工业整体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 2017年全球涂料业运行概况
一、全球涂料市场快速成长
二、国际涂料市场亮点分析
三、亚太地区涂料市场领先全球
四、金融危机对全球涂料工业的影响
第二节 2017年北美涂料业运行透析
一、北美涂料业联系紧密发展趋同
二、美国木器涂料市场现状及发展前景
三、美国手机涂料产量和性能将大幅提高
第三节 2017年西欧涂料工业市场格局分析
一、成熟的西欧涂料工业向全球扩张
二、英国涂料行业发展特点全解析
三、法国涂料市场呈现分化趋势
四、西班牙涂料市场前景堪忧
第四节 2018-2025年其他国家和地区涂料产业动态分析
一、俄罗斯涂料市场存在巨大开发空间
二、日本注重水性涂料开发及应用
三、印度涂料行业喜中有忧
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涂料细分市场分化明显
五、中东涂料市场仍将快速发展
六、新兴市场经济体涂料需求将强劲增长
第三章 2017年中国涂料工业运行新形势分析
第一节 2017年中国涂料行业运行总况
一、中国涂料行业开始进入转型期
二、涂料业并购风潮中外企获利最大
三、新国标将推动涂料行业分化
四、消费观念变化促进涂料企业转变方向
第二节 2017年中国涂料市场格局分析
一、中国涂料市场变革与特征
二、国内涂料市场在寒冬中艰难发展
三、农村涂料市场消费受到多方面制约
四、政府4万亿投资为涂料市场注入活力
第三节 2017年中国涂料行业竞争状况分析
一、涂料市场竞争的核心与焦点
二、国内涂料业竞争环境的几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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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涂料企业市场竞争进入新阶段
四、国内涂料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原因
五、民族涂料工业在激烈竞争中的发展机会
第四节 2017年中国涂料自主品牌建设情况
一、品牌主导涂料行业竞争成必然趋势
二、涂料行业外资品牌和国内品牌各有特点
三、涂料品牌开始大举争夺三四级市场
四、三四级涂料市场的渠道策略
第五节 2017年中国涂料工业存在的问题及结构调整研究
一、中国涂料行业与国外差距明显
二、中国涂料行业与美国相比的五大差距
三、涂料工业结构调整的指导原则及实现目标
四、涂料工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工作和任务
五、涂料工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和建议
第六节 金融危机对涂料行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探讨
一、金融危机使我国涂料行业陷入低迷状态
二、民族涂料企业在金融危机中迎来休养机会
三、涂料企业应对危机需要调整战略规划
四、涂料业在危机中应加强品牌建设
五、涂料企业依赖政策扶持需谨慎
第四章 2017年全球手机涂料产业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 2017年世界手机涂料产业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第二节 2017年全球手机涂料行业现状综述
一、世界手机涂料市场特点分析
二、全球手机涂料行业主要厂商竞争力分析
三、世界手机涂料产业市场需求分析
第三节 2017年全球手机涂料行业主要生产国分析
一、美国
二、欧洲
三、日本
第四节 2018-2025年世界手机涂料行业发展前景预测分析
第五章 2017年中国手机涂料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2013-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中国GDP分析
二、消费价格指数CPI、PPI
三、全国居民收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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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恩格尔系数
五、工业发展形势
六、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七、财政收支状况
八、中国汇率调整（人民币升值）
九、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情况
十、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情况
十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十二、对外贸易&进出口
第二节 2017年中国手机涂料产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国家涂料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提升环保涂料市场空间
二、出口退税政策影响
三、涂料工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工作和任务
第三节 2017年中国手机涂料产业技术环境分析
第二部分 UV涂料产业动态分析
第六章 2017年中国手机涂料产业运行形态分析
第一节 2017年中国手机涂料产业综述
一、手机底材及面材用漆使用情况
二、我国涂料助剂发展现状
三、光固化涂料技术发展
第二节 2017年中国手机涂料新技术分析
一、外壳抗菌涂料
二、键盘光触媒涂料
三、天窗反光涂料
四、外壳橡胶漆
五、金属质感钢琴漆
六、金属UV漆
七、尊贵烤漆
第三节 2017年中国手机涂料产业热点问题探讨
第七章 2013-2017年中国涂料产量统计分析
第一节 2013-2017年全国涂料产量分析
第二节 2017年全国及主要省份涂料产量分析
第三节 2017年涂料产量集中度分析
在线阅读：http://www.360Baogao.com/2015-01/ShouJiUVTuLiaoFaZhanQuShiFenXi.html
第八章 2017年中国手机涂料行业市场供需态势分析

手机UV涂料发展趋势分析

-5-

中国手机UV涂料行业市场调查研究及发展前景预测报告（2018年版）

中国市场报告网

360baogao.com

第一节 2017年中国手机涂料行业产销规模分析
一、手机产销与手机涂料相关性分析
二、手机涂料行业进出口规模分析
三、手机涂料价格走势分析
第二节 2017年中国手机涂料行业供需结构影响因素分析
一、国内手机市场变革在际
二、手机业发展带动涂料业技术革新
第三节 2017年中国手机涂料市场发展建议分析
第九章 2013-2017年中国手机UV涂料制造行业主要数据监测分析（2641）
第一节 2013-2017年中国手机UV涂料制造行业规模分析
一、企业数量增长分析
二、从业人数增长分析
三、资产规模增长分析
第二节 2017年三季度中国手机UV涂料制造行业结构分析
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二、销售收入结构分析
第三节 2013-2017年中国手机UV涂料制造行业产值分析
一、产成品增长分析
二、工业销售产值分析
三、出口货值分析
第四节 2013-2017年中国手机UV涂料制造行业成本费用分析
一、销售成本分析
二、费用分析
第五节 2013-2017年中国手机UV涂料制造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一、主要盈利指标分析
二、主要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第三部分 UV涂料竞争力透析
第十章 2017年中国手机涂料行业市场竞争新格局透析
第一节 2017年中国手机涂料行业竞争现状分析
一、UV涂料市场竞争激烈
二、低污染型UV涂料的技术发展成竞争关键
三、手机涂料品牌竞争分析
四、手机涂料价格竞争分析
第二节 2017年中国手机涂料产业集中度分析
一、市场集中度分析
二、区域集中度分析

-6-

手机UV涂料市场调研分析报告

中国市场报告网

360baogao.com

中国手机UV涂料行业市场调查研究及发展前景预测报告（2018年版）

第三节 中国手机涂料产业竞争策略分析
第十一章 2017年中国手机涂料行业重点企业竞争力分析
第一节 武藏涂料（昆山）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zhōngguó shǒujī UV túliào hángyè shìchǎng tiáo chá yánjiū jí fāzhǎn
qiánjǐng yùcè bàogào (2015 niánbǎn)
第二节 湖南本安亚大新材料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三节 绵阳高新区长久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四节 湖南邦弗特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五节 南宝树脂（中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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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六节 上海长悦涂料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七节 湖南省金海化工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八节 无锡万博涂料化工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四部分 UV涂料下游产业运行探析
第十二章 2017年中国手机产业运行形势分析
第一节 2017年中国手机运行总况
一、中国手机用户规模
二、手机行业的十大关键词
三、手机出货量与利润倒挂引发深思
四、工信部发放3G牌照分析
五、3G时代到来对国内手机市场的影响
六、中国手机行业可持续发展策略 订′阅热′线:′40′0′6′12′８′66′8
七、手机行业微利时代到来
第二节 近三年中国手机市场产销分析
一、2013-2017年中国手机产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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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三年中国手机销量分析
三、产销同比分析
第三节 2017年中国手机行业展望
一、大屏幕触摸手机的推广
二、800万像素拍照手机普及
三、S60、WM、Android操作系统S60更具优势
四、TD-SCDMA、CDMA2000、WCDMA同台登场
五、Wi-Fi解禁有难度
六、手机市场面临洗牌
第十三章 2017年中国手机市场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 2017年中国手机整体市场分析
一、手机市场结构
二、手机市场特征
第二节 2017年中国市场关注度分析
一、中国手机市场品牌结构关注分析
二、中国手机市场价位区间关注分析
三、中国手机市场外观的关注分析
第三节 2017年中国手机用户研究
一、用户特征概括
二、用户特征研究
三、用户上网行为研究
四、主流品牌用户特征研究
第四节 2018-2025年手机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一、国外品牌依然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
二、互联网改变市场营销方式
三、3G手机家庭市场逐渐兴起
四、手机市场规模预测
第五部分 UV涂料产业前景展望与趋势预测
第十四章 2018-2025年中国手机涂料产业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第一节 2018-2025年世界手机涂料技术发展趋势分析
一、高端电磁屏蔽技术
二、发光显示技术
Chinese mobile phone UV coatings industry marke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recast Report ( 2015 edition )
三、抗菌技术
第二节 2018-2025年中国手机涂料产业市场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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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供给预测分析
二、产品需求预测分析
三、竞争格局预测分析
第三节 2018-2025年中国手机涂料行业市场盈利预测分析
第十五章 2018-2025年中国手机涂料产业投资商机预测分析
第一节 2018-2025年中国手机涂料产业投资环境分析
第二节 2018-2025年中国手机涂料产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投资热点分析
二、重点区域投资机会分析
第三节 2018-2025年中国手机涂料产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市场竞争风险
二、环境风险
三、进退入风险
第四节 济.研咨.询:济研：专家投资建议
图表目录
图表 1 2013-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季度累计同比增长率（%）
图表 2 2017年居民消费价格主要数据
图表 3 2013-2017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涨跌幅
图表 4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涨跌幅
图表 5 生产资料出厂价格涨跌幅
图表 6 生活资料出厂价格涨跌幅
图表 7 2013-2017年三季度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9 2013-2017年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对比表
图表 10 2013-2017年工业增加值月度同比增长率（%）
图表 11 2013-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月度累计同比增长率（%）
图表 12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历次调整一览表
图表 13存款准备金率历次调整一览表
图表 15 2013-2017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月同比增长速度
图表 16 2017年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主要数据
图表 19 2017年我国涂料产量分省市分析
图表 20 2017年我国涂料市场产量集中度分析
图表 21 2017年中国移动通信手持机（手机）产量分省市统计
图表 22 2017年中国移动通信手持机（手机）产量分省市统计
图表 23 2017年中国移动通信手持机（手机）产量分省市统计
图表 24 2017年我国UV涂料进出口分析
图表 25 2017年我国UV涂料进出口分析

-10-

手机UV涂料市场调研分析报告

中国市场报告网

360baogao.com

中国手机UV涂料行业市场调查研究及发展前景预测报告（2018年版）

图表 26 2017年我国手机涂料价格分析
图表 27 2013-2017年中国手机UV涂料制造行业企业数量分析
图表 29 2013-2017年中国手机UV涂料制造行业资产合计分析
图表 30 2017年手机UV涂料制造行业不同类型企业数量分析
图表 31 2017年我国手机UV涂料制造行业不同所有制分析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图表 32 2017年我国手机UV涂料制造行业不同规模企业销售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33 2017年手机UV涂料制造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销售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34 2013-2017年我国手机UV涂料制造行业产成品增长分析
中國手機UV塗料行業市場調查研究及發展前景預測報告（2015年版）
图表 37 2013-2017年我国手机UV涂料制造行业销售成本统计分析
图表 39 2013-2017年我国手机UV涂料制造行业主要盈利指标分析
图表 40 2013-2017年我国手机UV涂料制造行业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图表 41 2017年我国手机涂料市场区域集中度分析
图表 42 2013-2017年中山武藏涂料有限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43 2013-2017年中山武藏涂料有限公司销售毛利变化情况
图表 44 2013-2017年中山武藏涂料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图表 47 2013-2017年湖南本安亚大新材料有限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49 2013-2017年湖南本安亚大新材料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图表 70 2013-2017年上海长悦涂料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71 2013-2017年上海长悦涂料有限公司成本费用利润率变化情况
图表 72 2013-2017年湖南金海化工有限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73 2013-2017年湖南金海化工有限公司销售毛利变化情况
图表 74 2013-2017年湖南金海化工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图表 77 2013-2017年无锡万博涂料化工有限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79 2013-2017年无锡万博涂料化工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图表 85 2017年-Q3中国手机市场品牌关注比例对比
图表 86 2017年-Q3中国手机市场不同价格段产品关注比例对比
图表 87 2017年中国手机市场不同外观产品关注比例分布
图表 88 2017年中国手机用户性别分布
图表 89 2017年中国手机用户年龄分布
图表 90 2017年中国手机用户所在区域分布
图表 91 2017年中国手机用户城乡分布
图表 92 2017年中国手机用户婚姻状况分布
图表 93 2017年中国手机用户上网地点分布
图表 94 2017年对中国手机用户最具吸引力的广告形式分布
图表 95 2017年中国手机用户网络广告点击行为分布

手机UV涂料发展趋势分析

-11-

中国手机UV涂料行业市场调查研究及发展前景预测报告（2018年版）

中国市场报告网

360baogao.com

图表 96 2017年手机功能关注度排行
图表 97 2017年主流品牌手机用户年龄分布对比
图表 98 2017年主流品牌手机用户个人月收入分布对比
图表 99 2018-2025年我国手机市场规模预测
图表 100 2018-2025年我国手机涂料行业产量预测
图表 101 2018-2025年我国手机涂料行业需求量预测
图表 102 2018-2025年我国手机涂料行业盈利能力预测
图表 103 2018-2025年手机涂料行业同业竞争风险及控制策略
略……
订购《中国手机UV涂料行业市场调查研究及发展前景预测报告（2018年版）》，报告编号
：1A56AA5，
请拨打：400 612 8668、010-66181099、010-66182099
Email：kf@360baogao.com，传真：010-66183099

在线阅读：http://www.360Baogao.com/2015-01/ShouJiUVTuLiaoFaZhanQuShiFenXi.html

-12-

手机UV涂料市场调研分析报告

中国市场报告网

360baogao.com

中国手机UV涂料行业市场调查研究及发展前景预测报告（2018年版）

相关报告
※ 中国手机uv涂料行业市场现状研究与未来前景趋势报告（2017年）
※ 2017-2020年中国手机UV涂料市场现状研究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
※ 中国手机UV涂料行业研究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2-2016年）
※ 2011-2015年中国手机UV涂料行业运行态势与发展趋势研究报告
※ 中国手机UV涂料行业现状调研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报告（2018-2025年）
※ 2018年中国手机UV涂料行业现状研究分析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
※ 2018版中国手机uv涂料市场深度调研与行业前景预测报告
※ 2010-2015年中国手机UV涂料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分析报告
※ 2011-2016年手机UV涂料行业市场研究报告
※ 中国手机UV涂料行业发展研究分析预测报告（2012版）
※ 2018-2025年中国电信业IT行业发展研究分析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
※ 2018版中国广电设备市场调研与前景预测分析报告
※ 中国移动通信天线行业现状调研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报告（2018-2025年）
※ 中国卫星通信市场调研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2018年）
※ 2018版中国瘦客户机市场现状调研与发展前景趋势分析报告
※ 中国服务外包市场现状调研与发展前景分析报告（2018-2025年）
※ 2018年中国网络团购市场现状调研与发展前景预测分析报告
※ 2018-2025年中国IT及电子商务行业发展研究分析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
※ 2018-2025年数字微波通信市场深度调查研究与发展前景分析报告
※ 中国随行WiFi行业现状调研及发展趋势分析报告（2018-2025年）

在线阅读：http://www.360Baogao.com/2015-01/ShouJiUVTuLiaoFaZhanQuShiFenXi.html

手机UV涂料发展趋势分析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