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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市场报告网发布的全球与中国1,6-己二醇行业现状调研及发展趋势分析报告（2019-2025年
）显示，1,6-己二醇是正在崛起的精细化工新产品，是国家明确提出的要加快发展的化工产品，性能独
特，能以任何比例与有机化学品混合，无腐蚀性，并可衍生出一系列新型的精细化学品。
全球与中国1,6-己二醇行业现状调研及发展趋势分析报告（2019-2025年）发生酯化反应生成己二酸二
甲酯，再经加氢得到1,6-己二醇。该技术条件温和，原料易得，产生“三废”较少，反应收率较高，截
至**不少国内研究机构和企业均对该技术有一定研究，例如辽阳石化和大连化物所等。
截至**国内 1,6-己二醇的应用市场有限，主要是与产品的价格过高有关，1,6-己二醇的价格要高出
乙二醇近5倍左右，高昂的价格大大制约了该产品在国内中低档制品的应用，截至**只是应用在部分高档
产品中。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下游应用领域的不断增加，1，6-己二 醇需求量将会有很大
的增长空间。近**年1,6-己二醇国内需求对国外进口依存度保持在20%以上，且有逐年递增趋势。
《全球与中国1,6-己二醇行业现状调研及发展趋势分析报告（2019-2025年）》在多年1,6-己二醇
行业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1,6-己二醇行业市场的发展现状，通过资深研究团队对1,6-己二醇市场资
讯进行整理分析，并依托国家权威数据资源和长期市场监测的数据库，对1,6-己二醇行业进行了全面、
细致的调研分析。
中国市场报告网发布的《全球与中国1,6-己二醇行业现状调研及发展趋势分析报告（2019-2025年
）》可以帮助投资者准确把握1,6-己二醇行业的市场现状，为投资者进行投资作出1,6-己二醇行业前景
预判，挖掘1,6-己二醇行业投资价值，同时提出1,6-己二醇行业投资策略、营销策略等方面的建议。
第一章 行业概述及全球与中国市场发展现状
1.1 1,6-己二醇行业简介
1.1.1 1,6-己二醇行业界定及分类
1.1.2 1,6-己二醇行业特征
1.2 1,6-己二醇产品主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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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不同种类1,6-己二醇价格走势（2019-2025年）
1.2.2 纯度99%
1.2.3 纯度99.7%
1.2.4 其他
1.3 1,6-己二醇主要应用领域分析
1.3.1 涂层
1.3.2 聚氨酯
1.3.3 聚酯增塑剂
1.3.4 其他
1.4 全球与中国市场发展现状对比
1.4.1 全球市场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2019-2025年）
1.4.2 中国生产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2019-2025年）
1.5 全球1,6-己二醇供需现状及预测（2019-2025年）
1.5.1 全球1,6-己二醇产能、产量、产能利用率及发展趋势（2019-2025年）
1.5.2 全球1,6-己二醇产量、表观消费量及发展趋势（2019-2025年）
1.5.3 全球1,6-己二醇产量、市场需求量及发展趋势（2019-2025年）
1.6 中国1,6-己二醇供需现状及预测（2019-2025年）
1.6.1 中国1,6-己二醇产能、产量、产能利用率及发展趋势（2019-2025年）
1.6.2 中国1,6-己二醇产量、表观消费量及发展趋势（2019-2025年）
1.6.3 中国1,6-己二醇产量、市场需求量及发展趋势（2019-2025年）
1.7 1,6-己二醇中国及欧美日等行业政策分析
在线阅读：http://www.360Baogao.com/0/58/16-JiErChunShiChangJingZhengYuFa.html
第二章 全球与中国主要厂商1,6-己二醇产量、产值及竞争分析
2.1 全球市场1,6-己二醇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量、产值及市场份额
2.1.1 全球市场1,6-己二醇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量列表
2.1.2 全球市场1,6-己二醇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值列表
2.1.3 全球市场1,6-己二醇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品价格列表
2.2 中国市场1,6-己二醇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量、产值及市场份额
2.2.1 中国市场1,6-己二醇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量列表
2.2.2 中国市场1,6-己二醇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值列表
2.3 1,6-己二醇厂商产地分布及商业化日期
2.4 1,6-己二醇行业集中度、竞争程度分析
2.4.1 1,6-己二醇行业集中度分析
2.4.2 1,6-己二醇行业竞争程度分析
2.5 1,6-己二醇全球领先企业SWOT分析
2.6 1,6-己二醇中国企业SWOT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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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从生产角度分析全球主要地区1,6-己二醇产量、产值、市场份额、增长率及发展趋势（20192025年）
3.1 全球主要地区1,6-己二醇产量、产值及市场份额（2019-2025年）
3.1.1 全球主要地区1,6-己二醇产量及市场份额（2019-2025年）
3.1.2 全球主要地区1,6-己二醇产值及市场份额（2019-2025年）
3.2 中国市场1,6-己二醇2019-2025年产量、产值及增长率
3.3 美国市场1,6-己二醇2019-2025年产量、产值及增长率
3.4 欧洲市场1,6-己二醇2019-2025年产量、产值及增长率
3.5 日本市场1,6-己二醇2019-2025年产量、产值及增长率
3.6 东南亚市场1,6-己二醇2019-2025年产量、产值及增长率
3.7 印度市场1,6-己二醇2019-2025年产量、产值及增长率
第四章 从消费角度分析全球主要地区1,6-己二醇消费量、市场份额及发展趋势（2019-2025年）
4.1 全球主要地区1,6-己二醇消费量、市场份额及发展预测（2019-2025年）
4.2 中国市场1,6-己二醇2019-2025年消费量、增长率及发展预测
4.3 美国市场1,6-己二醇2019-2025年消费量、增长率及发展预测
4.4 欧洲市场1,6-己二醇2019-2025年消费量、增长率及发展预测
4.5 日本市场1,6-己二醇2019-2025年消费量、增长率及发展预测
4.6 东南亚市场1,6-己二醇2019-2025年消费量、增长率及发展预测
4.7 印度市场1,6-己二醇2019-2025年消费量增长率
第五章 全球与中国1,6-己二醇主要生产商分析
5.1 重点企业（1）
5.1.1 重点企业（1）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5.1.2 重点企业（1）1,6-己二醇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5.1.2 .1 重点企业（1）1,6-己二醇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5.1.2 .2 重点企业（1）1,6-己二醇产品规格及价格
5.1.3 重点企业（1）1,6-己二醇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3-2018年）
5.1.4 重点企业（1）主营业务介绍
5.2 重点企业（2）
5.2.1 重点企业（2）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5.2.2 重点企业（2）1,6-己二醇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5.2.2 .1 重点企业（2）1,6-己二醇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5.2.2 .2 重点企业（2）1,6-己二醇产品规格及价格
5.2.3 重点企业（2）1,6-己二醇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3-2018年）
5.2.4 重点企业（2）主营业务介绍
5.3 重点企业（3）_咨,询,电话:,4,00,6,12,8６68
5.3.1 重点企业（3）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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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重点企业（3）1,6-己二醇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5.3.2 .1 重点企业（3）1,6-己二醇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5.3.2 .2 重点企业（3）1,6-己二醇产品规格及价格
5.3.3 重点企业（3）1,6-己二醇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3-2018年）
5.3.4 重点企业（3）主营业务介绍
5.4 重点企业（4）
5.4.1 重点企业（4）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5.4.2 重点企业（4）1,6-己二醇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5.4.2 .1 重点企业（4）1,6-己二醇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5.4.2 .2 重点企业（4）1,6-己二醇产品规格及价格
5.4.3 重点企业（4）1,6-己二醇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3-2018年）
5.4.4 重点企业（4）主营业务介绍
世界および中国の1,6-ヘキサンジオール業界の現状調査および開発動向分析レポート
（2019-2025）
5.5 重点企业（5）
5.5.1 重点企业（5）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5.5.2 重点企业（5）1,6-己二醇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5.5.2 .1 重点企业（5）1,6-己二醇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5.5.2 .2 重点企业（5）1,6-己二醇产品规格及价格
5.5.3 重点企业（5）1,6-己二醇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3-2018年）
5.5.4 重点企业（5）主营业务介绍
5.6 重点企业（6）
5.6.1 重点企业（6）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5.6.2 重点企业（6）1,6-己二醇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5.6.2 .1 重点企业（6）1,6-己二醇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5.6.2 .2 重点企业（6）1,6-己二醇产品规格及价格
5.6.3 重点企业（6）1,6-己二醇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3-2018年）
5.6.4 重点企业（6）主营业务介绍
5.7 重点企业（7）
5.7.1 重点企业（7）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5.7.2 重点企业（7）1,6-己二醇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5.7.2 .1 重点企业（7）1,6-己二醇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5.7.2 .2 重点企业（7）1,6-己二醇产品规格及价格
5.7.3 重点企业（7）1,6-己二醇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3-2018年）
5.7.4 重点企业（7）主营业务介绍
第六章 不同类型1,6-己二醇产量、价格、产值及市场份额 （2019-2025年）

1,6-己二醇市场竞争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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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全球市场不同类型1,6-己二醇产量、产值及市场份额
6.1.1 全球市场1,6-己二醇不同类型1,6-己二醇产量及市场份额（2019-2025年）
6.1.2 全球市场不同类型1,6-己二醇产值、市场份额（2019-2025年）
6.1.3 全球市场不同类型1,6-己二醇价格走势（2019-2025年）
6.2 中国市场1,6-己二醇主要分类产量、产值及市场份额
6.2.1 中国市场1,6-己二醇主要分类产量及市场份额及（2019-2025年）
6.2.2 中国市场1,6-己二醇主要分类产值、市场份额（2019-2025年）
6.2.3 中国市场1,6-己二醇主要分类价格走势（2019-2025年）
第七章 1,6-己二醇上游原料及下游主要应用领域分析
7.1 1,6-己二醇产业链分析
7.2 1,6-己二醇产业上游供应分析
7.2.1 上游原料供给状况
7.2.2 原料供应商及联系方式
7.3 全球市场1,6-己二醇下游主要应用领域消费量、市场份额及增长率（2019-2025年）
7.4 中国市场1,6-己二醇主要应用领域消费量、市场份额及增长率（2019-2025年）
第八章 中国市场1,6-己二醇产量、消费量、进出口分析及未来趋势（2019-2025年）
8.1 中国市场1,6-己二醇产量、消费量、进出口分析及未来趋势（2019-2025年）
8.2 中国市场1,6-己二醇进出口贸易趋势
8.3 中国市场1,6-己二醇主要进口来源
8.4 中国市场1,6-己二醇主要出口目的地
8.5 中国市场未来发展的有利因素、不利因素分析
第九章 中国市场1,6-己二醇主要地区分布
9.1 中国1,6-己二醇生产地区分布
9.2 中国1,6-己二醇消费地区分布
9.3 中国1,6-己二醇市场集中度及发展趋势
第十章 影响中国市场供需的主要因素分析
10.1 1,6-己二醇技术及相关行业技术发展
10.2 进出口贸易现状及趋势
10.3 下游行业需求变化因素
10.4 市场大环境影响因素
10.4.1 中国及欧美日等整体经济发展现状
10.4.2 国际贸易环境、政策等因素
第十一章 未来行业、产品及技术发展趋势
11.1 行业及市场环境发展趋势
11.2 产品及技术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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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产品价格走势
11.4 未来市场消费形态、消费者偏好
第十二章 1,6-己二醇销售渠道分析及建议
12.1 国内市场1,6-己二醇销售渠道
quánqiú yǔ zhōngguó 1,6-jǐ èr chún hángyè xiànzhuàng diàoyán jí fāzhǎn
qūshì fēnxī bàogào (2019-2025 nián)
12.1.1 当前的主要销售模式及销售渠道
12.1.2 国内市场1,6-己二醇未来销售模式及销售渠道的趋势
12.2 企业海外1,6-己二醇销售渠道
12.2.1 欧美日等地区1,6-己二醇销售渠道
12.2.2 欧美日等地区1,6-己二醇未来销售模式及销售渠道的趋势
12.3 1,6-己二醇销售/营销策略建议
12.3.1 1,6-己二醇产品市场定位及目标消费者分析
12.3.2 营销模式及销售渠道
第十三章 (北′京′中′智′林)研究成果及结论
图表目录
图 1,6-己二醇产品图片
表 1,6-己二醇产品分类
图 2018年全球不同种类1,6-己二醇产量市场份额
表 不同种类1,6-己二醇价格列表及趋势（2019-2025年）
图 纯度99%产品图片
图 纯度99.7%产品图片
图 其他产品图片
表 1,6-己二醇主要应用领域表
图 全球2018年1,6-己二醇不同应用领域消费量市场份额
图 全球市场1,6-己二醇产量（万吨）及增长率（2019-2025年）
图 全球市场1,6-己二醇产值（万元）及增长率（2019-2025年）
图 中国市场1,6-己二醇产量（万吨）、增长率及发展趋势（2019-2025年）
图 中国市场1,6-己二醇产值（万元）、增长率及未来发展趋势（2019-2025年）
图 全球1,6-己二醇产能（万吨）、产量（万吨）、产能利用率及发展趋势（2019-2025年）
表 全球1,6-己二醇产量（万吨）、表观消费量及发展趋势（2019-2025年）
图 全球1,6-己二醇产量（万吨）、市场需求量及发展趋势 （2019-2025年）
图 中国1,6-己二醇产能（万吨）、产量（万吨）、产能利用率及发展趋势（2019-2025年）
表 中国1,6-己二醇产量（万吨）、表观消费量及发展趋势 （2019-2025年）
图 中国1,6-己二醇产量（万吨）、市场需求量及发展趋势 （2019-2025年）
表 全球市场1,6-己二醇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量（万吨）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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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全球市场1,6-己二醇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量市场份额列表
图 全球市场1,6-己二醇主要厂商2018年产量市场份额列表
……
表 全球市场1,6-己二醇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值（万元）列表
表 全球市场1,6-己二醇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值市场份额列表
图 全球市场1,6-己二醇主要厂商2018年产值市场份额列表
……
表 全球市场1,6-己二醇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品价格列表
表 中国市场1,6-己二醇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量（万吨）列表
表 中国市场1,6-己二醇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量市场份额列表
图 中国市场1,6-己二醇主要厂商2018年产量市场份额列表
……
表 中国市场1,6-己二醇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值（万元）列表
表 中国市场1,6-己二醇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值市场份额列表
图 中国市场1,6-己二醇主要厂商2018年产值市场份额列表
……
表 1,6-己二醇厂商产地分布及商业化日期
图 1,6-己二醇全球领先企业SWOT分析
表 1,6-己二醇中国企业SWOT分析
表 全球主要地区1,6-己二醇2019-2025年产量（万吨）列表
图 全球主要地区1,6-己二醇2019-2025年产量市场份额列表
图 全球主要地区1,6-己二醇2016年产量市场份额
表 全球主要地区1,6-己二醇2019-2025年产值（万元）列表
图 全球主要地区1,6-己二醇2019-2025年产值市场份额列表
图 全球主要地区1,6-己二醇2017年产值市场份额
图 中国市场1,6-己二醇2019-2025年产量（万吨）及增长率
图 中国市场1,6-己二醇2019-2025年产值（万元）及增长率
Global and China 1,6-hexanediol industry status survey and development trend analysis
report (2019-2025)
图 美国市场1,6-己二醇2019-2025年产量（万吨）及增长率
图 美国市场1,6-己二醇2019-2025年产值（万元）及增长率
图 欧洲市场1,6-己二醇2019-2025年产量（万吨）及增长率
图 欧洲市场1,6-己二醇2019-2025年产值（万元）及增长率
图 日本市场1,6-己二醇2019-2025年产量（万吨）及增长率
图 日本市场1,6-己二醇2019-2025年产值（万元）及增长率
图 东南亚市场1,6-己二醇2019-2025年产量（万吨）及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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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东南亚市场1,6-己二醇2019-2025年产值（万元）及增长率
图 印度市场1,6-己二醇2019-2025年产量（万吨）及增长率
图 印度市场1,6-己二醇2019-2025年产值（万元）及增长率
表 全球主要地区1,6-己二醇2019-2025年消费量（万吨）
列表
图 全球主要地区1,6-己二醇2019-2025年消费量市场份额列表
图 全球主要地区1,6-己二醇2017年消费量市场份额
图 中国市场1,6-己二醇2019-2025年消费量（万吨）、增长率及发展预测
……
图 欧洲市场1,6-己二醇2019-2025年消费量（万吨）、增长率及发展预测
图 日本市场1,6-己二醇2019-2025年消费量（万吨）、增长率及发展预测
图 东南亚市场1,6-己二醇2019-2025年消费量（万吨）、增长率及发展预测
图 印度市场1,6-己二醇2019-2025年消费量（万吨）、增长率及发展预测
表 重点企业（1）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重点企业（1）1,6-己二醇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1）1,6-己二醇产品规格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1）1,6-己二醇产能（万吨）、产量（万吨）、产值（万元）、价格及毛利率
（2013-2018年）
图 重点企业（1）1,6-己二醇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7年）
图 重点企业（1）1,6-己二醇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8年）
表 重点企业（2）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重点企业（2）1,6-己二醇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2）1,6-己二醇产品规格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2）1,6-己二醇产能（万吨）、产量（万吨）、产值（万元）、价格及毛利率
（2013-2018年）
图 重点企业（2）1,6-己二醇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7年）
图 重点企业（2）1,6-己二醇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8年）
表 重点企业（3）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重点企业（3）1,6-己二醇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3）1,6-己二醇产品规格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3）1,6-己二醇产能（万吨）、产量（万吨）、产值（万元）、价格及毛利率
（2013-2018年）
图 重点企业（3）1,6-己二醇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7年）
图 重点企业（3）1,6-己二醇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8年）
表 重点企业（4）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重点企业（4）1,6-己二醇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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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重点企业（4）1,6-己二醇产品规格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4）1,6-己二醇产能（万吨）、产量（万吨）、产值（万元）、价格及毛利率
（2013-2018年）
图 重点企业（4）1,6-己二醇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7年）
图 重点企业（4）1,6-己二醇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8年）
表 重点企业（5）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重点企业（5）1,6-己二醇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5）1,6-己二醇产品规格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5）1,6-己二醇产能（万吨）、产量（万吨）、产值（万元）、价格及毛利率
（2013-2018年）
图 重点企业（5）1,6-己二醇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7年）
图 重点企业（5）1,6-己二醇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8年）
表 重点企业（6）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重点企业（6）1,6-己二醇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6）1,6-己二醇产品规格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6）1,6-己二醇产能（万吨）、产量（万吨）、产值（万元）、价格及毛利率
（2013-2018年）
图 重点企业（6）1,6-己二醇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7年）
图 重点企业（6）1,6-己二醇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8年）
表 重点企业（7）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重点企业（7）1,6-己二醇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7）1,6-己二醇产品规格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7）1,6-己二醇产能（万吨）、产量（万吨）、产值（万元）、价格及毛利率
（2013-2018年）
图 重点企业（7）1,6-己二醇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7年）
图 重点企业（7）1,6-己二醇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8年）
表 全球市场不同类型1,6-己二醇产量（万吨）（2019-2025年）
表 全球市场不同类型1,6-己二醇产量市场份额（2019-2025年）
表 全球市场不同类型1,6-己二醇产值（万元）（2019-2025年）
表 全球市场不同类型1,6-己二醇产值市场份额（2019-2025年）
表 全球市场不同类型1,6-己二醇价格走势（2019-2025年）
表 中国市场1,6-己二醇主要分类产量（万吨）（2019-2025年）
表 中国市场1,6-己二醇主要分类产量市场份额（2019-2025年）
表 中国市场1,6-己二醇主要分类产值（万元）（2019-2025年）
全球與中國1,6-己二醇行業現狀調研及發展趨勢分析報告（2019-2025年）
表 中国市场1,6-己二醇主要分类产值市场份额（2019-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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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中国市场1,6-己二醇主要分类价格走势（2019-2025年）
图 1,6-己二醇产业链图
表 1,6-己二醇上游原料供应商及联系方式列表
表 全球市场1,6-己二醇主要应用领域消费量（万吨）（2019-2025年）
表 全球市场1,6-己二醇主要应用领域消费量市场份额（2019-2025年）
图 2018年全球市场1,6-己二醇主要应用领域消费量市场份额
表 全球市场1,6-己二醇主要应用领域消费量增长率（2019-2025年）
表 中国市场1,6-己二醇主要应用领域消费量（万吨）（2019-2025年）
表 中国市场1,6-己二醇主要应用领域消费量市场份额（2019-2025年）
表 中国市场1,6-己二醇主要应用领域消费量增长率（2019-2025年）
表 中国市场1,6-己二醇产量（万吨）、消费量（万吨）、进出口分析及未来趋势（2019-2025年
）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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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5年全球与中国聚磷酸铵行业发展研究分析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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