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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偏氟乙烯自**年被第一次成功合成以来就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年，美国Pennwalt公司以商品牌
号Kynar 最先推出聚偏氟乙烯 树脂，随后法国、日本、比利时、前苏联、德国都有了自己的生产工厂。
截至**全球聚偏氟乙烯主要生产企业有法国阿科玛化学公司、比利时苏威公司、美国3M公司、美国奥斯
蒙特公司和阿托菲纳、日本吴羽和大金公司。
据中国市场报告网发布的中国聚偏氟乙烯行业发展现状分析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8-2025年
）显示，截至**，国内聚偏氟乙烯 结构比例严重失调，以低端应用为主，集中在建筑涂料、化工设备用
途，占整个国内聚偏氟乙烯 市场80%。高端聚偏氟乙烯是导弹、卫星等尖端国防军工中不可缺少的关键
性材料，也越来越多地应于于新兴民用领域，国内高端聚偏氟乙烯 市场需求正快速增长。然而，高端聚
偏氟乙烯产品生产在国内仍属空白，产品被国际品牌所垄断，主要依赖进口获得。
中国聚偏氟乙烯行业发展现状分析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8-2025年）线市场还处在市场培育期。国
产聚偏氟乙烯 产品仍集中在氟碳涂料和氟树脂领域，锂电池粘结剂或将成为增长最快的产品。
《中国聚偏氟乙烯行业发展现状分析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8-2025年）》依据国家权威机构及
聚偏氟乙烯相关协会等渠道的权威资料数据，结合聚偏氟乙烯行业发展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
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对聚偏氟乙烯行业进行调研分析。
《中国聚偏氟乙烯行业发展现状分析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8-2025年）》内容严谨、数据翔实
，通过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聚偏氟乙烯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聚偏氟乙烯行业发展动向、正确制定企业
发展战略和投资策略。
中国市场报告网发布的中国聚偏氟乙烯行业发展现状分析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8-2025年）是
聚偏氟乙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聚偏氟乙烯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聚偏氟乙烯行
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
第一章 中国聚偏氟乙烯概述
一、行业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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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发展特性
第二章 国外聚偏氟乙烯市场发展概况
第一节 全球聚偏氟乙烯市场调研
第二节 亚洲地区主要国家市场概况
第三节 欧洲地区主要国家市场概况
China Polyvinylidene Fluoride Industry Development Status Analysis and Market Forecast
Report (2018-2025)
第三章 中国聚偏氟乙烯环境分析
第一节 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分析
第二节 行业相关政策、标准
第四章 中国聚偏氟乙烯技术发展分析
一、当前聚偏氟乙烯技术发展现况分析
二、聚偏氟乙烯生产中需注意的问题
第五章 聚偏氟乙烯市场特性分析
第一节 聚偏氟乙烯集中度及预测
第二节 聚偏氟乙烯的SWOT分析预测
一、优势
二、劣势
三、机会
中國聚偏氟乙烯行業發展現狀分析與市場前景預測報告（2018-2025年）
四、风险
第六章 中国聚偏氟乙烯发展现状
第一节 中国聚偏氟乙烯市场现状分析
第二节 中国聚偏氟乙烯产量分析及预测
一、聚偏氟乙烯总体产能规模
二、聚偏氟乙烯生产区域分布
三、2013-2018年聚偏氟乙烯产量
三、2018-2025年聚偏氟乙烯产量预测
第三节 中国聚偏氟乙烯市场需求分析及预测
一、中国聚偏氟乙烯需求特点
二、2013-2018年聚偏氟乙烯需求量
三、2018-2025年聚偏氟乙烯需求量预测
第四节 中国聚偏氟乙烯价格趋势分析
一、2013-2018年中国聚偏氟乙烯价格趋势
二、按功能用途聚偏氟乙烯价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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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8-2025年中国聚偏氟乙烯价格走势预测
第七章 2013-2018年聚偏氟乙烯行业经济运行
第一节 2013-2018年中国聚偏氟乙烯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二节 2013-2018年中国聚偏氟乙烯行业发展能力
第三节 2013-2018年聚偏氟乙烯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第四节 2013-2018年聚偏氟乙烯制造企业数量分析
第八章 2013-2018年中国聚偏氟乙烯进出口分析
一、聚偏氟乙烯进口分析
三、聚偏氟乙烯出口分析
第九章 国内主要聚偏氟乙烯企业及竞争格局
第一节 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介绍
二、2013-2018年企业聚偏氟乙烯产销情况分析
三、企业未来投资策略
第二节 吴羽（常熟）氟材料有限公司
一、企业介绍
二、2013-2018年企业聚偏氟乙烯产销情况分析
三、企业未来投资策略
第三节 东岳集团
zhōngguó jù piān fú yǐxī hángyè fāzhǎn xiànzhuàng fēnxī yǔ shìchǎng
qiánjǐng yùcè bàogào (2018-2025 nián)
一、企业介绍
二、企业经营情况
三、企业未来投资策略
第四节 中化蓝天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介绍
二、公司聚偏氟乙烯胶粘剂发展
第五节 阿科玛（常熟）氟化工有限公司
一、企业介绍
二、2013-2018年企业聚偏氟乙烯产销情况分析
三、企业未来投资策略
第六节 浙江孚诺林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一、企业介绍
二、2013-2018年企业聚偏氟乙烯产销情况分析
三、企业未来投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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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2018-2025年中国聚偏氟乙烯未来发展预测及投资前景分析
第一节 未来聚偏氟乙烯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订 阅 电 话: 4 ０ 0 6 1 2 8 6 6 8
第二节 聚偏氟乙烯投资前景
一、市场风险
二、技术风险
第十一章 聚偏氟乙烯投资建议
中国ポリフッ化ビニリデン工業の発展状況分析と市場予測レポート（2018-2025）
第一节 聚偏氟乙烯投资环境分析
一、功能性保护膜
二、滤膜
三、压电膜
四、光学薄膜
五、锂电池材料
六、涂料
七、管道和配件
八、电缆
第二节 聚偏氟乙烯投资进入壁垒分析
一、宏观政策壁垒
二、准入政策、法规
第三节 济′研′咨′询:聚偏氟乙烯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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