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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内容
压铸铝合金的种类：
Al-Mg 合金：
2018-2025年中国压铸铝合金行业现状分析与发展前景研究报告铸造性能比较差，力学性能的波动和壁
厚效应都较大；长期使用时，有因时效作用而使合金的塑性下降，甚至压铸件出现开裂的现象；压铸件
产生应力腐蚀裂纹的倾向也较大等。Al-Mg合金的缺点部分抵消了它的优点，使其在应用方面受到一定
的限制。
Al-Zn 合金：
Al-Zn铝合金压铸件经自然时效后，可获得较高的力学性能，当锌的质量分数大于10%时，强度显
著提高。此合金的缺点是耐蚀性差，有应力腐蚀的倾向，压铸时易热裂。常用的Y401合金流动性好、易
充满型腔，缺点是形成气孔倾向性大，硅、铁含量少时，易热裂。
Al-Si 合金：
由于Al-Si铝合金具有结晶温度间隔小、合金中硅相有很大的凝固潜热和较大的比热容、线收缩系数
也比较小等特点，因此其铸造性能一般要比其他铝合金为好，其充型能力也较好，热裂、缩松倾向也都
比较小。Al-Si共晶体中所含的脆性相（硅相）数量最少，质量分数仅为10%左右，因而其塑性比其他铝
合金的共晶体好，仅存的脆性相还可通过变质处理来进一步提高塑性。试验还表明：Al-Si共晶体在其凝
固点附近温度仍保持良好的塑性，这是其他铝合金所没有的。铸造合金组织中常要有相当数量的共晶体
，以保证其良好的铸造性能；共晶体数量的增加又会使合金变脆而降低力学性能，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
矛盾。但是由于Al-Si共晶体有良好的塑性，能较好的兼顾力学性能和铸造性能两方面的要求，所以AlSi合金是截至**应用最为广泛的压铸铝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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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竞争格局等情况进行深入的调研分析，并对未来压铸铝合金市场发展动向作了详尽阐述，还根据
压铸铝合金行 业的发展轨迹对压铸铝合金行业未来发展前景作了审慎的判断，为压铸铝合金产业投资者
寻找新的投资亮点。
2018-2025年中国压铸铝合金行业现状分析与发展前景研究报告最后阐明压铸铝合金行业的投资空
间，指明投资方向，提出研究者的战略建议，以供投资决策者参考。
中国调研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5年中国压铸铝合金行业现状分析与发展前景研究报告》是相关
压铸铝合金企业、研究单位、政府等准确、全面、迅速了解压铸铝合金行业发展动向、制定发展战略不
可或缺的专业性报告。
第一章 中国压铸铝合金行业发展环境
第一节 压铸铝合金行业及属性分析
一、行业定义
二、国民经济依赖性
三、经济类型属性
四、行业周期属性
第二节 经济发展环境
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
二、2013-2017年中国经济发展状况
三、经济结构调整
四、国民收入状况
第三节 政策发展环境
一、产业振兴规划
二、产业发展规划
三、行业标准政策
四、市场应用政策
五、财政税收政策
第二章 中国压铸铝合金生产现状分析
第一节 压铸铝合金行业总体规模
第二节 压铸铝合金产能概况
一、2013-2017年产能分析
二、2018-2025年产能预测
第三节 压铸铝合金市场容量概况
一、2013-2017年市场容量分析
二、产能配置与产能利用率调查
三、2018-2025年市场容量预测
中国アルミダイカスト業界調査レポートの2018--2025現状分析と開発の見通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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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压铸铝合金产业的生命周期分析
第五节 压铸铝合金产业供需情况
第三章 2017年中国市场分析
第一节 我国整体市场规模
一、总量规模
二、增长速度
三、各季度市场情况
第二节 原材料市场分析
第三节 市场结构分析
一、产品市场结构
二、品牌市场结构
三、区域市场结构
四、渠道市场结构
第四章 2017年中国压铸铝合金市场供需监测分析
第一节 需求分析
第二节 供给分析
第三节 市场特征分析
第五章 2017年中国压铸铝合金市场竞争格局与厂商市场竞争力评价
第一节 竞争格局分析
第二节 主力厂商市场竞争力评价
一、产品竞争力
二、价格竞争力
三、渠道竞争力
六、品牌竞争力
第六章 我国压铸铝合金行业供需状况分析
第一节 压铸铝合金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第二节 压铸铝合金行业供给能力分析
第三节 压铸铝合金行业进出口贸易分析
一、产品的国内外市场需求态势
二、国内外产品的比较优势
第七章 压铸铝合金行业竞争绩效分析
第一节 压铸铝合金行业总体效益水平分析
第二节 压铸铝合金行业产业集中度分析
第三节 压铸铝合金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绩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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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压铸铝合金行业不同规模企业绩效分析
第五节 压铸铝合金市场分销体系分析
一、销售渠道模式分析
二、产品最佳销售渠道选择
2018--2025 Present situation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China aluminum
die-casting industry research report
第八章 2017年压铸铝合金市场发展前景预测
第一节 国际市场发展前景预测
一、2018-2025年经济增长与需求预测
二、2018-2025年行业总产量预测
三、我国中长期市场发展策略预测
第二节 我国资源配置的前景
第九章 我国压铸铝合金行业投融资分析
第一节 我国压铸铝合金行业企业所有制状况
第二节 我国压铸铝合金行业外资进入状况
第三节 我国压铸铝合金行业合作与并购
第四节 我国压铸铝合金行业投资体制分析
第五节 我国压铸铝合金行业资本市场融资分析
第十章 压铸铝合金产业投资策略
第一节 产品定位策略
一、市场细分策略
二、目标市场的选择
第二节 产品开发策略
一、追求产品质量
二、促进产品多元化发展
第三节 渠道销售策略
一、销售模式分类
二、市场投资建议
第四节 品牌经营策略
一、不同品牌经营模式
二、如何切入开拓品牌
第五节 服务策略
第十一章 我国压铸铝合金行业重点企业分析
第一节 中山圣而富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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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情况
二、公司经营与财务状况
第二节 东莞市乐发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情况
二、公司经营与财务状况
第三节 宁波市鄞州威恩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情况
二、公司经营与财务状况
第四节 珠海市沃尔美科技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情况
二、公司经营与财务状况
第五节 深圳市润鹏精密五金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情况
二、公司经营与财务状况
第十二章 2017年中国压铸铝合金产业投资分析
第一节 投资环境
一、资源环境分析
二、市场竞争分析
三、政策环境分析
2018-2025年中國壓鑄鋁合金行業現狀分析與發展前景研究報告
第二节 投资机会分析
第三节 投资风险及对策分析
第四节 投资发展前景
一、市场供需发展趋势
二、未来发展展望
第十三章 压铸铝合金相关产业2017年走势分析
第一节 上游产业影响分析
第二节 下游产业影响分析
第十四章 压铸铝合金行业成长能力及稳定性分析
第一节 压铸铝合金行业生命周期分析
第二节 压铸铝合金行业增长性与波动性分析
第三节 压铸铝合金行业集中程度分析
第十五章 压铸铝合金行业风险趋势分析与对策
第一节 压铸铝合金行业风险分析
一、市场竞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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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材料压力风险分析
三、技术风险分析
四、政策和体制风险
五、进入退出风险
第二节 压铸铝合金行业投资风险及控制策略分析
一、2018-2025年压铸铝合金行业市场风险及控制策略
二、2018-2025年压铸铝合金行业政策风险及控制策略
三、2018-2025年压铸铝合金行业经营风险及控制策略
四、2018-2025年压铸铝合金同业竞争风险及控制策略
五、2018-2025年压铸铝合金行业其他风险及控制策略
六、专家观点
第十六章 压铸铝合金产业投资风险
第一节 压铸铝合金行业宏观调控风险
第二节 压铸铝合金行业竞争风险
第三节 压铸铝合金行业供需波动风险
第四节 压铸铝合金行业技术创新风险
第五节 压铸铝合金行业经营管理风险
第五节 观点
第十七章 2018-2025年中国压铸铝合金行业发展趋势研究分析
第一节 2018-2025年压铸铝合金行业国际市场预测
一、压铸铝合金行业产能预测
二、压铸铝合金行业市场需求前景
第二节 中国压铸铝合金行业发展趋势
一、产品发展趋势
二、技术发展趋势
第三节 2018-2025年压铸铝合金行业中国市场预测
一、压铸铝合金行业产能预测
二、压铸铝合金行业市场需求前景
第十八章 压铸铝合金行业投资机会分析研究
第一节 2018-2025年压铸铝合金行业主要区域投资机会
第二节 2018-2025年压铸铝合金行业出口市场投资机会
第三节 2018-2025年压铸铝合金行业企业的多元化投资机会
第十九章 压铸铝合金企业制定“十三五”发展战略研究分析
一、“十三五”发展战略规划的背景意义
第一节 企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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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企业强做大做的需要
第三节 企业可持续发展需要
二、“十三五”发展战略规划的制定原则
第一节 科学性
第二节 实践性
第三节 前瞻性
第四节 创新性
第五节 全面性
第六节 动态性
三、“十三五”发展战略规划的制定依据
第一节 国家产业政策
第二节 行业发展规律
第三节 企业资源与能力
第四节 济′研咨′询′可预期的战略定位
图表目录
图表 12011-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2014-2017年我国季度GDP增长率单位：%
图表 32013-2017年我国三产业增加值季度增长率单位：%
图表 42017年居民消费价格月度涨跌幅度
图表 52017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涨跌幅度
图表 6我国CPI、PPI运行趋势单位：%
图表 72013-2017年企业商品价格指数走势
图表 8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同月100）2013-2017年
图表 102018年我国压铸铝合金行业产能分析
图表 112018-2022年我国压铸铝合金行业产能预测
全文链接：http://www.BaogaoBaogao.com/0/87/YaZhuLvHeJinHangYeQianJingFenXi.html
图表 122018年我国压铸铝合金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图表 132018年我国压铸铝合金行业产能利用率分析
图表 142018-2022年我国压铸铝合金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图表 15压铸铝合金产业所处生命周期示意图
图表 16行业生命周期、战略及其特征
图表 172018年我国压铸铝合金行业供需分析
图表 182018年我国压铸铝合金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图表 192018年我国压铸铝合金行业市场增长性分析
图表 202018年我国压铸铝合金行业市场生产情况分析
图表 21我国压铸铝合金各区域市场企业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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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22018年我国压铸铝合金行业市场需求量分析 订阅 电 话 4 0 0 - 6 1 2- ８ 6 6 8
图表 232018年我国压铸铝合金行业市场供给分析
图表 242013-2018年我国压铸铝合金行业市场结构分析
图表 252018-2022年我国压铸铝合金行业市场需求及预测分析
图表 262018-2022年我国压铸铝合金行业市场供给及预测分析
图表 272018年国内外压铸铝合金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图表 282018年我国压铸铝合金行业总资产周转率分析
图表 292018年我国压铸铝合金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总资产周转率分
图表 302018年我国压铸铝合金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总资产周转率分析
图表 312018-2022年我国压铸铝合金行业市场需求预测分析
图表 322018-2022年我国压铸铝合金行业市场产量预测分析
图表 33我国压铸铝合金行业企业所有制分析
图表 34近4年中山圣而富五金科技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图表 35近4年中山圣而富五金科技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图表 36近4年中山圣而富五金科技有限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图表 37近4年中山圣而富五金科技有限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图表 38近4年中山圣而富五金科技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图表 39近4年中山圣而富五金科技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图表 40近4年中山圣而富五金科技有限公司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41近4年中山圣而富五金科技有限公司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42近4年中山圣而富五金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43近4年中山圣而富五金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44近4年中山圣而富五金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毛利率变化情况
图表 45近4年中山圣而富五金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毛利率变化情况
图表 46近4年东莞市乐发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图表 47近4年东莞市乐发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图表 48近4年东莞市乐发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2018-2025 nián zhōngguó yāzhù lǚ héjīn hángyè xiànzhuàng fēnxī yǔ
fāzhǎn qiánjǐng yán jiù bàogào
图表 49近4年东莞市乐发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图表 50近4年东莞市乐发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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