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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内容
陶瓷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之一. 在材料的大家族中，它远比金属和塑料古老. 在一个相当
长的历史时期，陶瓷的发展主要靠工匠们技艺的传授，陶瓷产品也主要是满足日用器皿和建筑材料的需
要. 近**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特别是电子技术、空间技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迫切需要有
特殊性能的材料，而某些陶瓷恰恰能满足这类要求. 因此，这类陶瓷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这些新发展起来
的陶瓷，无论从原料、工艺或性能上均与“传统陶瓷”有很大的差异，被称为“特种陶瓷”，以区别于
旧有的陶瓷或传统陶瓷。
中国调研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5年中国碳化硼陶瓷市场现状研究分析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认为
，由于特种陶瓷具有许多独特的性能，潜力很大，而且制作特种陶瓷的主要原料在地球上储量丰富，价
格便宜，容易得到，近**年来各主要工业国家都十分注重特种陶瓷的开发和研究，形成世界性的“陶瓷
热”，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所以，特种陶瓷被誉为“万能陶瓷”，是21世纪最有发展前景的重要新材料
之一。碳化硼就是一种有着许多优良性能的重要特种陶瓷。
2018-2025年中国碳化硼陶瓷市场现状研究分析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对我国碳化硼陶瓷行业现状、
发展变化、竞争格局等情况进行深入的调研分析，并对未来碳化硼陶瓷市场发展动向作了详尽阐述，还
根据碳化硼陶瓷行 业的发展轨迹对碳化硼陶瓷行业未来发展前景作了审慎的判断，为碳化硼陶瓷产业投
资者寻找新的投资亮点。
2018-2025年中国碳化硼陶瓷市场现状研究分析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最后阐明碳化硼陶瓷行业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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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碳化硼陶瓷市场现状研究分析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是
相关碳化硼陶瓷企业、研究单位、政府等准确、全面、迅速了解碳化硼陶瓷行业发展动向、制定发展战
略不可或缺的专业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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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碳化硼陶瓷相关政策趋势
第一节 行业具体政策
第二节 政策特点与影响
章 2013-2018年中国碳化硼陶瓷行业市场产销状况分析
第一节 2013-2018年中国碳化硼陶瓷行业不同规模企业分析
一、历年行业工业产值分析
二、历年行业销售收入分析
三、历年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四、历年行业市场集中度分析
五、历年行业市场占有率分析
第二节 2013-2018年中国碳化硼陶瓷行业不同类型企业分析
一、历年不同类型企业工业产值分析
二、历年不同类型企业销售收入分析
三、历年不同类型企业市场规模分析
四、历年不同类型企业市场集中度分析
五、历年不同类型企业市场占有率分析
第六章 2013-2018年中国碳化硼陶瓷行业市场供需状况分析
第一节 需求分析及预测
第二节 供给分析及预测
第三节 进出口分析及预测
2013-2018年中国碳化硼（28499010）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一、进口现状
二、出口现状
2018-2025 China's boron carbide ceramics market research status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 report
三、进出口预测
第四节 国内外市场重要动态
第七章 2013-2018年中国碳化硼陶瓷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碳化硼陶瓷行业市场区域发展状况及竞争力研究
一、华北地区
二、华中地区
三、华南地区
四、华东地区
五、东北地区
六、西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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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西北地区
第二节 主要省市集中度及竞争力分析
第三节 中国碳化硼陶瓷行业竞争模式分析
第四节 中国碳化硼陶瓷行业SWOT分析
一、S.优势分析
二、W.劣势分析
三、O.机会分析
四、T.威胁分析
第八章 2013-2018年中国碳化硼陶瓷行业产业链分析
第一节 上游行业影响及趋势分析
第二节 下游行业影响及趋势分析
第九章 中国碳化硼陶瓷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第一节 内部风险分析
一、技术水平风险
二、竞争格局风险
三、出口因素风险
第二节 外部风险分析
一、宏观经济风险
二、政策变化风险
三、关联行业风险
第十章 中国碳化硼陶瓷标杆企业分析
第一节 大连金玛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一、公司主营业务
二、公司经营状况
（一）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1、资产负债率
2、产权比率
（二）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2018-2025年中國碳化硼陶瓷市場現狀研究分析與發展前景預測報告
1、固定资产周转次数
2、流动资产周转次数
3、总资产周转次数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三、公司优劣势分析
四、2018-2025年公司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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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牡丹江金刚钻碳化硼有限公司
一、公司主营业务
二、公司经营状况
（一）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1、资产负债率
2、产权比率
3、已获利息倍数
（二）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1、固定资产周转次数
2、流动资产周转次数
3、总资产周转次数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三、公司优劣势分析
四、2018-2025年公司发展前景
第三节 牡丹江前进碳化硼有限公司
一、公司主营业务
二、公司经营状况
（一）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1、资产负债率
2、产权比率
3、已获利息倍数
（二）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1、固定资产周转次数
2、流动资产周转次数
3、总资产周转次数
2018-2025 nián zhōngguó tànhuà péng táocí shìchǎng xiànzhuàng
yánjiū fēnxī yǔ fāzhǎn qiánjǐng yùcè bàogào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三、公司优劣势分析
四、2018-2025年公司发展前景
第四节 大连金玛精细工程陶瓷有限公司
一、公司主营业务
二、公司经营状况
（一）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1、资产负债率
2、产权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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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已获利息倍数
（二）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1、固定资产周转次数_订购′热′线′0′１0′-′6′6′1′8′1′09′9
2、流动资产周转次数
3、总资产周转次数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三、公司优劣势分析
四、2018-2025年公司发展前景
第十一章 2018-2025年中国碳化硼陶瓷行业投资价值分析
第一节 投资风险预测
第二节 投资方向预测
第三节 投资热点预测
第四节 投资机会预测
第五节 (济,研咨,询)投资效益预测
图表目录
图表 1 2018年碳化硼陶瓷行业产值在第二产业中所占的地位
图表 2 2018年碳化硼陶瓷行业在GDP中所占的地位
图表 3 碳化硼陶瓷的成形体
图表 4 利用新技术制成的成形体与热压材料的机械特性比较
图表 5 各种材料的比刚性
图表 6 新开发的烧结法
图表 7 基于热压法（上）与常压烧结法（下）的制造工艺的比较
图表 8 2013-2018年我国碳化硼陶瓷行业市场规模及增长情况
图表 9 氧化铝、碳化硅、碳化硼和硼化钛等陶瓷材料特点
图表 10 2013-2018年我国碳化硼陶瓷行业工业总产值及增长情况
图表 11 2013-2018年我国碳化硼陶瓷行业工业总产值及增长
图表 12 2013-2018年我国碳化硼陶瓷行业销售收入及增长情况
图表 13 2013-2018年我国碳化硼陶瓷行业销售收入及增长对比
图表 14 2013-2018年我国碳化硼陶瓷行业市场规模及增长对比
图表 15 我国碳化硼陶瓷行业集中度分析图
图表 16 2013-2018年我国碳化硼陶瓷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工业总产值对比图
图表 17 2013-2018年我国碳化硼陶瓷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销售收入对比图
图表 18 2013-2018年我国碳化硼陶瓷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市场规模对比图
图表 19 2013-2018年我国碳化硼陶瓷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市场集中度对比图
图表 20 2018-2025年我国碳化硼陶瓷行业需求量预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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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2 2013-2018年我国碳化硼陶瓷行业进口额及增长情况
图表 23 2013-2018年我国碳化硼陶瓷行业进口额及增长对比
图表 24 2013-2018年我国碳化硼陶瓷行业出口额及增长情况
图表 25 2013-2018年我国碳化硼陶瓷行业出口额及增长对比
图表 26 2018-2025年我国碳化硼陶瓷行业进口额预测图
图表 27 2018-2025年我国碳化硼陶瓷行业出口额预测图
图表 28 2013-2018年华北地区碳化硼陶瓷行业盈利能力对比图
2018-2025中国の炭化ホウ素セラミックスの市場調査状況の分析と開発見通しの報告
图表 29 2013-2018年华中地区碳化硼陶瓷行业盈利能力对比图
图表 30 2013-2018年华南地区碳化硼陶瓷行业盈利能力对比图
图表 31 2013-2018年华东地区碳化硼陶瓷行业盈利能力对比图
图表 32 2013-2018年东北地区碳化硼陶瓷行业盈利能力对比图
图表 33 2013-2018年西南地区碳化硼陶瓷行业盈利能力对比图
图表 34 2013-2018年西北地区碳化硼陶瓷行业盈利能力对比图
图表 35 大连金玛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图表 36 大连金玛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图表 37 大连金玛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图表 38 大连金玛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39 大连金玛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40 大连金玛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销售毛利率变化情况
图表 41 牡丹江金钢钻碳化硼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图表 42 牡丹江金钢钻碳化硼有限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图表 43 牡丹江金钢钻碳化硼有限公司已获利息倍数变化情况
图表 44 牡丹江金钢钻碳化硼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图表 45 牡丹江金钢钻碳化硼有限公司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46 牡丹江金钢钻碳化硼有限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47 牡丹江金钢钻碳化硼有限公司销售毛利率变化情况
图表 48 牡丹江前进碳化硼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图表 49 牡丹江前进碳化硼有限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图表 50 牡丹江前进碳化硼有限公司已获利息倍数变化情况
图表 51 牡丹江前进碳化硼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图表 52 牡丹江前进碳化硼有限公司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53 牡丹江前进碳化硼有限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54 牡丹江前进碳化硼有限公司销售毛利率变化情况
图表 55 大连金玛精细工程陶瓷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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