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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说明 

本报告是在 2015 年 3 月发布的报告基础上更新的第七版，主要描述中国三聚氰胺行业状况。本
报告主要由以下内容组成： 

 中国三聚氰胺的生产、消费、价格和进出口 

 关于三聚氰胺生产的政府条例和中国三聚氰胺生产工艺 

 中国三聚氰胺生产与消费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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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论 

本报告中的数据通过下列方式收集： 

 - 案头研究 

案头研究包括收集来自杂志、学术期刊、政府统计、产业统计、海关统计、行业协会和网络的数

据信息。多数信息已经过整理和分析，如有必要，CCM 会通过内部验证和讨论来确定信息的可
靠性。 

 - 实地调查  

CCM 通过电话调研的方式对中国三聚氰胺市场的现状进行了研究。 

 调研对象包括： 

•主要生产企业 

•主要下游企业 

•主要经销商 

•原料供应商 

•产业协会 

•相关行业专家 

 - 在线调研 

 CCM 通过建立企业对企业的电子商务网站和软件平台与行业参与者进行在线调研。  

- 数据处理和呈现  

报告中的数据来源包括： 

•CCM 数据库 

•公开发布的学术期刊、杂志、报刊和第三方数据库 

•政府或国际机构统计数据 

•与国内生产企业、合资公司、供应商和政府机构通过电话调研得出的数据 

•海关数据 

•行业专家时评 

•行业数据库 

•在线信息数据 

本报告中的数据经过了处理和交叉验证，使呈现的信息尽可能精确。在处理过程中，CCM 内部
通过一系列对数据的讨论和系统分析来得出合理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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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内容摘要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三聚氰胺生产国和供应国。2016 年，中国三聚氰胺产能达到 XXX 万吨
/年，占全球总产能的 XXX%。同年，中国三聚氰胺产量为 XXX 万吨。 

截止至 2017 年 6 月，中国有 XXX 家主要三聚氰胺生产企业，它们中的大部分集中在四川省、
山东省、河南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些拥有丰富煤矿和天然气资源的省份地区。 

随着科技发展，越来越多国内三聚氰胺生产企业选择采用低生产成本高效率的国内生产工艺。目

前国内采用最广泛的三聚氰胺生产工艺气相淬冷法，另外两种被广泛采用的生产工艺是中国常压
法和 ETCE 欧技三胺®技术。 

在 2006 至 2016 年间，中国三聚氰胺的产能几乎翻了三倍。但在过去五年间，三聚氰胺的平均

开工率却因产能过剩而降至 XXX%。 

每年中国三聚氰胺产量约有 XXX%出口至国际市场。2016 年，中国三聚氰胺的出口量为 XXX

吨。2012 至 2016 年间中国三聚氰胺出口量年复合增长率为 XXX%。 

2016 年，中国三聚氰胺平均价格为美元 XXX/吨，与 2014 年相比下降了 XXX%。 

2016 年在中国，三聚氰胺在胶合板行业的消费比例为 XXX%，在涂料行业的是 XXX%，在造纸、

纺织和皮革行业的是 XXX%。三聚氰胺在涂料行业中的消费比例从 2014 年的 XXX%上升到了

2016 年的 XXX%。三聚氰胺在其他下游行业中的消费比例没有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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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报告预览 

注：关键数字和信息的隐藏处理只限于该范例，完整报告中的内容正常显示。 

 

1.1 三聚氰胺生产状况，2016 前 

 

… 

2014 年，中国三聚氰胺主要生产企业数量为 XXX 家，全国总产能 XXX 万吨/年，产量 XXX 万

吨。三聚氰胺生产企业主要集中在四川、山东、河南、山西和河北这些煤矿或天然气资源充足的
省份，多数大型企业同时生产尿素。  

2015 至 2016 年间，中国三聚氰胺产能不断上升，而产量增速则呈下降趋势。截止至 2016 年末，
中国三聚氰胺主要生产企业共 XXX 家，全国总产能 XXX 万吨/年，产量 XXX 万吨。 

 

图表 1.1-1 中国三聚氰胺生产状况，2001–2016 

来源: 西美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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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生产企业总结 

 

… 

表格 1.2.1-2 2016 年中国 XXX 家主要三聚氰胺生产企业概况 

序号 企业名称 简称 所在地 生产状况（2017 年 5 月） 2016 年产能（吨/年） 

1      

2         

3        

4      

5      

6      

7            

8            

…      

 

来源: 西美信息 

 

… 

 

表格 1.2.1-3 2016 年中国 26 家三聚氰胺主要生产企业生产工艺概况 

序号 企业名称 
2016 年产能

（吨/年） 

 ETCE 

欧技三胺® 

气相淬冷法 改良低压法 帝斯曼 九元低压法 中国常压法 其他 

1      /  /  /  /  / 

2                /  /  /   / 

3              /  /  /  /   / 

4    /   /  /  /   / 

5    /   /  /    / 

6    /  /   /  /  /  / 

…          

 

来源: 西美信息 

 

… 

 

 

 

 

C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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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M 
http://www.cnchemica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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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三聚氰胺进出口分析，2012-2016 

 

… 

图表 2.2-3 中国三聚氰胺进出口状况，2012–2016 

 

来源: 中国海关，西美信息 

… 

 

图表 2.3.1-4 2016 年中国三聚氰胺月度进口状况 

 

来源: 中国海关，西美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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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三聚氰胺消费状况 

中国三聚氰胺的应用领域与海外国家相似，主要用在木材加工、塑料制品、胶粘剂、涂料等。中
国主要三聚氰胺消费地区集中在华东和华南。  

在 2001 至 2007 年间，中国三聚氰胺消费量的年复合增长率约为 XXX%。2008 年以后，三聚

氰胺需求量趋于稳定，2008 至 2014 年间三聚氰胺消费量的年复合增长率约为 XXX%。随着传

统制造业发展的增速减缓，三聚氰胺在这些行业的消费增速同时下降。三聚氰胺在新材料领域的

应用仍在研究开发阶段。 

 

… 

6.2.1 生产预测 

 

… 

在未来五年，三聚氰胺产量的增速将放缓。国内三聚氰胺的下游产业需求稳定，出口量将成为影

响三聚氰胺产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在 2017 至 2021 年间，三聚氰胺产量的预估年复合增长率为

XXX%，平均开工率为 XXX%。 

 

图表 6.2.1-21 中国三聚氰胺生产预测，2017–2021 

 
来源: 西美信息 

… 

 

如果您需要更多的信息，请联系我们 

电话：+86-20-37616606 传真：+86-20-37616968 

邮箱：econtact@cnchemica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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