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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以环状无端锯条围绕两个锯轮，在同一方向作连续回转运动以进行锯切的锯木机械。带锯机

效率高而锯路小，是中国制材设备中使用最广泛的主锯机。它用于原木剖料、剖分板方材、

大板皮锯成薄板或小方，也可用于将毛边板裁为整边板或方材。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带锯市场深度评估与投资潜力分析报告》共十三章。首

先介绍了带锯产业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带锯行业规模及消费需求，然后对

中国带锯行业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带锯行业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

景。您若想对中国带锯行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

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

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

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主

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报告目录：

第.一章 带锯行业基本剖析

第.一节 带锯概述

一、带锯的简介

二、带锯的应用

三、带锯的改进

第二节 带锯机行业概述

一、带锯机的操作技巧

二、带锯机的安全使用规程

第三节 带锯床分析

一、带锯床的结构组成

二、带锯床的适用材料

三、带锯床的分类

四、带锯床的技术参数

 

第二章 2016-2019年世界带锯行业运行形势分析

第.一节 2016-2019年世界带锯行业发展概述



一、世界带锯生产情况分析

二、国外大型带锯的制造技术

三、国际带锯标准分析

第二节 2016-2019年全球主要国家带锯产业运营分析

一、美国

二、日本

三、德国

第三节 2021-2027年全球带锯产业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第三章 2016-2019年中国带锯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2016-2019年中国经济环境分析

一、国民经济运行情况GDP(季度更新)

二、消费价格指数CPI、PPI（按月度更新）

三、全国居民收入情况（季度更新）

四、恩格尔系数（年度更新）

五、工业发展形势（季度更新）

六、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季度更新）

第二节 2016-2019年中国带锯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带锯行业政策影响分析

二、进出口政策分析

三、相关政策影响分析

第三节 2016-2019年中国带锯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一、人口环境分析

二、教育环境分析

三、文化环境分析

四、生态环境分析

第四节 2016-2019年中国带锯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第四章 2016-2019年中国带锯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第.一节 2016-2019年中国带锯行业发展综述

一、带锯切割设计技术的最新发展

二、带锯价格分析



三、带锯行业特征分析

第二节 2016-2019年中国带锯行业市场动态分析

一、带锯市场供给分析

二、带锯需求分析

三、带锯销售分析

第三节 2016-2019年中国带锯行业发展存在问题分析

 

第五章 2016-2019年中国带锯所属行业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16-2019年中国带锯所属行业分析

一、企业数量增长分析

二、从业人数增长分析

三、资产规模增长分析

第二节 2016-2019年中国带锯所属行业结构分析

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二、销售收入结构分析

第三节 2016-2019年中国带锯所属行业产值分析

一、产成品增长分析

二、工业销售产值分析

三、出口交货值分析

第四节 2016-2019年中国带锯所属行业成本费用分析

一、销售成本统计

二、费用统计

第五节 2016-2019年中国带锯所属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一、主要盈利指标分析

二、主要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第六章 2016-2019年中国带锯片进出口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16-2019年中国带锯片进口数据分析

一、进口数量分析

二、进口金额分析

第二节 2016-2019年中国带锯片出口数据分析

一、出口数量分析



二、出口金额分析

第三节 2016-2019年中国带锯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第四节 2016-2019年中国带锯进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一、进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二、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第七章 2016-2019年中国带锯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2016-2019年中国带锯行业竞争现状分析

一、带锯行业竞争程度分析

二、带锯技术竞争分析

三、带锯主要产品价格竞争分析

第二节 2016-2019年中国带锯行业集中度分析

一、市场集中度分析

二、企业集中度分析

第三节 2016-2019年中国带锯行业提升竞争力分析

 

第八章 2016-2019年中国带锯产品优势生产企业竞争力分析

第.一节 浙江锯力煌锯床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第二节 天田连云港机械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第三节 沈阳带锯机械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第四节 东台市巨轮木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第五节 保定向阳航空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第六节 昆山合济机械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第九章 2016-2019年中国锯片产业运行形势解读

第.一节 2016-2019年中国锯片产业发展概述

一、金刚石锯片刀头的工艺选择

二、影响金刚石锯片寿命的因素

三、对高档进口锯片研磨的说明

第二节 2016-2019年中国锯片产业运行走势分析

一、磨料磨具护航金刚石锯片成主流

二、锯片市场产销格局分析

三、中国锯片产品进出口贸易分析

第三节 合金圆锯片在磨削时诸多因素不可忽略

一、基体变形大、厚薄不一致、内孔公差大

二、磨齿机构对磨齿影响

三、焊接因素

四、砂轮质量及粒度宽度影响

五、磨头进给速度

六、磨头进给量，选用砂轮粒度对进刀量有极其重要意义



七、磨削心

八、拔齿机构不可忽视

九、夹片机构

十、磨削行程

十一、程序选择

十二、冷却液磨齿好坏决定在于磨削液

第四节 合金圆锯片产生各种锈蚀不能忽略

一、喷砂锈蚀

二、磨削或抛光造成基体生锈

三、烘干或打标工艺流程失误

四、防锈油中水份未去除

五、合金锯片镀硬铬

第五节 2019年国内锯业未来生产发展转机

第六节 2019年中国锯业自动化是发展必然之路

 

第十章 2016-2019年中国人造金刚石行业发展形势分析

第.一节 2016-2019年中国人造金刚石产业运行形势分析

一、人造金刚石价格分析

二、人造金刚石产业发展特征分析

三、人造金刚石工艺技术分析

第二节 2016-2019年中国人造金刚石产业发展存在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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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品发展缓慢

三、无序竞争，市场混乱

四、技术力量弱、技术开发条件差

第三节 确保我国金刚石产业稳定持续发展的措施分析

 

第十一章 2016-2019年中国高速钢产业发展态势分析

第.一节 2016-2019年中国高速钢发展概况

一、高速钢概述

二、中国高速钢行业的集中度解析

三、中国高速钢出口机会增多



第二节 2016-2019年中国高速钢发展新特征分析

一、民营企业成为中国高速钢生产的主力军

二、一体化生产是推动国内主要高速钢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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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2019年中国高速钢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一、中国高速钢发展面临的挑战

二、中国高速钢生产品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三、中国高速钢及其制品的发展对策

 

第十二章 2021-2027年中国带锯行业趋势预测分析分析

第.一节 2021-2027年中国带锯产品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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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带锯产品进出口形势预测分析

第三节 2021-2027年中国带锯行业市场盈利能力预测分析

 

第十三章 2021-2027年中国带锯行业投资机会与投资前景分析

第.一节 2021-2027年中国带锯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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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竞争风险

二、技术风险

三、其它风险

第三节 2021-2027年中国带锯行业投资前景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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