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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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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
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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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冬季气温低，为使汽车在冬季低温下仍能继续使用，发动机冷却液都加入了一些能够降低水
冰点的物质作为防冻剂，保持在低温天气时冷却系统不冻结。因此人们有时把冷却液称作“
防冻液”或“不冻液”。防冻液的全称应该叫防冻冷却液，意为有防冻功能的冷却液。
冷却液又称防冻液，是由防冻添加剂及防止金属产生锈蚀的添加剂和水组成的液体。它需要
具有防冻性，防蚀性，热传导性和不变质的性能。现在经常使用乙二醇为主要成分，加有防
腐蚀添加及水的防冻液。
国内防冻液的普及率较低，市售的防冻液有相当数量是进口的，由于价格较高，一般用于进
口车辆。虽然近年来国产防冻液生产增长很快，但不少产品由于缺乏严格的质量检验和统一
的检验标准。为此，必须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开发生产多功能的高效防
冻液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尽管车用防冻液使用频率较低，但我国巨大的汽车保有量仍旧给我国车用防冻液提供了海量
的市场，据统计2020年我国车用防冻液市场规模达到155亿元左右，随着汽车保有量的提升
而稳健增长。

资料来源：观研报告网
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布消息，2020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3.72亿辆，其中汽车2.81亿辆；
机动车驾驶人达4.56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4.18亿人。2020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3328
万辆，新领证驾驶人2231万人。

资料来源：观研报告网

资料来源：观研报告网
假设防冻液4年更换一次，每辆机动车防冻液更换量为5L，则每年的防冻液需求如下：

资料来源：观研报告网（WW）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车用防冻液行业发展趋势分析与未来投资研究报告（2022-2029年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
。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
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
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
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行业报告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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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是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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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观研天下是国内知名的行业信息咨询
机构，拥有资深的专家团队，多年来已经为上万家企业单位、咨询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
会、个人投资者等提供了专业的行业分析报告，客户涵盖了华为、中国石油、中国电信、中
国建筑、惠普、迪士尼等国内外行业领先企业，并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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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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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报告采用的行业分析方法包括波特五力模型分析法
、SWOT分析法、PEST分析法，对行业进行全面的内外部环境分析，同时通过资深分析师
对目前国家经济形势的走势以及市场发展趋势和当前行业热点分析，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方
向、新兴热点、市场空间、技术趋势以及未来发展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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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十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十二章 2022-2029年中国车用防冻液行业发展前景分析与预测
第一节 中国车用防冻液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一、车用防冻液行业国内投资环境分析
二、中国车用防冻液行业市场机会分析
三、中国车用防冻液行业投资增速预测
第二节 中国车用防冻液行业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 中国车用防冻液行业规模发展预测
一、中国车用防冻液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二、中国车用防冻液行业市场规模增速预测
三、中国车用防冻液行业产值规模预测
四、中国车用防冻液行业产值增速预测
五、中国车用防冻液行业供需情况预测
第四节 中国车用防冻液行业盈利走势预测
第十三章 2022-2029年中国车用防冻液行业进入壁垒与投资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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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车用防冻液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一、车用防冻液行业资金壁垒分析
二、车用防冻液行业技术壁垒分析
三、车用防冻液行业人才壁垒分析
四、车用防冻液行业品牌壁垒分析
五、车用防冻液行业其他壁垒分析
第二节 车用防冻液行业风险分析
一、车用防冻液行业宏观环境风险
二、车用防冻液行业技术风险
三、车用防冻液行业竞争风险
四、车用防冻液行业其他风险
第三节 中国车用防冻液行业存在的问题
第四节 中国车用防冻液行业解决问题的策略分析
第十四章 2022-2029年中国车用防冻液行业研究结论及投资建议
第一节 观研天下中国车用防冻液行业研究综述
一、行业投资价值
二、行业风险评估
第二节 中国车用防冻液行业进入策略分析
一、目标客户群体
二、细分市场选择
三、区域市场的选择
第三节 车用防冻液行业营销策略分析
一、车用防冻液行业产品营销
二、车用防冻液行业定价策略
三、车用防冻液行业渠道选择策略
第四节 观研天下分析师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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