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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9 年己内酰胺供需差继续扩大，下游 PA6 聚合扩能集中，据隆众资讯统计，2019 年 PA6 聚合产能

已逼近 500 万吨。己内酰胺今年扩能只有 35 万吨，国内总产能 404 万吨，己内酰胺理论供需差接近 100

万吨。然而由于今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以及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终端纺织行业需求减弱，导致 PA6 切片开

工处于低位，这也限制了己内酰胺行业开工和盈利，2019 年己内酰胺盈利已经明显下降，价格跌至了

2017 年以来的新低。而随着新旧动能转换工程推进和前几年己内酰胺高利润吸引下，己内酰胺新建项目增

多，2020-2021 年计划新增产能高达 250 万吨，未来己内酰胺供需局面将如何演变？新产能集中投放以后

己内酰胺还能继续“强势”吗？ 

《隆众资讯 2019-2020 中国己内酰胺市场年度报告》将依托详实、高频的数据跟踪，对隆众资讯原始

数据库、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协会等权威数据进行对比、筛选，通过图表、文字等方式展示，并从供

需、价格、上下游、宏观等方面对中国己内酰胺行业现状及未来进行深度分析、论述，为您的决策提供有

力依据。 

核心内容： 

1）通过详细跟踪近 5 年己内酰胺产销存等数据，对市场供需格局一目了然； 

2）通过对己内酰胺多元化原料成本利润的分析，帮助了企业运行状况； 

3）通过多维度解析己内酰胺进出口市场，让对进出口市场格局变化了然于心； 

4）下游相关产品从行业需求变化及主流产品消费结构变化，更好反应中国己内酰胺未来格局变化特

征，为企业决策提供理论支撑。 

涉及产品： 纯苯、环己酮、己内酰胺、PA6 切片、锦纶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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