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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DMF（二甲基甲酰胺）作为重要的化工原料以及性能优良的溶剂，主要应用于聚氨酯、医药、农药、

染料、电子等行业，目前国内共有 9 家生产企业，分布在山东、华东、华南等地区，尤以山东鲁西化工关

注度较高。中国 DMF 属于出口型产品，国内产能较大，产量逐年缓慢递增，出口量也随之增加。但其国际

市场呈小幅收缩趋势，因本身环保性较差，产品可替代性也在逐步扩大，且国际上对此限制政策也影响其

生产量。山东省是 DMF 产能大省，出口货源作占比过半，沿海港口位置便捷政策优越，2019 年上半年累计

出口量为 2.97 万吨，占比 58.03%，同期比继续增长。2019 年开年，国内 DMF 行情延续弱势，工厂报价持

续低迷，下游需求整体乏量，国内化工市场受环保、安监、限产等政策影响，大环境与往年有所不同，下

游比重过半的 PU 浆料行业近年来呈现负增长态势，部分浆料工厂受安环检查抨击较为严峻，因而工厂搬

迁至东南亚地区，需求链有转移。随着我国化工环境逐年推演，DMF 淡旺季分界趋向平缓，贸易商只能静

观其变以应对，需求端对 DMF 行情的影响占主导因素。新增产能预期为零，供大于求的格局短时难以打破。 

《隆众资讯 2019-2020 中国 D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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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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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国内 DMF 市场现有产能、产量、开工率等指标对后市的影响； 

2）通过对 DMF 原料成本利润的分析，洞悉产业链上下游发展变化； 

3）通过多维度解析 DMF 进出口市场，让对进出口市场格局变化了然于心； 

4）多角度分析预测国内 DMF 市场后市发展。 

涉及产品：甲醇、合成氨、浆料、纯 MDI、己二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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