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2011年全球及中国注塑机行业研究报告

2010年全球注塑机行业走出低谷，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中国注塑机销售额超

过200亿元，继续稳居世界第一；德国注塑机出口额同比增长55.2%、至5.93亿欧元

；日本注塑机产量翻番，约12000台；美国、意大利的注塑机行业也逐渐复苏。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注塑机生产、消费基地，2010年表现尤为突出，全年产、

销量同比增长近40%，出口额和进口额同比增长70%以上。其主要原因有三点：一

是中国经济局势良好，汽车、家电、建材、塑料包装等下游强劲复苏；二是企业新

接订单激增，产能快速释放；三是国际贸易形势好转，出口需求回升。

本报告在分析全球、中国注塑机市场现状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全电动注塑机和

二板式注塑机发展历程及市场现状。

全电动注塑机具有节能环保优势，在日本、欧洲等国家普遍应用，代表性企业

有日精、住友、法那科等。中国全电动注塑机起步较晚，受绿色节能政策影响，近

两年受到广泛推崇。截至2010年，中国已有10余家企业能够研发、生产全电动注塑

机，如海天国际、震雄集团、全力发、广东博创、广东数控、浙江申达、双马机械

等。



全球的二板式注塑机已经发展了10余年，主要集中在欧、美、日等地区。中国主要采用三板式注塑机，二

板式注塑机处于发展初期。

此外，本报告还分析了中国注塑机行业的竞争格局，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14家国内外重点企业。

海天国际是中国乃至全球最大的注塑机企业，2010年共销售注塑机3万台，实现销售额70.57亿元，其中Mars系

列注塑机贡献最大，销售额同比增长132%，至48.3亿元。

震雄集团以大 中型注塑机为主 占比超过50% 2010财年 由于汽车 家电需求受阻 该集团的大 中型注震雄集团以大、中型注塑机为主，占比超过50%。2010财年，由于汽车、家电需求受阻，该集团的大、中型注

塑机的销售不佳。2011财年，随着下游需求的增长，大中型注塑机恢复增长，从而拉动了震雄集团业绩的增长。

2011年3月，日本三菱Mitsubishi Heavy Industries Plastic Technology Co. Ltd. 授权震雄集团在华及港澳台

地区生产和销售二板大型注塑机，这将进一步提升该公司在大型注塑机领域的竞争力。地区生产和销售二板大型注塑机，这将进 步提升该公司在大型注塑机领域的竞争力。

力劲科技是中国注塑机重点企业之一，2011财年，公司继续延续上年强劲的复苏态势，在注塑机、压铸机和

CNC 三大业务方面均取得了长足发展。截至2011年3月财年，力劲科技销售额同比增长84.8%，其中注塑机同比增

长119%，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电子电器市场及玩具等市场的复苏。

广州博创主导产品为高精密注塑机，近年公司新产品开发能力不断增强。在2010年的Chinaplas 会展上，公司

推出了BS系列注塑机和 BE全电式注塑机；2011年Chinaplas 会展上推出四色注塑机、大型两板机、微发泡专用机

以及内膜贴标专用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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