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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过塑机又称塑封机/过胶机/护贝机/Pouch Laminator/film Laminator，它主要由驱动系统、加热

控温系统、操作控制板、前后胶辊等部件构成，是塑封照片或文件资料的专用设备。

工作原理是把需要塑封的物品(文件、图片等)置于塑封膜的中间，利用机器胶辊的高温和压

力进行压合。经塑封后的物品美观坚挺，防水、防污、防皱、防划伤、防褪色，可持久保存

。这种工艺应用广泛，文件、照片、证件、图纸、卡片、标签、菜单、彩页、海报、标志牌

等，甚至电子产品的排线，都能派上用场。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过塑机行业分析与市场运营趋势报告》共十三章。首先

介绍了中国过塑机行业市场发展环境、过塑机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过塑机行业

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过塑机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过塑机做了重点企业经营

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过塑机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过塑机产业有个系统

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过塑机行业，本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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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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