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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勘探表明，我国膨润土的储量世界位，种类齐全，分布广，遍布26个省市，和出口均居世

界前列。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膨润土年产量已超过350万吨，而总储量占世界总量的60%

。到目前为止已累计探明储量50．87亿吨以上，保有储量大于70亿吨。

    现已探明的100多个膨润土矿产地主要集中分布于新疆、广西、内蒙以及东北三省，其中新

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境内的膨润土矿储量已突破23亿吨，是目前已探明储量的全国最大

膨润土矿区。据新疆地矿部门证实，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境内有7处膨润土矿床，其中有4

处大型矿床(乌兰英格、日月雷、德仑山南和德仑山西南)。乌兰英格矿区膨润土矿地质储量

为5．728亿吨，其中表内C&mdash;D级膨润土矿储量22948万吨，表外D级储量248万吨，占全

国同级膨润土储量的13．74%。日月雷矿区膨润土矿地质储量8亿吨，德仑山南及德仑山西南

膨润土矿地质储量分别为2．1亿吨及O．8亿吨。

    专家估计，乌兰英格地区膨润土矿藏远景储量可望超过50亿吨。广西产地有宁明、田东、

崇左、桂平、横县等处，蕴藏量最大的是宁明，达6．4亿吨，其次是田东，达4000万吨，总

储量超过ll亿吨。内蒙古的宁城、兴和、霍林、固阳等地都有十分丰富的膨润土矿，储量最大

是赤峰宁城，达10亿吨以上。其余分布于江苏、四川（南充）河北、湖北、山东、安徽、浙

江、江西、河南、陕西和甘肃等省(区)。可见，膨润土矿资源高度集中，这有利于组建大型

企业集团，建立大型生产基地，向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2009-2015年中国膨润土（25081000）进出口数据统计表     年份   出口（千克、千美元）   进口

（千克、千美元）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2009年   255346434   29,031   41360243   12,236      

2010年   320878635   33,728   90807550   23,844       2011年   193479012   29,508   82309212   22,071      

2012年   194247640   30,692   59835591   21,108       2013年   214704576   36,557   63554986   20,435      

2014年   **   **   **   **       2015年   **   **   **   **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膨润土行业深度评估与投资规划建议研究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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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析。它是业

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洞悉行业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制

定正确竞争和投资规划建议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博思数据是中国权威的产业研究机构之一，提供各个行业分析，市场分析，市场预测，行

业发展趋势，行业发展现状，及各行业产量、进出口，经营状况等统计数据，具体产品有行

业分析报告，市场分析报告，年鉴，名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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