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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纳米稀土材料行业行业市场评估及投资规划建议咨询报

告》介绍了纳米稀土材料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纳米稀土材料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纳米

稀土材料行业的现状、中国纳米稀土材料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纳米稀土材料行业做了重点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纳米稀土材料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纳米稀土材料产

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纳米稀土材料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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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法研究进展　　　　（3）溶胶-凝胶法研究进展　　　　（4）燃烧法研究进展　　　　

（5）沉淀法研究进展　　　　（6）电化学法研究进展　　　　（7）模板法研究进展　　　

　2.1.2 气相法制备技术研究进展　　　　2.1.3 固相法制备技术研究进展　　　　2.1.4 其它制

备技术研究进展　　　　（1）超声化学法研究进展　　　　（2）冷冻干燥法研究进展　　

　　（3）微波法研究进展　　　　（4）喷雾热分解法研究进展　　2.2 纳米稀土材料的研究

进展　　　　2.2.1 稀土纳米粉体　　　　2.2.2 稀土纳米薄膜材料　　　　2.2.3 稀土纳米催化

材料　　　　2.2.4 稀土纳米陶瓷　　　　2.2.5 稀土纳米磁性材料　　　　2.2.6 稀土纳米发光

和光学材料　　　　2.2.7 稀土纳米贮氢材料　　　　2.2.8 其他功能材料　　　　（1）稀土纳

米润滑材料　　　　（2）超高强耐热合金　　2.3 纳米稀土材料专利技术分析　　　　2.3.1 

纳米稀土材料专利申请数　　　　2.3.2 纳米稀土材料专利申请人　　　　2.3.3 纳米稀土材料

专利技术构成　　　　 第三章 纳米稀土材料行业应用需求分析　　3.1 纳米稀土材料应用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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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在催化领域中的应用　　　　3.1.4 在生物医学领域中的应用　　　　3.1.5 在其它领域

中的应用　　3.2 国防军工行业纳米稀土材料需求分析　　　　3.2.1 国防军工行业发展现状及

趋势　　　　3.2.2 纳米稀土使用的部件及具体材料　　　　3.2.3 国防军工行业纳米稀土应用

现状　　　　3.2.4 国防军工行业纳米稀土应用潜力　　3.3 航空航天行业纳米稀土材料需求分

析　　　　3.3.1 航空航天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3.3.2 纳米稀土使用的部件及具体材料



　　　　3.3.3 航空航天行业纳米稀土应用现状　　　　3.3.4 航空航天行业纳米稀土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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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行业纳米稀土应用现状　　　　3.5.4 电机行业纳米稀土应用潜力　　3.6 汽车行业纳米稀

土材料需求分析　　　　3.6.1 汽车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3.6.2 纳米稀土使用的部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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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发展趋势　　4.2 纳米氧化铈市场调研　　　　4.2.1 纳米氧化铈的制备及特征　　　　4.2.2 

纳米氧化铈生产状况分析　　　　4.2.3 纳米氧化铈应用方向分析　　　　4.2.4 纳米氧化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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