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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非晶纳米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报

告》介绍了非晶纳米行业相关概述、中国非晶纳米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非晶纳米行业

的现状、中国非晶纳米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非晶纳米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

国非晶纳米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非晶纳米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非

晶纳米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磁性纳米材料的应用可谓涉及在机械，电子，光学，磁学 ，化学和生物学领域有着广泛的

应用前景。纳米科学技术的诞生将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纳米材料是指在三维空间中至少有一维处于纳米尺寸(1-100 nm)或由它们作为基本单元构成

的材料，这大约相当于10~1000个原子紧密排列在一起的尺度。

       纳米颗粒材料又称为超微颗粒材料，由纳米粒子(nano   particle)组成。纳米粒子也叫超微

颗粒，一般是指尺寸在1～100nm间的粒子，是处在原子簇和宏观物体交界的过渡区域，从通

常的关于微观和宏观的观点看，这样的系统既非典型的微观系统亦非典型的宏观系统，是一

种典型的介观系统，它具有表面效应、小尺寸效应和宏观量子隧道效应。当人们将宏观物体

细分成超微颗粒（纳米级）后，它将显示出许多奇异的特性，即它的光学、热学、电学、磁

学、力学以及化学方面的性质和大块固体时相比将会有显著的不同。

        在我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国民经济各领域稳定发展的背景下，国内纳米薄膜产业链日

趋完善。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为纳米材料的应用提供了广阔空间，据博思数据发布的

《2021-2027年中国非晶纳米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报告》表明：我国纳

米材料产业规模已由   2014 年的481.3亿元增至 2020 年的1614.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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