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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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耐火粘土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耐火粘

土行业相关概述、中国耐火粘土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耐火粘土行业的现状、中国耐火

粘土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耐火粘土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耐火粘土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耐火粘土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耐火粘土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耐火粘土主要用于冶金工业，在建材工业上用以制作水泥窑和玻璃熔窑用的高铝砖、磷酸

盐高铝耐火砖、高铝质熔铸砖。高铝粘土经过煅烧，然后与石灰石混合制成含铝水泥，这种

水泥具有速凝能力及防蚀性和耐热力强的特点。耐火粘土在我国分布很广，常与煤系地层密

切伴生，如辽宁复州湾、吉林水曲柳、河南焦作、河北古冶、山东淄博、山西太原等地都是

著名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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