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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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高纯钛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高纯

钛行业相关概述、中国高纯钛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高纯钛行业的现状、中国高纯钛行

业竞争格局、对中国高纯钛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高纯钛产业发展前景与投

资预测。您若想对高纯钛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高纯钛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

的重要工具。

    表面易形成致密氧化物保护层，使化学性质变得不活动。加热时，在空气中燃烧生成TiO2

。室温时不与水、稀盐酸、稀硫酸和硝酸反应。但能被氢氟酸，熔融碱侵蚀。也能跟热浓盐

酸和王水反应。有良好的抗腐蚀性能。钛和钛的合金广泛用于制造飞机、火箭、卫星、宇宙

飞船、舰艇、汽轮机、化工设备、电讯器材、人造骨骼等。1791年英国人格列高尔发现钛。

在地壳中丰度0.42%，主要矿物有金红石TiO2，钛铁矿FeTiO3等。用镁、钠还原四氯化钛制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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