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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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生态建材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生态建

材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生态建材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生态建材行业的现状、中国生态

建材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生态建材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生态建材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生态建材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生态建材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绿色建材，又称生态建材、环保建材和健康建材，指健康型、环保型、安全型的建筑材料

，在国际上也称为&ldquo;健康建材&rdquo;或&ldquo;环保建材&rdquo;，绿色建材不是指单独

的建材产品，而是对建材&ldquo;健康、环保、安全&rdquo;品性的评价。它注重建材对人体健

康和环保所造成的影响及安全防火性能。它具有消磁、消声、调光、调温、隔热、防火、抗

静电的性能，并具有调节人体机能的特种新型功能建筑材料。

     建材即建筑材料。建筑材料是指用于土木工程建设的各种材料及其制品，它是一切社会基

础设施建设的物质基础。社会基础设施，包括用于工业生产的厂房、仓库，电站，采矿、采

油设施；用于农业生产的堤坝、渠道、灌溉排涝设施；用于交通运输和人们出行的道路桥梁

、海港码头、机场车站设施；用于人们生活需要的住宅、商场、办公楼、宾馆建筑，文化娱

乐设施，卫生体育设施；用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输水、输气、送电管线设施，网络通讯设

施，排污净化设施；用于国防需要的军事设施，安全保卫设施等等。

      家居建材是房屋装修的必备材料，包括房屋改造过程中所需的各类结构材料、装饰材料和

某些专用材料等。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生态建材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

告》表明：自2016年以来，我国家居建材市场一直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因疫情等多方面因素

，2020年，我国家居建材行业市场规模4.05万亿元，较上年减少0.24万亿元，同比下降5.59%，

市场规模首次出现下滑。         时间   中国家居建材市场规模及增速(万亿元)   增速（%）      

2016年   3.88   　       2017年   4.01   3.35       2018年   4.13   2.99       2019年   4.29   3.87       2020年   4.05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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