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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石膏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石膏行业相

关概述、中国石膏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石膏行业的现状、中国石膏行业竞争格局、对

中国石膏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石膏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石

膏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石膏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石膏是一种矿物名，主要化学成分是硫酸钙（CaSO4），主要是古代盐湖或潟湖的沉积物

。天然二水石膏（CaSO4?2H2O）又称为生石膏，经过煅烧、磨细可得&beta;型半水石膏

（CaSO4?1/2H2O），即建筑石膏，又称熟石膏、灰泥。若煅烧温度为190&deg;C可得模型石

膏，其细度和白度均比建筑石膏高。若将生石膏在400～500&deg;C或高于800&deg;C下煅烧，

即得地板石膏，其凝结、硬化较慢，但硬化后强度、耐磨性和耐水性均较普通建筑石膏为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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