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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隔热材料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隔热材

料行业相关概述、中国隔热材料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隔热材料行业的现状、中国隔热

材料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隔热材料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隔热材料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隔热材料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隔热材料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隔热材料（thermal insulation material），能阻滞热流传递的材料，又称热绝缘材料。传统绝

热材料，如玻璃纤维、石棉、岩棉、硅酸盐等，新型绝热材料，如气凝胶毡、真空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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