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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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导热凝胶市场分析与行业调查报告》介绍了导热凝胶行

业相关概述、中国导热凝胶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导热凝胶行业的现状、中国导热凝胶

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导热凝胶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导热凝胶产业发展前

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导热凝胶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导热凝胶行业，本报告是

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溶胶或溶液中的胶体粒子或高分子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连接，形成空间网状结构，结构空隙

中充满了作为分散介质的液体（在干凝胶中也可以是气体，干凝胶也称为气凝胶），这样一

种特殊的分散体系称作凝胶。没有流动性。内部常含有大量液体。例如血凝胶、琼脂的含水

量都可达99%以上。可分为弹性凝胶和脆性凝胶。弹性凝胶失去分散介质后，体积显著缩小

，而当重新吸收分散介质时，体积又重新膨胀，例如明胶等。脆性凝胶失去或重新吸收分散

介质时，形状和体积都不改变，例如硅胶等。由溶液或溶胶形成凝胶的过程称为胶凝作用

（g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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