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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银白色轻金属。有延展性。商品常制成棒状、片状、箔状、粉状、带状和丝状。在潮湿空气

中能形成一层防止金属腐蚀的氧化膜。铝粉在空气中加热能猛烈燃烧，并发出眩目的白色火

焰。易溶于稀硫酸、硝酸、盐酸、氢氧化钠和氢氧化钾溶液，难溶于水。相对密度2.70。熔

点660℃。沸点2327℃。铝元素在地壳中的含量仅次于氧和硅，居第三位，是地壳中含量最丰

富的金属元素。航空、建筑、汽车三大重要工业的发展，要求材料特性具有铝及其合金的独

特性质，这就大大有利于这种新金属铝的生产和应用。 应用极为广泛。

  2 0 1 7 年10月27日，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公布的致癌物清单初步整理参考，铝制

品在一类致癌物清单中。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铝市场深度分析与战略咨询报告》共十五章。首先介绍

了铝行业市场发展环境、铝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铝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

了铝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铝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铝行业发展趋

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铝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铝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

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

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

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主

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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