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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朱砂又称辰砂、丹砂、赤丹、汞沙，是硫化汞(化学品名称:HgS)的天然矿石，大红色，有金

刚光泽至金属光泽，属三方晶系。朱砂主要成份为硫化汞，但常夹杂雄黄、磷灰石、沥青质

等。

    朱砂有镇静催眠作用，认识不甚一致;有解毒防腐作用;外用能抑制或杀灭皮肤细菌和寄生虫

。 朱砂为汞的化合物，汞与蛋白质中的巯基有特别的亲合力，高浓度时，可抑制多种酶和活

动。进入体内的汞，主要分布在肝肾，而引起肝肾损害，并可透过血脑屏障，直接损害中枢

神经系统.

    智研咨询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朱砂行业市场运营态势及发展前景预测报告》共十二章

。首先介绍了朱砂行业市场发展环境、朱砂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朱砂行业市场运行

的现状，然后介绍了朱砂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朱砂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

后分析了朱砂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朱砂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朱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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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