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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锰铁矿行业市场深度分析与投资规划建议市场评估报告

》介绍了锰铁矿行业相关概述、中国锰铁矿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锰铁矿行业的现状、

中国锰铁矿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锰铁矿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锰铁矿产业

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锰铁矿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锰铁矿行业，本报告

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铁矿石的种类很多，用于炼铁的主要有磁铁矿（Fe3O4）、赤铁矿（Fe2O3）和菱铁矿

（FeCO3）等。铁矿石试样经盐酸溶解后，其中的铁转化为Fe3+。在强酸性条件下，Fe3+可

通过SnCl2还原为Fe2+。Sn2+将Fe3+还原完毕后，甲基橙也可被Sn2+还原成氢化甲基橙而褪色

，因而甲基橙可指示Fe3+还原终点。Sn2+还能继续使氢化甲基橙还原成N，N-二甲基对苯二

胺和对氨基苯磺酸钠。铁矿石是国际大宗商品，战略物资，属于经济命脉一类的东西。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锰铁矿行业市场深度分析与投资规划建议市场评估报

告》表明：2018年上半年我国铁矿石原矿销量达10474.5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1.2%。       指标 

 2018年第二季度   2018年第一季度   2017年第四季度   2017年第三季度   2017年第二季度   2017年

第一季度       铁矿石原矿销售量_累计值(万吨)   10474.5   5188.5   25919.5   21421.2   15016.8   7315.5

      铁矿石原矿产销率_累计值(%)   102.6   103.2   99.4   98.2   98.9   100.4       铁矿石原矿产销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百分点)   1.2   2.2   -1   -1   -1.4   -2.4       铁矿石原矿期末库存比年初增减(%)   -14.2  

-7.3   7.4   15.9   4.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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