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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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渗碳钢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渗碳钢行

业相关概述、中国渗碳钢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渗碳钢行业的现状、中国渗碳钢行业竞

争格局、对中国渗碳钢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渗碳钢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

测。您若想对渗碳钢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渗碳钢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

要工具。

    其成分特点是低的含碳量，一般为0.1%～0.25%；主要合金元素有Ni、Cr、Mn等，辅助合

金元素有W、Mo、V、Ti等。途渗碳钢主要用于制造要求高耐磨性、承受高接触应力和冲击

载荷的重要零件，如汽车、拖拉机的变速齿轮，内燃机上凸轮轴、活塞销等。

     钢材应用广泛、品种繁多，根据断面形状的不同，钢材一般分为型材、板材、管材和金属

制品四大类。钢材是钢锭、钢坯或钢材通过压力加工制成的一定形状、尺寸和性能的材料。

大部分钢材加工都是通过压力加工，使被加工的钢（坯、锭等）产生塑性变形。根据钢材加

工温度不同，可以分为冷加工和热加工两种。

    近期国内钢市整体震荡下滑，其中长材跌幅明显。钢材市场进入需求淡季，工程施工受阻

、制造业需求明显减少；短期弱势难改。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渗碳钢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2016年

我国钢材产量达113801.2万吨，累计增长2.3%。                                       指标             2016年12月            

2016年11月             2016年10月             2016年9月             2016年8月             2016年7月                               

钢材产量_当期值(万吨)             9571.1             9540.4             9767.9             9809.3             9790.6            

9593.6                               钢材产量_累计值(万吨)             113801.2             104344.3             94829.4            

85178             75510.7             65704.9                               钢材产量_同比增长(%)             -0.2             1.7           

 4.1             4.3             4             4.9                               钢材产量_累计增长(%)             2.3             2.4             2.4 

           2.3             2.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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