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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铜热锻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铜热锻行

业相关概述、中国铜热锻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铜热锻行业的现状、中国铜热锻行业竞

争格局、对中国铜热锻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铜热锻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

测。您若想对铜热锻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铜热锻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

要工具。         在自然界中自然铜存量极少，一般多以金属共生矿的形态存在。铜矿石中常伴

生有多种重金属和稀有金属，如金、银、砷、锑、铋、硒、铅、碲、钴、镍、钼等。根据铜

化合物的性质，铜矿物可分为自然铜、硫化矿和氧化矿三种类型，主要以硫化矿和氧化矿，

特别是硫化矿分布最广，世界铜产量的90%左右来自硫化矿。铜矿石经过选矿富集获得精矿

，常见为褐色、灰色、黑褐色、黄绿色，成粉状，粒度一般小于0.074mm，含铜量13-30%。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铜热锻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2018年

我国精炼铜（电解铜）累计产量达902.9万吨，比上年累计增长8%。         指标   2018年12月  

2018年11月   2018年10月   2018年9月   2018年8月   2018年7月       精炼铜（电解铜）产量当期值(

万吨)   83.9   76.8   73.6   76.4   74.9   73.2       精炼铜（电解铜）产量累计值(万吨)   902.9   817   739.3

  660.7   584.3   509.3       精炼铜（电解铜）产量同比增长(%)   4.5   7.6   3.8   10.4   10.5   11.8       精炼

铜（电解铜）产量累计增长(%)   8   10.7   10.6   11.2   11.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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