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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汽车刹车盘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汽车

刹车盘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汽车刹车盘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汽车刹车盘行业的现状、

中国汽车刹车盘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汽车刹车盘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汽

车刹车盘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汽车刹车盘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汽

车刹车盘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目前，国内汽车（主要是轿车）刹车盘的出口市，场已经形成一定规模，仅就铸件来说，

年产量（出口量）估计在 20万吨左右。由于刹车盘出口主要针对的是配件市场，外商定货品

种繁杂，而每个品种生产，批量不大。另一方面，刹车盘铸件属薄壁小件，技术要求高，而

国内生产出口刹车盘的企业，大多采用手工造型，粘土砂湿型，冲天炉熔炼铁液，成分变化

较大，给生产技术管理和铸件质量控制带来一定难度，个别厂家铸件废品率居高不下，直接

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出口业务。富森机电公司在对刹车盘铸造技术和常见缺陷进行分析的

基础上，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工艺改进对策。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汽车刹车盘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

：2019年我国汽车产量累计值达2552.8万辆，期末产量比上年累计下降8%。             指标   2019

年12月   2019年11月   2019年10月   2019年9月   2019年8月   2019年7月   2019年6月       汽车产量当

期值(万辆)   270.5   260.8   227.9   222   200   185.4   196       汽车产量累计值(万辆)   2552.8   2285.8  

2029.3   1808.7   1592.4   1435   1214       汽车产量同比增长(%)   8.1   3.7   -2.1   -6.9   -0.6   -11.5   -15.2  

    汽车产量累计增长(%)   -8   -9.6   -11.1   -12   -12.5   -12.8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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