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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

分析报告》介绍了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产业运行环境、分析

了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的现状、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热镀锌产品

制造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

想对热镀锌产品制造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

或缺的重要工具。

    未显示数据请查阅正文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

景分析报告》表明：2021年上半年我国锌产量累计值达327.2万吨，期末产量比上年累计增

长5%。                                   指标   2021年6月   2021年5月   2021年4月   2021年3月   2021年2月     锌产

量当期值(万吨)   56.7   52.7   54.4   55   　     锌产量累计值(万吨)   327.2   271.2   218.8   162.8   107.5   

 锌产量同比增长(%)   6.2   1.2   3.4   10.9   　  锌产量累计增长(%)55.16.26.32.8

第一章 热镀锌产品制造界定及发展环境剖析

 　　1.1 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界定及统计说明

　　　　1.1.1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的概念界定及工艺路线

　　　　　　（1）行业界定

　　　　　　（2）处理工艺路线

　　　　1.1.2 热处理工艺之热镀锌的界定

　　　　1.1.3 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界定

　　　　　　（1）热镀锌产品定义

　　　　　　（2）热镀锌产品分类

　　　　1.1.4 本行业归属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1.2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政策环境

　　　　1.2.1 行业监管体系及机构介绍

　　　　1.2.2 行业标准体系建设现状调研

　　　　1.2.3 行业发展相关政策规划汇总及解读

　　1.3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经济环境

　　　　1.3.1 宏观经济发展现状调研



　　　　　　（1）中国GDP增长状况分析

　　　　　　（2）居民收入增长状况分析

　　　　　　（3）工业增加值

　　　　1.3.2 宏观经济发展展望

　　1.4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社会环境

　　　　1.4.1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1）环保监管局势趋严，对热镀锌产品生产企业危废处理能力提出较高要求

　　　　　　（2）热镀锌的主要环境污染问题

　　　　　　（3）热镀锌污染防治要求  

　　　　1.4.2 社会环境对行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1.5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技术环境

　　　　1.5.1 行业科研机构单位

　　　　1.5.2 行业主要工艺流程

　　　　　　（1）脱脂与漂洗

　　　　　　（2）酸洗与清洗

　　　　　　（3）浸助镀剂

　　　　　　（4）烘干预热

　　　　　　（5）热镀锌

　　　　　　（6）冷却

　　　　　　（7）钝化

　　　　　　（8）检验、修整

　　　　1.5.3 行业产品创新发展动态

　　　　1.5.4 行业专利申请及公开状况分析

　　　　　　（1）专利申请

　　　　　　（2）专利公开

　　　　　　（3）专利申请人构成

　　　　　　（4）热门技术领域

　　　　1.5.5 行业产品创新趋势预测分析

　　1.6 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发展环境总结

 第二章 全球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2.1 全球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发展历程

 　　2.2 全球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供需状况及市场规模测算



　　　　2.2.1 全球热镀锌产品制造原材料供应情况分析

　　　　　　（1）全球锌产量

　　　　　　（2）全球锌主要生产国家

　　　　2.2.2 全球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供需情况分析

　　2.3 全球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区域发展格局及重点区域市场评估

　　　　2.3.1 全球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区域发展格局

　　　　2.3.2 重点区域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发展分析

　　　　　　（1）北美

　　　　　　（2）日本

　　2.4 全球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及代表性企业案例

　　　　2.4.1 全球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市场竞争情况分析

　　　　2.4.2 全球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代表性企业布局案例

　　　　　　（1）蒂森克虏伯（ETR：TKA）

　　　　　　（2）浦项制铁（NYSE：PKX）

　　　　　　（3）安赛乐米塔尔（NYSE：MT）

　　　　　　（4）Steel Dynamics，Inc.（NYSE：STLD） 

第三章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发展现状与市场痛点分析

 　　3.1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发展历程及市场特征

　　　　3.1.1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发展历程

　　　　3.1.2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市场发展特征

　　　　　　（1）产能利用率有所下降

　　　　　　（2）产能分布不均匀

　　　　　　（3）热镀锌板制管的产量越来越大

　　3.2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所属行业进出口状况分析

　　　　3.2.1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所属行业进出口概况

　　　　3.2.2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所属行业进口情况分析

　　　　　　（1）行业进口规模

　　　　　　（2）进口结构

　　　　3.2.3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所属行业出口情况分析

　　　　　　（1）行业出口规模

　　　　　　（2）行业出口结构

　　3.3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市场供需情况分析



　　　　3.3.1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参与者  

　　　　3.3.2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市场供给分析

　　　　　　（1）热镀锌产品行业产能

　　　　　　（2）热镀锌产品行业产量

　　　　3.3.3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3.3.4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价格水平及走势

　　3.4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市场规模测算

 　　3.5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市场痛点分析

 第四章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竞争状态及市场格局分析

 　　4.1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市场进入壁垒

 　　4.2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4.2.1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市场竞争格局

　　　　　　（1）区域竞争格局

　　　　　　（2）企业竞争格局

　　　　4.2.2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市场集中度分析

　　4.3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波特五力模型分析

　　　　4.3.1 上游议价能力分析

　　　　4.3.2 下游议价能力分析

　　　　4.3.3 行业内企业竞争分析

　　　　4.3.4 替代品威胁分析

　　　　4.3.5 潜在进入者分析

　　　　4.3.6 行业市场竞争总结

　　4.4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细分产品市场结构及下游需求场景分布状况分析

　　　　4.4.1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细分产品市场结构

　　　　4.4.2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下游需求场景分布状况分析 

第五章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产业链梳理及全景深度解析

 　　5.1 热镀锌产品制造产业链梳理及成本结构分析

　　　　5.1.1 热镀锌产品制造产业链结构及生态体系

　　　　5.1.2 热镀锌产品制造成本结构

　　　　　　（1）原材料成本

　　　　　　（2）动力成本

　　　　　　（3）生产人员工资成本



　　　　　　（4）成品包装成本

　　　　　　（5）&ldquo;三废&rdquo;治理成本

　　5.2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上游原材料供应市场解析

　　　　5.2.1 热镀锌产品制造上游原材料类型

　　　　5.2.2 锌市场供需状况分析

　　　　　　（1）锌产量

　　　　　　（2）锌消费量

　　　　　　（3）锌进出口状况分析

　　　　　　（4）锌价格走势

　　　　5.2.3 钢材市场供需状况分析

　　　　　　（1）钢材产量

　　　　　　（2）钢进口量

　　　　　　（3）钢材进出口状况分析

　　　　　　（4）钢材表观消费量状况分析

　　　　　　（5）钢材市场价格分析

　　　　5.2.4 上游原材料供应对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5.3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上游加工设备供应市场解析

　　　　5.3.1 热镀锌产品制造上游加工设备类型

　　　　5.3.2 热镀锌产品制造上游加工设备供应格局

　　　　5.3.3 上游加工设备供应对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5.4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中游主流细分产品市场评估

　　　　5.4.1 热镀锌钢板  

　　　　5.4.2 热镀锌钢结构

　　　　5.4.3 热镀锌钢管

　　　　5.4.4 热镀锌制品

　　5.5 中国热镀锌产品下游应用市场需求潜力分析

　　　　5.5.1 建筑行业热镀锌产品应用

　　　　　　（1）建筑行业发展现状调研

　　　　　　（2）建筑行业热镀锌产品应用现状调研

　　　　　　（3）建筑行业热镀锌需求趋势分析分析

　　　　5.5.2 汽车行业热镀锌产品应用

　　　　　　（1）汽车行业发展现状调研



　　　　　　（2）汽车行业热镀锌产品应用现状调研

　　　　　　（3）汽车行业热镀锌需求趋势分析分析

　　　　5.5.3 家电制造行业热镀锌产品应用

　　　　　　（1）家电制造行业发展现状调研

　　　　　　（2）家电行业热镀锌产品应用现状调研

　　　　　　（3）家电行业热镀锌需求趋势分析分析

　　　　5.5.4 其他行业热镀锌产品应用

　　　　　　（1）电力行业

　　　　　　（2）交通行业 

第六章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产业链代表性企业发展布局案例研究

 　　6.1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产业链代表性企业发展布局对比

 　　6.2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产业链代表性企业发展布局案例

　　　　6.2.1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历程及基本信息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热镀锌产品制造及关联业务布局情况分析

　　　　　　（4）企业热镀锌产品制造及关联业务布局的优劣势分析

　　　　6.2.2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发展历程及基本信息

　　　　　　（2）企业发展情况分析

　　　　　　（3）企业热镀锌产品制造及关联业务布局情况分析

　　　　　　（4）企业热镀锌产品制造及关联业务布局的优劣势分析

　　　　6.2.3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历程及基本信息

　　　　　　（2）企业发展情况分析

　　　　　　（3）企业热镀锌产品制造及关联业务布局情况分析

　　　　　　（4）企业热镀锌产品制造及关联业务布局的优劣势分析

　　　　6.2.4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历程及基本信息

　　　　　　（2）企业发展情况分析

　　　　　　（3）企业热镀锌产品制造及关联业务布局情况分析

　　　　　　（4）企业热镀锌产品制造及关联业务布局的优劣势分析



　　　　6.2.5 康利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历程及基本信息

　　　　　　（2）企业发展情况分析

　　　　　　（3）企业热镀锌产品制造及关联业务布局情况分析

　　　　　　（4）企业热镀锌产品制造及关联业务布局的优劣势分析

　　　　6.2.6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历程及基本信息

　　　　　　（2）企业发展情况分析

　　　　　　（3）企业热镀锌产品制造及关联业务布局情况分析

　　　　　　（4）企业热镀锌产品制造及关联业务布局的优劣势分析

　　　　6.2.7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历程及基本信息

　　　　　　（2）企业发展情况分析  

　　　　　　（3）企业热镀锌产品制造及关联业务布局情况分析

　　　　　　（4）企业热镀锌产品制造及关联业务布局的优劣势分析

　　　　6.2.8 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发展历程及基本信息

　　　　　　（2）企业发展情况分析

　　　　　　（3）企业热镀锌产品制造及关联业务布局情况分析

　　　　　　（4）企业热镀锌产品制造及关联业务布局的优劣势分析

　　　　6.2.9 鞍钢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历程及基本信息

　　　　　　（2）企业发展情况分析

　　　　　　（3）企业热镀锌产品制造及关联业务布局情况分析

　　　　　　（4）企业热镀锌产品制造及关联业务布局的优劣势分析

　　　　6.2.10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发展情况分析

　　　　　　（2）企业热镀锌产品制造及关联业务布局情况分析

　　　　　　（3）企业热镀锌产品制造及关联业务布局的优劣势分析 

第七章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市场投资前景研究建议

 　　7.1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发展潜力评估

　　　　7.1.1 行业发展现状总结



　　　　　　（1）镀锌工业分布不均

　　　　　　（2）技术水平不一

　　　　　　（3）自动化程度低

　　　　7.1.2 行业影响因素总结

　　　　7.1.3 行业发展潜力评估

　　　　　　（1）行业生命发展周期

　　　　　　（2）行业发展潜力评估

　　7.2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趋势预测分析分析

 　　7.3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发展趋势预判

　　　　7.3.1 产品趋势预测分析

　　　　7.3.2 技术趋势预测分析

　　　　7.3.3 竞争趋势预测分析

　　7.4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投资前景预警

 　　7.5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7.5.1 细分市场投资机会

　　　　7.5.2 产业链投资机会

　　7.6 中国热镀锌产品制造行业投资前景研究与建议

　　　　7.6.1 加强批量热镀锌环保技术及装备技术研发

　　　　7.6.2 加强装备自动化技术投入

　　　　7.6.3 热镀锌渣锌灰的再生利用，促进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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