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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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硅锰合金（硅锰铁）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

》介绍了硅锰合金（硅锰铁）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硅锰合金（硅锰铁）产业运行环境、分析

了中国硅锰合金（硅锰铁）行业的现状、中国硅锰合金（硅锰铁）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硅

锰合金（硅锰铁）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硅锰合金（硅锰铁）产业发展前景

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硅锰合金（硅锰铁）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硅锰合金（硅锰

铁）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硅锰合金是由锰、硅、铁及少量碳和其它元素组成的合金，是一种用途较广、产量较大的

铁合金。硅锰合金是炼钢常用的复合脱氧剂，又是生产中，低碳锰铁和电硅热法生产金属锰

的还原剂。硅锰合金可在大、中、小型矿热炉内采取连续式操作进行冶炼。硅锰在国内西南

地区较多，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生产硅锰合金的原料有锰矿、富锰渣、硅石、焦炭等

。硅锰合金主要是作为钢铁生产的脱氧剂和合金剂的中间料，同时也是中低碳锰铁生产的主

要原料。随着中国城市化以及工业化的不断深入，对钢铁量的需求不断增加，对锰硅合金的

需求量也会不断增大。随着中国经济的发 展，汽车、道路、建筑、房地产等市场的持续发展

，对钢铁的需求量将继续增大，因而对锰硅合金的需求也会持续增大。因而硅锰合金具有较

好的市场前景。     

    未显示数据请查阅正文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硅锰合金（硅锰铁）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

告》表明：2021年上半年我国铁合金产量累计值达1820.5万吨，期末产量比上年累计增长8.1%

。                                   指标   2021年6月   2021年5月   2021年4月   2021年3月   2021年2月     铁合金产

量当期值(万吨)   316.1   315.8   296   309.5   　     铁合金产量累计值(万吨)   1820.5   1508.8   1181.6  

902.1   717.9     铁合金产量同比增长(%)   2.2   10.6   3   1   　  铁合金产量累计增

长(%)8.19.71.54.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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