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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交通和城市轨道交通具备安全、快速、运量大、方便、节能的特点，相对公路、航空运输而言
污染较小，不受自然气候条件的制约。铁路是陆上交通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仍然是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经济基础和保障。铁路作为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国家竞争优势的决
定性因素之一。
铁路用钢的主要品种铁路系统分为线路、机车车辆、车站、信号与运营等。线路包含路基、轨道、
桥梁、隧道等。铁路上所说的车辆，还是特指没有动力装置、要靠机车牵引才能在铁路线上运行的客货
运输工具。机车是按牵引动力来划分，截至**有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车站按业务性质来划
分可分为客运站、货运站和客货运站。截至**我国铁路用钢材主要用于新建铁路、旧有铁路维修和改选
、机车及车辆制造维修、铁路桥梁建设等，
2010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8.7万公里，路网规模和质量大幅提升，其中运行的高速铁路已达到
7531公里。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包括了基础建设投资、更新改造和机车车辆购置费用，其中关系到钢
材需求的主要为基础建设投资。以铁路建设每万元投资带动钢材消费约0.32吨的标准推算，2010年铁路
基建投资达到7000亿元，可带动钢材消费2240万吨。
2011年铁路建设仍将处于高速发展中。据了解，截至**我国在建的高速铁路有1万多公里。到
2012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将达到11万公里以上，其中新建高速铁路将达到1.3万公里以上；到2020年
，中国铁路营业里程将达到12万公里以上，其中新建高速铁路将达到1.6万公里以上。
第一章 2018年全球钢材产业市场运行动态分析
第一节 2018年全球钢材产业产业发展综述
一、全球钢材市场发展的三大推动力浅析
2015年中國鐵路用鋼行業現狀調研及發展趨勢預測報告
二、世界钢材走势剖析
三、欧盟钢材消费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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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韩国浦项钢材产品价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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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2018年中国钢材市场运行形势分析
第一节 2018年中国钢材市场发展概述
一、钢材价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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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钢材期货交易市场开启在即
第三节 2018年中国钢材市场影响因素分析
第三章 2018年世界铁路用钢行业发展态势分析
第一节 世界各国在生产高速铁路用钢方面采取的保证质量的措施
一、采用铁水预处理技术
二、采用炉外精炼技术
三、对钢水进行真空脱气
四、采用连铸工艺
第二节 2018年世界铁路用钢行业运行现状分析
一、国外铁路用钢产业规模分析
二、全球铁路用钢要求分析
三、世界铁路用钢区域市场分析
第三节 2019-2025年世界铁路用钢行业发展前景预测分析
第四章 2018年中国铁路用钢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2018年中国铁路用钢行业发展经济环境分析
一、国民经济运行情况GDP（季度更新）
二、消费价格指数CPI、PPI
三、全国居民收入情况
四、恩格尔系数
五、工业发展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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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七、中国汇率调整（人民币升值）
八、对外贸易&进出口
第二节 2018年中国铁路用钢产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铁路桥梁用钢冲击韧性标准研究
二、铁道部技术政策对铁路用钢发展的影响
三、进出口政策影响分析
第三节 2018年中国铁路用钢产业社会环境分析
一、人口环境分析
二、教育环境分析
三、文化环境分析
四、生态环境分析
五、中国城镇化率
六、居民的各种消费观念和习惯
第五章 2018年中国铁路用钢行业发展概况
第一节 2018年中国铁路用钢行业发展态势分析
一、国内铁路用钢主要应用领域分析
二、铁路用钢产业发展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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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济南钢铁集团公司取得铁道部铁路用钢准入证
二、攀钢连铸生产铁道车辆车轴用钢研究获重大突破
三、铁路建设推动钢铁需求
四、铁路车站建设推动钢铁需求
第三节 2018年中国铁路用钢市场运行格局分析
一、铁路用钢市场规模分析
二、我国铁路用钢市场看好
三、国内铁路用钢生产现状分析
第六章 2014-2018年中国铁道用钢材产量统计分析_订′阅′热′线:′01′0′′6′6′1′8′20′９′9
第一节 2014-2018年全国铁道用钢材产量分析
第二节 2018年全国及主要省份铁道用钢材产量分析
第三节 2018年铁道用钢材产量集中度分析
第七章 2014-2018年中国炼钢行业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14-2018年中国炼钢行业规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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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兰渝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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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用钢现状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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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济.研咨.询 济研：专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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