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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市场报告网发布的中国海绵铁行业发展现状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8-2025年）显示
，海绵铁又称直接还原铁，采用优质矿石，利用氧化还原反应原理，通过滤式除淀方式进行排除，对管
道、锅炉和氧循环水溶解腐蚀经水处理后水溶解氧含量可将到0.05mg/L以下。在回转窑、竖炉或其他反
应器内，用煤、焦炭，天然气或氢气，使铁矿石或铁精矿球团在低于物料熔化温度的条件下进行低温还
原，变成多孔状的产物。其中被还原出来的铁呈细小铁核，形如海绵，故称。海绵铁经冷却、破碎、磁
选，可除去脉石或其他杂质（金属铁占全铁90%以上者，可直接用于炼钢；90%以下的，用于高炉或电
炉炼铁）。
《中国海绵铁行业发展现状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8-2025年）》通过海绵铁项目研究团队
多年对海绵铁行业的监测调研，结合中国海绵铁行业发展现状及前景趋势，依托国家权威数据资源和一
手的调研资料数据，对海绵铁行业现状及趋势进行全面、细致的调研分析，采用定量及定性的科学研究
方法撰写而成。
《中国海绵铁行业发展现状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8-2025年）》可以帮助投资者准确把握
海绵铁行业的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为投资者进行投资作出海绵铁行业前景预判，挖掘海绵铁行业投资
价值，同时提出海绵铁行业投资策略、营销策略等方面的建议。
第一章 产业概述
1.1 海绵铁定义
1.2 海绵铁分类
1.3 海绵铁应用领域
1.3.1 炼钢海绵铁
1.3.2 冶金海绵铁
1.4 海绵铁产业链结构
1.5 海绵铁产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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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海绵铁全球主要地区发展现状
1.6 海绵铁产业政策分析
1.6.1 进口铁矿石产业政策
1.6.2 钢铁行业产业政策
1.7 海绵铁行业新闻动态分析
第二章 海绵铁生产成本分析
2.1 海绵铁原材料价格分析
2.2 海绵铁设备及供应商
2.3 劳动力成本分析
China's sponge iron industry development status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trend forecast
report (2018-2025)
2.4 其他成本分析
2.5 生产成本结构分析
2.6 海绵铁生产工艺分析
2.6.1 气基直接还原
2.6.2 煤基直接还原
2.6.3 国内海绵铁生产技术
第三章 技术资料和制造工厂分析
3.1 中国主要供应商2018年产能及产品类型
3.2 中国主要供应商2018年海绵铁工厂分布
3.3 中国主要供应商2018年生产工艺和技术来源
3.4 中国主要供应商2018年海绵铁关键原料来源分析
第四章 海绵铁产量细分（按地区、产品类别及应用）
4.1 中国主要地区2013-2018年海绵铁产量细分
4.2 中国2013-2018年海绵铁主要产品类别产量
4.3 中国2013-2018年海绵铁主要应用领域销量
4.4 中国海绵铁主要生产商2018年价格分析
第五章 海绵铁消费量及消费额的地区分析
5.1 中国主要地区2013-2018年海绵铁消费量分析
5.2 中国主要地区2013-2018年海绵铁消费额分析
5.3 中国主要地区2013-2018年消费价格分析
第六章 海绵铁2013-2018年产供销需市场现状和分析
6.1 2013-2018年海绵铁产量及销量统计
6.2 海绵铁2013-2018年消量综述
6.3 海绵铁2013-2018年供应量、销量及缺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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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中国2013-2018年海绵铁进口量、出口量及消费量
6.5 海绵铁2013-2018年成本、价格、产值、毛利率
第七章 海绵铁核心企业研究
7.1 重点企业（1）
7.1.1 企业介绍
7.1.2 产品介绍
7.1.3 产能、产量、产值、价格、成本、毛利及毛利率分析
7.1.4 联系信息
7.2 重点企业（2）
7.2.1 企业介绍
7.2.2 产品介绍
7.2.3 产能、产量、产值、价格、成本、毛利及毛利率分析
7.2.4 联系信息
7.3 重点企业（3）
中国のスポンジ鉄産業発展状況の分析と開発動向の予測レポート（2018年?2025年）
7.3.1 企业介绍
7.3.2 产品介绍
7.3.3 产能、产量、产值、价格、成本、毛利及毛利率分析
7.3.4 联系信息
7.4 重点企业（4）
7.4.1 企业介绍
7.4.2 产能、产量、产值、价格、成本、毛利及毛利率分析
7.4.3 联系信息
7.5 重点企业（5）
7.5.1 企业介绍
7.5.2 产品介绍
7.5.3 产能、产量、产值、价格、成本、毛利及毛利率分析
7.5.4 联系信息
7.6 重点企业（6）
7.6.1 企业介绍
7.6.2 产品介绍
7.6.3 产能、产量、产值、价格、成本、毛利及毛利率分析
Zhōngguó hǎimián tiě hángyè fāzhǎn xiànzhuàng fēnxī yǔ fāzhǎn qūshì
yùcè bàogào (2018-2025 nián)
7.6.4 联系信息
7.7 重点企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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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 企业介绍
7.7.2 产品介绍
7.7.3 产能、产量、产值、价格、成本、毛利及毛利率分析
7.7.4 联系信息
7.8 重点企业（8）
7.8.1 企业介绍
7.8.2 产品介绍
7.8.3 产能、产量、产值、价格、成本、毛利及毛利率分析
7.8.4 联系信息
7.9 重点企业（9）
7.9.1 企业介绍
7.9.2 产品介绍
7.9.3 产能、产量、产值、价格、成本、毛利及毛利率分析
7.9.4 联系信息
7.10 重点企业（10）
7.10.1 企业介绍
7.10.2 产品介绍
在线阅读：http://www.360Baogao.com/2/36/HaiMianTieDeFaZhanQuShi.html
7.10.3 产能、产量、产值、价格、成本、毛利及毛利率分析
7.10.4 联系信息
第八章 海绵铁价格和毛利率分析
8.1 价格、供应及消费分析
8.1.1 价格分析
8.1.2 供应分析
8.2 海绵铁不同种类产品价格分析
8.3 不同价格水平海绵铁市场份额分析
第九章 海绵铁营销渠道分析
9.1 海绵铁营销渠道现状分析
9.2 贸易商和分销商及其联系信息
9.3 各地区海绵铁进口、出口和贸易（万吨）
9.4 各地区海绵铁进口、出口和贸易（千吨）
第十章 海绵铁行业2018-2025年发展预测
10.1 海绵铁2018-2025年销量预测
10.2 海绵铁2018-2025年各地区销量、消费额及价格预测
10.3 海绵铁2018-2025年消费额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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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海绵铁2018-2025年供应量、销量及缺口量
第十一章 海绵铁供应链分析
11.1 海绵铁原材料主要供应商和联系方式
11.2 海绵铁生产设备供应商及联系方式
11.3 海绵铁主要供应商和联系方式
11.4 海绵铁主要客户联系方式_订 阅电 话 0 1 0- ６6 1 8 1 0 9 9
11.5 海绵铁供应链条关系分析
第十二章 海绵铁新项目投资可行性分析
12.1 海绵铁新项目SWOT分析
12.2 中国海绵铁“十三五”发展趋势
12.2.1 中国海绵铁行业发展展望
12.2.2 中国海绵铁行业发展依据
12.2.2 中国海绵铁行业发展趋势
12.3 海绵铁新项目可行性分析
第十三章 北京′济′研:海绵铁产业研究总结
图表目录
图 海绵铁 产品
表 海绵铁产品分类
图 2018年全球不同种类海绵铁产量市场份额
表 海绵铁应用领域表
图 中国2018年海绵铁不同应用领域销量市场份额
图 海绵铁产业链结构图
表 2018年全球主要地区海绵铁产量
表 铁矿石进口企业准入新旧标准
表 全球海绵铁产业动态
表 隧道窑海绵铁物料平衡表
表 海绵铁主要原材料及供应商
表 全球大型铁矿区分布情况（单位：亿吨）
图 中国天津港进口铁矿石2013-2018年CFR价格走势（元/吨）
中國海綿鐵行業發展現狀分析與發展趨勢預測報告（2018-2025年）
图 2013-2018年我国部分主产地炼焦煤价格（元/吨）
图 2013-2018年焦炭、焦煤主力合约走势及比价
表 海绵铁生产主要装置设备及规格（使用于年产2万吨隧道窑海绵铁工艺）
表 海绵铁生产主要设备供应商及联系方式
图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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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美元/每小时）
表 海绵铁2018年生产成本结构
图 气基直接还原法代表工艺
图 Midrex法DRI生产工艺基本流程图
图 HYL反应灌法DRI生产工艺基本流程图
图 煤基直接还原法代表工艺
图 Fastmet法工艺流程图
图 冷固结球团直接还原工艺流程
图 转底炉海绵铁生产工艺流程
图 隧道窑海绵铁生产工艺流程
略……
订购《中国海绵铁行业发展现状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8-2025年）》，报告编号
：2307362，
请拨打：400 612 8668、010-66181099、010-66182099
Email：kf@360baogao.com，传真：010-66183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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