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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铜是一种金属元素，也是一种过渡元素，化学符号Cu，英文copper，原子序数29。纯铜是柔

软的金属，表面刚切开时为红橙色带金属光泽，单质呈紫红色。延展性好，导热性和导电性

高，因此在电缆和电气、电子元件是最常用的材料，也可用作建筑材料，可以组成众多种合

金。铜合金机械性能优异，电阻率很低，其中最重要的数青铜和黄铜。此外，铜也是耐用的

金属，可以多次回收而无损其机械性能。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铜市场深度评估与市场需求预测报告》共十六章。首先

介绍了铜行业市场发展环境、铜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铜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

介绍了铜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铜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铜行业发

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铜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铜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

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

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

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主

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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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湿法炼铜的产生与生产 

二、湿法炼铜技术的优势 

三、湿法炼铜技术研究进展 

第三节 铜的电解精练 

一、铜的电解精练简析 

二、铜电解精练的生产工艺流程 

三、铜冶炼技术发展方向及趋势

 

第十四章 中国铜产业上市企业竞争性财务指标分析 

第一节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六、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二节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六、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三节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六、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四节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六、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五节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六、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六节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六、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七节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六、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十五章 2022-2028年中国铜工业发展趋势与前景预测分析 

第一节 2022-2028年中国铜工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世界铜工业未来发展趋势 

二、中国铜矿山发展趋势分析 

三、中国铜加工发展趋势分析 

四、未来中国再生铜发展趋势 

第二节 2022-2028年中国铜工业发展前景预测分析 

一、全球铜工业供应情况预测 

二、全球铜市场需求情况预测 

三、中国铜市场供给预测分析 

四、国内铜消费需求预测分析 

第三节 2022-2028年中国铜矿采选及冶炼行业预测分析 

一、2022-2028年中国铜矿采选行业预测 

二、2022-2028年中国铜冶炼行业预测分析

 

第十六章 2022-2028年中国铜工业投资分析及前景分析 ()

第一节 2022-2028年中国铜工业投资环境分析 

一、宏观经济发展形势分析 

二、有色金属工业投资前景 

三、中国铜工业发展展望 

第二节 2022-2028年中国铜工业海外投资分析 



一、中国海外铜矿投资开发态势分析 

二、海外铜矿资源开发的主要模式分析 

三、企业投资海外铜资源的经验和教训 

四、海外铜资源开发潜在投资区域选择 

五、未来海外铜资源开发前景分析 

第三节 2022-2028年中国铜工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宏观经济风险 

二、产业政策风险 

三、铜矿资源风险 

四、市场供需风险 

五、技术风险分析 

第四节 2022-2028年中国铜工业投资建议分析

 

部分图表目录：

图表 1 2020年全球储量分布及占比情况 

图表 2 2016-2020年中国铜矿查明资源储量统计 

图表 3 中国铜矿资源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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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 德兴矿田地质图及铜矿体形态、产状变化图 

图表 6 玉龙斑岩铜矿矿区地质图 

图表 7 多宝山铜矿地质图 

图表 8 乌奴格吐山斑岩铜钼矿床地质图 

图表 9 白银厂矿区地质示意图 

图表 10 白银厂矿田各矿区平均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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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6 2016-2020年制造业PMI指数 

图表 17 2016-2020年中国制造业PMI分类指数 

图表 18 2020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月度变化趋势图 



图表 19 铜精矿化学成分相关规定 

图表 20 粗铜的化学成分相关规定 

图表 21 高纯阴极铜化学成分相关规定 

图表 22 标准阴极铜化学成分相关规定 

图表 23 铜线坯状态以及规格相关规定 

图表 24 T1和TU1牌号铜线坯的化学成分相关规定 

图表 25 T2和TU2牌号铜线坯的化学成分相关规定 

图表 26 T3牌号铜线坯的化学成分相关规定 

图表 27 铜线坯的直径及其允许偏差相关规定 

图表 28 铜线坯抗拉强度和伸长率相关规定 

图表 29 铜线坯电阻率相关规定

图表 30 铜线坯仲裁取样方法和取样数量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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