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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纯生铁是一种P、S、Mn、Ti等杂质元素含量低，特定微量元素含量少的高端铸件专用铁，主要用于风电铸件、核电铸件、大断面球铁铸件、有低温冲击韧度及疲劳性能要

求的高端球铁铸件铸造领域。中国生铁行业市场规模与建筑、基建、机械、汽车等领域发展情况高度关联。过去五年间，受宏观经济上涨、钢铁产能扩大影响，中国建筑及

基建规模大幅扩大，中国生铁行业市场规模（按产量计）快速扩大。中国生铁行业市场规模由2015年的35万吨快速增长至2019年的51万吨，年复合增长率为9.9%。

 下游需求旺盛带动生铁行业整体运行良好

中国生铁行业属于下游驱动型行业，中国生铁终端产品的主要应用领域包括风电、核电、高铁、工程机械等领域，过去五年，中国宏观经济快速增长，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力度加大，持续带动中国高纯生铁市场需求。

 中国高纯生铁行业经10余年发展，现已基本实现进口替代

中国高纯生铁行业起步晚、发展快。自2000年起，中国高端铸造领域快速发展，高纯生铁市场需求量快速扩大，在早期发展中，中国高纯生铁基本依靠进口。
2010年，中国首条高纯生铁生产线建成落地，初步实现高纯生铁国产化。中国高纯生铁行业经10余年发展，现已基本实现进口替代。

 新基建投资加大，高纯生铁市场需求量快速扩大。

伴随2020年开年来的一系列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下，中国政府相继推出多项政策促进“新基建”领域快速发展。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主要包括：5G基建、
特高压、大数据中心、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七大领域。其中，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领域的大
力投入将带动生铁市场需求量，“新基建”有望成为中国生铁行业下一增长发力点。

企业推荐：

龙凤山铸业、参铁集团、罕王集团

短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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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铁：指含碳量大于2%的铁碳合金，工业生铁含碳量一般为2.1%-4.3%，除碳元素外，生铁中还含有硅、锰、硫、磷等元素。

 高纯生铁：一种P、S、Mn、Ti等杂质元素含量低，特定微量元素含量少的高端铸件专用铁，主要用于风电铸件、核电铸件、大断面球铁铸件、有低温冲击韧度及疲劳

性能要求的高端球铁铸件铸造领域。

 金相结构：指金属或合金的化学成分以及各种成分在合金内部的物理状态和化学状态。

 精密铸造：又称失蜡铸造，其产品精密、复杂、接近于零件 后形状，可不加工或很少加工就直接使用，是一种近净形成形的先进工艺。

 炼焦煤：一种烟煤，习惯上将具有一定的粘结性，在室式焦炉炼焦条件下可以结焦，用于生产一定质量焦炭的原料煤统称为炼焦煤。

 高炉：一种生铁冶炼设备，主要用钢板作炉壳，壳内砌耐火砖内衬。高炉本体自上而下分为炉喉、炉身、炉腰、炉腹 、炉缸五个部分。

 精炼炉：冶金行业的一种冶炼设备，多用于黑色冶金中对铁液进行终脱氧和合金化过程的一种冶炼设备。根据冶炼目的不同有不同的分类，常见的有吹氩精炼炉，LF精

炼炉等。

 大断面球磨铸铁铸件：铸件壁厚在100mm以上的球墨铸铁件。

 蠕墨铸铁：具有片状和球状石墨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铸铁,它是一种以力学性能和导热性能较好以及断面敏感性小为特征的新型工程结构材料。

 等温淬火球铁：是一定成分的球磨铸铁经等温淬火后得到的铸铁材料。

 “一带一路”：2013年9月和10月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

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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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纯生铁定义及分类

来源：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高纯生铁是一种P、S、Mn、Ti等杂质元素含量低，特定微量元素含量少的
高端铸件专用铁，主要用于风电铸件、核电铸件、大断面球铁铸件、有低温
冲击韧度及疲劳性能要求的高端球铁铸件铸造领域。根据主要控制元素的含
量划分，中国高纯生铁分为C1级和C2级两种级别。

级别
化学成分%

C Si Ti Mn P S

C1 ≥3.3 ≤0.40 ≤0.01 ≤0.05 ≤0.02 ≤0.015

C2 ≥3.3 ≤0.70 ≤0.03 ≤0.15 ≤0.03 ≤0.020

微量元素 Cr V Mo Sn Sb Bi Te As B Al

单项 大值% 0.015 0.015 0.01 0.01 0.002 0.001 0.003 0.002 0.002 0.02

C1级微量元素总量≤0.05%
C2级微量元素总量≤0.07%

 除C、Si、Ti等六种主要控制元素外，高纯生铁对Cr、V、Mo等十一种微量元素含
量具有较高要求。Cr、V、Mo等微量元素在铁液中溶解度低，平衡分配系数小，
当其含量超过定量值后，会造成高纯生铁结构金相出现粒状、丝状、蠕虫状等问
题，严重影响高纯生铁产品的力学性能。

 此外，受多元素复合对材料的作用叠加影响，高纯生铁对上述十一种微量元素的
总量具有额外要求，要求C1级高纯生铁微量元素总量不得大于0.05%，C2级微量
元素总量不得大于0.07%。

2010年8月，中国制定《中国
铸造用高纯生铁标准（ZXB/T-
2001）》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空白阶段

高纯生铁完全依赖进口，主要进口
自南非及加拿大，购买成本高昂

2010年，龙凤山铸业建成中国
首条高纯生铁生产线 2017年5月中国首个

超高纯生铁材料研
制成功

探索阶段

高速发展阶段

高纯生铁微量元素控制要求

中国高纯生铁行业发展历程

2007年中国龙凤山铸业开始
研制高纯生铁生产工艺

中国高纯生铁行业——定义、分类及发展历程
伴随着中国由铸件大国向铸造强国转型，高纯生铁的需求量日趋增大，中国高纯生铁
行业经10余年发展历程，现已基本实现进口替代

中国高纯生铁分级标准

中国高纯生铁微量元素控制要求

中国高纯生铁行业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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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根据微量元素脱出环节不同，高纯生铁冶炼工艺可分为氧化法及精料法两种。当前中国高纯生铁生产企业主要采用精料法冶炼工艺进行生产，南非、加拿大、日本等
高纯生铁大国主要采用氧化法工艺生产。高纯生铁主要冶炼设备包括高炉、精炼炉等冶炼设备。冶炼时，铁矿石、焦炭及辅料从炉顶进料口由上而下加入，同时将热
空气从进风口由下而上鼓入炉内，在高温下，反应物充分接触反应得到铁液。高纯生铁冶炼的关键技术为杂质去除工艺，主要分为炉内处理及炉外处理两个环节。

 高纯生铁经浇筑工艺后 终形成高纯生铁铸件，主要采用工艺为精密铸造。精密铸造是用可熔性一次模和一次型（芯）使铸件成形的铸造方法。该方法生产的铸件表
面光滑、尺寸精确、几何精度高，适于复杂薄壁零件成形，有利于改进产品性能，减轻结构重量和降低制造成本，因此在工业生产中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

高纯生铁生产工艺分析

中国高纯生铁行业——技术分析
高纯生铁冶炼工艺可分为氧化法及精料法两种，当前中国高纯生铁生产企业主要采用
精料法冶炼工艺进行生产

高炉

钒（钛）铁合金

高纯生铁

富钒（钛）铁矿石

焦炭

辅料

喷吹煤

氧气

空气

喷吹煤

高温气体

精炼炉

脱硅 提钒 脱磷、硫

炉内处理

炉外处理

调铬、钒、钛 脱氧净化

喷吹罐

高炉

热风炉

精炼炉

磨具设计 制模 焊接 制壳 脱蜡 烘焙

熔炼浇筑 清砂 切割 磨浇口 精整 铸件

冶炼流程 浇筑流程

中国高纯生铁生产工艺流程图

https://www.leadleo.com/pdfcore/show?id=5fd8177720410e93b1951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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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五年市场运行情况

来源：wind，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中国高纯生铁行业市场规模与建筑、基建、机械、汽车等领域发展情况高度关联。过去五年间，受宏观经济上涨、钢铁产能扩大影响，中国建筑及基建规模大幅扩大，

中国高纯生铁行业市场规模（按产量计）快速扩大。中国高纯生铁行业市场规模由2015年的35万吨快速增长至2019年的51万吨，年复合增长率为9.9%。

中国高纯生铁行业市场规模（按产量计），2015-2024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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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
中国高纯生铁行业市场规模 年复合增长率

2015-2019年 9.9%

2019-2024年预测 12.3%

中国高纯生铁行业——市场规模
过去五年受高铁、工程机械、风电、核电等领域对高纯生铁的需求量增长驱动，中国
高纯生铁行业市场规模快速扩大

• 中国宏观经济增长，新基建投资力度加大，中国高纯生铁消费量

将得到有效提升；

• 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将进一步打开中国高纯生铁出口的海

外贸易市场；

• 长期来看，伴随着企业研发力度加大、行业完成产业结构调整，

中国高端高纯生铁产品将拜托进口依赖。

未来五年市场增长因素分析

未来五年，受新基建投资及“一带一路”倡议的驱动，中国高纯生铁行
业市场规模有望进入量价齐升阶段，预计未来中国高纯生铁行业市场
规模将保持12.3%的增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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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机械科学研究总院、河北龙凤山铸业有限公司，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随着铸铁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对于优质铸造生铁,高纯生铁的需求也不断加大。目前国外虽然已出现了用废钢增碳的方法生产铸铁件，但在生产高质量的
铸伯件(特别是铸态铁素体球铁件)时，仍需使用高纯生铁。

 当前，中国国内能稳定使用优质废钢增碳生铁铸铁件的企业较少，市场对高纯生铁及优质铸造生铁材料的需求较为迫切。2020年中国相继推出多项政策促进“新基建”
领域快速发展，新基建主要包括：5G基建、特高压、大数据中心、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七大领域。其中，城
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领域及特高压领域的大力投入将大力带动中国高纯生铁市场需求量。

中国高纯生铁行业发展趋势——新基建拉动高端生铁铸铁件需求量
伴随着中国高铁、风电、核电及工程机械领域的快速发展，中国对低温铁素体球磨铸
铁、等温淬火球磨铸铁AD1、大断面球铁及高性能球铁等高纯生铁需求量日益扩大

需
求

风电轮毅 齿轮箱 变浆轴承 风电底座 试压泵壳 压力容器 道岔机箱体 牵引电机座 转向架轴箱 驱动齿轮箱 曲轴 轧辊 机床床身

中国新基建领域高纯生铁铸铁件及铸铁材料需求结构

等温淬火球铁铸件蠕墨铸铁铸件大断面球磨铸铁铸件

高铁机车风电 核电 轨道建设 路桥建设

城市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领域特高压领域

高纯生铁

工程机械

大断面结构，高屈服力及延伸度 700℃以上高温环境下，高屈服力及延伸度 -500℃低温环境下，抗拉强度≥400Mpa



11©2020 LeadLeo www.leadleo.com
来源：中国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中国高纯生铁行业发展历史较短，受下游需求旺盛影响，现已形成较为稳定的竞争格局。中国高纯生铁行业属于资本密集型、技术驱动型及需求驱动型行
业，具有极高的准入壁垒。当前，中国高纯生铁企业均具有成熟的下游销售渠道及较为稳定的原材料供应渠道，受下游市场需求旺盛影响，同业企业间竞
争压力小。

 中国高纯生铁行业生产技术成熟、发展速度较快，规模以上从事高纯生铁冶炼、压延、铸造、销售等相关业务企业数量约30余家。

 注：K1值（反球化作用指数）是指将主要控制微量元素的含量进行加权求叠加值，主要用于标定球铁铸铁件中原高纯生铁铁液的冶金质量。K1越小，冶金质量约高。

中国高纯生铁行业竞争格局
中国高纯生铁行业市场竞争格局较为稳定，同业企业间竞争压力较小，当前头部企业
已实现冶铸一体化经营模式、具有较强产品研发生产能力

中国高纯生铁企业主要产品参数及K1值排名，2020年

K1值排名 企业名称
化学成分（%）

P S Mn Sn Sb Ti Al As Bi Pb

1 0.297 河南林钢 ≤0.038 ≤0.02 ≤0.1 0.005 ≤0.005 0.02-0.06 ＜0.005 ＜0.005 0.00005 0.0002

2 0.316 河北金丰 0.025-0.028 0.017-0.022 0.05-0.06 ＜0.005 ＜0.005 0.019-0.032 ＜0.005 ＜0.005 ＜0.0005 ＜0.005

3 0.379 济南庚辰 0.024-0.035 0.02 ≤0.1 ＜0.0011 ＜0.0003 0.027 —— ≤0.0011 —— ≤0.0002

4 0.423 罕王集团 0.026-0.038 0.08-0.018 0.07-0.08 ＜0.005 0.0005 0.003-0.045 0.005 0.005 0.002 ＜0.0005

5 0.456 参铁集团 0.028-0.038 0.012-0.017 0.06-0.09 0.006 0.0001 0.027-0.045 ＜0.004 0.011 ＜0.002 0.004

6 0.464 龙凤山铸业 0.03-0.035 0.012-0.02 0.052-0.1 ＜0.005 ＜0.0005 0.012-0.02 0.007-0.0012 ＜0.0005 ＜0.00005 ＜0.0005

7 0.732 山西东诚 0.032-0.04 0.028 0.12-0.3 0.005 0.001 0.047 0.002 0.0005 ＜0.001 ＜0.0005

8 0.774 河南合鑫 0.04-0.41 0.014-0.21 0.08-0.092 0.005 0.0005 0.038-0.040 ＜0.005 ＜0.005 ＜0.001 ＜0.0005

9 0.976 河北友利 0.025-0.04 0.02-0.03 0.01-0.015 ≤0.0017 ≤0.001 0.02-0.03 ＜0.005 ＜0.002 0.0012 ＜0.001

10 1.565 河北春风 0.031-0.038 0.015-0.020 0.09-0.13 ＜0.0011 0.001 0.02-0.043 0.002 ＜0.001 ＜0.0005 0.001-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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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河北龙凤山铸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9年 中国公司总部：中国河北省武安市

中国高纯生铁行业企业推荐——龙凤山铸业（1/2）
龙凤山铸业在中国首创采取“精料提纯+高炉精炼+炉外精处理”的技术路线（简称“三精
工艺”）用高炉直接冶炼出铸造用高纯生铁

龙凤山铸业主要产品有铸造用高纯生铁、优质球墨铸铁用生铁和铸造用生铁。全灰口低Si、低Ti、低Mn、低P、低S高纯生铁，主要用于高铁、核电、风电铸件和各种抗

低温冲击铸件及ADI球铁坯件等球铁件；优质球墨铸铁用生铁和铸造用生铁，广泛用于汽车、农机、矿山冶金、铁路、机床等装备制造业。

生铁产品简介

铸造用生铁内控标准 球磨铸铁用生铁内控标准 高纯生铁内控标准
Z14 Z18 Z22 Q10 Q12 C05L C08L C10L C12L

Mn
1组 ≤0.1

Ti
1档 小于等于0.05

Ti
1档 ≤0.025

2组 0.1-0.2 2档 ＞0.05-0.07 2档 0.025-0.035

P
1级 ≤0.04

Mn
特组 ≤0.1

Mn
特组 ≤0.1

2级 ＞0.04-0.05 一组 ＞0.1-0.2 一组 0.1-0.2

Si
1类 ≤0.03

P
特级 ≤0.035

P
特级 ≤0.03

2类 ≤0.04 1级 ＞0.035-0.045 1级 0.03-0.04
3类 ≤0.05

S
1类 ≤0.02

S
特类 ≤0.015

2类 ＞0.02-0.03 1类 0.015-0.025

来源：龙凤山铸业官网，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河北龙凤山铸业有限公司（简称“龙凤山铸业”）成立于1999年，位于武安市西3公里处，是全球规模 大的铸造用高纯生铁、超高纯生铁和特种

金属新材料生产企业。企业主要生产高纯生铁、球墨铸铁和铸造用生铁，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农机、矿山冶金、铁路、机床等装备制造业。

企业愿景：助推中国由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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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纯生铁行业企业推荐——龙凤山铸业（2/2）
龙凤山铸业现有员工2100多人，高纯生铁、超高纯生铁年产能达200万吨，总资产达51
亿元，是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金属新材料供应基地。
龙凤山铸业投资亮点

技术研发优势

 龙凤山铸业建有省级技术中心，中心有30多名

专家和高工；在技术中心专家团队中，有工程

院院士一名，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四名，教

授级专家七名，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公司与

国家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国家农机研究院、沈

阳铸造研究所、河北工业大学等科研院校建立

了长期稳定的技术合作关系。龙凤山铸业在中

国首创采取“精料提纯+高炉精炼+炉外精处理”

的技术路线（简称“三精工艺”）用高炉直接冶

炼出铸造用高纯生铁。先后获得了三项国家专

利，其中一项发明专利，两项实用新型专利。

高端制造优势

 龙凤山铸业依托自身产品、装备、技术优势，

瞄准金属新材料的中国国内外高端市场，通过

炉外精炼处理，对高纯铁水进行深度脱磷、脱

硫、脱锰、脱钒、脱钛，开发出超高纯生铁和

亚共晶生铁。产品主要应用于核电锻用钢、低

压转子锻用钢、轴承钢、帘线钢等特殊用途钢

构件制造领域。龙凤山铸业现已成为中国高端

装备制造业金属新材料供应基地。

规模及技术优势

 龙凤山铸业现有800立方米高炉两座及配套设备，

六台大型超长铸铁机，世界上 先进的铁水炉

外精处理设备。高纯生铁、超高纯生铁年产能

达200万吨，总资产达51亿元。公司现有员工

2,100多人，其中国内高级冶炼专家和铸造专家

30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587人。

现代化高炉控制
中心

高频红外碳硫
分析仪

来源：龙凤山铸业官网，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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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本溪参铁（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7年 中国公司总部：中国辽宁省本溪市

中国高纯生铁行业企业推荐——参铁集团（1/2）
参铁集团是一家集铁矿石开采、生铁冶炼、生铁压延及生铁加工为一体的大型全产业
链企业，主要产品有铸造用高纯生铁、优质球墨铸铁用生铁和铸造用生铁

 参铁集团主要产品有铸造用高纯生铁、优质球墨铸铁用生铁和铸造用生铁。

 旗下产品先后取得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及中国铸造材料展览会“金鼎奖”。

生铁产品简介

牌号 高纯生铁
球墨铸铁

Q10 Q12
Si ﹤0.50 0.50‐1.00 1.01‐1.40

S
特类 ≤0.015 ≤0.020
一类 ≤0.020 ≤0.030

P
特级 ≤0.020 ≤0.030
一级 ＞0.020～0.030 ≤0.035

Mn
特级 ≤0.050 ≤0.050
一级 ≤0.080 ≤0.100

Ti
特级 ≤0.015 ≤0.020
一级 ≤0.020 ≤0.035

C 一组 ＞3.40 ＞3.40
高纯生铁 铸造生铁 球墨铸铁

来源：参铁集团官网，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本溪参铁（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参铁集团”）成立于2007年7月，注册资本4,000万元，是一家集矿山开采、铁粉精选、冶炼铸造为一体的新

型非公有制现代化联合企业，公司拥有四座主体矿山、三个铁选厂、两个炼铁公司，共占地面积23万平方米，固定资产4.5亿元人民币，现有员

工800余人。
企业理念：诚信、务实、精品、创新。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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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优势

 参铁集团的主导产品——球墨铸造用生铁的高

强度、高韧性、低温冲击性能、疲劳强度等质

量控制均领先国内先进水平，11种微量元素之

和小于0.06，已达到国际高纯生铁标准，是中

国铸造协会确定的“全国优质铸造生铁基地 ”。

 参铁集团旗下产品的质量合格率达到100%，一

级品率达到98%以上，产品产销率达到100%，已

成为一大批军工、航天、风电、汽车等骨干支

柱企业的合作伙伴和主要供应商，营销网络辐

射全国。

清洁化生产优势参铁集团凭借其独立拥有主体矿山的丰

富自然资源条件保证。长期稳定高品质

的铁精粉原料供应，生产的各牌号球墨

铸造用生铁，定位国内铸造业的高端市

场，链接高附加值的产业发展链条，为

致力于为装备制造业的精密铸造企业提

供了优质铸造用生铁。

发展战略

中国高纯生铁行业企业推荐——参铁集团（2/2）
参铁集团现已成为军工、航天、风电、汽车等骨干支柱企业的合作伙伴和主要供应商，
营销网络辐射全国

参铁集团投资亮点

 近五年，参铁集团共投入3,000余万元逐步增设

了高压变频器节能项目、利用剩余煤气带动高

炉汽拖风机节能项目、烧结机烟气脱硫环保项

目、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等，环境保护水平

逐年提高，现已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

证。

 2018年，参铁集团计划再次投资5,000万元新建

湿法脱硫+湿电除尘以及汽拖风机改造项目，该

项目属国内环保先进技术，投入运行后烟尘、

二氧化硫排放质量将高于国家规定标准50%以上，

年节约生产耗电成本600万元，可有效改善空气

环境质量，实现节能降耗、减污增效的目标。

来源：参铁集团官网，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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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罕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2年 中国公司总部：中国辽宁省抚顺市

罕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罕王集团”）成立于1992年，是辽宁省抚顺市第一家民营股份制企业集团。目前已发展成为集矿业、冶金、商业，

精密轴承和微机电传感器五大主业并举的企业集团。集团连续两年荣登全国民营企业纳税百强排行榜，连续五年入围辽宁省纳税百强。

企业愿景：打造员工喜爱、股东满意、政府放心、社会尊重、国际知名的现代化企业集团

公司简介

中国高纯生铁行业企业推荐——罕王集团（1/2）
罕王集团是一家集矿石贸易、开采、洗选、冶炼、延压、加工、运输、销售为一体的
大型综合性生铁生产企业，具有丰富的国际运营资本及经验

罕王集团旗下95%生铁产品为各种铸造生铁系列，包括GB1412-2005球墨铸铁、GB718-2005铸造生铁以及ZXB/T0001-2011铸造用高纯生铁，并以风电用铸造高纯生铁

及核电用铸造高纯生铁为主要产品。其中，部分高纯生铁产品为自主研发的适用于高端球墨铸铁件生产的专利产品，现已完全取代中国自南非进口的该类型生铁产品，

在中国高端风电铸造生产商中广泛应用。

生铁产品简介

类型 风电用高纯生铁 核电用高纯生铁 高端铸造件

牌号 风电Q10类 罕王风电类 优质高纯类 普通高纯类 低硅高纯类 核电I-1 Q12低磷低钛 专用定制类

Si 0.61≤Si≤1.00 0.50≤Si≤0.70 0.20≤Si≤0.40 0.30≤Si≤0.50 Si≤0.29 0.51≤Si≤0.60 1.01≤Si≤1.40 1.10≤Si≤1.30
S ≤0.020 ≤0.020 ≤0.014 ≤0.020 ≤0.020 ≤0.020 ≤0.020 ≤0.020
P ≤0.030 ≤0.028 ≤0.028 ≤0.028 ≤0.028 ≤0.028 ≤0.040 ≤0.040

Ti ≤0.040 ≤0.030 ≤0.025 ≤0.025 ≤0.015 ≤0.028 ≤0.050 ≤0.050

C ≥3.40 ≥3.50 ≥3.40
Mn —— ≤0.060 ≤0.070 —— —— ≤0.10

曲轴

核电 风电

罕王集团高纯生铁产品主要应用领域

来源：罕王集团官网，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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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发优势

 罕王集团具有完整的球墨铸造用生铁生产流程

及二期短流程加工成材过程，现有128m3高炉2

座，580m3高炉1座，具备年产80万吨的球墨铸

铁生产能力。

 罕王集团旗下产品质量稳定，硫、磷、钛、锰

等杂质和有害元素含量极低，被授予“辽宁名牌

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制造、精密制造、航天

航空、风力发电、核装备军工等领域。

一体化优势

 罕王集团具有年生产铁精粉200万吨的能力，其

铁矿资源以低磷、低硫、低钛，及其他有害杂

质元素极低为主要优势，是生产球墨铸造用生

铁的优质原材料。

 罕王集团依托自有矿产资源优势，业务范围涵

盖铁矿石开采、洗选、冶炼、加工等全产业链

模式，现已形成了以风电用铸造生铁及高纯生

铁产品为主，其它普通球墨铸造用生铁为辅的

产品结构。

资源优势

 罕王集团集团在辽宁省内的抚顺、本溪、辽阳

等地拥有9家中小型铁矿采选企业，已获得铁矿

资源开发储量1.3亿吨，具有年生产铁精粉200

万吨的能力。

 罕王集团先后在辽宁、吉林、西藏、云南等地

取得了17个矿产资源勘探项目，矿种涉及铁矿、

金矿、铜矿等。

 2009年，罕王集团收购了印度尼西亚东南苏拉

威西红土镍矿项目75%的股权，以此为平台加快

进军国际资本市场。

采矿 冶金 轴承制造

中国高纯生铁行业企业推荐——罕王集团（2/2）
罕王集团现已形成了以风电用铸造生铁及高纯生铁产品为主，其它普通球墨铸造用生
铁为辅的产品结构

来源：罕王集团官网，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罕王集团投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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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豹研究院布局中国市场，深入研究10大行业，54个垂直行业的市场变化，已经积累了近50万行业研究样本，完成近10,000多个独立的研究咨询

项目。

 研究院依托中国活跃的经济环境，从冶金、能源、机械等领域着手，研究内容覆盖整个行业的发展周期，伴随着行业中企业的创立，发展，扩张，

到企业走向上市及上市后的成熟期，研究院的各行业研究员探索和评估行业中多变的产业模式，企业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以专业的视野解读

行业的沿革。

 研究院融合传统与新型的研究方法，采用自主研发的算法，结合行业交叉的大数据，以多元化的调研方法，挖掘定量数据背后的逻辑，分析定性

内容背后的观点，客观和真实地阐述行业的现状，前瞻性地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在研究院的每一份研究报告中，完整地呈现行业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研究院密切关注行业发展 新动向，报告内容及数据会随着行业发展、技术革新、竞争格局变化、政策法规颁布、市场调研深入，保持不断更新

与优化。

 研究院秉承匠心研究，砥砺前行的宗旨，从战略的角度分析行业，从执行的层面阅读行业，为每一个行业的报告阅读者提供值得品鉴的研究报告。

方法论



20©2020 LeadLeo www.leadleo.com

 本报告著作权归头豹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刻、发表或引用。若征得头豹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在

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头豹研究院”，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或修改。

 本报告分析师具有专业研究能力，保证报告数据均来自合法合规渠道，观点产出及数据分析基于分析师对行业的客观理解，本报告不受任何第三

方授意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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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当日的判断，过往报告中的描述不应作为日后的表现依据。在不同时期，头豹可发出与本文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和文章。

头豹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保持在 新状态。同时，头豹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改，读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

修改。任何机构或个人应对其利用本报告的数据、分析、研究、部分或者全部内容所进行的一切活动负责并承担该等活动所导致的任何损失或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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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