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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钨消费量一直保持快速增长。钨表观消费量从2006年的2.35万吨增

长到2011的3.3万吨，复合年均增长率为7.03%。2013年我国钨表观为3.86万吨金属量，同比增

长7.22%。  2006-2014年我国钨表观消费量变化（单位：万吨金属量）资料来源：中国钨业协

会

     拉动中国钨消费增长的主要领域是高端装备制造及页岩气勘探。钨的初级消费包括钨钢（

高速工具钢）、钨材（钨丝和钨电极等）、钨化工（催化剂和颜料等）和硬质合金（切削工

具等）。

     根据中国钨业协会的数据，2007年我国钨消费3.03 万吨，其中硬质合金消费1.53 万吨，占

比50%；钨钢消费0.84 万吨，占27.5%；钨材系列产品和钨化工消费各0.33 万吨，占比为11%。

而到2012 年我国钨消费达到3.65 万吨，硬质合金消费2 万吨，占比提升至54%；钨在含钨特钢

中消费0.91 万吨，占比下降至24%；钨材消费0.54 万吨，钨化工消费0.34 万吨，分别占15%

和7%。行业将继续往下游深加工发展。欧洲钨消费结构中硬质合金占比达到72%，钨钢仅

为9%，钨化工和钨材分别为11%和8%。2014年我国钨在硬质合金中消费20400吨，同比增

长4.3%；在特钢中消费10534吨，同比增长1%；在钨材中消费7990吨，同比增长3%；在化工

中消费2546吨，同比增长2%。2014年全年我国钨消费总量为41470吨，扣除废钨消费，消耗原

钨33970吨，同比增长2.4%。

     欧洲钨消费中硬质合金占比较高主要是因为，硬质合金刀具相比高速钢刀具在金属加工中

更能满足对精度和稳定性的要求。因此，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将帮助硬质合金产品在

钨消费结构中占比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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