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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轨枕又称枕木，也是铁路配件的一种。只不过现在所用材料不仅仅是木材，因此叫轨枕

更加科学。

        别看轨枕的模样单调划一，貌不惊人，它的作用可不小。轨枕既要支承钢轨，又要保持

钢轨的位置，还要把钢轨传递来的巨大压力再传递给道床。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柔韧性和弹性

，硬了不行，软了也不行。列车经过时，它可以适当变形以缓冲压力，但列车过后还得尽可

能恢复原状。2009-2017年中国钢铁轨枕（73029010）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年份   进口平均价

格（美元/吨）   出口平均价格（美元/吨）       2009年   11363.64   2511.42       2010年   1655.15  

1014.59       2011年   1174.97   717.23       2012年   21500.00   1002.64       2013年   4699.74   1204.25      

2014年   10664.61   950.94       2015年   **   **       2016年   **   **       2017年   **   **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中企顾问网整理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钢铁轨枕市场全景调查与市场年度调研报告》依据

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

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分析。它是

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

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企顾问网是国内权威的市场调查、行业分析，主要服务有市场调查报告，行业分析报

告，投资发展报告，市场研究报告,市场分析报告,行业研究报告,行业调查报告,投资咨询报告,

投资情报，免费报告,行业咨询,数据等，是中国知名的研究报告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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