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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自动化生产线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二章

。报告介绍了自动化生产线行业相关概述、中国自动化生产线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自

动化生产线行业的现状、中国自动化生产线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自动化生产线行业做了重

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自动化生产线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自动化生产线

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自动化生产线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自动生产线是由工件传送系统和控制系统，将一组自动机床和辅助设备按照工艺顺序联结

起来，自动完成产品全部或部分制造过程的生产系统，简称自动线。目前，我 国能够生产完

整的自动化生产线产品企业数量很少，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华昌达智能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三丰智能输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等是我国自动 化生产线产品龙头企业。     国内

企业产品主要集中在低端市场，中高端自动化生产线依靠进口满足需求。2014年我国自动化

生产线行业产量达到8780条。近几年我国自动化生产线行业产量情况如下图所示： 2009-2014

年我国自动化生产线行业市场产量统计  数据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2014年我国自动化生产线

行业需求总量达到17500条。近几年我国自动化生产线行业需求情况如下图所示： 2009-2014年

我国自动化生产线行业市场产量统计  数据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目前，我国自动化生产线需

求主要分布在汽车、工程机械行业、物流仓储、家电电子、食品饮料医药等行业。2014年我

国自动化生产线需求市场分布如下图所示： 2014年中国自动化生产线行业市场分行业销售结

构

 数据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未来自动化生产线行 业发展要开发新产品、新市场，扩大内需、

培育新的增长点，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保增长的关键是市场，而自动化生产线

市场是需要开发的。自动化生 产线行业企业应加强技术创新、提高产品高薪技术含量、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打造行业名牌是自动化生产线行业公司发展壮大的根本。 报告目录：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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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介绍                               1             ABB             ABB 是全球电力和自动化技术领域的领导企业

，致力于为工业、能源、电力、交通和建筑行业客户提供解决方案，帮助客户提高生产效率

和能源效率，同时降低对环境的 不良影响。ABB集团的业务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拥有14.5

万名员工，2012年销售收入约为390亿美元。                               2             德国杜尔（DURR）             

杜尔包括两个业务部门。两个部门都能够向客户提供多样化服务和专门技术。公司在工业清

洗，自动输送和工业过滤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3             德国艾森曼

（EISENMANN）             德国艾森曼是一家在国际上居于领先地位的系统供应商，艾森曼制造

各种用于表面涂装技术、物流自动化、环境技术、陶瓷烧制线的设备，并制造用于能源回收

利用、涂装、热工工艺和热能循环利用的的专用设备。                               4             日本大福

（DAIFUKU）             日本大福是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流水线、液晶（LCD）、半导体制造输

送搬运设备及物流自动化设备供应商之一，专注于物流领域，其输送、保管、拣选和分拣等

设备系统的技术全球领先。                               5             德国西门子德马泰克             德 国西门子德马

泰克生产与物流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SIEMENS  DEMATIC）：世界排名第一的物料输送自

动化供应商等。为电子装配、物流自动化、邮政自动化等领域的生产和物流提供解决方案，

产品包括应用于电子工业 的自动化表面贴装系统和多层PCB激光钻孔机、仓库的整体物流自

动化系统、港口和机场以及邮政工业的信件分类系统等。                               6             日本帕卡

（PARKER）             帕 卡设计工程株式会社（英文：Parker Engineering  Co.，Ltd.）是一家日本

制造公司，总部位于日本东京中央区日本桥。由日本帕卡濑精株式会社（Nihon Parkerizing 

Co.，Ltd.）全额出资。公司业务有金属表面处理设备和涂装设备的设计&middot;制

造&middot;安装&middot;施工及售后服务、 经营各种过滤器  设计、制造和开发环保类型涂装

设备。                               7             华昌达             华昌达是一家汽车及工程机械行业成套自动化生产

设备商，专业设计、制造总装车间、涂装车间、焊装车间全套设备，华昌达主要产品有各类

成套焊装、涂装、总装自动化生产设备，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工程机械、零部件、军工、

风力发电等行业。                               8             江苏天奇             江 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为国内自动化生产系统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公司主要产品有汽车总装、焊装、涂装、车

身储存物流自动化系统、机场物流自动 化系统、自动化立体仓库系统、散料输送设备、风力

发电设备的风叶、塔桶等，广泛运用于汽车、家电、烟草、化工、机场等众多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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