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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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高低压开关柜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章。

首先介绍了中国高低压开关柜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中国 高低压开关柜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

分析了中国高低压开关柜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高低压开关柜市场竞争格局

。随后，报告对中国高低压开关柜做 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高低压开关

柜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高低压开关柜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高低压

开关柜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目前，社会在在向一个智能化社会进步。电力设施的智能化自然也是必须的，目前高低压

开关柜就 是一个技术发展的趋势。伴随着国家对智能电网建设的大力扶持，高低压开关柜行

业也在不断向智能化的方向稳步推进。在国际上目前处于领先地位的高低压开关柜 产品具备

了脱扣回路断线监测、动作时间检测、接触部件检测、弹簧的储能时间检测等功能，综合这

些功能就构成了智能化高压开关。&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我国高低压 开关行业大型龙

头企业，就进一步深入推动特高压开关设备核心技术与关键部件的研究达成了相关共识。争

取在国内实现特高压装备的自主研发以及全面实现国产化 的目标。同时，结合智能电网、数

字变电站、配网自动化等的建设，大力推进开关设备智能化的建设。     未来，高压开关将会

使控制、信号、保护、测量和监视等功能组合起来，使高压开关柜具有连续自监视以及与电

站控制系统直接连接等功能，从而实现其中多种功能的任意组合，这些技术将引导未来高压

开关技术发展的潮流。

    在电器元件智能化的同时，高压开关柜也不断向智能化方向推进。目前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地位的高压开关柜产品具有脱扣回路断线监测、动作时间检测、接触部件检测、弹簧的储能

时间检测等功能，综合这些功能就构成了智能化高压开关柜。

    另外，高压开关柜或许还能将控制、信号、保护、测量和监视等功能组合起来，使高压开

关柜具有连续自监视以及与电站控制系统直接连接等功能，从而实现其中多种功能的任意组

合。

    当然，这个还在继续的研发之中，但不可否认，在一段时期内，此种相关的技术，将引导

未来高压开关技术发展的潮流。 报告目录： 第一章2014-2015年中国高低压开关柜行业发展概

述1

第一节 高低压开关柜行业概述1

一、高低压开关柜的定义1     高低压开关柜顾名思义就是接高压或低压线缆的设备，一般供电

局、变电所都是用高压柜，然后经变压器降压再到低压柜，低压柜再到各个用电的配电箱，



里面无非就是把一些开关断路器之类保护器件组装成一体的电气设备。

    高低压开关柜是一种电设备，外线先进入柜内主控开关，然后进入分控开关，各分路按其

需要设置。如仪表、自控、电动机磁力开关，各种交流接触器等，有的还设高压室与低压室

开关柜，设有高压母线，如发电厂等，有的还设有为保主要设备的低周减载。 高低压开关柜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高低压开关柜的分类：

    1、低压抽出式开关柜；

    2、交流低压配电柜；

    3、金属铠装移开式开关柜；

    4、低压固定分隔式开关柜；

    5、高压电容器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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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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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