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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高空带电作业车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二

章。首先介绍了中国高空带电作业车行业市场发展环 境、中国高空带电作业车整体运行态势

等，接着分析了中国高空带电作业车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高空带电作业车

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中国 高空带电作业车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

中国高空带电作业车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高空带电作业车产业有个系统的了

解或者想投资高 空带电作业车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会进一步加强

，市政工程的安装和运行维护将需要大量添置高空作业车；电力系统也将加快发展，目前 国

家电网正大规模投资建设750kv以上的超高压输电网，电网的建设和运营维护都将需要大量的

高空作业车；发达国家的设备租赁行业是高空作业车采购的主力 军，约占总需求量的80%，

而我国几乎为零，用户要用就必须购买。随着我国工程设备租赁行业的发展，用户不必投资

购买就可以租用到，必然引发租赁行业大量 添置，因此租赁行业将是高空作业车市场需求量

增长潜力最大的行业。     2014年中国高空带电作业车行业市场产量达到200台，较2013年同期

增长26.58%。预计今后年高空带电作业车行业的产量将呈现稳定上升趋势。 2014-2019年我国

高空带电作业车行业市场产量预测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报告目录： 第一章 2013-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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