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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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高空作业车市场竞争力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

二章。首先介绍了中国高空作业车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中国高 空作业车整体运行态势等，接

着分析了中国高空作业车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高空作业车市场竞争格局。

随后，报告对中国高空作业车做了重点企业 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高空作业车行业

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高空作业车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高空作业车行业

，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 重要工具。

    近几年我国高空作业车市场需求量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013年我国高空作业车产品市场

消费量达到3078台，随着市场的不断规范和高空作业车推广进程的不断推进，高空作业车市

场需求将会被进一步激发，对整个需求市场产生拉动作用。预计到2019年我国高空作业车行

业需求量将达到6198台。 2013-2019年我国高空作业车产品需求预测分析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

整理报告目录： 第一章 2012-2014年世界高空作业车产业运行态势分析1

第一节 2012-2014年全球工程机械产业运行总况1

一、世界工程起重机行业盛行联合之风1

二、工程机械国际招标市场萎缩1     从国际工程机械行业发展的情况来看，工程机械是一个行

业高度集中的行业，全球工程机械制造业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西欧和中国四个地区，占

有全球80%以上的生产份额。其他还有韩国、俄罗斯、东欧地区、印度和巴西有少量生产。

    根据Off Highway Research的发布的数据：2012年全球主要工程机械销量为97.2万台，较2011

年下降2.11%，中国市场销量的减少是造成全球工程机械销量下滑的主要原因。2013年全球主

要工程机械销量出现反弹，达到99.8万辆。 2010-2013年全球主要工程机械销量统计（万台）  

资料来源：Off Highway Research     据分析随着工程机械国际招标市场的萎缩，全球工程机械

产业或将进入发展的下降通道，要做好市场不景气和在低位运行发展的思想准备。企业特别

是外向型企业应做好发展计划调整和对策。 三、世界工程机械出贸易同比分析2

三、全球工程机械产销重心向中国市场偏移7

第二节 2012-2014年世界高空作业车产业透析8

一、国外高空作业机械技术水平研究8

二、世界高空作业车品牌市场动态9 全球前十大高空作业车品牌                            公司名称             

主导产品类型             备注                               JLG             自行走             高空作业车专业生产企业            

                  TEREX             车载、自行走             高空作业车为重要业务                               AICHI （日本

爱知）             车载、自行走             高空作业车为主要业务                               HAULOTTE             自



行走             高空作业车专业生产企业、欧洲最大                               ALTEC             车载             高空作

业车为重要业务                               SKYJACK             自行走             高空作业车专业生产企业                 

             ALIMAK HEK             施工升降机             -                               TADANO             车载、自行走        

    高空作业车为重要业务                               TIME             车载             高空作业车专业生产企业            

                  BRONTO             车载             高空作业车为重要业务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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