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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太阳能发电机组市场运营状况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

》介绍了太阳能发电机组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太阳能发电机组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太

阳能发电机组行业的现状、中国太阳能发电机组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太阳能发电机组行业

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太阳能发电机组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太阳

能发电机组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太阳能发电机组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

要工具。

    一般我们常见的发电机组通常由汽轮机、水轮机或内燃机（汽油机、柴油机等发动机）驱

动，可再生新能源包括核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海洋能等。由于柴油发电机组的容

量较大，可并机运行且持续供电时间长，还可独立运行，不与地区电网并列运行，不受电网

故障的影响，可靠性较高。尤其对某些地区常用市电不是很可靠的情况下，把柴油发电机组

作为备用电源，既能起到应急电源的作用，又能通过低压系统的合理优化，将一些平时比较

重要的负荷在停电时使用，因此在工程中得到广泛的使用。

      伴随行业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行业的竞争将进一步加剧，国内优

秀的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企业也越来越重视对行业市场的研究，特别是对产业购买者的深

入研究。也正因为如此，一大批国内优秀的发电机及发电机组生产企业迅速崛起，逐渐成为

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行业中的翘楚。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太阳能发电机组市场运营状况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

告》表明：2016年我国发电机组（发电设备）产量达14066.3万千瓦，累计增长4.7%。                  

                    指标             2016年12月             2016年11月             2016年10月             2016年9月             2016

年8月             2016年7月                               发电机组（发电设备）产量_当期值(万千瓦)             1413.4 

           1427             1107.9             1529.5             899.2             1142.2                               发电机组（发电设备

）产量_累计值(万千瓦)             14066.3             12708.5             11275.1             10164.5             8622.3           

 7726.7                               发电机组（发电设备）产量_同比增长(%)             27.6             18.5             2       

     18.2             5.1             18.9                               发电机组（发电设备）产量_累计增长(%)             4.7       

     2.8             1.5             1.5             -1.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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