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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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伺服电机市场深度分析与行业前景调研报告》介绍了伺

服电机行业相关概述、中国伺服电机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伺服电机行业的现状、中国

伺服电机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伺服电机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伺服电机产

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伺服电机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伺服电机行业，

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在全社会电能消耗中，有70%左右耗费在工业领域，而工业电机的耗电量又占据整个工业

领域用电的70%。提高电机效率可以主要通过2种方式，通过一个频率转换器，提高运作效率

的交流电机；二是使用高效电机。不同的频率转换器是主要的工业领域的节能，节能效率一

般在30%以上，在某些行业甚至高达40%-50%。高效电机的市场应用比例仍然相对较低，但最

低能源效率标准和补贴政策的支持，未来高效电机的市场应用比例将大幅上升。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伺服电机市场深度分析与行业前景调研报告》表明

：2016年我国交流电动机产量达27764.8万千瓦，累计降低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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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电动机产量_当期值(万千瓦)             2618.3             2601.7             2463.2            

2480.4             2379.8             2317.5                               交流电动机产量_累计值(万千瓦)             27764.8     

       25132.9             22534.4             20102             17625.6             15340.1                               交流电动机产量_

同比增长(%)             7.3             5.6             8             6.9             0.9             -8                               交流电动机产

量_累计增长(%)             -1.3             -2.1             -2.9             -4.1             -5.2             -5.5     

第一章  伺服电机行业相关概述

　　1.1  伺服电机行业概述

　　　　1.1.1  行业的定义及特点

　　　　1.1.2  行业发展历程

　　　　1.1.3  行业的工作原理及调试方法

　　　　1.1.4  选型比较及性能比较

　　　　1.1.5  行业产品的优势

　　1.2  伺服电机行业特征分析

　　　　1.2.1  产业链分析

　　　　1.2.2  行业在产业链中的地位

　　　　1.2.3  行业生命周期分析



　　1.3  主要伺服控制系统发展情况

　　　　1.3.1  伺服系统概况

　　　　1.3.2  开环伺服系统

　　　　1.3.3  半闭环伺服系统

　　　　1.3.4  全闭环伺服系统

　　　　 

第二章  2014-2016年中国伺服电机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2.1  伺服电机行业政治法律环境

　　　　2.1.1  中国制造2025

　　　　2.1.2  微电机国家标准

　　　　2.1.3  机器人政策助推

　　2.2  伺服电机行业经济环境分析

　　　　2.2.1  国际宏观经济分析

　　　　2.2.2  国内宏观经济分析

　　　　2.2.3  产业宏观经济分析

　　　　2.2.4  宏观经济环境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2.3  伺服电机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2.3.1  科技领域投资加大

　　　　2.3.2  创新创业氛围增强

　　　　2.3.3  智慧城市交通需求

　　2.4  伺服电机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2.4.1  伺服电机技术分析

　　　　2.4.2  伺服电机技术发展水平

　　　　2.4.3  行业主要技术发展趋势

　　　　2.4.4  技术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第三章  全球伺服电机行业发展概述

　　3.1  2014-2016年全球伺服电机行业发展情况概述

　　　　3.1.1  全球伺服电机行业发展现状

　　　　3.1.2  全球伺服电机行业发展特征

　　　　3.1.3  全球伺服电机行业市场规模

　　3.2  2014-2016年全球主要地区伺服电机行业发展状况



　　　　3.2.1  欧洲伺服电机行业发展情况概述

　　　　3.2.2  美国伺服电机行业发展情况概述

　　　　3.2.3  日本伺服电机行业发展情况概述

　　3.3  2017-2022年全球伺服电机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3.3.1  全球伺服电机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3.3.2  全球伺服电机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3.3.3  全球伺服电机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四章  中国伺服电机行业发展概述

　　4.1  中国伺服电机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4.1.1  中国伺服电机行业发展阶段

　　　　4.1.2  中国伺服电机行业发展总体概况

　　　　4.1.3  中国伺服电机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1、行业起步晚，基础相对薄弱

　　　　　　2、吸收引进国外技术，自主研发获一定成果

　　　　　　3、产品系列少

　　　　　　4、行业竞争激烈

　　　　　　5、需求增长快

　　4.2  2014-2016年伺服电机行业发展现状

　　　　4.2.1  2014-2016年中国伺服电机行业市场规模

　　　　4.2.2  2014-2016年中国伺服电机行业发展分析

　　　　4.2.3  2014-2016年中国伺服电机企业发展分析

　　4.3  2017-2022年中国伺服电机行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4.3.1  中国伺服电机行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4.3.2  中国伺服电机企业发展困境及策略分析

　　　　4.3.3  国内伺服电机企业的出路分析

　　4.4  2014-2016年中国伺服电机产品的价格分析

　　　　4.4.1  2014-2016年伺服电机产品价格走势

　　　　4.4.2  影响伺服电机价格的关键因素分析

　　　　4.4.3  2017-2022年伺服电机产品价格预测

　　　　 

第五章  中国伺服电机行业市场运行分析



　　5.1  2014-2016年中国伺服电机行业总体规模分析

　　　　5.1.1  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5.1.2  人员规模状况分析

　　　　5.1.3  行业资产规模分析

　　　　5.1.4  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5.2  2014-2016年中国伺服电机行业产销情况分析

　　　　5.2.1  中国伺服电机行业工业总产值

　　　　5.2.2  中国伺服电机行业工业销售产值

　　　　5.2.3  中国伺服电机行业产销率

　　5.3  2014-2016年中国伺服电机行业财务指标总体分析

　　　　5.3.1  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5.3.2  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5.3.3  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5.3.4  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第六章  我国伺服电机行业供需形势分析

　　6.1  伺服电机行业供给分析

　　　　6.1.1  2014-2016年伺服电机行业供给分析

　　　　6.1.2  2017-2022年伺服电机行业供给变化趋势

　　　　6.1.3  伺服电机行业区域供给分析

　　6.2  2014-2016年我国伺服电机行业需求情况

　　　　6.2.1  伺服电机行业需求市场

　　　　6.2.2  伺服电机行业客户结构

　　　　6.2.3  伺服电机行业需求的地区差异

　　6.3  伺服电机市场应用及需求预测

　　　　6.3.1  伺服电机应用市场总体需求分析

　　　　6.3.2  2017-2022年伺服电机行业领域需求量预测

　　　　6.3.3  重点行业伺服电机产品需求分析预测

　　6.4  2014-2016年伺服电机进口情况分析

　　　　6.4.1  进口量及增长情况分析

　　　　6.4.2  进口国家和地区分布情况分析

　　　　6.4.3  影响伺服电机产品出口的因素



　　　　6.4.4  进口形势预测

　　6.5  2014-2016年伺服电机出口情况分析

　　　　6.5.1  出口量及增长情况分析

　　　　6.5.2  出口国家和地区分布情况分析

　　　　6.5.3  影响伺服电机产品出口的因素

　　　　6.5.4  出口形势预测

　　　　 

第七章  我国伺服电机行业渠道分析及策略

　　7.1  伺服电机行业渠道分析

　　　　7.1.1  渠道形式及对比

　　　　7.1.2  各类渠道对伺服电机行业的影响

　　　　7.1.3  主要伺服电机企业渠道策略研究

　　　　7.1.4  各区域主要代理商情况

　　7.2  伺服电机行业用户分析

　　　　7.2.1  用户认知程度分析

　　　　7.2.2  用户需求特点分析

　　　　7.2.3  用户购买途径分析

　　7.3  伺服电机行业营销策略分析

　　　　7.3.1  中国伺服电机营销概况

　　　　7.3.2  伺服电机营销策略探讨

　　　　7.3.3  伺服电机营销发展趋势

　　　　 

第八章  中国伺服电机行业产品市场调研

　　8.1  伺服电机行业产品结构特征分析

　　　　8.1.1  行业产品结构类型

　　　　8.1.2  行业产品市场概况

　　8.2  直流伺服电机市场

　　　　8.2.1  市场发展现状概述

　　　　8.2.2  产品特点分析

　　　　8.2.3  市场发展格局

　　　　8.2.4  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8.3  交流伺服电机市场



　　　　8.3.1  市场发展现状概述

　　　　8.3.2  产品特点分析

　　　　8.3.3  市场发展格局

　　　　8.3.4  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第九章  中国伺服电机行业上、下游产业链分析

　　9.1  伺服电机行业产业链概述

　　　　9.1.1  产业链的定义

　　　　9.1.2  主要环节的增值空间

　　　　9.1.3  与上下游行业的关联性

　　9.2  伺服电机行业主要上游产业发展分析

　　　　9.2.1  稀土产业发展现状及应用情况

　　　　9.2.2  硅钢产业发展现状及应用情况

　　　　9.2.3  传感器产业发展现状及应用情况

　　　　9.2.4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现状及应用情况

　　9.3  伺服电机行业主要下游产业发展分析

　　　　9.3.1  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现状及应用情况

　　　　9.3.2  数控机床产业发展现状及应用情况

　　　　9.3.3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现状及应用情况

　　　　9.3.4  包装机械产业发展现状及应用情况

　　　　 

第十章  中国伺服电机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10.1  伺服电机行业竞争结构分析

　　　　10.1.1  行业上游议价能力

　　　　10.1.2  行业下游议价能力

　　　　10.1.3  行业新进入者威胁

　　　　10.1.4  行业替代产品威胁

　　　　10.1.5  行业现有企业竞争

　　10.2  伺服电机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10.2.1  伺服电机行业集中度分析

　　　　　　1、市场集中度分析

　　　　　　2、企业集中度分析



　　　　　　3、区域集中度分析

　　　　10.2.2  伺服电机行业SWOT分析

　　10.3  中国伺服电机行业竞争格局综述

　　10.4  中国伺服电机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10.4.1  我国伺服电机企业市场竞争的优势

　　　　10.4.2  伺服电机企业竞争能力提升途径

　　　　10.4.3  提高伺服电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对策

　　　　 

第十一章  伺服电机行业领先企业竞争力分析

　　11.1  西门子公司

　　　　11.1.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1.1.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1.1.3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11.1.4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1.1.5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11.1.6  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11.2  科尔摩根公司

　　　　11.2.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1.2.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1.2.3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11.2.4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1.2.5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11.2.6  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11.3  松下公司

　　　　11.3.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1.3.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1.3.3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11.3.4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1.3.5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11.3.6  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11.4  安川公司

　　　　11.4.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1.4.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1.4.3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11.4.4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1.4.5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11.4.6  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11.5  力士乐公司

　　　　11.5.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1.5.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1.5.3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11.5.4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1.5.5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11.5.6  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11.6  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

　　　　11.6.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1.6.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1.6.3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11.6.4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1.6.5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11.6.6  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11.7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11.7.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1.7.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1.7.3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11.7.4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1.7.5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11.7.6  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11.8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

　　　　11.8.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1.8.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1.8.3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11.8.4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1.8.5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11.8.6  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11.9  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9.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1.9.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1.9.3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11.9.4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1.9.5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11.9.6  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11.10  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11.10.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1.10.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1.10.3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11.10.4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1.10.5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11.10.6  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11.11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11.11.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1.11.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1.11.3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11.11.4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1.11.5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11.11.6  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11.12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1.12.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1.12.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1.12.3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11.12.4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1.12.5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11.12.6  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11.13  大连电机集团有限公司

　　　　11.13.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1.13.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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