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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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铁路机车产业竞争格局分析与投资规划调研报告》介绍

了铁路机车行业相关概述、中国铁路机车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铁路机车行业的现状、

中国铁路机车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铁路机车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铁路机

车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铁路机车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铁路机车行

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铁路是供火车等交通工具行驶的轨道。铁路运输是一种陆上运输方式，以机车牵引列车车

辆在两条平行的铁轨上行走。传统方式是钢轮行进，但广义的铁路运输尚包括磁悬浮列车、

缆车、索道等非钢轮行进的方式，或称轨道运输。

      1804年，由英国的矿山技师德里维斯克利用瓦特的蒸汽机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车，

时速为5至6公里。因为当时使用煤炭或木柴做燃料，所以人们都叫它&ldquo;火车&rdquo;，于

是一直沿用至今。1840年2月22日，由康瓦耳的工程师查理礠里维西克所设计了世界上第一列

真正在轨上行驶的火车。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铁路机车产业竞争格局分析与投资规划调研报告》表

明：2016年我国铁路机车产量达1292辆，累计下降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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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机车产量_当期值(辆)             197             120             89             104             63             114      

                        铁路机车产量_累计值(辆)             1292             1095             975             895             791            

728                               铁路机车产量_同比增长(%)             -44.8             -62.5             -57             -32            

-58.6             -43.8                               铁路机车产量_累计增长(%)             -43.3             -43             -39.1          

  -41.4             -42.4             -40.4     

第一章 铁路机车相关概述 

　　第一节 铁路机车定义及分类 

　　　　一、铁路机车的定义 

　　　　二、铁路机车的分类 

　　　　三、铁路机车的构造特点 

　　第二节 不同类型铁路机车简介 

　　　　一、蒸汽机车 

　　　　二、内燃机车 

　　　　三、电力机车 



　　　　四、动车组 

　　　　 

第二章 铁路机车的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中国铁路建设概况 

　　　　一、2016年中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 

　　　　二、2017年中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 

　　　　三、加大铁路建设投资的必要性 

　　　　四、铁路基本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第二节 铁路运输业发展概述 

　　　　一、2016年中国铁路运输发展现况 

　　　　二、2017年铁路运输主要指标分析 

　　　　三、铁路运输企业存在的不足及对策 

　　　　四、铁路交通运输业存在的问题及投资前景 

　　　　五、2017年中国铁路将形成&ldquo;四纵四横&rdquo;运输体系 

　　第三节 铁路设备业发展分析 

　　　　一、我国铁路设备行业产业环境浅析 

　　　　二、2017年铁路设备行业运营简况 

　　　　三、2017年铁路设备业行情 

　　　　四、铁路固定资产投资拉动铁路设备行业增长 

　　第四节 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分析 

　　　　 

第三章 世界铁路机车行业调研 

　　第一节 世界铁路机车发展概况 

　　　　一、世界铁路机车发展历程 

　　　　二、世界铁路机车车辆进入高速发展轨道 

　　　　三、国际机车车辆市场环境分析 

　　　　四、国际机车车辆制造业的供求与制造商分析 

　　　　五、国际机车车辆制造业的发展趋势 

　　第二节 世界主要国家铁路机车发展分析 

　　　　一、美国出台铁路机车排放控制提案 

　　　　二、美国加强混合动力机车开发以应对节 

　　　　三、澳大利亚向西门子订购1.08亿欧元机车 



　　　　四、2017年俄罗斯燃气涡轮机车投入运行 

　　　　五、哈萨克斯坦机车市场发展空间广阔 

　　　　 

第四章 中国铁路机车行业调研 

　　第一节 中国铁路机车产业概述 

　　　　一、我国铁路机车的发展历程 

　　　　二、中国机车车辆行业成就巨大 

　　　　三、我国形成新的机车车辆产业群 

　　　　四、中国铁路机车大量出口非洲 

　　第二节 2015-2017年铁路机车行业调研 

　　　　一、2016年中国货运机车制造基地南北格局正式形成 

　　　　二、2017年铁路机车运用效率显著提高 

　　　　三、2017年我国铁路机车投资与保有现状 

　　　　四、2017年我国铁路机车制造业发展分析 

　　第三节 2015-2017年全国及主要省份铁路机车产量分析 

　　　　一、2015年全国铁路机车产量分析 

　　　　二、2016年全国及主要省份铁路机车产量分析 

　　　　三、2017年全国及主要省份铁路机车产量分析 

　　第四节 铁路机车车辆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分析 

　　　　一、国际竞争力简述 

　　　　二、外部环境 

　　　　三、产业政策 

　　　　四、内部环境 

　　　　五、产品结构 

　　　　六、技术水平 

　　　　七、人力资源 

　　　　八、国际化经营能力 

　　　　九、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对策与建议 

　　第五节 铁路机车车辆市场营销分析 

　　　　一、市场规模和市场占有率 

　　　　二、企业销售情况 

　　　　三、主要地区销售分析 



　　　　四、铁路机车车辆市场营销策略 

　　第六节 铁路机车工业发展对策与前景分析 

　　　　一、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发展的道路 

　　　　二、推动民族机车车辆工业的发展对策 

　　　　三、未来两年铁道部铁路机车投资达三千亿元 

　　　　四、2017年铁路机车需求 

　　　　五、2017-2022年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及动车组制造业预测分析 

　　　　 

第五章 铁路机车细分行业调研 

　　第一节 蒸汽机车 

　　　　一、世界蒸汽机车的使用历程 

　　　　二、2016年英国铁路重现老式蒸汽机车 

　　　　三、中国蒸汽机车的研制发展历史 

　　第二节 内燃机车 

　　　　一、中国内燃机车的研制与发展 

　　　　二、大功率内燃机车国产化进入新阶段 

　　　　三、2016年中国北车内燃机车再度出口缅甸 

　　　　四、2017年大功率内燃机车在国内正式启用 

　　　　五、内燃机车面临复兴机遇 

　　　　六、中国未来内燃机车的发展趋势 

　　第三节 电力机车 

　　　　一、世界电力机车的发展历程 

　　　　二、中国电力机车的研制与发展回顾 

　　　　三、铁道部出资300亿元采购电力机车 

　　　　四、我国电力机车咽喉部件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五、2016年南车电力机车两度出口中亚 

　　　　六、2017年国产电力机车占据市场主导地位 

　　第四节 动车组 

　　　　一、动车组发展史及特点 

　　　　二、中国铁路动车组的基本类型与特点 

　　　　三、动车组技术国产化进入新阶段 

　　　　四、国产高速动车组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五、中国成为第四个成功制造时速300公里动车组的国家 

　　　　六、国产动车组出口形势乐观 

　　　　七、我国铁路动车和动车组发展路径分析 

　　　　 

第六章 铁路机车技术发展分析 

　　第一节 铁路机车技术发展近况 

　　　　一、中国铁路机车技术现代化取得重大成果 

　　　　二、中国铁路机车制造技术开始输往国外 

　　　　三、2017年我国机车制动机技术实现质的飞跃 

　　第二节 铁路机车车辆现代化的关键技术 

　　　　一、交流传动技术 

　　　　二、复合制动技术 

　　　　三、高性能转向架技术 

　　　　四、轻量化技术 

　　　　五、外型的空气动力学设计技术 

　　　　六、列车控制、 

　　　　七、车间密接式连接技术 

　　　　八、车厢密封减噪及集便排污技术 

　　　　九、倾摆式车体技术 

　　　　十、受电弓技术 

　　第三节 铁路机车牵引力分析 

　　　　一、机车牵引力简述 

　　　　二、中国机车牵引力的状况 

　　　　三、影响中国机车牵引力的主要因素 

　　　　四、挖掘机车牵引力的有效途径 

　　第四节 中国机车车辆技术创新模式分析 

　　　　一、机车车辆自主创新的定义与发展背景 

　　　　二、我国机车车辆技术创新模型综述 

　　　　三、我国机车车辆业技术创新组织模式的特点 

　　　　四、中国机车车辆业自主创新发展的政策建议 

　　　　 

第七章 铁路机车行业进出口数据分析 



　　第一节 中国铁道电力机车，由外部电力或蓄电池驱动进出口数据分析 

　　　　一、2015-2017年中国铁道电力机车，由外部电力或蓄电池驱动进出口总体数据 

　　　　二、2015-2017年中国铁道电力机车，由外部电力或蓄电池驱动主要国家进出口数据 

　　第二节 中国其他铁道机车；机车煤水车进出口数据分析 

　　　　一、2015-2017年中国其他铁道机车；机车煤水车进出口总体数据 

　　　　二、2015-2017年中国其他铁道机车；机车煤水车主要国家进出口数据 

　　　　 

第八章 铁路机车行业重点企业分析 

　　第一节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2017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2017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四、企业最新发展动态与策略 

　　　　五、企业未来发展展望与战略 

　　第二节 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最新发展动态与策略 

　　　　四、企业未来发展展望与战略 

　　第三节 南车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最新发展动态与策略 

　　　　四、企业未来发展展望与战略 

　　第四节 中国南车集团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最新发展动态与策略 

　　　　四、企业未来发展展望与战略 

　　第五节 中国北车集团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最新发展动态与策略 

　　　　四、企业未来发展展望与战略 

　　第六节 中国北车集团齐齐哈尔铁路车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未来发展展望与战略 

　　第七节 中国北车集团西安车辆厂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投资策略 

　　第八节 中国南车集团株洲车辆厂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第九节 南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未来发展展望与战略 

　　第十节 其他公司 

　　　　一、中国南车集团南京浦镇车辆厂 

　　　　二、中国南车集团眉山车辆厂 

　　　　三、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中国南车集团北京二七车辆厂 

　　　　五、齐齐哈尔市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六、中国北车集团大同电力机车有限责任公司 

　　　　七、济南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八、南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 

　　　　九、上海阿尔斯通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十、国营重庆重型铸锻厂 

　　　　十一、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章 2017-2022年铁路机车市场趋势调查 

　　第一节 2017-2022年全球铁路机车行业前景展望 



　　　　一、全球铁路机车市场趋势预测光明 

　　　　二、2017-2022年全球铁路机车行业发展趋势透析 

　　　　三、2017-2022年全球铁路机车市场需求状况预测 

　　第二节 2017-2022年中国铁路机车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2017-2022年我国铁路机车需求趋势分析 

　　　　二、2017-2022年中国铁路机车行业面临的机遇剖析 

　　　　三、2017-2022年国内铁路机车行业的发展趋向 

　　　　四、2017-2022年铁路机车发展趋势及重点解析 

　　　　五、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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